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8學年度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二、 特殊教育施行細則第二條。 

三、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第四條。 

四、 臺北市 108學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到校服務督導計畫。 

貳、 目的 

一、 充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對特殊教育實務運作、政策法規知能。 

二、 強化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服務績效與品質，推動跨專業合作與溝通。 

三、 建置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人力資料庫，以充分運用人力資

源。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聽資中心) 

肆、 報名資格：具備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專業人員證書者。 

伍、 課程規劃 

一、 本職前訓練課程總時數 54小時，分三階段實施： 

(一)第一階段：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36小時。 

(二)第二階段：醫事專業領域課程 15小時。 

(三)第三階段：跨專業個案綜合研討課程 3小時。 

二、 前二階段課程結束後應參與測驗，成績達 70分以上者方得參加下一階段課程

(測驗成績於測驗後一週內公告於聽資中心網站)，如在各階段中有缺課、請假

情形，不得參與該階段測驗。 

陸、 課程資訊 

一、 課程時間：109年 9月至 109年 11月。 

二、 課程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 

三、 課程人數：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及語言治療師各 30名，總計 90名，且單

一類別相關專業人員報名人數應達 15人以上。 

四、 詳細課程內容請參閱課程表 (附件一) 。 

柒、 報名方式 

一、 請於 109年 7月 31日(五)前，將報名資料以掛號方式寄至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

中心（地址：10371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郵戳為憑，逾期不予

受理。 

二、 報名相關表件 (附件二) 請至本中心網站(http://www.tmd.tp.edu.tw/rchi/)

點選「研習資訊」下載。 

http://www.tmd.tp.edu.tw/rchi/


 

 

捌、 錄取原則 

一、 經聽資中心審查符合報名資格者，依下列順位依序錄取： 

(一)現職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單位專、兼任相關專業人員。 

(二)曾參加本市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未完訓者。 

(三)參訓合格後欲參與本市相關專業服務者。 

二、 錄取公告：錄取名單於 109年 8月 12日公告於聽資中心網站。 

玖、 參訓合格標準 

一、 全程參訓且通過各階段課程測驗者，教育局核予 54小時研習時數，並頒發合格

證書，納入臺北市相關專業人員聘用人才資源庫。 

二、 本計畫未申請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認證，有需求者請自行向各學、公會申請。 

三、 無故缺席者將取消日後參訓資格，遲到、早退一律視同缺課。學員於各項課程期

間如有不可抗力之缺課事宜，須事先徵得承辦單位同意後始得請假；未取得之課

程學分應於日後梯次報名時主動告知補訓。 

壹拾、 經費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年度補助款與教育局預算經費支應。 

壹拾壹、 備註 

一、 聯絡方式：(02)2592-4446分機 602，周思慧組長；分機 611，專任治療師。 

二、 本校不提供停車位，請多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前往。 

(公車 302、304、223、601；捷運大橋頭站、捷運圓山站)。 

三、 因本校禁用免洗餐具，請攜帶環保杯，午餐請自理。 

壹拾貳、 承辦本計畫之有功人員由教育局予以敘獎。 

壹拾參、 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 108 學年度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

課程表 

課程階段：第一階段 

課程內容：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 

研習時數：36小時 

研習課表： 

編

號 
課程日期 課程時間 

時

數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特

1 

109年 9月 5日 

星期六 

9:00-12:00 3 
臺北市特殊教育資源網絡

與相關專業人員工作規範 

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樓威主任 

13:30-16:30 3 

校園無障礙環境與科技輔

具的應用 

(輔具流程或電腦輔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吳亭芳教授 

特

2 

109年 9月 6日 

星期日 

9:00-12:00 3 輔助溝通系統原理及應用 
中華響響輔助科技協會 

王俊凱秘書長 

13:30-16:30 3 
特殊教育法規及 

法律實際案例分享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李宗翰法治專員 

特

3 

109年 9月 19日 

星期六 

9:00-12:00 3 如何看懂個別化教育計畫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葉純菁主任 

13:30-16:30 3 

學校系統治療師在特殊教

育專業團隊合作中的角色

與溝通技巧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張婉嫈職能治療師 

特

4 

109年 9月 20日 

星期日 

9:00-12:00 3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概論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情緒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 

曾瑞蓉督導 

13:30-16:30 3 
身心障礙學生職前準備及

就業轉銜服務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身障 

就業輔導科 

謝佩君督導 

特

5 

109年 10月 17日 

星期六 

9:00-10:30 1.5 
聽障生的聽能管理與 

助聽輔具介紹 

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吳若琪聽力師 

10:30-12:00 1.5 視障輔具介紹與借用流程 
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 

謝宗凱主任 



附件一 

13:30-16:30 3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與安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羅慧珊研究助理 

