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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3 月 3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80152726 號函之「109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書檢視暨課程計畫

填報機制作業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提升 109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填報作業知能，落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教育之權利。 

二、 檢視並推展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各類型班別之

特殊需求課程之運作，落實課程之實施。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學校：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肆、 辦理時間：109年 8月 21日(五)。 

伍、 辦理地點：臺北市-中影八德大樓演講廳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260號 3樓)。 

陸、 研習內容：課程表如附件 1。 

柒、 參加人員：全國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代表，每校指 

   派一人參加為原則，預計 600名。 

一、 全國各高級中等學校請指派教務主任或特教組長或特教業務承

辦人員參加。(每校指派一人參加為原則)  

二、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教育局(處)，如有負責高級中等學校

及特殊教育課程計畫之業務相關承辦人員，歡迎參加。(一人參

加為原則) 

捌、 辦理場次：本說明會分兩場次辦理，請各縣市高級中等學校依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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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報名。 

一、 第一場次：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 

二、 第二場次：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台東縣、嘉義縣 

          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玖、 報名方式與交通資訊： 

一、 請於 109年 8月 10日(星期一)下午 4時前至特殊教育資訊網報

名【https://special.moe.gov.tw/研習報名國教署特教研

習研習名稱「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特殊需求學生課程計畫說明

會」】。 

二、 參加人員於網路報名務必填妥用膳需求，並同步至下方網址填寫

Google表單。 

【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1m9vqJr373ccPqf79】 

三、 如未能如期進行網路及表單報名，亦可使用本實施計畫附件 2

之報名表進行報名。 

壹拾、 聯絡人：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一、 陳庭慧助理、宋怡欣助理，聯絡電話﹙08﹚7805510 # 207   

二、 林佩君組長，聯絡電話﹙08﹚7805510 # 202 

三、 蔡嘉峯主任，聯絡電話﹙08﹚7805510 # 200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為重要課程，請各校務必薦派教師參加說明會議，參加人 

員請惠予公差，其往返差旅費由原單位依規定報支。 

二、 本說明會議地點為臺北市-中影八德大樓演講廳，請參與人員自

自行前往。交通位置及轉乘資訊如下請參閱附件三。 

三、 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四、 全程參與研習人員核發 3小時研習時數。 

五、 本活動完成後，辦理計畫相關人員依規定予以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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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經費 

        本說明會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109 學年

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書檢視暨課程計畫填報機制作業計畫」經費項下

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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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程序表 

一、時間：(第一場次) 109年 8月 21日（星期五）上午 08:50 

二、地點：中影八德大樓三樓演講廳 

第一場次 

日

期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對象 

109

年

08

月

21

日 

08:30～08:50 報到 
國立屏東特殊教
育學校團隊 

 

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
及縣市承
辦人 

 

08:50～09:0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長官 

09:00～09:50 
普通型高中特殊需求系統填

報及報機制說明 
宜蘭高中      
系統代表 

09:50～10:40 
技術型高中特殊需求系統填

報及機制說明 
臺中家商      
祝仰濤主任 

10:40～11:30 
綜合型高中特殊需求系統填

報及機制說明 
溪湖高中      
蔡秀娥主任 

11:30～12:20 
實用技能班及建教合作班特
殊需求系統填報及機制說明 

台南海事      
翁相擇教師 

12:20～12:40 課程填報 Q&A及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長官 

12:40～ 賦歸 
國立屏東特殊教
育學校團隊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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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程序表 

一、時間：(第二場次) 109年 8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01:20 

二、地點：中影八德大樓三樓演講廳 

 

 

 

第二場次 

日

期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對象 

 

109

年

08

月

21

日 

 

13:00～13:20 報到 
國立屏東特殊教
育學校團隊 

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
及縣市承
辦人 

13:20～13:3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長官 

13:30～14:20 
普通型高中特殊需求系統填

報及報機制說明 
宜蘭高中      
系統代表 

14:20～15:10 
技術型高中特殊需求系統填

報及機制說明 
臺中家商      
祝仰濤主任 

15:10～16:00 
綜合型高中特殊需求系統填

報及機制說明 
溪湖高中      
蔡秀娥主任 

16:00～16:50 
實用技能班及建教合作班特
殊需求系統填報及機制說明 

台南海事      
翁相擇教師 

16:50～17:10 課程填報 Q&A及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長官 

17:10～ 賦歸 
國立屏東特殊教
育學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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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 

報名表 

縣市    
參加 

場次 
□第一場次 □第二場次 

學校

名稱 
 

姓名  性別 
□男 

□女 
職稱  

出生

年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電子 

郵件 
 

聯絡 

電話 
(公)：         （家）：          (手機)： 

膳食  □葷    □素 

備註 
 若無法網路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08)780-5518，並請來電     

 確認(專案助理：(08)-780-5510分機 207)。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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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 

