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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基於108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即將開始逐年實施，特教輔
導團責無旁貸應負起支持特教教師專業成長以迎接這一波課程改革
浪潮的重責大任，加以特教教師專業社群研究非常少，因此本研究
將建構縣市特教輔導團為教師專業社群，以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為
目標進行專業對話，並商討如何支持縣市內教師成為跨校教師專業
社群以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成為一個支持系統。研究者將以本年
度同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前導學校諮詢
總計畫」諮詢委員之成員五人，共同協助縣市教師社群之運作及十
二年課綱之推動，了解特教教師社群運作的歷程與效能。

中文關鍵詞： 特教輔導團,十二年課綱,教師專業發展

英 文 摘 要 ：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counseling groups to  promote the 12-year curriculum~~~The
practice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the 12-year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Outline beginning to be implemented year by year from 2019.
The special education counseling groups are duty-bound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pport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match this
curriculum reform. There is very little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construct a county-
level special education counseling group as a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of teachers.
Conduct professional dialogue with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12-year 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discuss how
to support teachers to become a cross-school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o implement the 12-year
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becoming a support system
    The researcher will be cooperative with 5 member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 Consultation on Twelve-year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Outline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to implement the mission of 12-year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Outline.

英文關鍵詞：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2-year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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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特教輔導團推動十二年課綱的歷程與成效~~~教師專業

發展支持系統的實踐 
 

中文摘要 

 

 

    基於108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即將開始逐年實施，特教輔導團責無旁貸應負起支

持特教教師專業成長以迎接這一波課程改革浪潮的重責大任，加以特教教師專業社群研究非常

少，因此本研究將建構縣市特教輔導團為教師專業社群，以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為目標進行專

業對話，並商討如何支持縣市內教師成為跨校教師專業社群以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成為一個

支持系統。研究者將以本年度同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前導學校諮詢

總計畫」諮詢委員之成員五人，共同協助縣市教師社群之運作及十二年課綱之推動，了解特教

教師社群運作的歷程與效能。 

 

 

一、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教育品質的良窳繫於教師素養之優劣，教育部於2006年提出了「五年精緻國民教育發

展方案」，並於2006年至2011年間執行以「教師專業發展」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來提升

教師的教學能力和品質，就是著眼於教師素質之提升和整個國民教育水準之提升是併行

的。2017年教育部更宣布以「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取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

的專業成長走向更自主化與社群化。 

對於身處融合教育浪潮下且常為學校「小眾人口」的特教教師（有的學校只有1~3名特

教教師）而言，他們常要扮演支持普教教師落實融合教育的角色，但自己卻沒有機會被支

持，如要在校內自組教師社群或尋求專業發展支持系統都非常不容易。而國內在這方面的

實證研究仍付之闕如，不禁讓人擔心如何落實特教教師的專業支持；雖然每縣市大多有

縣市特教輔導團，是否真能發揮支持各校特教教師專業成長之功能？也沒有研究探討其

成效，這一切的未知，不得不令人擔心108學年度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以下簡稱十二年課綱），特教老師準備好了沒？教育主管機關該負起什麼樣的責任才

能引領所有特教老師前進？ 

強調自主互動共好的十二年課綱，同時也規範教師透過公開觀課、自組教師專業社群

來達成自主互動和共好的目標。如總綱的「柒、實施要點」中的「五、教師專業發展」中

的「（二）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即提出了五點規範，只有第一項是單獨規範學校責任

其他有兩項是主管機關與學校應共同負責，另兩項則為主管機關必須單獨負起之責任，

如……支持並提供教師專業發展之相關資源，如安排教學研究會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共同時間……。各縣市特教輔導團責無旁貸應在這一波課程改革中擔任推手。 

為了試行十二年國教課綱及各項配套措施，教育部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身心障礙學生前導學校諮詢總計畫」(以下簡稱前導計畫)進行前導實作，全國共有

