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栗縣111年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增能研習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本縣教育人員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專業知能精進五年計畫辦理。 

二、 苗栗縣 111年度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第 1次會議決議辦理。 

貳、 目的：  

一、 透過工作坊形式，共同精進研討，增進本縣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

師情障相關知能。 

二、 透過個案研討，加強教師分析情障學生行為功能之能力，據以擬定學生

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策略，協助學校調整個案相關輔導

或教學策略方法。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苗栗縣福星國小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 辦理日期：111年 3月 31日（星期四）、4月 19日（星期二）、6月 14日 

         （星期二）、12月 13日（星期二）。 

伍、 辦理地點：福星國小 2F E化教室。 

陸、 參加對象：教師名單詳見附件一。 

一、參與本縣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之教師，預計 27人，四場次須 

        全程參與，請學校惠予參加人員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排代。 

二、對本研習主題有興趣之教師，預計 43人，請學校惠予參加人員公 

   （差）假登記，課務請自理。 



柒、活動課程內容： 

【第一次】

日期 時間 名  稱 人  員 備註 

111年 

3月 

31日 

（星期四） 

12：40-12：50 報到 特教中心團隊  

12：50-13：00 致詞 
教育處特教科 

福星國小許明峯校長 
 

13：00~14：30 兒童及青少年互動技巧 
彰化縣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外聘 

14：30-14：40 休息 特教中心團隊  

14：40-16：10 兒童及青少年互動技巧實作 
彰化縣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外聘 

 

【第二次】 

日期 時間 名  稱 人  員 備註 

111年 

4月 

19日 

（星期二） 

12：40-12：50 報到 特教中心團隊  

12：50-13：00 致詞 
教育處特教科 

福星國小許明峯校長 
 

13：00~14：30 教師壓力及情緒自我覺察 
彰化縣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外聘 

14：30-14：40 休息 特教中心團隊  

14：40-16：10 教師自我照顧活動體驗 
彰化縣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外聘 

 

 

 

 

 

 



【第三次】 

日期 時間 名  稱 人  員 備註 

111年 

6月 

14日 

（星期二） 

12：40-12：50 報到 特教中心團隊  

12：50-13：00 致詞 
教育處特教科 

福星國小許明峯校長 
 

13：00~14：30 校園系統合作實務分享 I 
彰化縣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外聘 

14：30-14：40 休息 特教中心團隊  

14：40-16：10 校園系統合作實務分享 II 
彰化縣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外聘 

 

【第四次】線上研習 

日期 時間 名  稱 人  員 備註 

111年 

12月 

13日 

（星期二） 

12：40-12：50 報到 特教中心團隊  

12：50-13：00 致詞 
教育處特教科 

福星國小許明峯校長 
 

13：00~14：30 讀懂孩子行為背後的意義 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 外聘 

14：30-14：40 休息 特教中心團隊  

14：40-16：10 教室裡的對話練習 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 外聘 

 

捌、報名方式：請參加人員於 111年 3月 28日（星期一）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報名網址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paid=153， 

              點選開啟查詢→點選苗栗縣→點選查詢欲報名場次-選研習場 

              次名稱-點選「報名」，以完成網路報名程序。 

玖、教師權利： 

   （一）請學校惠予參加人員公（差）假登記。 

   （二）全程參與之教師核發研習時數 12小時(3小時/次)；遲到或早退者 

         ，依實核予研習時數。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paid=153


   （三）為提升縣內研習品質，完成報名且經錄取後，因故不克出席者， 

         請務必填寫「苗栗縣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學員請假單」並完成核 

         章後，再行傳真至福星國小（Fax：037-266333）；若未辦理請假事        

         宜而無故缺席者，由縣府將名單轉知學校知悉。 

拾壹、經費來源：苗栗縣政府特殊教育相關經費補助。 

壹拾壹、獎懲：研習活動圓滿達成後，工作人員依苗栗縣政府國民中小學服務 

              考核敘獎標準辦理敘獎，以玆鼓勵。 

壹拾貳、本計畫奉縣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苗栗縣111年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增能研習 

教師名單 
 

 
 

參與支援團隊教師 

編號 鄉鎮 學校 教師 

1 苗栗市 福星國小 吳致嘉 

2 苗栗市 福星國小 李方淇 

3 苗栗市 福星國小 鄭至雅 

4 苗栗市 福星國小 彭  媛 

5 苗栗市 福星國小 劉芷綺 

6 苗栗市 福星國小 孫美鈴 

7 苗栗市 苗栗國中 陳欣德 

8 苗栗市 文華國小 劉文劭 

9 三義鄉 三義高中 徐美雯 

10 三義鄉 建中國小 馬鼎翔 

11 三義鄉 僑成國小 張永珠 

12 頭份市 永貞國小 陳玟靜 

13 頭份市 后庄國小 吳筱蒨 

14 頭份市 后庄國小 吳玉美 

15 頭份市 后庄國小 張珊華 

16 頭份市 后庄國小 陳志平 

17 頭份市 頭份國小 謝佩伶 

18 頭份市 海口國小 廖婉婷 

19 頭份市 建國國小 詹秀萍 

20 頭份市 六合國小 張育菁 

21 造橋鄉 大西國中 范語柔 

22 三灣鄉 三灣國中 蕭凱莉 

23 苑裡鎮 山腳國小 李映慧 

24 通霄鎮 南和國中 簡嘉慧 

25  退休校長 賴富金 

26  退休主任 曾雪梅 

27  退休教師 曾麗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