交通位置及轉乘資訊 
一、 時間：109年 08月 21日(星期五) 

二、 地點：臺北市中影八德大樓三樓演講廳 

路線(一)說明：捷運文湖線或板南線忠孝復興站一號出口→步行安東街→過市民大

道三段→步行安東街→左轉八德路二段→抵達位於左側中影八德大樓(步行約 5-10分

鐘)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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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 

交通位置及轉乘資訊 
一、 時間：109年 08月 21日(星期五) 

二、 地點：臺北市中影八德大樓三樓演講廳 

路線(二)說明：捷運文湖線或松山新店線南京復興站二號出口→步行南京東路三段

→左轉龍江路→步行龍江路到底→抵達中影八德大樓(步行約 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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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 

交通位置及轉乘資訊 
一、 時間：109年 08月 21日(星期五) 

二、 地點：臺北市中影八德大樓三樓演講廳 

路線(三)說明：捷運板南線或中和新蘆線忠孝新生站四號出口→步行新生南路一段

→右轉八德路二段→行經建國北路高架橋下→繼續步行八德路二段→抵達位於右側中

影八德大樓(步行約 10-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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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 

109學年度工作重點期程暨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壹、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要點： 

一、 學校執行特殊需求課程之時段若為一至七節外(如早自習、午休、第八節等)，屬外加課程，不

列入填報範圍內，無須填報且未有課程代碼之產出。 

二、 若各校填報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於學分架構表內，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應獨立，並視學生需求進行

開設；特殊需求課程為針對學生需求所擬定，原班課程之減修、免修之學分數應與開設之特殊

需求課程一致，且原班科目應採完全抽離為原則。 

三、 因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目前已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可供參閱，故由學校參考領綱並依學生需求進行課程之完整規劃，不再填寫教學大綱。 

貳、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各學年填報程序： 

一、 108學年度二、三年級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修正，請各校於 109學年度課程計畫回填期間，

逕至課程計畫平台填報(無須提報調整申請表)，以學分上限不超過 4學分為原則，請於開學後 2

週內填報完畢；填妥之資料請回報至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進行檢視彙整，函報國教署備查後，

由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產出課程代碼。 

二、 各校 109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請依據「學分上限」方式進行填報，各科目填報之學分以 4

學分為原則，填報第一至第三學年，課程代碼逐年產出，填報期程請於開學後 2 週內填報完畢，

填妥之資料回報至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進行檢視彙整，函報國教署備查後，由臺中市立臺中

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產出課程代碼。 

三、 110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請各校於課程計畫填報期程內同步進行填報，填報原則亦以

「每科目學分上限」方式開設，並填報一至三學年，110 學年度以後不再於開學後兩週內進行填

報。 

109年度、110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工作重點期程規劃 

年度 月份 日期 星期 活動紀事 備註 

109 八 

08/21 五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 

08/31 一 
108學年度二、三年級暨 109 學年度 

學生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回填系統開放 

開放對象： 

108學年度二、三年級及 109 學年度全年級特殊

需求學生 

109 九 

09/11 五 
108學年度二、三年級暨 109 學年度 

學生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回填系統關閉 

09/14 一 
寄送紙本資料至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彙整 

資料檢附： 

 封面及基本資料表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學分規劃說明(單科目超過 4學分需填寫)

09/18 五 紙本資料彙整收件截止(以郵戳為憑) 

109 十 10/30 五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回填完成備查 

109 十一 
110學年度課程計畫填報 

109 十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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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開課位置 

課程代碼(X) 

彈性學習 

時間 

增廣性/ 

補強性 

全學期

授課 

非增廣性/

補強性 

非全學

期授課 

學習歷程(O) 

全學期

授課 

非全學

期授課 

架構內 

授予學分 

(技術型高

中適用) 

不授予學分 

課程代碼(O) 

課程代碼(X) 
學習歷程(X) 

課程代碼(X) 
學習歷程(X) 

學習歷程(X)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不可開於此位置 

108.109學年度 

回填不開放 

學分上限開設，視學生實際需求可向下調整 

原班課程架構內進行

抽離，即 1-7節 

(必修/選修) 

原授課時段課程-免修 

(原班抽離之課程不可授

予學分，以全抽為原則) 

可依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之代碼進行開課，

可授予學分 

架構內

抽離 

早自習 

午休 

第八節外加 

無課程

代碼 

外加 
非正課 1-7節 

無須進行填報 

86



○○○○○○學校 

○○○學年度身心障礙類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回填課程計畫 

(學校代碼：○○○○○○)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核准文號： 

教育部○○○年○○月○○日 部授臺教國署高字第○○○○○○

○○○○號函核定 (請填寫原班別之核定文號)