85校參與（各縣市國中國小各一所、直轄市還增加一所高中及特教學校），自107年一

月一日起試運作十二年課綱。研究者也有幸成為諮詢輔導團隊之一員，能更早研習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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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課綱及其配套措施，至今已有輔導四所性質互異之學校各四次以上之經驗。本專案結

束後（108,6,30），接著各縣市就靠著這一所前導學校試行結果落實十二年課綱。除了

前導學校被要求負起推動十二年課綱之責，各教育主管機關應如何與前導學校同工？扮

演何種角色？也是各縣市政府的一大挑戰。 

研究者於本年度十月份對各縣市特教業務承辦單位進行調查（有13個縣市回覆），

發現其中只有一個縣市尚未有特教輔導團，其餘均表示將由特教輔導團與前導學校共同

推動以落實十二年課綱。而對其（特教業務承辦單位）專業支持需求之調查中顯示，

100%回覆者表示有需求，專業支持之需求內容最多被提及者為十二年課綱之推動及行政

配套措施，其次為課程計畫之編寫及IEP之擬訂，再其次為教材之編寫、教學視導與核

心素養教學評量之示例。也有少數人問到：教師共備課程，如何共備？一群人在同一時

間同一地點一起來備課？各備各的課？研究者將此問題再次拋出，結果出乎意料大多數

人回答：我也很想知道共備的細節。表示特教業務承辦單位對其將要承擔起的責任是戰

戰兢兢的。 

研究者多年來關心特教教師之專業成長，也一直思考支持其成長之道。由於畢業自

師大教育系之故，在特教學術領域鑽研自閉症多年仍不忘自己在教育系所受過的訓練與師長

諄諄教誨，因此這十年來轉換跑道進行一系列有關特教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與實務，發現

許多能借重普通教育的專業成長方案，但也發現許多源於特殊教育的生態不同，而衍生出

必須調整之處。例如普教實習教師「最好以一對一方式進行」，但特教實習教師就需以「團

隊合作」「一群人一起帶領」的指導方式進行（胡心慈，2008）。因此，延續這樣的精神遊

走於普教和特教之間，研究者希望能以自己跨領域的專業帶給特教界不一樣的視野。 

此外，走入現場關心特教老師更是研究者的使命！過去曾連續兩年申請科技部之研

究計畫（建構國中特殊教育初任教師之導入方案（103-2410-H-003-085-）、「特殊教育

教師專業標準」應用於特教教師評鑑之研究（104-2410-H-003-056-），走進桃園特教現

場與特教輔導團之教師共同協力推動導入方案、擬定「桃園市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指標」

並試行。桃園市教育局並在導入方案試辦期滿後，開始全面推行並邀請研究者擔任顧問。

在試辦導入方案中有數校採取共同輔導的策略而形成定期聚會之團體，儼然有教師社群之

影子。這幾年擔任桃園市特教輔導團顧問之經驗，也讓研究者累積了不少帶領教師專業社

群成長之經驗。因此研究者基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議題之重要性、學術上對特教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研究非常少、實務上特教教師在校內形成教師社群不易及落實十二年課綱正

是一個促成特教教師形成社群的好機會，希望下一年度能在各縣市（至少是本年度十月份

調查回應的13個縣市政府）陪伴一群願意成長的特教教師透過教師專業社群共同在十二年

課綱實施中成長。以下將由十二年課綱及其配套措施對現場特教教師之衝擊，及特教教師

如何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長之途徑談起。 

 

 

(一) 學術上對特教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非常少 

 