特

6 

109年 10月 18日 

星期日 

9:00-12:00 3 
特殊教育課程 

-新課綱與特殊需求領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蔡昆瀛教授 

13:30-16:30 3 
學前巡迴輔導與專團合作

模式分享 

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邱蕙菁老師 

16:30-17:30  課程總結測驗  



附件一 

臺北市 108 學年度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

課程表 

課程階段：第二階段 

課程內容：醫事專業領域課程–物理治療組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 

研習時數：15小時 

研習課表： 

編

號 
課程日期 課程時間 

時

數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物

1 

109年 10月 31日 

星期六 

9:00-10:30 1.5 

特殊教育物理治療服務 

實務分享： 

專業團隊概論 

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陳由娣物理治療師 

10:30-12:00 1.5 
學校情境中(SFA) 

腦性麻痺學生實務介入 

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張寶方物理治療師 

13:30-16:30 3 
學校系統的體適能、 

適應體育 

新北市教育局/板橋區 

特教資源中心 

賀葳物理治療師 

物

2 

109年 11月 1日 

星期日 

9:00-12:00 

6 
坐姿擺位輔具之 

技巧與應用 

康聯生醫銀齡 

照護管理組副理 

張詠家物理治療師 13:30-16:30 

物

3 

109年 11月 14日 

星期六 

9:00-12:00 3 
分享教育現場之 

簡易動作評估 

新北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 

郭亭君物理治療師 

12:00-12:30  課程總結測驗  



附件一 

臺北市 108 學年度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

課程表 

課程階段：第二階段 

課程內容：醫事專業領域課程–職能治療組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 

研習時數：15小時 

研習課表： 

編

號 
課程日期 課程時間 

時

數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職

1 

109年 10月 31日 

星期六 

9:00-12:00 3 
學校系統職能治療概論暨

肢病障腦麻職能治療實務 

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張馨文職能治療師 

13:30-16:30 3 
特殊教育學生之輔具評估

應用與職前功能評量 

國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俞雨春職能治療師 

職

2 

109年 11月 1日 

星期日 

9:00-12:00 3 
自閉症學生之 

評估及介入實務 

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傅中珮教授 

13:30-16:30 3 
學情障學生之 

評估及介入實務 

欣活職能工作室負責人 

袁葦職能治療師 

職

3 

109年 11月 14日 

星期六 

9:00-12:00 3 
視知覺障礙學生之 

職能治療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系 

黃惠聲講師 

12:00-12:30  課程總結測驗  



附件一 

臺北市 108 學年度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

課程表 

課程階段：第二階段 

課程內容：醫事專業領域課程–語言治療組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 

研習時數：15小時 

研習課表： 

編

號 
課程日期 課程時間 

時

數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語

1 

109年 10月 31日 

星期六 

9:00-10:30 1.5 

聽覺、構音障礙學生語言治

療服務紀錄、實務介紹(含

個案評估與治療紀錄)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魏筠家語言治療師      

10:30-12:00 1.5 

嗓音、語暢、共鳴障礙學生

語言治療服務紀錄、實務介

紹(含個案評估與治療紀錄) 

楊光榮嗓音耳鼻喉科 

蕭麗君語言治療師 

13:30-16:30 3 
教育系統各階段語言治療 

評估、理論架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錡寶香教授 

語

2 

109年 11月 1日 

星期日 

9:00-12:00 3 
語言治療在學校系統的服務

模式、目標擬定及專業合作 

黃自強語言治療所 

黃自強語言治療師 

13:30-16:30 3 
教育系統溝通輔具的評估與

訓練 

臺北市立 

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鍾玉美語言治療師 

語

3 

109年 11月 14日 

星期六 

9:00-12:00 3 

學習困難(自閉症與學情障)

學生語言治療服務實務介紹

(含個案評估與治療紀錄) 

振興醫院復健科 

潘筱嵐語言治療師 

12:00-12:30  課程總結測驗  



附件一 

臺北市 108 學年度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

課程表 

課程階段：第三階段 

課程內容：跨專業個案綜合研討課程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 

研習時數：3小時 

研習課表： 

編號 課程日期 課程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跨 1 
109年 11月 28日 

星期六 
9:00-12:00 3 跨專業個案研討 

內湖國小附幼特教教師 

嚴紹芹老師/ 

北市聽資中心 

相關專業人員團隊 



附件二 

臺北市 108 學年度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

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所屬專業類別 □ 物理治療 □ 職能治療 □ 語言治療 

所屬公會縣市  

最高學歷 □ 五專  □ 大學  □ 碩士  □ 博士  □其他＿＿＿＿ 

畢業學校/系所  

聯絡地址 

□□□□□ 
 
＿＿＿＿＿縣/市＿＿＿＿＿市鄉鎮區＿＿＿＿里村＿＿＿鄰 

＿＿＿＿路/街＿＿＿＿段＿＿＿＿巷＿＿＿＿弄＿＿＿＿＿號 

連絡電話 

公司/住家 手機 

電子信箱 
 

應檢附資料 所屬類別之專業證書影本 

備註 

(無則免填) 

(如手語翻譯或其他需求) 

註1. 報名請於 109年 7月 31日(五)前，將報名資料以掛號方式寄至臺北市聽障教

育資源中心，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郵寄地址：10371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 

 

註2. 連絡電話：（02）2592-4446分機 602，周思慧組長；分機 611，專任治療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