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秀才分校 110 學年度
慈輝班轉介就讀簡章增修對照表

109 學年度簡章

110 學年度簡章

增修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
復學輔導工作原則。
二、轉介就讀對象
二、轉介就讀對象
（一）對象：因家庭遭逢變故 （一）申請入學資格，符合下列入
而中途輟學，經追蹤輔導返校 學條件之一，學生始得提出申請：
而無法適應就學環境，或因家 1.因家庭遭逢變故而中途輟學，經
庭功能失調，以及因列為中 追蹤輔導返校而無法適應就學環
低、低收入戶而有中輟之虞， 境。
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 2.因家庭功能不彰與失調。

一、調整「對象」為「申請入學資
格」。
二、考量 9 年級第 2 學期學校需協
助學生升學測驗、志願選填及多元
入學資料審核，為維護學生升學權
益，非重大原因不予轉出入慈輝班。

接受輔導就讀者（應提具相關 3.因列為中低、低收入戶而有中輟
證明文件。無特殊原因，應檢 之虞。
附資料未繳齊者，不予受理）
。
前揭申請對象經監護人或法定
（二）家庭功能不彰與遭逢變 代理人同意，願意配合與接受分校
故定義如下：
輔導就讀者應提具相關證明文件，
1. 符合脆弱家庭定義之學
應檢附資料未繳齊者，無特殊原
生，或脆弱家庭個案學生
因，不予受理）。
2. 雙親亡故之依親學生
（二）家庭遭逢變故與家庭功能不
3. 單親家庭學生
彰與失調定義如下：
（三）雖符合資格仍不受理申 1.符合脆弱家庭定義之學生，或脆
請者：
弱家庭個案學生。
1. 因重大刑案（如：妨害性 2.雙親亡故之依親學生。
自主……等）交付保護管束或 3.單親家庭學生。
曾令入感化教育者。
（三）雖符合資格仍不受理申請者：
2. 身心障礙學生應就讀特教 1. 因重大刑案（如：妨害性自
班者。
主……等）交付保護管束或曾令入
3. 基於住宿安全考量，倘有 感化教育者。
危害自己或他人生命安全之 2. 身心障礙學生應就讀特教班者。
虞，經本市復學輔導就讀小組 3. 基於住宿安全考量，倘有危害自
評估不適合團體生活及住宿 己或他人生命安全之虞，經桃園市
者。
復學輔導就讀小組評估不適合團體
生活及住宿者。
4. 國中九年級學生下學期在學籍
者，為維護學生升學權益，非重大
原因不予轉出入。
三、就讀名額總額：
每個年級 2-3 班，全校共 8 班，每班人數 12 名以上，20 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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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原則辦理，全校同時最高就讀人數 135 名，不限學生性別。

四、申請方式：

四、申請方式：

一、秀才分校復學輔導就讀執行小

（一）學年初轉介：
（一）學年初轉介：
1.國民中學學生由在學學籍學 1.國民中學學生由原學籍學校提
校提出申請。
出申請。
2.應屆國小畢業生由國小提出 2.應屆國小畢業生由國小提出申
申請。
請。
3.申請與轉介程序
3.申請與轉介程序
（1）在學學籍學校提出申請 （1）原學籍學校提出申請後，由
後，由本校秀才分校復學輔導 本校秀才分校復學輔導就讀執行
就讀執行小組進行初審作業。 小組進行初審作業。
（2）初審包括書面審查、家庭 （2）初審包括書面審查、家庭訪