目前國內有關特教教師參與PLC的論述（林信言，2013；林勇助，2013；林雅騏，

2015；吳靜如，2015；柯閔文、蔡淑娟、戴麗緞，2010；賴春瑩，2015）非常少，且大

多為一般性論述而非實徵性研究，僅林信言（2013）、林雅騏（2015）和賴春瑩

（2015）各在文中介紹一個案例。 

林信言（2013）介紹一所國小的特教教師在面對特教新課綱的衝擊下，藉由「特教

IEP專業社群」與「多層次教學專業社群」，增進對新課綱的熟悉也促成普教教師與特



3  

教教師之間的合作教學與合作諮詢。 

賴春瑩（2015）研究之小麥國小（化名）特教社群由校內特教教師自組，探究主題

為特教新課綱。發現：特教社群的成立與運作均呈現了成員對於身為特教教師身分的高

度認同與專業承諾、借力專家並擁有行政支持有助於社群運作、教學知能提升與應用是

大部分成員的共同需求。 

林雅騏（2015）介紹鳥松國小的特教老師將在資源班教特殊學生的專注力訓練的課

程推廣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其中利用到同行合作、交替承擔責任、相互鼓舞、扶持推

動的雁行模式領導策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果。 

僅有的這三篇案例介紹仍點出特教教師PLC的重要發展方向：共同面對、相互幫

補。特教教師角色多元，既要教特殊生也要支持普通班教師，若能將在特教組內成功的

經驗與普通教師分享，共同協助特殊生在融合環境適應良好，正是發揮多元角色功能的

好機會。此外，特殊教育的知識更迭迅速，例如新課綱之推行即為一例，危機即是轉

機，此時特教教師更需要群策群力以適應新的環境要求，畢竟靠一己之力累積知識速度

太慢，這都是PLC發展的好機會。 

依目前國內的教育現況，特殊教育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可以分成下列

幾種方式（林勇助，2013；柯閔文、蔡淑娟、戴麗緞，2010）： 

以案例分析、主題經驗分享的工作坊形式：諸如個案研討、行動研究、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以及特教行政服務等定期的研習與課程。參與成員可透過該主題進行深入的探

討與對話，增進專業的知能。 

進行主題探討的專題講座、讀書會形式：如教學檔案製作、專書閱讀、特定障別教

學探究、教學方法的實施與檢討等。特殊教育教師可依其所面臨的問題或需求，針對特

定專題進行探討與省思。 

教材設計、課程研發的形式：如教學方法創新、教學媒材研發、新課程發展，以及

新課綱的發展等。參與者將有效能的教學方式、創意的媒材以及對教育思潮的省思加以

統整，以產出符合教學現況的教材與課程。 

輔導團的形式：特教輔導團的成員可包涵教授、督學、特殊教育教師、巡迴輔導教

師，以及專業團隊人員等。其每位成員皆有其專長與歷練，透過彼此間的討論與對話，

在訪視的過程中將他校成功、良好的特教團隊運作經驗和個案輔導有效的高峰經驗，分

享給其他教育夥伴，讓成功的經驗得以轉移。 

但到底有多少特教教師參與其中？則不得而知。而特教教師建構PLC的歷程與成效

為何？都沒有實徵研究來回答這個問題。 

國外的相關研究也不多，Blanton和Perez（2011）認為PLC創造學生成就、學校績

效與教師個人成長三贏局面，尤其在班上有學習非常困難與有挑戰性的學生時，特教教

師在學校PLC中有不可或缺的價值，但特殊教育教師參與PLC的研究非常少！這也是國內

研究的窘境，是否也代表實務現場參與PLC的特教教師不多？有待實際調查後才能了

解。但在此融合教育的發展趨勢之下，不只追求學生的融合，特教教師不能置身於教改

浪潮之外，更應積極促成普教教師與特教教師之融合。 

由於特教教師在普通教育的學校中位居少數，因此利用跨校或是網路平台以克服人

數與距離的問題，是國外研究證實有效的方法。Vaughn和Coleman（2004）的研究在兩

個學校中進行，共12名特教教師參與。其中六名教師前一年先學習一種促進閱讀的技

巧，然後第二年帶領另六名教師透過指導、示範、討論、給予回饋的方式，學習此一教

學法。研究結果發現這些擔任師傅的教師和同儕教師都能有效執行此一教學法，每一名

教師均報告對這種專業成長的方式滿意度高於傳統的在職進修。這也是PLC的一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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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一個特定的學習的內容焦點，共同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Hardman（2011, 2012）因應每校特教教師不多、特教教師分布分散之特性而為特教

