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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度「特殊教育教師適應體育實務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 3 月 8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70026198 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配合十二年國教及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政策，推動特殊學生適應體育重點發展， 

    強化特殊教育教師有效教學方式及實務經驗知能，增進學生參與適應體育課程之動機 

    ，並提升學習成效。 

二、提升學生運動能力並分享適應體育教學經驗，打造學生健康活力強健的身體，期許未

來能建立良好正確的運動習慣 

三、透過教導身心障礙學生之適性體育教學策略和技巧，強化對適應體育之應用，發揮教

學之成效，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學校：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肆、參加對象：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及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二、國立或直轄縣市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老師每校 2 名。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轄管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設特殊班(集中式特教班、資源班)

之特教教師每校 1 名。 

四、各縣市或直轄市轄管學校設有特殊班之特教教師。 

五、會議承辦、協辦學校主管及工作人員。 

伍、研習時間： (分 2 梯次辦理) 

一、第一梯次(北區)  

(一) 參加縣市：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宜蘭 

               縣、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 

(二) 時    間：10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 09:00~17:00 

二、第二梯次(南區) 

(一) 參加縣市：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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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屏東縣、台東縣、澎湖縣 

(二) 時    間：107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09:00~17:00 

陸、研習地點：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四段 825 號） 

柒、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請於 10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12:00 前，自行或由單位業務 

承辦人員協助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www.set.edu.tw）研習與資源→教師研

習→國教署特教研習完成報名(請參與研習人員勾選用餐葷素及交通方式)。錄取名單

將於 6 月 29 日(星期五)前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公告。 

二、通訊報名：請於 107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前填妥報名表（附件一）後，傳

真至(037)260821，傳真後請向承辦單位確認。 

      聯絡人：陳淑樺組長，聯絡電話：（037）266498 轉 303。 

      聯絡人：彭志偉主任，聯絡電話：（037）266498 轉 301。 

捌、交通方式 

  一、自行開車，車輛請依指示停放於本校。 

  二、活動當日本校派有專車接送，如需搭乘專車者，請在報名時勾選「搭乘接駁車」，並於 

      107年 7 月 11、12 日(星期三、四)至苗栗臺鐵火車站前站出口或苗栗高鐵站 1 號出 

      口集合出發，當日活動結束後，17:00 在本校校門口集合，送至苗栗臺鐵火車站或苗 

      栗高鐵站。 

三、相關交通資訊，請參閱附件三。 

玖、經費 

  一、本次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年度委辦經費支應。  

  二、參加人員請學校給予公差假，並依規定報支差旅費。 

拾、  研習時數：全程參加研習人員核給 7 小時研習時數。 

拾壹、其他事項： 

一、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研習會課程以實務操作為主，參加人員請穿著運動服裝，承辦單位研習期間提供上

課器材。 

拾貳、本計畫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竟事宜，得適時

補充修訂並通知參與人員。 

http://www.set.edu.tw/default.asp，並於106年3月31日12:00
http://www.se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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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度「特殊教育教師適應體育實務研習」日程表 

107 年 7 月 11 / 12 日（星期三 / 四） 

時  間 議  程 主 持 / 講 座 

08：30~09：00 報  到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團隊 

09：00~09：10 開 幕 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馬心正校長 

09：10~10：40 

主題一： 

適應體育課程 

理論與運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闕月清教授 

梁生永助理 

10：40~10：50 休息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團隊 

10：50~12：20 

主題二： 

適應體育課程實務

分享與操作(1) 

(輪鞋及球類)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闕月清教授 

分組 1 分組 2 分組 3 

國立苗栗特殊 

教育學校 

賴國誠主任 

國立苗栗特殊 

教育學校 

馬雨庭老師 

國立苗栗特殊 

教育學校 

顏玲惠老師 

12：10~13：10 午餐/經驗交流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團隊 

13：10~14：40 

主題三： 

適應體育課程實務

分享與操作(2) 

(健康體適能遊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闕月清教授 

分組 1 分組 2 分組 3 

林涓妮講師 簡岱芸講師 林育圻講師 

14：40~15：00 休息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團隊 

15:00~16:30 

主題四： 

適應體育教學 

策略與應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闕月清教授 

梁生永助理 

16：30~17：00 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馬心正校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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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度「特殊教育教師適應體育實務研習」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 

單位 
 職稱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電子 

郵件 
 

聯絡 

電話 
(公)：                   (手機)： 

交通 

方式 

□ 搭乘高鐵接駁車。 

※09：00 分以前於苗栗高鐵站 1

號出口處等候接駁車。 

□ 搭乘台鐵接駁車。 

※09：00 分以前於苗栗火車站

前站出口處等候接駁車。 

□ 自行前往。 

膳食 □葷    □素 

備註 

一、 若無法網路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後，於 107 年 6 月 26 日(星期

二)12:00 以前傳真至 037-260821，請務必來電確認是否傳真報

名成功。 

二、 若有疑問請電洽 037-266498 轉 303 陳淑樺組長或 轉 301 彭志

偉主任。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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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度「特殊教育教師適應體育實務研習」交通資訊 

一、本校交通位置: 

 

二、交通方式: 

(一)自行開車前往：  

1、國道 1 號頭屋交流道下，往苗栗市方向直行，經頭屋大橋後(白色大帆

船路標) 右轉接經國路，約 3分鐘到達。 

2、國道 3號後龍交流道下，往苗栗市方向直行，見路口左轉經國路，延經

國路直行約 7分鐘到達。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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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接駁車前往：  

◎搭乘高鐵接駁專車者，建議搭乘車次及接駁車時間： 

接駁車發車時間 9：00，於苗栗高鐵站 1 號出口集合。 

南下 

車次 南港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1505 07:25 07:36 07:46 08:01 08:12 08:25 

0809 08:00 08:11 08:19 08:34 08:47 08:58 

北上 

車次 左營 臺南 嘉義 雲林 彰化 臺中 苗栗 

806 07:25 07:41 08:00 08:12 08:24 08:36 08:56 

 

◎搭乘台鐵接駁專車者，建議搭乘車次及接駁車時間： 

  接駁車發車時間 9：00，於苗栗臺鐵火車站前站出口。 

南下 

車次 臺北 板橋 桃園 中壢 竹北 新竹 苗栗 

1113 區間 05:58 06:08 06:35 06:51 07:35 07:46 08:22 

105 自強 07:00 07:10 07:34 07:44 -- 08:14 08:42 

2133 06:43 06:53 07:20 07:31 08:13 08:25 09:00 

北上 

車次 嘉義 斗六 員林 彰化 臺中 豐原 苗栗 

170 自強 06:00 06:28 06:58 07:12 07:28 07:40 08:06 

280 自強 

(普悠瑪) 
-- 07:03 07:27 07:40 07:54 08:04 08:26 

2134 區間 06:10 06:42 07:17 07:34 08:00 08:16 0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