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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SES3)/TISEN/1 Part 2 

 

教育局通告第 15/2019 號  

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注意：本通告應交  —  

(a)  各官立學校、資助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按額

津貼中學校監及校長  — 備辦；以及  

(b) 特殊學校、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各組主管  

— 備考】  

 

摘要  

 本通告旨在提醒學校在不同階段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資料

的安排，以便及早識別和支援有關學生。此通告取代 2013 年 6 月 14

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9/2013 號。  

 

背景  

2.  教育局一直秉持「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全校參與」、「家校

合作」和「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原則推動融合教育，並在發放常規資

助外，向公營普通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和教師培訓，協助學校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須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在政策、

文化與措施三方面互相配合，靈活運用校內資源，及早識別和以「三層

支援模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3.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相關資料（如特殊教育需要類別、支援

安排等），如能適時轉交他們就讀的學校，可以幫助學校及早知悉學生

的特殊教育需要及曾接受的支援，從而銜接或深化為他們提供的支援，

加強成效。故此，教育局促請學校提醒家長轉交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

資料的重要性，並鼓勵家長在不同階段配合學校的資料轉交安排，包

括由學前至小學、小學至中學、中小學間轉校及由中學至專上教育等。  

 

徵求家長的同意  

4.  學校處理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時，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就此，學校徵求家長同意轉交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時，須

讓家長清楚知悉有關安排的目的（即上述第 3 段的內容），以及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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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所可能出現的問題。學校亦須讓家長知道，他們可根據《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要求查閱及更新資料，亦可以更改意願。  

 

5.   學校亦須向家長講解，學校保存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的安

排  ，而學校亦會在家長同意下，把學生的相關資料輸入教育局的「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 (Speci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EMIS)，並按需要更新。家長日後如有需要更改子女的資料，

學校會與教育局聯絡，以便更新 SEMIS 內的有關資料。  

 

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學前至小學  

6.  教育局與社會福利署（社署）、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測驗服務）設有協作機制，確保有特殊需要的

兒童由學前中心／幼稚園升讀小學時，小學能及早知悉他們的特殊需

要和提供支援。每學年，在家長同意下，衞生署及醫管局轄下的兒童體

能智力測驗中心會把有關兒童的評估資料送交教育局，而社署資助的

學前康復服務單位亦會把有關兒童的進展報告送交教育局。教育局會

在新學年開始前把這些兒童的評估資料和進展報告 1轉交他們入讀的

官立／資助／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  

 

7.  小學須參閱學生的評估資料及／或進展報告，並與家長聯絡，了

解有關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和近期的發展狀況，繼而按照「三層支援

模式」評定他們所需的支援層級及提供相應的支援 2。此外，學校須使

用合適的家長同意書（樣本見附錄一）徵求家長同意，把學生的評估資

料及／或進展報告的相關資料輸入 SEMIS，以便教育局和學校用於教

育用途，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例如跟進學生的學習表現和給

學校發放學習支援津貼等。  

 

小學至中學  

8.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六學生升讀中一前，小學應使用合適的家長

同意書（樣本見附錄二）徵求家長的同意，以便將有關學生的特殊教育

                                                 
1 由 2019 年起，入讀小一的兒童的進展報告，會以電子方式透過 SEMIS 傳送給他們入

讀的官立／資助／直資小學。  

2 請參閱教育局發出以「及早識別和支援有學習困難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為主題

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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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資料送交他們的中學，讓中學了解其學習需要和安排適切的支援。

小學亦應讓家長知悉，同意轉交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至中學，不

會影響子女的升中派位結果。為配合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公布的時序，

小學須於中一學位分配辦法結果公布日前，把有特殊教育需要小六學

生的家長就轉交資料的意願輸入 SEMIS。此外，小學須在 8 月中旬或

之前把有關學生的資料（例如醫療報告、評估報告、支援摘要、簡要的

學習記錄和教學建議等），連同已妥為簽署的家長同意書正本，送交其

即將入讀的中學備辦，小學可使用教育局提供的信件範本 3處理有關工

作。  

 

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公布後的資料傳送  

9.  因應小學在 SEMIS 記錄的家長意願，教育局會在中學學位分配

結果公布之後七個工作日內，把參與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確認為

已註冊的小六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基本資料，例如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及所需的支援層級，透過 SEMIS 傳送至獲派中學，中學須參照 SEMIS

及小學送交的資料，及早為有關學生策劃和提供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如在註冊後轉校，原先取錄該生的中學在收到家長的通知和

同意後，應在一個月內將該生的小學送交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及家長

同意書等，轉交給該生新入讀的學校。  

 

10.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六學生如並非入讀在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下