教師建構網路社群，歷經四年的推動共有200多人參加此社群，但Hardman仍建議要搭配

學校為單位的領導者，才能真的促進教師有意義的成長，因為在社群網站上的成員，大

多僅是旁觀性質的參與者。 

Blanton和Perez（2011）在回顧上述文獻後總結出PLC對特教的重要性，並提出兩

點特教將從中獲得之最大效益： 

由於特教教師在校內是少數，常會被遺忘而顯得孤立無援，走進和普教教師共同組

成的PLC中讓他們覺得是學校整體的一份子，更有融入感。 

當普教教師都為教室內少數學習不利的學生煩惱時，特教教師很容易可以成為團體

的中心，分享他們的特教專業，也增進融合教育下特殊學生的適應。研究者對PLC之組

成也提出一些建議，在促進普特合作中，行政人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且建議有心在

PLC中成長者一定不要怕走過衝突。 

國內鄒小蘭（2013）也有類似看法，研究者認為在融合教育現場，普通教師缺乏對

身心障礙學生的了解與教學對應，無法有效在大班級教學時同時兼顧身心障礙學生的學

習需求；另一方面，特教教師則欠缺專門領域學科的訓練，導致普通教師、家長甚至特

教教師本身都對特教教師的專業能力有所質疑，此時正是跨領域PLC發揮功效的機會。 

 

二、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因其能掌握研究對象所欲表達的主觀意義，了解歷程性的變

化，以豐富的資料增加對研究主題的了解（李奉儒等譯，2001）。Bogdan和Biklen

（1982）曾對質性研究的特質歸納出下列五項（引自潘淑滿，2003）： 

1. 在自然的情境下蒐集資料。 

2. 研究者即是工具：研究者不需借重太多外來的研究工具，因為研究者本身就是最

好的工具。 

3. 重視研究參與者的描述：在質性研究中，每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無法被複製取

代的，因此透過敘述的方式，可以忠實地呈現出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與意念，使閱

讀者更加貼近研究參與者本身。 

4. 重視研究過程：強調研究過程中所發現、闡述的社會現象與行為的關係，而不強

調研究結果能否驗證理論。 

5. 以歸納的方式蒐集資料進行分析：蒐集豐富、多元的資料，透過逐步分析的步驟，

將資料化繁為簡，找出核心概念。 

 

(二)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主要研究場域為扣除資源較豐富的台北市與新北市之外的所有縣市之特教輔導團，

但第一年以本年度十月份回覆有專業成長需求與參與研究之意願的十三個縣市之特教輔

導團為對象，並邀情本年度參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前導學校

諮詢總計畫」之諮詢委員五名擔任協同研究人員，共同輔導縣市特教輔導團以鼓勵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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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社群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 

1. 研究者 

於本研究中主要扮演行動策劃者與專業成長的支持者，與夥伴們共同採取行動研究

以解決現場的問題，在研究進行中主要負責與各縣市特教輔導團教師聯繫。其曾於國中

服務過並於大學特教系任教20年以上，並擔任教學實習課教授20年，長期關心實務現

場、關心特教教師之成長。 

2. 各縣市特教輔導團 

第一年以基隆市、新竹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台東縣及澎湖縣為對象，第二年再擴大邀請對象。以該縣市特殊教育輔導團所有成

員為第一層服務對象，由其再向下推廣至全縣(市)特教教師，如有必要再直接面對特教

教師。 
 

(三) 研究工具 

 