中華民國 109年○○月○○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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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 

學校地址   ○○○○○  

資源班 □有    班   □無

特殊需求 

學生人數 

 ____________ 人 (109 學年度入學特殊需求學生總人數，不含集中式特教班) 

學校類型 

(人數：僅

填寫 109學

年度入學

一年級 之

身心障礙

類特殊需

求學生人

數) 

 普通型高中 

□ 普通班____________ 人

□ 數理資優班____________ 人

□ 人社資優班____________ 人

□ 創造能力資優班____________ 人

□ 音樂班____________ 人

□ 美術班____________ 人

□ 舞蹈班____________ 人

□ 戲劇班____________ 人

□ 音樂資優班____________ 人

□ 美術資優班____________ 人

□ 舞蹈資優班____________ 人

□ 體育班____________ 人

□ 單科型體育班____________ 人

□ 原住民藝能班____________ 人

□ 科學班____________ 人

 技術型高中 

□ 體育班____________ 人

□ 技術型高中：  1. 群 科 人 

 2. 群 科 人 

 3. 群 科 人 

 4. 群 科 人 

 5. 群 科 人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進修部：    1.         群 科 人 

2. 群 科 人 

3. 群 科 人 

4. 群 科 人 

5. 群 科 人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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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能班：    1.  群 科 人 

2. 群 科 人 

3. 群 科 人 

4. 群 科 人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綜合型高中：  1.不分群 人 

2.實驗班 人 

3. 學程 人 

4. 學程 人 

5. 學程 人 

6. 學程 人 

7. 學程 人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建教合作班： 1.         群 科 人 

2. 群 科 人 

3. 群 科 人 

4. 群 科 人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聯 絡 人 處  室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傳  真 

E-mail 

核章 特教業務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校長 

※備註 1：各縣市及各單位未委託之學校及類型班別，由所屬主管機關本權責處

理。 

※備註 2：若上述有未列之班別，請自行增列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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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學分規劃說明 

(每學期規劃大於 4節需填寫) 

科目名稱 例：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定向

行動、點字、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應用 

(※一科目一表) 

科目屬性 例：校訂必修/校訂選修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適用科別 例：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學校規劃現況 例：005500 

規劃建議 校訂科目特殊需求領域規劃以每學期 4節以內為原則 

規劃理由說明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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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特殊需求領域 

課程填報說明會 Q&A 
 

Q1：若學校特殊需求領域採用外加方式授課，是否需進行系統填報？ 

A1：若學校採外加方式進行授課並未影響原班級課程學分架構，故無需進行系統 

    填報，亦未有課程代碼產出及學分數計算。 

 

Q2：學生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是否只能開設於校訂選修？ 

A2：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目前於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皆為獨立區塊，學校可視學 

    生需求於校訂必修、校訂選修同時開設。 

 

Q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是否有學分數限制？ 

A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身心障礙類別共有 9門科目，填報請以四學分為原則進行 

    開設，如有超過四學分可參閱手冊目錄六之【附件三、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學 

    分規劃說明】，請將此表件填妥後，與學校基本資料表、教學科目與學分(節) 

    數一覽表一同寄至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Q4：若學校已填報 108 學年度二、三年級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本次回填是否可做 

   調整？ 

A4：本次系統同步開放 108學年度二、三年級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學校可依學 

    生需求進行開設，並於系統回填期間進行填報，如有修正 108學年度二、三 

    年級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請學校依說明會之相關程序檢附資料進行修正。 

 

Q5：若學校已填報 108 學年度二、三年級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位置有誤，本次 

    回填後代碼如何調整？ 

A5：108學年度二、三年級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學校依本次說明會議進行調 

    整後，可依新產生之課程代碼進行課程開設，並請學校務必留意原填報錯誤 

    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代碼將不再使用。 

 

Q6：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完畢，需檢附那些資料？ 

A6：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轄屬學校及委託單位於系統回填完畢後， 

    需檢附相關表件如下： 

1、封面及學校基本資料表(請參閱手冊附件 2)。 

2、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3、學校學分規劃說明(請參閱手冊附件 3)，若超過四學分需填寫，無則免

附。 

 

Q7：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轄屬學校轄屬學校或委託單位之學校如何開設身

心障礙類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A7：非轄屬之學校及非委託單位之各類型班別，請學校依所屬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相關填報及備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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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署長 彭富源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署長 許麗娟

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署長 戴淑芬

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任秘書 王鳳鶯

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組長 蔡志明

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副組長 林琴珠

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科長 王勛民

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視察 蔡孟愷

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秘書 劉家宏

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專案助理 蔡鴻志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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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1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教師 鄭景元