組將初審結果函知申請學校。
二、敘明初審建議就讀名單內待討
論者與不通過者，相關人員(學生、
家長、學校代表或網絡單位代表)
得檢具書面資料與列席補充說明。
三、敘明復學輔導就讀小組組成及
運作方式。
四、 轉介就讀學生名單備查單位由
「桃園市復學輔導就讀會議」修正
為「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訪查及晤談。
查及晤談。
五、敘明審查結果由原學籍學校通
（3）本校秀才分校復學輔導就 （3）本校秀才分校復學輔導就讀 知個案網絡單位。
讀執行小組針對初審結果提出 執行小組針對初審結果提出建議 六、全案「本市教育局」統一修正
建議就讀名單。
就讀名單，並函知申請學校。
為「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4）邀請本市復學輔導就讀小 （4）召開轉介就讀複審會議由桃
組召開轉介就讀複審會議進行 園市復學輔導就讀小組進行審
審查，未符合初審建議就讀名 查，初審建議就讀名單內待討論者
單內學校，相關人員可受邀列 與不通過者，相關人員(學生、家
席補充說明。
長、學校代表或網絡單位代表)得
（5）通過複審學生，依報名先 檢具書面資料與列席補充說明。
後順序及複審會議決議情形至 桃園市復學輔導就讀小組採委員
可以容納人數為止，餘人列為 制，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遴聘，其
候補名單，俟有名額再行通知 成員包含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代
原申請單位或學生在學學籍國 表、社政單位代表、原住民業務單
中。
位代表、學校代表及外聘專家學
（6）入學報到：由本校分校發 者，採合議制，審議學生入學與中
函通知原申請單位及學籍國中 止就讀。
入學報到時間，於每學年 6 月 （5）通過複審學生，依報名先後
份報到，8 月份入學。
順序及複審會議決議情形至可以
（7）轉介就讀學生名單提交 容納人數為止，餘人列為候補名
「桃園市復學輔導就讀會議」 單，俟有名額再行通知原申請單位
備查。
或學生在學學籍國中。
（二）學年中轉介：
（6）入學報到：由本校分校發函
1.新學年度起，每學年度召開 3 通知原申請單位及學籍國中入學
次學生轉介就讀複審會議，由 報到時間，於每年 6 月份報到，同
本市復學輔導就讀小組委員進 年 8 月份入學。
行審查同意轉介學生入班事
（7）審查結果由原學籍學校通知
宜。
個案網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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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與就讀程序
（8）轉介就讀學生名單提交桃園
（1）申請管道有二：
市政府教育局備查。
○
1 經社政(教育)單位具備專業 （二）學年中轉介：
執照社工師或心理師評估者，
由學生在學學籍學校準備申請
資料併同評估報告，向桃園市
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請。
○
2 無社政(教育)單位具備專業
執照社工師或心理師評估者，
由學生在學學籍學校準備申請
資料，向本校秀才分
校提出申請。本校秀才分校依
申請件收迄時間序進行家訪
(資料未齊者一律退件)，每個

1.新學年度起，每學年度召開學生
轉介就讀複審會議，由桃園市復學
輔導就讀小組委員進行審查同意
轉介學生入班事宜。
2.申請與就讀程序
（1）申請管道有二：
○
1 經社政(教育)單位具備專業執
照社工師或心理師評估者，由學生
原學籍學校準備申請資料併同評
估報告，向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提出
申請。

個案家訪聯絡及完成評
○
2 無社政(教育)單位具備專業執
估報告時間為十個上班日。
照社工師或心理師評估者，由學生
（2）經本市復學輔導就讀小組 原學籍學校準備申請資料，向本校
召開轉介就讀複審會議，決議
是否符合就讀慈輝班資格，符
合資格者，秀才分校將
發函通知入學報到。
（三）每學年度共召開 4 次學
生轉介就讀複審會議，由本市
復學輔導就讀小組委員進行審

秀才分校提出申請。
本校秀才分校依申請件收訖時
間序進行家訪(資料未齊者一律退
件)，每個個案家訪聯絡及完成評
估報告時間為十個上班日。
（2）本校秀才分校復學輔導就讀
執行小組針對初審結果提出建議

