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承辦學校 研習名稱 預定研習日期 研習講師

1 莒光國小
自閉症及情緒行為困擾學生之正向行

為支持研習
106年2月22日

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

心馬樂穎主任、莒光國

小林曉筠教師

2 成功啟智
智能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教學

目標撰寫與教學策略
106年3月4日 東華大學林坤燦教授

3 彌陀國中 情障生的特需課程設計研習 106年3月4日
小馬老師自閉症教學中

心馬樂穎主任

4 烏林國小
個別化教育計畫撰寫實務(語文領域)

與個案研析
106年3月15日

臺南市勝利國小林和秀

教師

5 大社國小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與教學策略技

巧及個案研討研習
106年3月15日 高師大蔡明富教授

6 大寮國小
情緒行為困擾學生的正向行為支持研

習
106年3月15日

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

心馬樂穎主任

7 凱旋國小
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學生的班級輔導

策略研習
106年3月15日 民族國小黃慈愛教師

8 紅毛港國小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與教學策略技

巧及個案研討研習
106年3月29日 獅湖國小陳明顯主任

9 維新國小
亞斯伯格症與自閉症學生的輔導策略

研習
106年3月29日

中山醫學大學李宏鎰教

授

10 中正國小 特教生性/性平教育如何教? 106年4月12日 國教輔導團顏芝盈教師

11 舊城國小
學障生教學科技輔具與多媒體教材資

源應用研習
106年4月15日 屏東大學張如茵教授

12 加昌國小
ADHD、亞斯伯格症學童的融合教育實

施之輔導策略
106年4月19日

中山醫學大學李宏鎰教

授

13 橋頭國小
融合教育實施之情緒行為障礙輔導策

略研習
106年4月19日 蘇微真教師

14 甲仙國中 學障專業知能-桌遊、特教教學及應用 106年4月21日 南瓜妹劉力君教師

15 明正國小
非語文學障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撰寫與

課程教材設計研習
106年4月22日 彰師大洪雅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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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高雄啟智 特殊教育適應體育與課程調整 106年4月28日
高智 張志成教師、周

悠聖教師、陸奕身教師

17 竹滬國小
增進學習能力的學前活動課程-空間、

聽覺篇、視知覺、肢體研習
106年5月3日 竹滬國小蕭寧君教師

18 五林國小
學障專業知能-國小學障生數學領域個

別化教育計畫撰寫與課程教材設計

106年5月3日及106

年5月10日
民族國小黃慈愛教師

19 寶來國小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之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規劃與設計研習

106年5月3日、106

年6月14日

臺南大學何美慧教授、

高師大蔡明富教授

20 過埤國小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106年5月10日
蔡昭偉先生(自閉症兒

童蔡傑家長)

21 梓官國中 自閉症學生特質認識與輔導策略分享 106年5月27日
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

心馬樂穎主任

22 鹽埕國小
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學生輔導與教學

策略技巧研習

106年5月31日、

106年6月7日

北市大郭色嬌講師、民

族國小黃慈愛教師

23 南隆國中 多重障礙特教宣導與關懷研習 106年6月21日 旗山國小林彥同教師

24 民族國小 有效能的親師溝通 106年7月1日

獅湖國小陳明顯主任、

星星兒基金會林美淑董

事長、凱旋國小吳凱瓴

25 彌陀國中 國中學障生的數學課程設計研習 106年7月3日 屏東大學張萬烽教授

26 紅毛港國小
智能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撰寫與

教學策略研習
106年7月3日

屏東大學陳麗圓教授、

民族國小黃慈愛教師

27 林園國小 新課綱教學實務與IEP撰寫研習 106年7月3日
民族國小黃慈愛教師、

油廠國小陳雅婷教師

28 高雄啟智
腦性麻痺與多重障礙學生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之教學策略。
106年7月4日

屏東大學陳麗圓教授、

吳汀原物理治療師

29 河堤國小
特殊教育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計

與教學技巧
106年7月4日 國教輔導團顏芝盈教師

30 楠梓特殊學校
腦性麻痺與多重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

計畫之教學目標撰寫與教學策略技巧
106年7月5日 屏東大學張茹茵助教

31 民族國小 創造友善的融合環境研習 106年7月6日

前鎮國小甄炳炫校長、

民族國小黃慈愛教師、

巫俊賢教師、李漢光教



32 文賢國小 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研習 106年7月7日
臺北市立大學黃瑞珍教

