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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知能研習 

實施計畫(北、中、南區) 

 

壹、 依據 

教育部「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中心(105 至 108 年)」計畫 

 

貳、 目的 

一、 宣導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提供及相關服務資訊。 

二、 各障礙類別使用輔具案例分享。 

三、 各障礙類別輔具資訊介紹。 

四、 協助各校從事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業務的教師與專聘人員更加勝任教育輔具的業務。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淡江大學(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高雄師範大學(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肆、 研習時間 

南區：107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三  上午 9：30 至下午 16：30。 

北區：107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二  上午 9：30 至下午 16：30。 

中區：107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三  上午 9：30 至下午 16：30。 

         

伍、 研習地點 

南區：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1 樓 4103 教室 (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北區：淡江大學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 (107 台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 5 樓) 

中區：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2 樓 0212 講堂(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陸、 參加對象：南區名額 70 人，中區名額 100 人，北區名額 80 人，額滿為止。 

一、 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身心障礙學生輔導人員。 

二、 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或協助人員。 

 

 

柒、 報名資訊 

一、 請至特教通報網→教師研習→教育部委辦研習→點選 107 學年度上學期→ 

分別點選報名 

「107 年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知能研習(南區)」 

「107 年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知能研習(北區)」 

「107 年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知能研習(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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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時間： 

南區：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7 日止。 

北區：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10 日止。 

中區：即日起至 107 年 8 月 15 日止。 

  

三、 承辦單位聯絡人： 

 南區：戴雅惠、賴岳鴻，電話 07-7172930 分機 2355 

 北區：徐溱，電話 02-77300606 分機 111 

 中區：林映華、王佳瑋，電話 04-24739595 分機 21500~21502 

 

捌、 研習相關說明事項 

一、 本研習分為北、中、南共三場次辦理，學員擇一報名即可。 

二、 107 年度本研習分為北、中、南共三場次辦理，除「教育輔具申請及服務宣導」，另

安排相關「專題演講」。 

三、 三場次之「教育輔具服務宣導」之課程內容相同，但三場次「專題演講」內容不同，

學員可依工作之需求或個人興趣擇一場次參加。 

四、 本次研習將核給參加人員研習時數 6 小時。研習時數核發以簽到表為主，務必本人親

自簽到，經工作人員發現代簽者，將取消研習資格。 

五、 遲到、早退及中途離席超過上課時間 1/2 以上者恕不核發該堂上課研習時數，研習當

天請準時報到，超過報到截止時間 10 分鐘以上，不予核發上午研習時數。 

六、 本研習提供茶水及中午餐點服務，請參加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以響應環

保。報名者請於報名時註明葷食或素食。 

七、 若有輪椅使用者請先告知承辦單位，以利安排座位。 

八、 若有未盡事宜，將於現場公布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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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課程內容 

 

日期 8 月 15 日(南區) 8 月 21 日(北區) 8 月 22 日(中區) 

時 間 研習內容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聽語障輔具中心報告 視障輔具中心報告 肢障輔具中心報告 

10:00~12:00 

南區專題演講：從歷代名人

的聽力問題談起，如何保護

聽力以及音樂在其中的角

色 

演講人：李宗憲醫師 

北區專題演講：視覺障礙者

之視覺狀況與成因 

 

 

演講人：王永昇工程師 

中區專題演講：長期照顧服

務與支付給付制度介紹 

 

 

演講人：郭政彥 長照專員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肢障輔具中心報告 聽語障輔具中心報告 視障輔具中心報告 

13:30~14:30 

14:30~14:40 休息 

14:40~15:10 
視障輔具中心報告 肢障輔具中心報告 聽語障輔具中心報告 

15:10~16:10 

16:10~16:30 綜合座談 

16:30 賦歸 

 

◎ 中區專題演講介紹： 

長照 2.0 政策自 107 年起，服務對象已擴及所有年齡之身心障礙者，其服務內容包含居家照顧

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此次課程邀請資深長

照專員，說明申請資格、申請方式、服務內容，並進一步解說支付和給付制度計算方式，以了

解身心障礙學生可使用之照顧資源。 

   註:目前長照 2.0 之照顧和專業服務仍限定「居家」場所，但重度身障學生在校有高度照顧服務 

   之需求，與長照機構照顧性質不同，服務場所是否能由居家延伸至校園，未來政策修訂仍在研 

   擬中。 

   

