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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9 學年度學前巡迴輔導班教師專業支持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108-112學年度教育部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 

貳、目的： 

一、提升臺中市學前巡迴輔導班教師之輔導技巧與服務品質。 

二、透過資深教師帶領新進教師諮詢輔導，提升新進教師巡迴輔導之實務能

力，建立普通班教師、特教生家長及巡迴輔導教師之三方合作諮詢模式。 

三、增進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相互經驗交流與成長，落實專業支持之目的。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實施對象：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學前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教師。 

伍、實施方式： 

一、訂定本市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督導機制，將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服務區域分

成大區，各大區再細分成小組，並由區長、小組長及巡迴輔導教師們組

成(分區聯盟一覽表詳如附件 1)。 

二、小組討論：由小組長召集該組教師，每月一次聚會討論相關教學議題。

另區長每月安排加入該區各一小組的聚會討論，提供相關支持及教學輔

導回饋。 

三、大區會議：本局辦理期初、期中及期末特教教師聯繫會議，由區長負責

召集該區教師參與會議，並由各大區輪流分享該學期之服務歷程、入班

服務模式或個案討論等。 

四、個別督導：本局聘請專家學者擔任督導，並視巡迴輔導教師之服務狀況 

、輔導困境或園所回饋，由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媒合專家學者，安排

輔導時間，以提供受督教師個別督導。 

五、分區聯盟研習：各區輪流辦理特殊教育相關研習(教學觀摩、增能研習 

、個案研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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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負責工作說明： 

一、督導：由輔導教授擔任，透過個別督導方式，協助巡迴輔導教師調整教

學策略及服務模式，以給予適性化專業支持。 

二、區長：參與該區各小組之聚會討論，並擔任新進教師之相關輔導工作；

另負責召集該區教師參與學前特教師聯繫會議。 

三、小組長：負責召開小組之聚會討論，並擔任該組新進教師之輔導人員，

協助辦理新進教師觀摩輔導。 

柒、辦理期程及實施內容： 

項

次 
項目 實施內容 地點 

辦理時程 
(預定) 

1 
初次入園

觀摩輔導 

1. 於開學後兩週內，辦理新進巡迴

輔導教師「觀摩輔導」。 

2. 請新進教師與小組長協調安排一

日之觀摩輔導： 

(1)上午時段：入園觀摩小組長之巡

迴輔導模式。 

(2)下午時段：請新進教師至小組長

所屬學校，共同針對入園觀摩進

行討論、給予教學輔導回饋等，

並完成「觀摩輔導紀錄表」(如

附件 2)。 

3. 請新進教師於 109 年 9 月 30日

(星期三)前將「觀摩輔導紀錄

表」掃描並以 Email 方式寄至本

市中區特教資源中心輔導組陳淑

璠教師(信箱：chen0508@spec. 

tc.edu.tw)。 

1.上午時段：觀

摩園所。 

2.下午時段：於

小組長所屬之

學校。 

109.9.1 

-109.9.30 

2 小組討論 

1. 由小組長召集該組教師於共同不

排課時段(週四下午)進行每月一

次小組討論，討論內容包含：每

月討論主題、教師間經驗交流、

瞭解並解決新進老師之相關教學

問題、個案討論等。 

2. 區長每月安排加入該區各一小組

的聚會討論，以提供相關支持及

教學輔導回饋。 

3. 請各小組於每次聚會討論時共同

完成「小組討論紀錄表」(如附件

3)，並於每次聚會討論後之一週

各組自行決定小

組討論地點，並

以學校為主。 

109.10. 

-110.06 

(週四下午

共同不排課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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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將「小組討論紀錄表」寄至

本市中區特教資源中心輔導組陳

淑璠教師(信箱：chen0508@spec. 

tc.edu.tw)。 

3 大區會議 

1. 本局召開期初、期中及期末學前

特教師聯繫會議，進行相關行政

業務宣導、巡迴輔導分案及分區

討論。 

2. 區長負責召集該區教師參與會議 

，並彙整該區教師之提案，以列

於會議上討論。內容可包含該學

期服務歷程及省思、入班服務模

式之分享或個案討論等。 

暫定中區特教資

源中心。 

預定

109.08.27 

110.02.25 

110.06.24 

4 
分區聯盟

研習 

1. 各大區輪流辦理特殊教育相關研

習(教學觀摩、增能研習、個案研

討等) ，並於研習開始 2個月前

向本局提報實施計畫。 

2. 上開研習的承辦學校由本市設有

各類特殊教育班之公立幼兒園輪

流辦理之，負責經費核銷等相關

事宜，另場地由承辦學校逕自協

調。 

3. 活動安排時間以學前巡迴輔導班

共同不排課時間為原則（星期四

下午）。 

依各研習計畫。 
109.08.31 

-110.06.30 

註：新進教師包含： 

(1) 本學年考上之新進正式教師。 

(2) 應聘之年度代理(課)教師。 

(3) 從外縣市調入之教師。 

(4) 市內調動由幼兒園普通班或集中式特教班轉任學前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之教師。 

(5) 輔導教授或專家學者指定之教師。 

 

捌、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本局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局視是項計畫相關工作人員及擔任區長、小組長之巡迴輔導教師，負責 

    認真且績效良好者，得依本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 

    辦理敘獎。 

拾、執行本項計畫人員，工作期間由服務學校核實給予公(差)假登記。 

拾壹、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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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9學年度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專業支持─分區一覽表 

組別 行政區 學校名稱 教師 

◎ 第一區(16人) 