在行動研究中，研究者即為最主要之研究工具，除此之外，尚包括用以評估專業成

長需求，以供教師提供結構化持續性支持（鄒小蘭，2003；CEC, 2003）及個人自我成長

藍圖參考的「108學年度各校特教教師落實十二年課綱之自我檢核表」、「專業學習社

群評估指標及自評工具」、觀察指引、訪談大綱及研究日誌。 

1.「108學年度各校特教教師落實十二年課綱之自我檢核表」 

這一份檢核表由研究者依據過去參與前導計畫之經驗編擬而成，共有四大項十五小項。

可以幫助特教教師自我檢核是否充分了解十二年課綱在特殊教育上之應用，及認知該完

成之重要事項。 

 

表1    108學年度各校特教教師落實十二年課綱之自我檢核表 

 

檢      核    項      目  檢    核    結    果 

80% 以

上能做

到 

50%的了

解程度 

非常不

了解 

1.對十二

年課綱之

認識 

1-1能依據學生起點能力尋找課綱

中學習重點之適配性 

   

1-2能執行核心素養之教學    

1-3能在教學中進行跨領域之整合    

1-4能在教學中融入重要議題    

1-5能診斷學生的學習功能(無缺

損、輕微缺損或嚴重缺損) 

   

2.個別化

教育計畫

之運作 

2-1能將 IEP和課程緊密結合    

2-2能在 IEP中顯示學生在課程上

經調整的部分 

   

2-3彙整所有特殊教育學生 IEP決

議之課程與相關服務結果，送特推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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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發

展及運作 

3-1 成立特殊需求領域教學研究會

並派員參加全校課發會 

   

3-2將身心障礙類班級特色及課程

願景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3-3於前一學年完成特殊教育學生

課程規劃 

   

3-4 確認特殊教育學生課程經學校

課發會討論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3-5 能研訂特殊教育學生彈性學習

課程(時間)等之相關規定 

(國中小:彈性學習相關規定。 

高中階段:選修校定科目之相關規

定) 

   

4.教材和

教學 

4-1規劃研討特殊教育學生之一般

課程及特需課程 

   

4-2能為特殊教育學生編選合宜之

一般課程及特需課程 

   

4-3規劃公開觀課等之相關事宜    

 

2. 專業學習社群評估指標及自評工具 

參考「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教育部，2009)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

的評估，分從以下幾個層面蒐集相關佐證文件與資料(如表 2)，包括是否符合專業學習

社群的特徵？成員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安排的活動是否滿意？成員是否有所學習

和成長？ 成員是否將所學習的內容應用於教學實務中？ 及學校是否支持等。  

 

 表 2：專業學習社群評估指標及自評工具 

            項      目 
尚在 

萌芽 

已經 

發展 

已成 

常態 

1.共同願景 

1-1我對於學生學習或學校發展具有共同關切的焦點，並與社群同儕發

展出共同的目標 
      

1-2我參加社群的目標能呼應學校(縣市)的願景或核心任務       

2.協同合作 

2-1社群的每位成員對於社群的活動都能積極參與、分擔責任       

2-2社群成員表現互助合作的行動       

2-3社群成員透過專業對話與交流，進行群體學習       

3.共同探究 

3-1我與同儕能協同計劃課程、編制教材，或設計教法，以符合學生不

同的學習需求，提升學習的成效 
      

3-2我與同儕能有機會分享各自的專業經驗、構想或表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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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我與同儕能有機會進行同儕關課或回饋，或共同檢視教學檔案       

3-4我與同儕能有機會提出專業所遭遇到的疑難問題，或針對當前重要

的教育議題，協同提出解決方案 
      

4.實踐檢驗 

4-1我能把在社群中所學習的新知識、新技能、新態度，或所 

  發展的新課程、新教材、新教法、新解決方案等，應用在專業 

  實務工作上，並深化學習的內涵 

      

