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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2013年辦理研習一覽表 

月份 日期 工具名稱 合作單位 講師 

1月 

1/4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台中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1/11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雲林縣政府 林月仙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1/21-1/22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台北市西區 粘玉芳、張毓仁 

1/23-1/24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台北市西區 粘玉芳、張毓仁 

2月 2/1-2/2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桃園縣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3月 

3/1 

國民中學數學科成就測驗 

台中市政府 

周台傑 

國民中學國文科成就測驗 周台傑 

高中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林月仙 

高中數學及自然學業性向測驗 吳淑敏 

3/5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新北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3/15 國民小學團體非語文智力測驗 台中市政府 林月仙 

3/22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新竹市政府 鄭聖敏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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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工具名稱 合作單位 講師 

4月 

4/8 
國民中小學音樂性向測驗-國小 

台南大學 郭靜姿 
國民中小學藝能傾向測驗-國小美術 

4/12 
修訂新編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 

基隆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小學團體非語文智力測驗 

4/20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新竹縣政府 鄭聖敏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4/26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彰化縣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國小團體智力測驗 G23~67 臺師大特教中心 蘇芳柳 

5月 
5/3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金門縣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5/20 國小團體智力測驗 G67 新竹教育大學 蘇芳柳 

6月 6/28 

問題行為篩選量表 

臺師大特教中心 蔡明富 學生行為評量表 

學生適應調查表 

7月 

7/23 

國高中語文性向測驗-高中職 

臺師大特教中心 

林月仙 

國中暨高中語文學習性向測驗-高中 林月仙 

高級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吳淑敏 

高級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吳淑敏 

7/25 
修定中華適應行為量表 

臺師大特教中心 徐享良 
高中職教育階段轉銜服務輔導檢核表-第二版 

7/31 

國民小學團體智力測驗-G67 

臺中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小學國語科成就測驗系列 

楊佩蓁 國民小學數學科成就測驗系列 

國民小學自然科成就測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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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2 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 臺師大特教中心 王天苗 

8/5-8/6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新竹市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8/7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嘉義市政府 鄭聖敏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8/8 
國民小學團體智力測驗-G67 

臺中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小學自然科成就測驗系列 楊佩蓁 

8/9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嘉義市政府 鄭聖敏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8/8-8/9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桃園縣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8/13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臺中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8/13-8/14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桃園縣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8/16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南投縣政府 林月仙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8/15-8/16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新北市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8/19-8/20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嘉義縣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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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工具名稱 合作單位 講師 

8月 
8/16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彰化縣政府 鄭聖敏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8/22-8/23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臺南市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9月 9/25 
修訂新編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 

臺北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小學團體非語文智力測驗 

10月 

10/15 
修訂新編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 

花蓮縣政府 林月仙 
國民小學團體智力測驗-G67 

10/23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臺北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11月 

11/3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桃園縣政府 鄭聖敏 

11/8 

問題行為篩選量表 

臺師大特教中心 蔡明富 學生行為評量表 

學生適應調查表 

11/9-11/10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臺師大特教中心 陳秀芬、張毓仁 

11/14 
學齡階段國語文能力測驗 

臺師大特教中心 林寶貴 
學齡階段數學能力測驗 

11/15 
修訂新編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 

新北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小學團體非語文智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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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16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高雄市政府 林月仙 
國民中學語文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 

國民中學自然科性向測驗 

11/23 
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臺師大特教中心 林寶貴 
修訂學齡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11/23 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 臺師大特教中心 楊坤堂 

11/28 
修定中華適應行為量表 

臺師大特教中心 徐享良 
高中職教育階段轉銜服務輔導檢核表-第二版 

11/29 啟智學校(班)學生基本學習能力教育診斷測驗 臺師大特教中心 林千惠 

12月 

12/6 啟智學校(班)學生基本學習能力教育診斷測驗 臺師大特教中心 林千惠 

12/9 
身心障礙資優學生整合性鑑定工具-第二類 臺師大特教中心 吳昆壽 

身心障礙資優學生整合性鑑定工具-第三類 臺師大特教中心 吳昆壽 

12/14 

國小學童書寫語言測驗 

臺師大特教中心 林寶貴 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兒童口與理解測驗 

12/14 學前幼兒與國小低年級兒童口語語法能力診斷測驗 臺師大特教中心 楊坤堂 

12/21-12/22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 高雄市政府 粘玉芳、張毓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