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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04 年度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特殊需求課程編製與分享」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 104 年 2 月 3 日臺教學(四)字第 1030168717G 號函辦理。 

二、目的:為充實輔導區教師特教知能，落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特辦理專

業知能講座。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研習資訊: 

    (一)時間:104 年 7 月 7日（星期二）08：50-16：10  

    (二)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3 樓 A304 教室 

    (三)講師: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蔡明富教授。 

    (四)參加對象:輔導區雲嘉嘉國中、國小教師，共 70 位。 

五、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7 月 2 日止，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報名。（http://www.set.edu.tw/教師研習大專特教研習）。 

    (二)錄取順序依序為輔導區嘉義縣市大專校院及報名先後，錄取名單請逕至

特教通報網查詢。 

六、注意事項: 

    (一)報名經錄取者，請務必全程參加，本中心將於特教通報網核發 6小時研

習時數。 

    (二)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於研習開始前 3 天來電告知，以便安排候補者；聯

絡電話:05-2263411 分機 2321。 

 (三)為尊重講師，請於開講 20 分鐘內入場。 

    (四)本校區禁止機車進入，汽車請持研習公文進出校區。 

    (五)為響應環保，請參加學員自行攜帶杯具等。 

七、經費及差假：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二)各校參加研習人員，由原服務單位惠予公(差)假。 

本研習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經講師同意上傳至「教育部優質特教發展網絡系統暨教學支援平台」供各界人士以教育為目的參考使用



八、課程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 

09:00～10:30 
特教新課綱社會技巧領域課程概念與 

國內外相關課程介紹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情障學生的生氣控制課程編製與分享 

（處己：處理情緒技巧）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情障學生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編製與分享 

（處人：多元性別互動技巧）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情障學生的社會技巧課程（認知行為取向）編製與分享

（處己、處人及處環境社會技巧） 

16: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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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你的生氣情緒                          

 

學校：________  年級：_____ 班級：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座號：___ 

 

    各位同學，以下有四個問題需要請你協助填答，請你依照自己的經驗去填寫

（請詳細說明），每一題都沒有標準答案，謝謝你協助填答。 

 

1.在什麼情況下，你會比較容易生氣? (請詳細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當你在學校生氣時，你會如何來表達你的生氣? (請詳細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當你在家裡生氣時，你會如何來表達你的生氣? (請詳細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當你生氣時，你如何控制(穩定)自己的情緒? (請詳細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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