獲派的中學，教育局會透過每學年 9 月進行的「收生實況調查」查核

這些學生的在學紀錄；如 SEMIS 有記錄家長的同意，教育局會於 10 月

透過 SEMIS 把他們的特殊教育需要基本資料傳送至其新入讀的官立／

資助／按額津貼／直資中學。中學可從 SEMIS 內下載《特殊教育資訊

管理系統  -  中學用戶手冊》 4，參閱輸入及更新資料的詳細步驟。  

 

11.  中學對於其他新取錄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倘若原校未有提

供已經簽署的家長同意書或 SEMIS 內未有該生的相關資料，中學應使

用合適的家長同意書（樣本見附錄一）徵求家長同意，把有關學生的特

殊教育需要資料儲存於 SEMIS，以便教育局和學校作教育用途。  

 

 

                                                 
3 載於《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的相關附錄。  

4 請前往 SEMIS 主目錄首頁，於右上角點選「有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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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特別安排  

12.  升讀中一的學生或須於獲派的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

驗」。小學須在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公布當日或之前，利用教育局提供的

表格 5，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參加上述測驗的特別安排建議交給其家

長。家長可於辦理子女入學註冊手續時，將表格交給中學，以便學校參

考有關資料，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測驗特別安排。有關「中一入學前香港

學科測驗」的細節，請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有關通函。  

 

13.  小學填寫上述表格時須注意，所建議的測驗特別安排須經相關專

業人士（如言語治療師、醫生、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聽力學

家等）確認為適合有關學生，並在小六進行校內測考時，曾為他們提供

同樣的特別安排。小學亦須把與測考特別安排相關的文件一併送交有

關中學，以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檢視。  

 

中小學間轉校  

14.  無論是小學或中學，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轉校時，學校應使

用合適的家長同意書（樣本見附錄三）徵求家長的同意，以便將有關學

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基本資料，例如特殊教育需要類別及所需的支援層

級，透過 SEMIS 傳送至其將轉讀的學校，讓該校了解其特殊教育需要

和提供適切的支援。學校並須把有關學生的相關資料（例如醫療報告、

評估報告、支援摘要、簡要的學習記錄和教學建議等），連同已妥為簽

署的家長同意書正本，在一個月內送交有關學生將轉讀的學校。鑑於

該等資料有助學生轉讀的學校盡早識別其特殊教育需要及提供支援，

請學校鼓勵家長同意轉交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  

 

15.  取錄轉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倘若原校未有提供已經

簽署的家長同意書或 SEMIS 內未有該生的相關資料，學校應使用合適

的家長同意書（樣本見附錄一）徵求家長同意，把有關學生的特殊教育

需要資料儲存於 SEMIS，以便教育局和學校作教育用途。  

 

中學至專上教育  

16.  為確保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離開中學後，不論繼續升學、接受

職業訓練或修讀其他課程都能獲得適切的支援，中學應盡早與有關學

                                                 
5 載於《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的相關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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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家長商討合適的離校安排，並於學生獲專上院校／訓練機構取錄

後，在家長與學生 6的同意下，聯絡各院校／訓練機構的學生事務處或

其他部門的專責人員，商討轉交有關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的安排，

以便他們因應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及早策劃和提供適切的支援。教育

局每學年會整理本地大專院校／教育機構的聯絡資料，並上載至教育

局網頁 7供學校及家長參考，以方便資料傳遞。  

 

查詢  

17.  如有查詢，小學請聯絡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的督學，中學則請聯

絡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的督學。  

 

教育局局長  

黎錦棠代行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6 如有關學生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以及智力正常而並非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學校須徵求

他們的同意。  
7 教育局網址（ https://www.edb.gov.hk）：主頁  >  教育制度及政策  >  特殊教育  >  支援及

津貼  >  普通學校  >  支援中學的學生學習差異的支援措施和資源  >  本地大專院校

或教育機構就有特殊教育需要中學生資料轉交的聯絡資料，或按下列連結：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secondary/ps_contac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secondary/ps_contac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secondary/ps_contac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secondary/ps_cont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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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家長同意書樣本  

（新入學／新呈報資料的學生適用）  

 

（學生姓名）家長／監護人：  

  本校知悉你子女有特殊需要／特殊教育需要／成績稍遜（小學適用），會按照
「三層支援模式」為其提供支援。  

  一直以來，教育局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協助學校照顧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家長同意下，學校須透過教育局「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

統」（ SEMIS）遞交有特殊需要／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成績稍遜學生的資料，以便
教育局和學校作教育用途（例如安排發放額外資源及專業支援、資料統計等）。你
子女的資料只會用於上述用途。  