2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工程師 林暐倫

3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總務主任 祝仰濤

4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蔡秀娥

5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教師 翁相擇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填報說明會】

講師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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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服務單位 姓名 職務名稱

1 新北市 私立能仁家商 洪妙宜 組長兼特教教師

2 新北市 私立聖心女中 許嘉尹 主任

3 新北市 市立光復高中 邱妤芳 組長兼特教教師

4 新北市 市立林口高中 林鉅逢 特教業務承辦人

5 新北市 市立金山高中 劉旭桓 專（科）任教師

6 新北市 市立丹鳳高中 杜泱儒 組長兼特教教師

7 新北市 市立丹鳳高中 洪雅玲 專長借調

8 新北市 市立新北高工 胡嘉文 班級導師

9 新北市 市立新北高工 許銘容 專（科）任教師

10 新北市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凌溫明 特教業務承辦人

11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 黃文璿 專（科）任教師

12 新北市 市立金山高中 王鈺如 特教組長

13 新北市 私立南強工商 莊馥菁 主任

14 新北市 市立新店高中 張岸晴 班級導師

15 新北市 市立瑞芳高工 楊斯涵 特教組長

16 新北市 市立三重商工 王子華 特教組長

17 新北市 私立穀保家商 周圓妮 組長

18 新北市 市立中和高中 林珍安 班級導師

19 新北市 市立錦和高中 林謙柔 組長兼特教教師

20 新北市 市立新莊高中 房佑樺 特教業務承辦人

21 新北市 市立竹圍高中 梁尚懿 專（科）任教師

22 新北市 市立明德高中 陳彥如 巡迴輔導教師

23 新北市 私立徐匯高中 孟岱融 特教業務承辦人

24 新北市 私立莊敬工家 蔡斯丞 專（科）任教師

25 新北市 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許懿心 特教組長

26 新北市 市立三重高中 莊孟筑 巡迴輔導教師

27 新北市 市立海山高中 郭盈君 專（科）任教師

28 新北市 市立鶯歌工商 蔡萱臻 特教組長

29 新北市 市立樟樹國際實中 游築蟬 組長兼特教教師

30 新北市 市立安康高中 陳美蓁 特教組長

31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 高幸聰 特教業務承辦人

32 新北市 市立三民高中 吳光庭 組長兼特教教師

33 新北市 市立新北高中 黃惠瑜 特教組長

34 新北市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江俊銓 主任

35 新北市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陳嬿尹 班級導師

36 新北市 市立泰山高中 廖璿 實習組長

37 新北市 市立淡水商工 劉怡吟 特教組長

38 新北市 市立石碇高中 丁紫婕 特教組長

39 新北市 復興商工 陳美珠 教學組長

40 新北市 清水高中 張曼暐 特教組長

41 新北市 雙溪高中 邱惟芸 特教組長

42 新北市 清傳高商 鄧美玉 主任

43 基隆市 教育處特教科 謝亞霖 商借教師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填報說明會】

第一場次參加人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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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隆市 市立八斗高中 盧佳怡 特教組長

