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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107年特奧資深教練暨人才培訓 
實施計畫 

一、 目  的： 

(一) 推展特奧運動，提昇特奧資深運動教練之素質及專業技巧。 

(二) 國際特奧會組織發展評量及 5年計劃之研討。 

(三) 培養有志於推展特奧運動之專業人士，並辦理特奧研習及相關活動。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中華台北特奧會） 

四、 參加對象： 

(一) 本會會員並具有特奧運動專項專長且參與特奧活動 5年以上者。 

(二) 本會秘書處會務人員。 

(三) 經本會推薦熱心參與特奧相關活動之人士。（請參閱附表二） 

五、 參加人數：30人（依報名順序，額滿截止） 

(一) 資深教練：25人 

(二) 會務人員：5人 

六、 活動日期： 

(一) 國內培訓-107年 7月 25日至 27日（星期三至星期五）。 

(二) 兩岸交流-107年 7月 27日至 8月 1日日（星期五至星期三）。 

七、 活動地點： 

(一) 國內培訓-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 1段 241號) 

(二) 兩岸交流-中國山東省青島市 

八、 國內培訓課程內容：請參閱課程表（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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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辦理方式： 

（一） 全程參與國內培訓者，由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核發 18 小時之研習時數與參

加證書。 

（二） 國內培訓所需教材、文具、講義資料、教學器材、場地等由主辦單位準備。 

（三） 參加人員國內培訓期間住宿、午餐、保險由主辦單位統籌供應，所提供之保險範圍為

活動期間國內旅遊平安意外責任險。保險理賠：意外身故 100 萬暨意外醫療 10 萬元

之額度。 

（四） 本次國內培訓有術科實際操作課程，請參加人員自行準備運動服裝。 

（五） 參加人員請所屬單位給予公（差）假登記。 

八、兩岸交流活動日程： 

(一) 第 1天行程：桃園/煙台。 

(二) 第 2天行程：參訪定遠艦景區、雞鳴島、海草房。 

(三) 第 3天行程：參訪陽光之家、膠州灣跨海大橋、琴島之眼摩天輪、青島啤酒博物館。 

(四) 第 4天行程：拜訪青島特奧運動中心暨經驗交流（暫定）、參觀總督府、八大關、棧橋。 

(五) 第 5天行程：參訪張裕卡斯特酒莊、牟氏莊園、 

(六) 第 6天行程：參訪八仙度海口、煙台/桃園 

九、報名方法： 

（一） 報名手續：請上本會網站 http://www.soct.org.tw 後點入「網路報名」網頁後 
點選研習報名，再進行研習報名操作，請各教練務必完成線上報名流程。線上報名所

填報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資料用途使用。 

（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截止。 

（三） 聯絡電話： 02-25989571，傳真：02-25989491，聯絡人：鍾淑妃 

（四） 國內培訓費用：由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度補助案經費勻支。 

（五） 兩岸交流團費每人 21,800元；協會補助 8,000元，參加人員需繳交 13,800元，請務

必於 7月 9日（星期一）前匯入協會帳戶 

 往來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士林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帳號：300-102089042 

http://www.so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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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則： 

（一） 參加人員講習期間膳宿、保險由主辦單位統籌供應，所提供之保險範圍為活動期間國

內旅遊平安意外責任險。保險理賠：意外身故 100萬暨意外醫療 10萬元之額度。 

（二） 參加人員務必簽署服務切結書（詳如附件），並寄送秘書處。 
（三） 參加人員請所屬單位給予公假登記。 

（四） 可以僅報名參加國內培訓課程，若要參加兩岸交流者必須全程參與國內培訓。 

（五） 報名截止後，錄取名單將於 7月 2日公告於本會網站(http://www.soct.org.tw)請自

行下載，本會不另行通知。 

 

http://www.so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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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7 年特奧資深教練暨人才培訓課程 

日   期 107年 7月 25日(星期三) 

時   間 內容說明 主持人/講師 

10：30~10：50 報到（新北高工）  

10：50~11：10 開訓儀式、課程說明 林秘書長瑞彥 

11：10~12：00 特奧組織發展評量分析說明  

12：00~13：30 午餐及活動影片賞析  

13：30~15：00 特奧組織發展評量-運動、教練項目檢核  

15：00~17：00 特奧組織發展評量-非運動、運動員項目檢核  

日   期 107年 7月 26日(星期四) 

時   間 內容說明 備註 

09：00~12：00 特奧活動相片整理與影片剪輯  

12：00~13：30 午餐及經驗分享  

13：30~16：30 

分組討論課程 

  

行政組： 

協會網頁內容的建置 

教練組： 

活動資料整理、備份 

2019註冊填寫與排版 

日   期 107年 7月 27日(星期五) 

時   間 內容說明 備註 

09：00~12：00 
辦理特奧儲訓選手選拔賽 

活動分享與檢討 

 
12：00~13：30 午餐及經驗分享 

13：30~15：30 
參加特奧世界賽教練、團務工作 

經驗分享與檢討 

15：30~16：00 綜合座談及問題討論、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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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7 年特奧資深教練技人才培訓推薦名單 

序號 姓  名 服務學校或單位/職稱 

1.  黃敏惠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理事長 

2.  李錫津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副理事長 

3.  吳琇瑩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副理事長 

4.  翁林仲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副理事長 

5.  黃國書 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校長/中華台北特奧會組織發展委員會召集人 

6.  湯選平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教師/中華台北特奧會運動委員會召集人 

7.  趙一檜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教師/中華台北特奧會選訓委員會召集人 

8.  賴國誠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教師/中華台北特奧會教練委員會召集人 

9.  陳威銓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教師/中華台北特奧會裁判委員會召集人 

10.  朱臺麟 國立勤益大學教師/中華台北特奧會紀律委員會召集人 

11.  林峻慶 德橋保險經紀人事務所/中華台北特奧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召集人 

12.  仲志遠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教師/中華台北特奧會非運動項目委員會召集人 

13.  章正山 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資訊執秘/中華台北特奧會資訊委員會召集人 

14.  楊怡雯 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15.  莊燿洲 國立北門農工教師 

16.  潘和兼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教師 

17.  許柏仁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教師 

18.  李添焜 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教師 

19.  陳淑敏 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退休教師 

20.  石欣祥 國立台南高工教師 

21.  陳柏翰 台南黃蜂運動城教練 

22.  顏玲惠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23.  彭惠珍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24.  李碧姿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教師 

25.  郭怡君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教師 

26.  何幸玫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教師 

27.  鄭勝元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教師 

28.  王勝雄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教師 

29.  許翠菊 國立玉里高中教師 

30.  張羽柔 新北市立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31.  楊婉君 國立台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教師 

32.  李書儀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教師 

33.  楊婕如 高雄市立鳳山國小教師 

34.  羅雪娥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學務主任 

35.  魏瑛慧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