4-2我能持續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的改變情形，並據以調整社群探究精進

的方向 
      

4-3我能檢視學校整體發展與改進的情形〈或願景與核心任務達成的情

形〉，並據以調整社群探究精進的方向 
      

5.社群運作       

5-1召集人具備專業知能       

5-2召集人熱忱投入時間與精力於社群發展       

5-3召集人對於社群成員任務分工明確與公平       

5-4召集人善於鼓勵成員共同參與       

5-5召集人善用校內外人力與資源       

5-6社群成員表現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的行動       

6.行政支持       

6-1課務安排能提供社群成員共同合作的時間       

6-2提供社群學習與討論的空間與設施       

6-3提供經費支援以及相關圖書與網路資源       

6-4學校提供社群行政業務上的協助       

6-5校長關心與支持社群運作       

 

3.訪談大綱 

主要用於焦點訪談之用，了解各縣(市)在鼓勵教師自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推動十

二年課綱時會遇到什麼問題？如何克服？ 

4.觀察指引 

主要用於教學觀摩或團體座談時當場觀察紀錄之用，紀錄活動流程、互動與討論、

教材教具使用等以作為從研究者角度之多元資料來源之一。 

5.研究日誌 

除了每一次和研究參與者互動後之心得與反思，也包括隨時對自己研究進行之思

考。 

6.其他文件 

        包括在e-mail上等各種網路上溝通之信件，及各種為工作而產生的表格文件等。 
 

(四) 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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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階段 

邀集諮詢委員及各縣市特教輔導團負責承辦人(可能是輔導團執行祕書)先開一次會，確

立大家的共識及前進方向----透過支持各地同校或跨校教師社群一起來推動十二年課綱，在

其中建構起縣市對特教老師的層層支持系統。 

2.實行階段 

    後續的推動則由諮詢委員陪同特教輔導團召開縣(市)特教教師推動十二年課綱會議，在

會議中讓教師自評表1，了解其對十二年課綱之起點行為，並協助教師分組成跨校PLC及訂定

本學期目標。 

(1)第一個半年: 

A.能組成 PLC在支持下開始運作，以先能修改或訂定各項配套措施(如能研訂特殊教育

學生彈性學習課程(時間)、開始安排能融入全校課程計畫之特教課程等之相關規定及時

程表。 

B.開始實施教師共備課程，能由學生能力尋找學習重點之適配性及跨領域之協調合作。 

C.落實IEP與課程發展之緊密結合。 

(2)第二個半年: 

A.繼續教師共備課程，能編擬特需領域之教材並能擴大參加人員甚至開始與與普通班教

師協同。 

B.繼續落實課程與IEP之結合。 

C.邀請十一個縣市之外的縣市加入研究，增聘諮詢委員說明透過PLC推動十二年課綱之

方法。 

(3)第三個半年: 

A.對原十一個縣市特教輔導團繼續健全PLC之支持功能。 

B.對新加入之縣市特教輔導團說明PLC之精神及透過PLC推動十二年課綱之方法。 

(4)第四個半年 

A.鼓勵鄰近縣市成為友伴縣市共同發展 PLC及推動十二年國教。 

B.落實十二年課綱在IEP及全校課程中之實踐。 

C.辦理成果發表會表揚表現優秀之縣市及PLC團隊。 

 
 

三、研究結果 
(一)團體聚會 

縣市特教輔導團推動十二年課綱的歷程與成效~~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的

實踐一、期程、課程架構及地點： 
序號 項目內容 時間 地點 備註 

1 教學及行政輔導【1】(集中課程) 108.9.21(六) 中埔國小  

2 教學實務分享【1】(分散課程) 108.10.18(五) 各分組學校  

3 個案研討【1】(分散課程) 108.11.29(五) 各分組學校  

4 IEP與課程輔導(集中課程) 108.12.28(六) 中埔國小  

5 教學實務分享【2】(分散課程) 109.3.13(五) 各分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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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案研討【2】(分散課程) 109.4.10(五) 各分組學校  

