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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服務群 

第一課程中心「一般科目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科目課程發展與教材研發實務 

分享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1 月 10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177744 號函以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 1 月 27 日北市教特

字第 1113001820 號函辦理。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

班服務群第一課程中心 110-111 學年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服務群科特殊教育

教師掌握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之原則及技巧，有效落實新課綱精神及

理念。 

二、 瞭解中心教材研發進度與內容，依學校學生實際需求選擇運用或進

一步進行調整方式，提升特教教學成效。 

三、 促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服務群科特殊教育

教師建立校際夥伴關係，協助推動跨校、跨領域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學校：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本校）。 
 

肆、 參加對象及人員 

一、 對象： 

全國國、市立(含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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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服務群科特殊教育教師者。 

二、 名額：每校薦派 1 名教師參加，預計人數 60 人。 

三、 薦派資格： 

(一) 於 111 學年度或預計 112 學年度擔任校內集中式特教班部定一般

科目體育課程之教師為優先。 

(二) 具集中式特教班課程設計及教材研發經驗者。 

(三) 對體育科目教材研發具有興趣之特殊教育教師。 
 

伍、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12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10:00～下午 4:00。 

二、 地點：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4樓體育館（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

一段 169 號）。 

陸、 課程日程表 

112 年 4 月 22 日(六) 一般科目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科目 

課程發展與教材研發實務分享研習 

時間 主題及內容 講師／主持人 

09:30~10:00 報 到  

10:00~10:15 

始業式 

國教署長官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

學校 葉宗青校長 

10:15~11:05 

 

服務群科體育教材教法實務分享 

I： 

高一上 

單元一 跑跑跑向前跑 

單元二 籃球基礎 

單元三 自我體能大躍進 

高一下 

單元一 排球養成計畫 

講師：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章金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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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特奧滾球 

單元三 基礎游泳安全認識 

高二上 

單元一 樂樂棒球概論 

單元二 羽球面面觀 

單元三 追趕跑跳碰 

高二下 

單元一 羽球最前線 

單元二 地板滾球 

單元三 游你一起 

高三上 

單元一 身體健康動起來 

單元二 籃球進階 

單元三 「戶」有所長 

高三下 

單元一 足上神功 

單元二 「戶」別苗頭 

單元三 走出臺灣放眼國際 

11:05~11:20 休息時間  

11:20~12:10 

體育科目單元教學示例分享與討

論 II： 

第一組：身體體適能 

第二組：地板滾球 

第三組：羽球 

 

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

學校 張雅娟老師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陳琬甄老師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謝佳廷老師(曾任國立新

竹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 

助理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

學校 吳欣怡組長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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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藍尚梅老師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吳雨蓁老師 

 

12:10~13:25 午餐時間  

13:25~14:15 

體育科目單元教學示例分享與討

論 II： 

第一組：羽球 

第二組：身體體適能 

第三組：地板滾球 

 

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

學校 張雅娟老師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陳琬甄老師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謝佳廷老師(曾任國立新

竹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 

助理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

學校 吳欣怡組長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

學校 藍尚梅老師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吳雨蓁老師 

14:15~14:30 休息時間  

14:30~15:20 

體育科目單元教學示例分享與討

論 III： 

第一組：地板滾球 

第二組：羽球 

第三組：身體體適能 

 

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

學校 張雅娟老師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陳琬甄老師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謝佳廷老師(曾任國立新

竹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 

助理講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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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吳欣怡組長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

學校 藍尚梅老師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吳雨蓁老師 

15:20~16:00 
綜合座談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

學校 葉宗青校長 

16:00~ 賦歸~  

柒、 研習報名方式 

一、 即 日 起 請 至 全 國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網 登 錄 報 名 ， 網 址 ：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 進入研習報名 (上方功能

列)，選擇國教署特教研習，即可進入研習報名區，點選本研習場次

報名，完成報名手續。 

二、 研習錄取通知將以 E-mail 方式送達，請務必確認研習報名系統個人

資料 E-mail 信箱可順利收發。 

三、 茹素者請務必於報名系統中勾選註明，未註明者均以提供葷食餐點

為主。 

四、 報名截止日期：112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一)中午。 

五、 如無法報名，請聯繫下列人員： 

(一) 聯絡人：專案助理杜專員、林專員，聯絡電話： (02)8661-

5183#298、299。 

(二) 公務信箱：wscourse01@gmail.com。  

捌、 交通方式：請參閱【附件一】。 

玖、 經費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

教班服務群第一課程中心 110-111 學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項目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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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注意事項 

一、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請全程配戴口罩(未配合者不予入場)，若有發

燒、咳嗽、呼吸困難、喉嚨痛、腹瀉等任何身體不適症狀，請勿參加

並務必事先告知本校。進入會場後請務必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含消毒、

社交距離等)，以維自身與大眾健康。 

二、 本案提供與會人員午餐，且為響應環保，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以便

飲品使用。 

三、 孕婦、身心障礙、行動不便及其他需特別服務者，請於研習前一週

(112 年 4 月 13 日星期四前)來電告知，以利本校協助安排。 

四、 本案為重要調訓課程，請各單位惠予受薦派教師及工作人員以公假派

代，差旅費由原所屬單位報支。 

五、 考量避免因突發狀況導致研習需臨時變動，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務

必收 E-mail，或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原報名介面/緊急公告/詳閱，

以了解研習變動相關最新訊息。  

六、 本研習全程參與並簽到、退者，覈實核發 6 小時之研習時數。請於研

習結束 10 日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檢閱時數。  

七、 會議相關教材電子檔請參以下 QR code 連結雲端資料夾。 

 

由於本科目部分教材尚待工作圈完成最終程序審查，本次研習僅提供

PDF檔案參用。日後請至優質特教平台下載最新審查通過教材WORD

檔案(https://reurl.cc/ROxk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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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一) 搭乘高鐵/臺鐵至臺北火車站 

轉乘捷運淡水-信義線往大安/象山方向至大安站 

轉乘捷運文湖線往動物園方向 

於木柵站下車 

(二) 自捷運木柵站步行至文山特教 

從捷運站 1、2 出口走往木柵路方向，至木柵路四段右轉，直行約 15 分

鐘，遇秀明路右轉即可到達。 

二、 自行開車 

(一)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國道三號→木柵系統交流道轉國 3 甲臺北聯絡道，約

一分鐘後自萬芳交流道下北二高，至木柵路四段右轉，直行遇秀明路右轉

即可到達。(研習場地恕無提供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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