45 基隆市 私立培德工家 劉恩綸 組長

46 基隆市 國立基隆商工 謝德全 特教組長

47 基隆市 輔大聖心高中 龐中柱 組長

48 基隆市 國立基隆女中 林本蕙 主任

49 基隆市 國立基隆海事 吳怡慧 班級導師

50 基隆市 暖暖高中 蔡佩珊 特教組長

51 台北市 市立麗山高中 張舒涵 特教組長

52 台北市 市立永春高中 王珮宸 特教組長

53 台北市 市立育成高中 曹惠雯 特教組長

54 台北市 市立景美女中 甘敏郁 特教組長

55 台北市 私立達人女中 黃麟淯 組長

56 台北市 私立景文高中 吳麗明 特教組長

57 台北市 市立木柵高工 曾鴻毅 組長

58 台北市 市立西松高中 張喻涵 特教組長

59 台北市 私立喬治工商 邱生福 組長

60 台北市 市立大同高中 康瀞文 組長

61 台北市 市立大安高工 涂秋玉 組長

62 台北市 市立內湖高中 溫家音 特教組長

63 台北市 市立華江高中 曾彥勳 特教組長

64 台北市 市立北一女中 吳治愷 專（科）任教師

65 台北市 市立南港高工 賴瓊雯 班級導師

66 台北市 私立惇敘工商 許之華 特教組長

67 台北市 市立南港高中 林芷伃 班級導師

68 台北市 私立滬江高中 陳依蘋 組長

69 台北市 市立啟聰學校 林家楠 班級導師

70 台北市 市立復興高中 黃珮瑄 班級導師

71 台北市 市立復興高中 廖芷瑩 專（科）任教師

72 台北市 市立明倫高中 陳玫芬 特教組長

73 台北市 市立中崙高中 陳嘉珮 專（科）任教師

74 台北市 私立金甌女中 葉貞枬 組長

75 台北市 市立啟明學校 朱睿芬 組長兼特教教師

76 台北市 市立大理高中 連文宏 特教組長

77 台北市 市立和平高中 張曉婷 特教組長

78 台北市 私立幼華高中 胡瑞月 輔導組長

79 台北市 私立稻江護家 陳忠傑 特教組長

80 台北市 私立大同高中 沈建樑 輔導組長

81 台北市 私立衛理女中 楊于慧 輔導教師

82 台北市 市立內湖高工 楊瑜潔 專(科)任教師

83 桃園市 桃園市私立成功工商職業學校 陳冠霖 資源班輔導員

84 桃園市 私立永平工商 吳麗娟 組長

85 桃園市 市立觀音高中 吳姿瑩 特教組長

86 桃園市 市立觀音高中 林晏儀 班級導師

87 桃園市 國立陽明高中 郭育華 班級導師

88 桃園市 市立永豐高中 呂意凡 組長

89 桃園市 市立壽山高中 王恒晟 班級導師

90 桃園市 市立中壢高商 李佳樺 特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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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桃園市 市立中壢高商 吳宗政 專(科)任教師