查同意轉介學生入班、出班事 就讀及建議待討論名單，並函知申
宜。
請學校。
（3）召開轉介就讀複審會議由桃
園市復學輔導就讀小組進行審
查，未符合初審建議就讀名單內
者，相關人員(學生、家長、學校
代表或網絡單位代表)得檢具書面
資料與列席補充說明。
（4）通過複審學生，秀才分校將
發函通知入學報到時間。
（5）審查結果由原學籍學校通知
個案網絡單位。
（三）每學年度共召開 4 次學生
轉介就讀複審會議，由桃園市復學
輔導就讀小組委員進行審查同意
轉介學生入班、出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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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時間：
五、申請時間：
申請時間依本學年度時程調整。
（一）學年初轉介：民國 109 （一）學年初轉介：民國 110 年 4
年 4 月 15 日至 109 年 5 月 22 月 12 日至 110 年 5 月 14 日止。
日止。
（二）學年中轉介：110 年 7 月 1
（二）學年中轉介：109 年 7 日至 111 年 2 月 28 日間不定期受理
月 1 日至 110 年 3 月 31 日間 申請，並於 3、10、12 月或依實際
不定期受理申請，並於 3、10、需求召開學生轉介就讀複審會議。
12 月或依實際需求召開學生
轉介就讀複審會議。
七、檢附資料
（一）申請表。
（二）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三）二吋半身照片，一張貼於申請表，一張浮貼（背面書寫學校及學生姓名）。
（四）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最近一個月內核發）。
（五）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者，檢附全戶所得稅證明（或稅賦證明）及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六）學生輔導 AB 卡資料影本。（需蓋與正本相符章，並用信封袋密封）
（七）在學學籍學校對該生之所有相關輔導資料影本（包含中輟學生個案成因分析暨追蹤輔導記錄
表、個別輔導記錄冊、疑似身心障礙或學情障學生之 IEP 資料、鑑定公文含安置建議書、醫療證明與
相關評估資料、處遇性、介入性輔導資料）。（需蓋與正本相符章，並用信封袋密封）
（八）學生健康檢查記錄表影本。（需蓋與正本相符章）
（九）學生於在學學籍學校就讀期間學籍紀錄表、獎懲明細及出缺席記錄（有中輟記錄者請加附中途
輟學生個人檔案表影本）。
（十）家訪評估報告（學年中轉介必附）。
八、入學報到
檢附二個月內指定項目之健康檢查報告（未繳交者，待補件始得入學；具傳染性疾病者，需於治癒後，
始得入學），依入學通知在報到時間內辦理報到。
九、學籍管理
（一）本校秀才分校按時寄送學
生成績，以利在學學籍學校建立
學生成績資料。
（二）符合就讀資格學生，仍應
每學期於學籍學校完成註冊手
續。

九、學籍管理
學生資料加入獎懲、缺曠紀錄及
（一）本校秀才分校按時寄送學 多元學習表現資料，以符合學生
生成績、獎懲、缺曠紀錄及多元 升學需求。
學習表現資料，以利原學籍學校
建立學生成績、獎懲、缺曠紀錄
及多元學習表現資料資料。
（二）符合就讀資格學生，仍應
每學期於學籍學校完成註冊手
續。

十、學生待遇
學生享全額公費：註冊費、平安
保險費、食、宿、制服、書籍費
等全免

十、學生待遇
敘明為就讀慈輝班期間
學生就讀慈輝班期間享全額公
費：註冊費、平安保險費、食、
宿、制服、書籍費等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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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止就讀資格原則
十一、中止就讀資格原則
為有效經費管理，以服務更多有
慈輝班學生享全額公費，為符合 慈輝班學生享全額公費，為符合 需要的學生，增列第 5 項「學生
慈輝教育精神，有效經費管理， 慈輝教育精神，有效經費管理， 於秀才分校就讀期間累計中輟 3
以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學生，若學
生發生以下情事，經本市復學輔
導就讀小組評估後，得中止就讀
資格。
（一）學生轉介原因消失時。
（二）學生本人（或監護人）無
意願於本校秀才分校就讀時。
（三）學生發生足以危害其它學
生住宿、就學權益之重大非行事
件時。
（四）學生中輟三週以上，仍未