  中區專題講師介紹： 

  郭政彥 長照專員/物理治療師 

  台中市衛生局偏鄉和平區長期照顧評估專員 

  921 災區居家物理治療師 

  長期照顧服務據點 A 站(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個案管理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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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專題講師介紹： 

   李宗憲醫師，高雄醫學大學學士，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溝通障礙博士。熱愛傳道授業解 

   惑，曾經多次在大學兼課，講課生動且引人入勝。目前是專業醫，醫術精湛，並且侍病如親， 

   深得患者及家屬之信任。喜好音樂(樂曲、喇叭、揚聲器等)，尤其是自己動手組裝音響，讓一 

   些古董音箱重新得到生命。本次講題有三項重點，(一)從李醫師的專長講述歷代名人的聽力問 

   題(或聽力疾病)，透過這項介紹讓大家認識一些常見的聽力困難，(二)如何做好聽力保健，以 

   及(三)聽覺是一種管道，藉著聽覺我們感知到音樂，一旦音樂從這個管道進到大腦後，就會展 

   開聯絡與促進的種種功能，音樂對大腦究竟有何種作用？ 

  

 

拾、交通方式與位置圖（南區） 

 南區場次：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1 樓 4103 教室（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一） 開車： 

可由中山高速公路至高雄下中正交流道，右轉進入中正一路，沿著中正一路直走往市

區方向，行至中正二路時，左轉進入和平一路，約一百公尺可看到高雄市立中正文化

中心，其正對面便是高雄師範大學。  

※ 本校不提供來賓校內停車，請參與研習之學員，將車停放於校外路邊停車格或停車

場。（學校後門凱旋路邊的停車格採計次收費，其他為計時方式） 

（二） 搭火車： 

1. 搭火車轉乘公車： 

可由高雄火車站(前站)正前方之公車總站，搭乘 72 號、52 號或 248 路公車公車

至高雄師範大學下車。搭乘 72 號公車者，可在高師大門口下車。搭乘 52 號公

車者，請在和平一路的文化中心站下車，下車後沿著和平一路，步行一小段即

可抵達高師大。 

2. 搭火車轉乘捷運 : 

可由台鐵高雄站轉搭捷運紅線至美麗島站，再轉搭橘線至文化中心站下車，由

第 3 出口出車站，沿和平一路步行  約 10 分鐘可抵達本校。 

   （三）搭高鐵： 

         可由高鐵左營站轉搭捷運紅線至美麗島站，再轉搭橘線至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 

         口出車站，沿和平一路步行約 10 分鐘可抵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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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交通方式與位置圖（中區） 

中區場次：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2 樓 0212 講堂(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一)自行開車:GPS 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1.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 

      於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南路右轉--->直行文心南   

      路(未過平交道)--> 左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2.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接中投公路:台 63 線) 

         中投公路(3.5 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左轉文心南路往台中市--          

         ->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3.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烏日交流道) 

     於烏日交流道下--->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直行上路橋環中路七段--->下路橋後靠右  

     側接慢車道繼續直行環中路七段--->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中山路一段)往台中市--- 

      >直行復興路一段左轉文心南路--->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 

     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二)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 轉乘統聯客運 159 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步行 

約 5 分鐘 

2. 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

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3. 搭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 分鐘) 

    (三)搭乘台鐵: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 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 

      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2. 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四)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 號、73 號、159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 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再步行約 6 

     分鐘。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8%AD%E5%B1%B1%E9%86%AB%E5%AD%B8%E5%A4%A7%E5%AD%B8/@24.122771,120.65154,15z/data=!4m2!3m1!1s0x0:0x40e5d305e67d95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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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 周圍停放汽機車均須收費，且違規拖吊頻繁，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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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交通方式與位置圖（北區） 

   

        研習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 (107 台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 5 樓) 

 

(一) 捷運可搭乘至： 

  1.東門站 5 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約 5 分鐘) 

  2.古亭站 5 號出口走和平東路一段至金山南路二段左轉，至金華街右轉後金華街 199   

    巷左轉(步行約 15 分鐘) 

  3.中正紀念堂 2 號出口走愛國東路右轉金華街 199 巷(步行約 15 分鐘) 

(二) 公車請參考下頁位置圖 

  1.信義金山路口站(214 22 3 606 0 南) 

  2.信義永康街口站(0 南 0 東 20 204 22 22 區 3 38 信義幹線) 

  3.捷運東門站(金山) (0 南 214 214 直 237 248 3 606 670 671) 

  4.搭火車者可自台北捷運站 8 號出口前行 50 公尺到青島西路轉搭信義幹線公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