92 桃園市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吳瑋珣 特教組長

93 桃園市 桃園市育達高中 江存智 組長

94 桃園市 國立桃園高中 葉孟庭 班級導師

95 桃園市 市立楊梅高中 何品儀 專（科）任教師

96 桃園市 桃園市復旦高中 蔡明芬 組長

97 桃園市 市立南崁高中 陳榕浚 專（科）任教師

98 桃園市 桃園市治平高中 陳冠穎 特教業務承辦人

99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曹連志 組長

100 桃園市 市立武陵高中 胡琇雯 特教業務承辦人

101 桃園市 私立方曙商工 葛璇華 特教組長

102 桃園市 市立龍潭高中 黃秀玲 特教組長

103 桃園市 桃園市清華高中 楊琬曾 班級導師

104 桃園市 新屋高中 王照璵 實研組長

105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中 韓岳樺 特教組長

106 宜蘭縣 縣立慈心華德福實中 吳靜宜 專（科）任教師

107 宜蘭縣 國立頭城家商 林育鼎 特教組長

108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商 葉美娟 資源班教師

109 宜蘭縣 國立蘭陽女中 黃玉冠 特教組長

110 宜蘭縣 國立蘇澳海事 江佩真 班級導師

111 新竹縣 國立竹北高中 蔡維容 特教組長

112 新竹縣 私立仰德高中 葉佳美 特教組長

113 新竹縣 國立關西高中 楊智超 特教組長

114 新竹縣 私立義民高中 林雨彤 特教業務承辦人

115 新竹縣 私立東泰高中 莊惠心 組長兼特教教師

116 新竹縣 國立竹東高中 羅珮云 特教業務承辦人

117 新竹縣 私立內思高工 范薰月 專（科）任教師

118 新竹市 私立磐石高中 呂嘉綺 專（科）任教師

119 新竹市 市立香山高中 黃祈翰 組長

120 新竹市 市立香山高中 王秋霜 教師

121 新竹市 國立新竹女中 卓敬棠 特教組長

122 新竹市 私立光復高中 譚小珠 組長

123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黃麗紋 特教業務承辦人

124 新竹市 市立成德高中 洪于茜 班級導師

125 新竹市 私立世界高中 戴玉容 特教業務承辦人

126 新竹市 新竹高工 葉美延 班級導師

127 新竹市 新竹高工 吳豐全 教學組長

128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中 黃蕾靜 特教業務承辦人

129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中 廖佳音 特教組長

130 花蓮縣 花蓮縣上騰工商 謝緗羚 組長

131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農 徐佩瑜 班級導師

132 花蓮縣 國立光復商工 萬星佑 資源班行政助理

133 花蓮縣 四維高中 林育賢 輔導主任

134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工 王慧翎 班級導師

135 苗栗縣 國立苗栗農工 陳幸榆 特教組長

136 苗栗縣 國立竹南高中 陳宥廷 班級導師

137 苗栗縣 國立苑裡高中 鄭湘怡 特教業務承辦人

96



138 苗栗縣 國立竹南高中 陳廷宇 主任

139 苗栗縣 私立君毅高中 林玉潔 特教組長

140 苗栗縣 縣立大同高中 陳冠余 組長

141 苗栗縣 國立卓蘭高中 陳俐安 特教組長

142 苗栗縣 私立育民工家 賴純真 特教業務承辦人

143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商 徐孟琳 班級導師

144 苗栗縣 私立大成高中 謝豐檡 主任兼特教教師

145 苗栗縣 私立賢德工商 周峻緯 主任

146 苗栗縣 私立中興商工 陳郁柔 主任

147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商 劉慧平 組長

148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中 劉宇堂 教務主任

149 台中市 市立臺中啟明學校 黃懿華 主任兼特教教師

150 台中市 市立惠文高中 顧振甫 巡迴輔導教師

151 台中市 市立中港高中 李俊穎 特教組長

152 台中市 豐原高中 楊懿芹 特教業務承辦人

153 台中市 霧峰農工 黃百練 特教組長

154 南投縣 私立三育高中 陳玠霖 主任

155 南投縣 國立埔里高工 黃璽璇 特教業務承辦人

156 南投縣 國立水里商工 林鈺清 特教組長

157 彰化縣 國立溪湖高中 李悅菁 組長

158 彰化縣 縣立二林高中 張永政 特教組長

159 彰化縣 國立秀水高工 林泓毅 教務主任

160 彰化縣 國立秀水高工 牛志中 組長

161 彰化縣 國立北斗家商 陳怡均 特教組長

162 雲林縣 國立北港農工 王筱晴 特教組長

163 雲林縣 國立虎尾高中 翁英玫 特教業務承辦人

164 雲林縣 國立西螺農工 黃大千 班級導師

165 雲林縣 國立北港高中 吳香質 主任

166 嘉義市 私立宏仁女中 黃心薇 主任

167 嘉義縣 私立協志工商 陳柏宏 組長

168 台南市 私立陽明工商 李吟臻 組長

169 台南市 私立育德工家 王雅琪 主任兼特教教師

170 台南市 國立臺南高工 王淳薏 專（科）任教師

171 台南市 國立善化高中 吳秋嫻 特教業務承辦人

172 高雄市 私立正義高中 叢培麒 主任

173 高雄市 私立明誠高中 張銘宗 特教業務承辦人

174 高雄市 市立六龜高中 周芃 班級導師

175 高雄市 文山高中 郭世明 特教教師

176 屏東縣 潮州高中 葉惠如 專（科）任教師

177 金門縣 國立金門農工 張憶瑜 特教組長

178 澎湖縣 國立澎湖海事水產 林雪銀 特教組長

179 澎湖縣 國立馬公高中 吳淑芳 特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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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 台中市 私立立人高中 蔡鳳書 其他組長

2 台中市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林筱茹 其他

3 台中市 財團法人光華高工 陳永富 其他組長

4 台中市 私立明德高中 謝詩敏 專（科）任教師

5 台中市 私立嶺東高中 賴璿伊 輔導主任

6 台中市 市立新社高中 劉芸溎 巡迴輔導教師

7 台中市 市立東勢高工 辜詩婷 特教組長

8 台中市 市立臺中二中 歐亭妤 特教組長

9 台中市 市立豐原高商 陳秋燕 特教組長

10 台中市 市立大甲高工 陳芷莉 特教組長

11 台中市 私立慈明高中 林國裕 專（科）任教師

12 台中市 市立臺中啟聰學校 陳穎慧 組長兼特教教師

13 台中市 市立清水高中 王家媛 特教業務承辦人

14 台中市 市立臺中一中 張雅瑜 特教組長

15 台中市 私立新民高中 周天鈞 其他組長

16 台中市 國立興大附中 張凱柔 班級導師

17 台中市 市立大里高中 馮馨瑩 特教業務承辦人

18 台中市 國立沙鹿高工 呂籽堉 其他

19 台中市 市立臺中家商 李淑蓉 特教組長

20 台中市 國立興大附農 張文澤 主任

21 台中市 私立曉明女中 周家伃 專（科）任教師

22 台中市 市立大甲高中 張瑜真 其他組長

23 台中市 私立衛道高中 彭大慶 其他組長

24 台中市 市立文華高中 陳齊珮 特教組長

25 台中市 市立長億高中 謝依庭 特教組長

26 台中市 市立臺中高工 程雲程 特教組長

27 台中市 私立嘉陽高中 陳韋欣 其他

28 台中市 私立僑泰高中 林源隆 特教業務承辦人

29 台中市 市立西苑高中 張慧如 特教組長

30 台中市 市立臺中啟聰學校 鄭崴隆 主任兼特教教師

31 台中市 私立青年高中 洪松鎂 其他

32 台中市 私立華盛頓高中 簡珮瑜 專（科）任教師

33 台中市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林郁青 國中輔導組長

34 台中市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吳嘉錡 特教承辦人

35 台中市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蘇彩琳 特教組長

36 台中市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巫孟容 輔導組長

37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商 丘麗珍 特教組長

38 彰化縣 縣立和美高中 柯香如 特教組長

39 彰化縣 私立文興高中 蔡佳均 特教業務承辦人

40 彰化縣 縣立田中高中 黃漢威 特教組長

41 彰化縣 國立永靖高工 黃筱鈞 班級導師

42 彰化縣 國立二林工商 蔡依珊 特教組長

43 彰化縣 國立員林農工 黃馥珍 特教組長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之特殊需求領域填報說明會】