以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學生，若學 次以上，且最近 1 次中輟為行蹤
生發生以下情事，經桃園市復學 不明未尋獲逾 7 日者。」
輔導就讀小組評估後，得中止就
讀資格。
（一）學生轉介原因消失時。
（二）學生本人或監護人無意願
於本校秀才分校就讀時。
（三）學生發生足以危害其它學
生住宿、就學權益之重大非行事
件時。
（四）學生中輟三週以上，仍未

尋獲者。
尋獲者。
（五）學生不能適應住宿生活時。（五）學生於秀才分校就讀期間
累計中輟 3 次以上，且最近 1 次
中輟為行蹤不明未尋獲逾 7 日者。
（六）學生不能適應住宿生活時。
十二、中止就讀處遇
(一)依中止就讀資格原則辦理。
得邀請家長、在學學籍學校代
表、社政(教育)單位社工員等人
員，不定期召開就讀輔導會議。

十二、中止就讀前之輔導評估
（一）分校就讀學生達中止資格
者，由分校派員進行實際家訪與
校訪，做成評估報告，並將中止
就讀評估報告函送原學籍學校。

一、秀才分校復學輔導就讀執行
小組將中止就讀評估報告函送原
學籍學校。
二、敘明原學籍學校相關人員(學
生、家長、學校代表或網絡單位

(二)學生中止就讀慈輝班後，學 （二）中止就讀案提交複審會議 代表)得檢具書面資料與列席補
生回歸在學學籍學校就讀，或由 決議，原學籍學校相關人員(學 充說明。
社政、司法等單位另行轉介。
生、家長、學校代表或網絡單位 三、敘明審查結果由原學籍學校
代表)得檢具書面資料與列席補 通知個案網絡單位。
充說明。
（三）經審查會議決議中止就讀
者，回歸原學籍學校就讀，或由
社政、司法等單位另行轉介。
（四）中止就讀結果由原學籍學
校通知個案網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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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在學學籍學校義務
十三、原學籍學校義務
一、
「在學學籍學校」修正為「原
（一）原校需確保送審資料之正 （一）原校需確保送審資料之正 學籍學校」
確性，並對學生於原校就讀期間 確性，並對學生於原校就讀期間 二、學生資料加入獎懲、缺曠紀
之操行、學習、家庭、交友各項 之操行、學習、家庭、交友
錄及多元學習表現資料，以符合
狀況，有妥善告知之義務。
各項狀況，有妥善告知之義務。 學生升學需求。
（二）學生至本校秀才分校辦理 （二）學生至本校秀才分校辦理
報到時，請派專人（國小畢業生 報到時，請派專人（國小畢業生
由家長陪同即可）陪同學生到校。由家長陪同即可）陪同學生到
（三）配合學籍、成績及學生輔 校。
導相關之轉銜作業。
（三）配合學籍、成績、獎懲、
（四）學生於就讀期間發生中輟 缺曠紀錄、多元學習表現資料及
情事時，由本校秀才分校通知在 學生輔導相關之轉銜作業。
學學籍學校，請在學學籍學校辦 （四）學生於就讀期間發生中輟
理中輟通報作業；後續追蹤、協 情事時，由本校秀才分校通知原
尋與輔導工作，由兩校協同支援 學籍學校，請原學籍學校辦理中
辦理至結案為止。
輟通報作業；後續追蹤、協尋與
（五）就讀期間應每月定期或不 輔導工作，由兩校協同支援辦理
定期主動派員至本校秀才分校協
同輔導該校學生。
（六）學生就讀資格中止後，必
須配合協助學生完成離校手續等
工作，並接續處理其回歸在學學
籍學校就讀事宜。

至結案為止。
（五）就讀期間應每月定期或不
定期主動派員至本校秀才分校協
同輔導該校學生。
（六）學生就讀資格中止後，必
須配合協助學生完成離校手續等
工作，並接續處理其回歸原學籍
學校就讀事宜。

十四、本簡章經報局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四、本簡章經報桃園市政府教 修正「局」為「桃園市政府教育
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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