第一區區長 西屯區 大鵬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良薰 

1-1組長 中區 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江意娟 

 中區 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蔡瓊慧 

 西區 忠信國小附設幼兒園 王萍 

 西區 忠信國小附設幼兒園 王貞霓 

1-2組長 北區 太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韻珍 

 北區 太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閔晴 

 西區 忠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沈維珉 

 西屯區 上石國小附設幼兒園 洪芷妮 

 西屯區 上石國小附設幼兒園 廖芷盈 

 南區 國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凌玉倫 

1-3組長 西屯區 大鵬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湘敏 

 西區 忠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鶴齡 

 西屯區 臺中啟聰學校 鞠宗紋 

 西屯區 泰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瀞筠 

 西屯區 泰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維梃 

◎第二區(19人) 

第二區區長 大里區 大里國小附設幼兒園 康惠雯 

2-1組長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英瑛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田筱瑜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湘涵 

 太平區 宜欣國小附設幼兒園 涂瀞丰 

 清水區 三田國小附設幼兒園 李品諭 

 沙鹿區 公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詩婷 

2-2組長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永純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碧珍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怡慧 

 沙鹿區 沙鹿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淑璠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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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行政區 學校名稱 教師 

 沙鹿區 公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何姿穎 

 西屯區 台中啟聰學校 廖淑惠 

2-3組長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江昭蓉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思渟 

 大里區 大里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秀琪 

 太平區 宜欣國小附設幼兒園 朱高慧 

 大里區 立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蕙綺 

 大里區 立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秭瑜 

◎第三區(15人) 

第三區區長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婉琛 

3-1組長 南區 信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范淑雅 

 南區 信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賴明麗 

 南區 國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莊雅婷 

3-2組長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信惠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趙淑華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舒涵 

 南屯區 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塗佩珣 

 南屯區 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莊婉君 

3-3組長 烏日區 僑仁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郁婷 

 烏日區 僑仁國小附設幼兒園 梁美子 

 烏日區 喀哩國小附設幼兒園 游㛢菱 

 烏日區 喀哩國小附設幼兒園 洪苡榕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靜珮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錦輝 

◎第四區(18人) 

第四區區長 大甲區 文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吳盈瑤 

4-1組長 大甲區 順天國小附設幼兒園 姚育儒 

 大甲區 順天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資婷 

 大甲區 文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詩韻 

 沙鹿區 沙鹿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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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行政區 學校名稱 教師 

 清水區 三田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惠貞 

4-2組長 清水區 清水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蓓薇 

 清水區 清水國小附設幼兒園 石茹方 

 清水區 大秀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晶榕 

 清水區 大秀國小附設幼兒園 蘇婉鳳 

 沙鹿區 北勢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茹琪 

 沙鹿區 北勢國小附設幼兒園 羅怡婷 

4-3組長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楊芷芸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吳芊霈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趙偉智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亭羽 

 龍井區 龍泉國小附設幼兒園 邱秀芬 

 龍井區 龍泉國小附設幼兒園 謝佩珠 

◎第五區(16人)  

第五區區長 大雅區 文雅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姿佳 

5-1組長 大雅區 文雅國小附設幼兒園 謝佩真 

 神岡區 岸裡國小附設幼兒園 鄒雅婷 

 神岡區 岸裡國小附設幼兒園 沈芳如 

 大雅區 三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曾壹思 

 大雅區 三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繹佳 

 后里區 台中啟明學校 楊可欣 

 后里區 台中啟明學校 林孟宣 

5-2組長 豐原區 豐原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瑩珊 

 豐原區 豐原國小附設幼兒園 周漢美 

 豐原區 福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吳于虹 

 豐原區 福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王菁薇 

 東勢區 東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品均 

 東勢區 東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李宜庭 

 石岡區 土牛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奕如 

 石岡區 土牛國小附設幼兒園 杜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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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行政區 學校名稱 教師 

◎第六區(12人) 

第六區區長 潭子區 新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甚組 

6-1組長 潭子區 新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富美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彥蓁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家瑋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郭怡如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佳蓁 

6-2組長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韻安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白宜芳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楊咅紜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吳美瑩 

 太平區 坪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王麗芬 

 太平區 坪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李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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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9 學年度學前新進巡迴輔導教師觀摩輔導紀錄表 

研討主題：初次入園觀摩輔導 觀摩對象姓名： 

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觀摩者姓名： 

紀錄者姓名： 觀摩園所名稱： 

事前準備： 
1. 

2. 

 

 

 

本次入園觀察與其他輔導相關之主題：  
1. 

2. 

 

 

 

 

主題討論：(可針對上述主題討論並分項敘寫) 
1. 

2. 

 

 

 

延伸討論：(對於其他輔導過程相關問題解決或有興趣的議題做討論及分享) 
1. 

2. 

 

 

 

照片欄位 

黏貼照片 

(輔導觀摩現場) 

黏貼照片 

(小組討論) 

註：請新進教師於 109年 9月 30日(星期三)前將「觀摩輔導紀錄表」掃描並以 Email方式寄至本市 

中區特教資源中心輔導組陳淑璠教師(信箱：chen0508@spec.tc.edu.tw)。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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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9學年度第○學期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小組討論紀錄表 

研討主題：  

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地點： 

組別： 紀錄者姓名： 

出席人員姓名： 

本次討論重點：  

提問一： 

回應： 
 

 

 

 

提問二： 

回應： 

 

 

 

 

本次反思/調整方式：(對於本次討論主題做省思/下次預計調整的內容或方

式) 

 

照片欄位 

黏貼照片 

(小組討論) 

黏貼照片 

(小組討論) 

註：請各小組於每次聚會討論後之一週內，將「小組討論紀錄表」寄至本市中區特教資源中心輔導

組陳淑璠教師(信箱：chen0508@spec.tc.edu.tw)。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