  本校現徵求你的同意，以便把你子女的特殊需要／特殊教育需要／成績稍遜（小
學適用）資料記錄於 SEMIS 內，並按需要更新。如你不同意有關安排，教育局和學
校未必有足夠資料為你的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援。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新有關你子女的個人資
料，亦可以更改意願。如有需要，請把你的要求交本校處理。  

  請你填妥下列的回條，並在  （日期）  交回本校辦理。  

           校長簽署：          

   學校        校長姓名：          

   印鑑        學校名稱：          

           日   期：          

------------------- ------------------------------------- ---------------------------------------- ---------  

回條  

 （學校名稱）  校長：  

 本人同意貴校把（學生姓名）的特殊需要／特殊教育需要／成績稍遜（小學適用）

資料記錄於教育局「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內，並按需要更新，以便教育局及

學校作教育用途。  

  本人不同意貴校把（學生姓名）的特殊需要／特殊教育需要／成績稍遜（小學適

用）資料記錄於「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內。不同意的原因是：  

      子女不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支援  

      對透露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有保留  

         其他 :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   期：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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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家長同意書樣本  

（參與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小六升中一學生適用）  

（學生姓名）家長／監護人：  

  你的子女即將升讀中學。本校現徵求你的同意，把你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
（例如：醫療報告、評估報告、支援摘要、學習記錄、教學建議等）連同你的書面同
意轉交其將入讀的中學，並讓教育局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結果公布後，把你子女在
「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內的特殊教育需要基本資料（如特殊教育需要類別及所
需的支援層級）傳送至中學，以便教育局和有關學校作教育用途，包括讓學校及早
知悉你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並繼續為你子女提供適切的支援。請留意，轉交有關

資料不會影響你子女的升中派位結果。如你不同意有關安排，教育局和有關學校未
必有足夠資料為你的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援。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新有關你子女的個人資料，
亦可以更改意願。如有需要，請把你的要求交子女就讀的學校處理。  

  請你填妥下列回條，並在  （日期）  交回本校辦理。  

            校長簽署：             

  學校         校長姓名：              

  印鑑         學校名稱：              

           日   期：            

-------------------------------------------------------- ---------------------------- ---------------- ----------  

回條  

 （學校名稱）  校長：  

本人同意貴校把學生  （學生姓名）  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連同本回條轉交其

將入讀的中學，並讓教育局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結果公布後，把其在「特殊教

育資訊管理系統」內的特殊教育需要基本資料（如特殊教育需要類別及所需的

支援層級）傳送至中學，以便教育局和有關學校作教育用途，包括讓學校知悉

其特殊教育需要和提供適切的支援。其個人資料只會用於上述用途。  

本人不同意貴校把學生  （學生姓名）  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轉交其將入讀的

中學，亦不同意教育局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結果公布後，把其在「特殊教育資

訊管理系統」內的特殊教育需要基本資料傳送至中學。不同意的原因是：  

     子女不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支援  

      對透露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有保留  

         其他 :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   期：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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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家長同意書樣本  

（中、小學學生轉校時適用）  

（學生姓名）家長／監護人：  

  你的子女即將轉讀另一所中學／小學。本校現徵求你的同意，把你子女的特殊
教育需要資料（例如：醫療報告、評估報告、支援摘要、學習記錄、教學建議等）連
同你的書面同意轉交其將轉讀的中學／小學，並讓教育局把你子女在「特殊教育資
訊管理系統」內的特殊教育需要基本資料（如特殊教育需要類別及所需的支援層級）
傳送至其轉讀的中學／小學，以便教育局和有關學校作教育用途，包括讓學校及早
知悉你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並繼續為你子女提供適切的支援。如你不同意有關安

排，教育局和有關學校未必有足夠資料為你的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援。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新有關你子女的個人資料，
亦可以更改意願。如有需要，請把你的要求交子女就讀的學校處理。  

  請你填妥下列回條，並在  （日期）  交回本校辦理。  

           校長簽署：          

   學校        校長姓名：          

   印鑑        學校名稱：          

           日   期：          

-------------------------------------------------------------- ------------- --------------------- ---------  

回條  

 （學校名稱）  校長：  

本人同意貴校把學生  （學生姓名）  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連同本回條轉交其

將轉讀的中學／小學，並讓教育局把其在「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內的特殊

教育需要基本資料（如特殊教育需要類別及所需的支援層級）傳送至其轉讀的

中學／小學，以便教育局和有關學校作教育用途，包括讓學校知悉其特殊教育

需要和提供適切的支援。其個人資料只會用於上述用途。  

本人不同意貴校把學生  （學生姓名）  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轉交其將轉讀的

中學／小學，亦不同意教育局把其在「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內的特殊教育

需要基本資料傳送至其轉讀的中學／小學。不同意的原因是：  

     子女不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支援  

      對透露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有保留  

         其他 :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   期：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附錄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