第二場次參加人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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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彰化縣 私立大慶商工 吳肇于 其他

45 彰化縣 國立員林家商 楊國霖 主任

46 彰化縣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陳加芳 特教組長

47 彰化縣 國立秀水高工 陳義鴻 特教組長

48 彰化縣 私立達德商工 陳韻如 特教組長

49 彰化縣 縣立成功高中 王思璇 特教組長

50 彰化縣 國立秀水高工 黃星皓 進修部教學組長

51 南投縣 國立暨大附中 楊薇瑄 其他組長

52 南投縣 國立竹山高中 詹惠鈞 特教組長

53 南投縣 國立草屯商工 黃眞眞 特教組長

54 南投縣 國立仁愛高農 王桂蘭 班級導師

55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商 張瓊文 特教組長

56 南投縣 私立弘明實驗高中 黃淑溫 特教業務承辦人

57 南投縣 同德家商 張妙如 其他

58 南投縣 縣立旭光高中 蔣昇翰 專長借調

59 南投縣 縣立旭光高中 吳思翰 特教組長

60 雲林縣 國立斗六家商 王晉治 班級導師

61 雲林縣 私立文生高中 林憲志 其他組長

62 雲林縣 義峰高中 戴宛瑾 其他

63 雲林縣 國立土庫商工 夏建國 特教業務承辦人

64 雲林縣 國立虎尾農工 陳怡佳 特教組長

65 雲林縣 私立大德工商 吳素文 特教組長

66 雲林縣 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 吳懿芳 特教業務承辦人

67 雲林縣 國立西螺農工 黃大千 班級導師

68 雲林縣 雲林縣私立天主教正心中學 吳孟樺 特教組長

69 台東縣 國立臺東高商 孫翌軒 班級導師

70 台東縣 私立公東高工 白芳華 特教業務承辦人

71 台東縣 縣立蘭嶼高中 黃沛綺 班級導師

72 台東縣 國立臺東女中 戴天恩 特教業務承辦人

73 台東縣 國立成功商水 林葦菁 班級導師

74 台東縣 國立臺東高中 陳永源 其他組長

75 台東縣 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衞明怡 專（科）任教師

76 台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77 嘉義縣 國立東石高中 黃泓儒 其他

78 嘉義縣 縣立永慶高中 陳瀅卉 主任

79 嘉義市 私立東吳工家 蔡孟耿 特教業務承辦人

80 嘉義市 私立輔仁高中 盧尚俞 其他組長

81 嘉義市 國立華南高商 蘇柏安 班級導師

82 嘉義市 私立興華高中 郭彥麟 主任

83 嘉義市 國立嘉義家職 蕭安迪 特教組長

84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商 呂懿欣 其他

85 嘉義市 國立嘉義家職 張珮玲 專案助理

86 嘉義市 嘉義高中 謝婷涵 特教組長

87 台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 蕭冠筑 特教業務承辦人

88 台南市 國立新豐高中 朱庭葳 班級導師

89 台南市 私立亞洲餐旅 陳敏怡 其他組長

90 台南市 國立臺南女中 鄭涵貞 特教業務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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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台南市 臺南市光華高中 陳麗珠 其他組長

