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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2 

 
屏東縣 110學年度特教輔導團《分區輔導與專業諮詢》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屏東縣政府特殊教育輔導團設置要點》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貳、 目標 

一、宣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重點及內涵。 

二、增進本縣教師特教知能。 

三、支持本縣教師特教教學與解決問題。 

四、提供本縣教師特教(身障及資優)教學諮詢與支援。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特殊教育輔導團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唐榮國小 

肆、 實施內容 

本計畫分兩任務執行 

一、分區輔導及諮詢： 

依行政區分三區，各區內教師若有特教教學之問題，可依附件 1 各區諮詢輔導員

一覽表，向輔導員諮詢。 

分區 行政區 

屏北區 屏東、麟洛、長治、里港、九如、鹽埔、高樹、霧台、瑪家、三地門 

屏中區 
內埔、竹田、萬巒、泰武、潮州、崁頂、南州、新埤、來義、萬丹、新園、東

港、林邊、琉球、枋寮、佳冬、春日 

屏南區 枋山、獅子、車城、恆春、牡丹、滿州 

若無法確定可諮詢對象，可將疑問寄至特教資源中心 e-mail：

ptse7371783@gmail.com，由中心媒合輔導員協助。 

二、分區觀課研習： 

(一) 研習對象： 

1. 本縣特教輔導團團輔導員為優先。 

2. 近三學年新進特教教師請至少參與所在分區之場次。 

3. 國中小對特殊教育(身障)教學說課、議課、評課及教材教法研討有興趣之

教師。 

4. 錄取人數:國小階段每場次 30 人；國中及學前階段每場次 10 人。 

(二) 研習時數與報名方式： 

 請參加人員於研習開始 3 天前至全國特教資訊網報名研習，操作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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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於「全國特教資訊網」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點選 。 

 2. 點選 ，選取辦理之研習報名。 

 3. 研習後依簽到表核實核發研習時數。 

 

 

(二) 期程與主題: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演示階段/類

別 

教學演示

者 
教學主題 

一 04/12 13:30-17:00 
(屏南區)

內獅國小 

國小 
吳采蓁教師 分散式資源班教學 

身心障礙類 

二 05/05 09:00-12:00 
(屏中區)

東港國小 

學前 
歐麗娟教師 集中式特教班教學 

身心障礙類 

三 05/30 09:00-12:00 
(屏北區)

中正國中 

國中 
邱梅芳教師 分散式資源班教學 

身心障礙類 

 

       (三) 研習時程安排：  

04/12 屏南區-國小身心障礙類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下午： 

教學演示 

13:30-14:20 團員介紹、說課、教學演示說明  

14:20-15:00 輔導團員教學演示與共同學習  

15:00-15:30 休息時間  

15:30-16:40 議課 

小組討論  

共同分享  

教學者回應  

16:40-17:00 評課  

 

            05/05 屏中區-學前身心障礙類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上午： 

教學演示 

09:00-09:20 團員介紹、說課、教學演示說明  

09:30-10:20 輔導團員教學演示與共同學習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1:40 議課 

小組討論  

共同分享  

教學者回應  

11:40-12:00 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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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0 屏北區-國中身心障礙類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上午： 

教學演示 

09:00-09:20 團員介紹、說課、教學演示說明  

09:30-10:20 輔導團員教學演示與共同學習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1:40 議課 

小組討論  

共同分享  

教學者回應  

11:40-12:00 評課  

註：所有教師(不僅限參與本研習者)，於研習時程外有特教(身障及資優)教學之相關疑問，

歡迎參考附件 1-各區特教輔導團團員一覽表與各區特教輔導團員聯絡諮詢。 

 

四、備註 

1. 排定之時間，核准後得視實際情況彈性調整。 

2. 參與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有課務者得派代。 

3. 計畫執行完成後，參與之輔導團成員由縣府統一敘獎。 

伍、 經費來源 

由特教相關經費支應。 

陸、 預期效益 

一、參加教師能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重點及內涵。 

三、透過公開授課與專業教師社群之籌組運作協助本縣教師增進特教知能。 

四、透過研討座談與教學實作進行經驗分享、蒐集教學現場問題謀求解決策略，推廣有

效教學，提供教材教法、課程設計等相關資料。 

五、提供本縣教師特教(身障及資優)教學諮詢與支援。 

柒、本計畫經報府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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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10 學年度特教輔導團各區諮詢輔導員一覽表 

分區 姓名 行政區 服務單位 職稱 教育階段 類別 電話 

屏北區 

邱梅芳 屏東市 中正國中 教師 國中 身心障礙類 7226387 

王麗婷 屏東市 公正國中 教師 國中 身心障礙類 7522097 

黃貞端 高樹鄉 田子國小 主任 國小 資賦優異類 7962714 

蔡羽喬 鹽埔鄉 振興國小 教師 國小 身心障礙類 7020501 

蕭又菁 鹽埔鄉 新圍國小 特教組長 國小 身心障礙類 7932269 

黃惠萍 屏東市 特教資源中心 教師 學前 身心障礙類 7371783 

呂苾棻 高樹鄉 特教資源中心 教師 學前 身心障礙類 7371783 

屏中區 

王聰慈 南州鄉 南州國中 教師 國中 身心障礙類 8645600 

陳誼璟 來義鄉 望嘉國小 儲備校長 國小 身心障礙類 7981383 

陳瑞貞 東港鎮 東港國小 教師 國小 資賦優異類 8322019 

黃健榜 潮州鎮 潮昇國小 教師 國小 身心障礙類 7805568 

歐麗娟 東港鎮 東港國小 教師 學前 身心障礙類 8322019 

屏南區 吳采蓁 獅子鄉 內獅國小 教師 國小 身心障礙類 8720003 

註：若無法確定可諮詢對象，可將疑問寄至特教資源中心 e-mail：ptse7371783@gmail.com 

 由中心媒合輔導員回覆。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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