授

33 楠梓特殊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與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及個別化教育計畫
106年7月12日 三重商工林燕玲教師

34 獅甲國中
情緒好好教-情緒行為問題學生之情緒

自我管理及人際關係輔導策略
106年7月17日 王意中心理師

35 文德國小 學前語言發展與輔導策略研習 106年8月5日
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

心馬樂穎主任

36 獅甲國中
智能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教學

目標撰寫與教學策略
106年8月14日

新北市三重商工林燕玲

教師

37 前鎮國中
特殊學生情緒行為問題之輔導與班級

經營策略研習
106年8月17日 王意中臨床心理師

38 河堤國小 幼兒園教保課綱活動課程IEP撰寫研習 106年8月21日
臺北大學蔡昆瀛教授、

獅湖國小吳凱瓴教師

39 山頂國小
特教『性』不幸?~特教性平教育知能

研習
106年8月22日

高雄市學諮中心黃怡禎

督導

40 鳳翔國中 國中學障生數學領域補救教學策略 106年8月23日 屏東大學胡永崇教授

41 後紅國小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與教學策略技

巧及個案研討研習
106年8月23日

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

心馬樂穎主任

42 林園高中 特殊生融入普通班之輔導策略研習 106年8月23日 王意中心理師

43 仁武特殊學校 兒童發展與檢核評估研習 106年8月24日 義大醫院黃柏愷醫師

44 仁武特殊學校 兒童發展與檢核評估研習 106年8月24日 義大醫院黃柏愷醫師

45 新光國小 性別平等教育課研習 106年8月24日 洪蘭教授

46 加昌國小 非語文學障生之教學策略與技巧 106年8月25日 臺北榮總單延愷心理師

47 成功啟智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之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規劃與設計
106年8月25日 高師大蔡明富教授



48 彌陀國中
國中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特教生的新課

綱課程設計
106年8月25日 彰師大詹孟琦教授

49 仁武特殊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 106年8月25日 待聘中

50 吉洋國小 國小學障生數學領域補救教學策略 106年8月28日 呂偉白教授

51 福誠國小
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學生輔導與教學

策略技巧及個案研討研習
106年8月28日 民族國小黃慈愛教師

52 右昌國小
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學生輔導與教學

策略技巧及個案研討研習
106年8月28日 高師大蔡明富教授

53 國昌國中 自閉症學生的輔導策略研習 106年8月28日
蔡昭偉先生(自閉症兒

童蔡傑家長)

54 大社國小 學前語言發展與輔導策略研習 106年8月29日
左營國小李珊珊教師、

劉姿姬教師

55 鳳陽國小  身體病弱專業知能研習 106年8月29日  待聘中

56 英明國中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與教學策略技

巧研習
106年8月30日 清大孟瑛如教授

57 安招國小 國中小學障生語文領域補救教學策略 106年9月16日
北市國教輔導團退休專

輔謝秀芬教師

58 美濃國小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與教學策略技

巧及個案研討
106年9月20日

高師大蔡明富教授(待

聘)

59 燕巢國小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與教學策略技

巧及個案研討
106年9月23日 高師大劉萌容教授

60 民族國小 自閉症學生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設計 106年9月23日

高師大劉萌容教授、小

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心

馬樂穎主任、四維國小

61 嘉興國小 身體病弱專業知能研習 106年9月27日 屏東大學羅湘敏教授

62 明正國小
特殊教育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計

與教學技巧研習
106年9月27日 臺中大學王欣宜教授

63 鳳翔國小 融合教育特教專業知能 106年9月27日
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

心馬樂穎主任



64 安招國小
情緒專業知能-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

研習
106年10月11日 元品心理諮商所心理師

65 瑞祥國小
特殊教育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計

與教學技巧
106年10月11日

中洲國小退休主任蕭朱

亮

66 鳳翔國中
學障生教學科技輔具及多媒體教材資

源應用
106年11月4日 東華大學施清祥教授

67 屏山國小 融合教育實施之輔導策略 106年11月8日 屏東大學張萬烽教授

68 忠義國小 自閉症學生的認識與輔導研習 106年12月20日
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

心馬樂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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