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畫出人生無限可能－藝術療育」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 108 年 1 月 19 日臺教學(四)字第 1080001147A 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透過藝術育療作為身心障礙者與外界溝通的媒介，且可培養身心障
礙者藝術創作與欣賞的能力，讓身心障礙者進而能夠開發潛能，促
進身障者之身心復健與社會參與，提昇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
（二）充實各級特殊教育教師落實特殊教育輔導工作所需相關知能，落實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
（三）促進各級特殊教育教師校際交流。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四、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五、研習日期：108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4 時 10 分，
共 6 小時。
六、研習地點：社團法人臺灣畫話協會（臺中市霧峰區信義路 20 號）。
*交通資訊如附件，請自行前往，報名時請務必考量交通因素，確認後
再行報名。
七、參加對象
（一）學員每場 45 人。
（二）參加資格優先順序
1.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之
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特教教師或擔任特教行政工作教師。
2. 從事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相關業務人員。
3. 其他縣市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特教教師。
4. 全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一般教師。
5. 對本研習主題有興趣參與者。
八、講師簡介：

李淑玲理事長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畫話協會理事長
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副教授
學歷：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

蔡啟海秘書長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畫話協會創會理事長，現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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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碩士
九、課程表：詳見下表一。
十、辦理方式：採實務操作工作坊方式。
十一、經費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經費支應，研習人員免費參加。
（二）參加研習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支付。
（三）本中心提供中午便當及講義，其他部份則請學員自理。
十二、報名方式
（一）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恕不受理傳真以及現場報名，網路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8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
（二）請於報名期間至教育部全國特殊教資訊網報名，請連結
https://special.moe.gov.tw/→研習報名→大專特教研習→依活動
日期找到研習名稱「108 年度畫出人生無限可能－藝術療育」；如有
特殊情況者請以電話聯繫，以確保您的權益，聯絡人：吳小姐（電
話：04-7232105 分機 1461）。
（三）錄取者將公布於全特網上，請自行上網查詢。經錄取公告後，不克
出席者請於研習前三日通知承辦單位，俾便找人遞補；無故缺席者，
將列為日後辦理研習是否錄取之參考。
（四）請於全特網報名時，務必選取教師資格及備註任職職務或班型，以為審
核錄取資格依據。
（五）將於前一日 mail 通知錄取學員，若報名人數已超過預訂人數，恕不
開放現場報名。
十三、研習相關規定及服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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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習當天請準時報到，遲到 10 分鐘內者請聽從服務人員指示就坐；
若遲到超過 10 分鐘者，為免影響講師及學員，請於教室外稍作休息
下課時間再入場，且不核發該堂上課研習時數。
（三）遲到、早退及中途離席超過當節上課時間 10 分鐘以上者恕不核發該
堂上課研習時數；研習當天請準時報到，超過報到截止時間 30 分鐘
以上，不予核發上午研習時數。
（四）本中心提供茶水及中午餐點服務，請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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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研習不提供接駁車及停車位．自行開車者（請多利用共乘方式），
請提前至活動地點附近尋找停車位。
（六）孕婦、身心障礙、行動不便及其他需特別服務者，請於研習前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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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告知，以利中心協助安排。
（七）課程進行中，請將手機關閉或改振動留言。
（八）若有未盡事宜，將於現場公布及說明。
十四、本計畫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執行之，修正時亦同。
表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畫出人生無限可能－藝術療育」課程表
時間

主題

講師
報到

8：30~9：00

身心障礙學生藝術
教學活動介紹 1

李淑玲 教授

10：30~10：40

休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系

10：40~12：10

身心障礙學生藝術
教學活動介紹 2

9：00~10：30

畫話協會

開場、介紹
課程與講師

畫話協會

李淑玲 教授

14：30~14：40

休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系

14：40~16：10

身心障礙學生
藝術教學觀摩 2

16：10

畫話協會

1. 簽到
2. 領取講義
及餐券

社團法人臺灣畫話協會

身心障礙學生
藝術教學觀摩 1

13：00~14：30

備註

蔡啟海 秘書長

午餐

12：10~13：00

地點

畫話協會

蔡啟海 秘書長
社團法人臺灣畫話協會

賦歸

畫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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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簽退
2. 繳回饋單

附件 交通資訊

社團法人臺灣畫話協會
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信義路 20 號(光復新村)
交通資訊：
一、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從台中火車站出發(刷悠遊卡大概會被扣 3 元/單程)
(1) 統聯客運 50 路(往 921 地震教育園區):於「光復新村圓環」下車，再步
行約 3 分鐘
(2) 聯客運 59 路、台中客運 107 路(往 舊正):於「坑口里(光復新村)」下車，
再步行約 6 分鐘
(3) 台中客運 201 路(原 100)(往 亞洲大學): 於「坑口里(光復新村)」下車，
再步行約 6 分鐘
(4) 台中客運 6871 路(往 杉林溪) :於「坑口里(光復新村)」下車，再步行
約 6 分鐘



從台中高鐵站出發：
統聯客運 151 路、151 區(往朝陽科技大學):於「坑口里(光復新村)」下車，
再步行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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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前往


高速公路:
(1) 行駛國道 3 號：
由 211 霧峰交流道下，閘道靠右順行至盡頭紅綠燈右轉(往光復新村方
向)，直行中正路(台 3 縣/中潭公路/內山公路)，繼續直行中正路(台 3
縣/中潭公路/內山公路)往草屯方向，在信義路左轉直行經圓環後到達信
義路 20 號(社團法人畫話協會)。
(2) 行駛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南下－最晚於 192 彰化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3 號南下(往南投)211 霧峰交
流道
北上－於埔鹽系統交流道 207 轉台 76 線快速公路，東行(往員林)經八卦
山隧道至 32 中興系統(隧道出口靠左線)，接國道 3 號北上(往草屯方向)
下 211 霧峰交流道



快速公路：
(1) 行駛中投公路(台 63 線)，於中投交流道出口下，依指標轉接至國道 3
號南下，(往南投方向)下 211 霧峰交流道。
(2) 行駛中彰快速公路(台 74 線)，於快官交流道接國道 3 號南下，(往南投
方向)下 211 霧峰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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