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111年度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5版 

第二梯次及第三梯次訓練研習實施計畫 

111年6月30日桃教特字第11100529041號函 

一、依據： 

(一) 桃園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111年度工作計畫 

(二) 桃園市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培訓本市心評人員進行評量工具的應用升級，並落實施測證照制度。 

（二）藉由培訓新的評量工具提升本市心評人員對個案判讀的能力，及精進撰

寫鑑定報告之專業知能。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桃園市東門國小(桃園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五、協辦單位：桃園市中山國小 

六、研習時間： 

(一)第二梯次：111年 7月 11日(星期一)、7月 12日(星期二)及 7月 15日            

              (星期五)，共計 3日。 

(二)第三梯次：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7 月 14 日(星期四)及 7 月 18 日

(星期一)，共計 3日。 

七、研習地點：東門國小忠孝樓二樓及三樓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東國街 14號) 

八、講師：中山國小 鄭友泰校長 

九、研習對象：每梯次以錄取 60名為限(依疫情狀況調整)，總計 120人，優先

錄取順序如下: 

（一） 本市心評教師具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4版資格且未受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課程訓練者。 

（二） 外縣市調入且在原縣市受訓魏氏五版，尚未取得本市心評教師資格者。 

十、課程表：如附件一(請依排定課程時間，準時出席)。 



十一、報名：請於 111年 7月 7日（星期四）前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 –研習報名-點選縣市

(桃園市)-年(110)學期(下)登錄單位(東門國小)報名（聯絡人：蕭

老師，電話 03-3394572分機 841）。 

十二、差假：參加人員研習期間請學校依「教師請假規則」等相關規定本權責核

予公(差)假登記。 

十三、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撥付執行。 

十四、說明： 

（一） 研習當天不得早退或中途離席，全程參與研習者核發研習時數 18小

時。 

（二） 研習期間，參與人員需自行施測一名個案(須取得受施測個案監護人鑑

定評量同意書)，施測時間如下： 

1、 第二梯次：111年 7月 13日（星期三）至 7月 14日(星期四) 

2、 第三梯次：111年 7月 15日（星期五）至 7月 17日(星期日) 

（三） 本研習第二梯次訂於 111年 7月 15日(星期五)，第三梯次訂於 111年

7月 18日(星期一)安排實作評量，通過評量標準且全程參與者由本市

北區特教資源中心核發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5版（WISC-V）研習證明

並列冊。若未通過測驗，可補考一次(111年 8月 3日)，倘仍未通

過，則需重新參與本培訓研習。 

（四） 外縣市調入且在原縣市受訓魏氏五版，尚未取得本市心評教師資格

者。報名研習時，請註明「外縣市調入已受訓魏氏五版」，事前提供證

書至信箱，至少參加第三天研習(7/15或 7/18)與評量，通過測驗，並

於參加新進心評人員第二階段【111/8/15-8/19】、第三階段培訓

【111/9/17-9/18】(另案報名)，方可取得本市心評人員資格。 

（五）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 5版測驗箱統一由主辦單位準備，請攜帶心評



證，以便刷借工具。 

（六） 研習場地停車位有限，請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七） 因應疫情，隨時配合中央指示，請全程配戴口罩，並遵守防疫規定。 

（八） 報名時，請確實填寫電子信箱及葷素需求，方便連絡及供餐事宜。 

十五、辦理本項研習績優人員於研習結束後依成效辦理敘獎。 

十六、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桃園市111年度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5版訓練【第二梯次】研習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7月 11日(一) 7月 12日(二) 7月 15日(五) 

8：30-8：50 報到 

報到 報到 
8：50-9：00 開幕式 

09：00-10：3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的基本精神及 

特色（一） 

講師／鄭友泰 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操作類分測驗 

介紹（三）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記錄題本分析頁

（一） 

講師／李光儀主任 

 助講／陳鋆老師 

10：30-10：40 茶敘與問題探討  

10：40-12：1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的基本精神及 

特色（二） 

講師／鄭友泰 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操作類分測驗 

介紹（四）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記錄題本分析頁

（二） 

講師／李光儀主任 

 助講／陳鋆老師 

12：10-13：10 午餐時間 

13：10-14：4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操作類分測驗 

介紹（一）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語文類分測驗 

介紹（五）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實作評量 

講師／李光儀主任 

 助講／陳鋆老師 

14：40-15：00 茶敘與問題探討 

15：00-16：3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操作類分測驗 

介紹（二）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 

記錄題本填寫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實作評量 

講師／李光儀主任 

助講／陳鋆老師 

 



桃園市111年度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5版訓練【第三梯次】研習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7月 13日(三) 7月 14日(四) 7月 18日(一) 

8：30-8：50 報到 

報到 報到 
8：50-9：00 開幕式 

09：00-10：3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的基本精神及 

特色（一） 

講師／鄭友泰 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操作類分測驗 

介紹（三）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記錄題本分析頁

（一） 

講師／李光儀主任 

 助講／陳鋆老師 

10：30-10：40 茶敘與問題探討  

10：40-12：1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的基本精神及 

特色（二） 

講師／鄭友泰 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操作類分測驗 

介紹（四）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記錄題本分析頁

（二） 

講師／李光儀主任 

 助講／陳鋆老師 

12：10-13：10 午餐時間 

13：10-14：4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操作類分測驗 

介紹（一）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語文類分測驗 

介紹（五）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實作評量 

講師／李光儀主任 

 助講／陳鋆老師 

14：40-15：00 茶敘與問題探討 

15：00-16：30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操作類分測驗 

介紹（二）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 

記錄題本填寫 

講師／鄭友泰校長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 5版實作評量 

講師／李光儀主任 

助講／陳鋆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