92 台南市 國立北門農工 黃郁媚 特教組長

93 台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徐筱婷 其他組長

94 台南市 國立新化高工 林昭吟 特教組長

95 台南市 國立新營高工 蘇俞安 班級導師

96 台南市 國立家齊高中 方淳慧 班級導師

97 台南市 私立南英商工 羅惠文 其他組長

98 台南市 國立臺南一中 黃素楨 組長兼特教教師

99 台南市 國立曾文農工 劉持均 特教組長

100 台南市 國立玉井工商 林照庭 主任

101 台南市 國立白河商工 胡庭甄 專（科）任教師

102 台南市 私立新榮高中 胡仕穎 主任

103 台南市 財團法人聖功女中 劉家忻 專（科）任教師

104 台南市 國立北門高中 郭慧雯 特教業務承辦人

105 台南市 國立後壁高中 程慧琴 特教業務承辦人

106 台南市 私立慈幼工商 彭筠蓁 主任

107 台南市 私立長榮高中 陳登耀 其他組長

108 台南市 國立新營高中 鄭博元 其他組長

109 台南市 國立新化高中 黃雅靖 特教業務承辦人

110 台南市 國立臺南女中 張馨云 其他組長

111 台南市 國立臺南海事 陳儀頻 班級導師

112 台南市 市立大灣高中 李昀 巡迴輔導教師

113 台南市 國立臺南高商 吳美瑠 專(科)任教師

114 台南市 國立臺南二中 陳瑀潔 班級導師

115 台南市 國立曾文家商 陳雅蕙 班級導師

116 高雄市 市立六龜高中 周芃 班級導師

117 高雄市 國立鳳山商工 張嘉容 特教組長

118 高雄市 私立中山工商 簡康妮 特教業務承辦人

119 高雄市 國立旗美高中 劉怡蘭 特教業務承辦人

120 高雄市 市立高雄高工 蘇鼎勳 特教業務承辦人

121 高雄市 國立鳳新高中 朱家臻 班級導師

122 高雄市 國立旗山農工 蔡雅蕙 特教業務承辦人

123 高雄市 市立瑞祥高中 洪梅珍 其他組長

124 高雄市 財團法人普門中學 南鳳瑋 主任

125 高雄市 市立仁武高中 陳冠璋 主任

126 高雄市 市立前鎮高中 許淵翔 其他組長

127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邱俊憲 其他組長

128 高雄市 國立岡山農工 范秀妹 特教組長

129 高雄市 市立中正高工 嚴以庭 班級導師

130 高雄市 市立高雄高商 陳昱達 特教業務承辦人

131 高雄市 市立高雄女中 卓曉園 班級導師

132 高雄市 私立樹德家商 賀信融 特教組長

133 高雄市 國立高餐大附屬餐旅中學 朱婉菱 主任

134 高雄市 市立新興高中 林宛瑩 特教組長

135 高雄市 國立鳳山高中 陳家欣 班級導師

136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鄭字呈 班級導師

137 高雄市 市立福誠高中 張凱翔 特教業務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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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高雄市 私立旗美商工 高麗玲 其他組長

139 高雄市 市立左營高中 葉乃治 班級導師

140 高雄市 高英工商 陳彥伶 教學組長

141 高雄市 市立中正高中 孫孟君 特教業務承辦人

142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徐涵芳 資源班導師

143 高雄市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鄭宇涵 資源班導師

144 高雄市 高苑工商 邱惠玲 主任

145 屏東縣 國立東港海事 廖亭雅 班級導師

146 屏東縣 私立美和高中 邱俊嘉 主任

147 屏東縣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林佩君 其他組長

148 屏東縣 財團法人屏榮高中 蘇恒如 專（科）任教師

149 屏東縣 國立佳冬高農 楊政叡 特教組長

150 屏東縣 縣立來義高中 石依霓 其他組長

151 屏東縣 國立屏東高工 洪麗雅 特教組長

152 屏東縣 縣立來義高中 陳少萱 特教業務承辦人

153 屏東縣 私立日新工商 施冠瑋 主任

154 屏東縣 國立恆春工商 塗兆宏 特教組長

155 屏東縣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曾羽庭 資源班導師

156 屏東縣 縣立中正國中(教育處) 邱梅芳 專(科)任教師

157 屏東縣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左昭娣 輔導組長

158 台北市 市立中正高中 蘇郁涵 特教業務承辦人

159 台北市 市立成功中學 賴柏聿 特教組長

160 台北市 市立北一女中 吳治愷 專（科）任教師

161 台北市 市立南湖高中 王慈鴻 其他組長

162 新北市 市立竹圍高中 梁尚懿 專（科）任教師

163 新北市 市立板橋高中 段佳君 特教組長

164 桃園市 私立大華高中 藍志帆 主任

165 桃園市 市立平鎮高中 蔣昀希 班級導師

166 桃園市 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林郁婕 班級導師

167 桃園市 市立中壢家商 鍾璧妃 其他組長

168 桃園市 市立內壢高中 邱煜翔 專（科）任教師

169 桃園市 私立大華高中 陳慧珍 專(科)任教師

170 新竹縣 私立忠信高中 王曉文 其他組長

171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商 蔡佳伶 班級導師

172 苗栗縣 國立大湖農工 高子珍 特教組長

173 花蓮縣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中 吳玉蘭 特教業務承辦人

174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商 許雅婷 特教業務承辦人

175 宜蘭縣 慈心華德福實驗高中 吳靜宜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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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1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校長 許弘憲

2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教務主任 蔡嘉峯

3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教學組長 林佩君

4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職能治療師 溫晨妤

5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專案助理 陳庭慧

6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專案助理 宋怡欣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工作人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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