7 實地分組觀課(分散課程) 屆時調查 初任教師學校  

8 教學及行政輔導【2】(集中課程) 109.5.16(六) 中埔國小  

 

日期 
【上學期】 

108.9.21(六) 

【上學期】 

108.12.28(六) 

【下學期】 

109.5.16(六) 

規劃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師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師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師 

8：30 

8：50 
報到 蘇絲瑜組長 報到 蘇絲瑜組長 報到 蘇絲瑜組長 

08：50 

09：00 
開幕式 

林漢庭科長 

黃慶宗校長 
開幕式 

林漢庭科長 

黃慶宗校長 
開幕式 

林漢庭科長 

黃慶宗校長 

09：00 

11：00 

1.初任教師導入方案

意義 

2.十二年課綱之落

實，教師社群之組

織 

胡心慈教授 
IEP法定內容與必要

項目之撰寫技巧 
胡心慈教授 

輔導老師及 

初任教師心得分享 
胡心慈教授 

11：00 

11：10 
茶敘 楊萬教主任 茶敘 郭義宏老師 茶敘 張維真老師 

11：10 

12：10 

1.核心素養導向之教

學 

2.教師共備與公開授

課 

胡心慈教授 

學習重點轉化成 

IEP學年/學期目標

歷程探討 

胡心慈教授 成果分析 胡心慈教授 

12：10 

13：00 
午餐時間 蘇絲瑜組長 茶敘 蘇絲瑜組長 午餐時間 蘇絲瑜組長 

13：00 

14：00 

桃園市特殊教育─行

政與實務分享 
伍鴻麟校長 

十二年國教課綱特

殊教育─課程計畫

撰寫分享 

胡心慈教授 成果檔案分享 胡心慈教授 

14：00 

14：10 
茶敘與問題探討 楊萬教主任 茶敘與問題探討 郭義宏老師 茶敘與問題探討 張維真老師 

14：10 

16：10 

桃園市特殊教育─行

政與實務分享 
伍鴻麟校長 

IEP 與課程計畫 的

連結及運作 
胡心慈教授 

初任教師 

成果檔案分享 

伍鴻麟校長 

（分7組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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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10.18(五) 

【教學實務研討一】 

108.11.29(五) 

【個案研討一】 

規劃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師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師 

13：00 
︱ 

14：00 

初任教師導入方案 

教學實務分享(一) 

共分7組進行，每組

由輔導員擔任講師

及助理講師 

初任教師導入方案個案

研討(一) 

共分7組進行，每組

由輔導員擔任講師及

助理講師 

14：00 
| 

14：10 
茶敘與問題探討 各分組學校 茶敘與問題探討 各分組學校 

14：10 
︱ 

16：10 

初任教師導入方案 

教學實務分享(二) 

共分7組進行，每組

由輔導員擔任講師

及助理講師 

初任教師導入方案個案

研討(二) 

共分7組進行，每組

由輔導員擔任講師及

助理講師 

 

108學年度特殊教育初任教師導入方案 
（分散課程-下學期） 

日期 
109.3.13(五)  

【教學實務研討二】 

109.4.10(五) 

【個案研討二】 

規劃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師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師 

13：00 
︱ 

14：00 

初任教師導入方案 

教學實務分享(三) 

共分7組進行，每組

由輔導員擔任講師

及助理講師 

初任教師導入方案個案

研討(三) 

共分7組進行，每組

由輔導員擔任講師及

助理講師 

14：00 
| 

14：10 
茶敘與問題探討 各分組學校 茶敘與問題探討 各分組學校 

14：10 
︱ 

16：10 

初任教師導入方案 

教學實務分享(四) 

共分7組進行，每組

由輔導員擔任講師

及助理講師 

初任教師導入方案個案

研討(四) 

共分7組進行，每組

由輔導員擔任講師及

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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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尚在整理修改成稿件以便投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