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詹樣基金會 2018 年早療觀摩研討會簡章
一. 辦理目的：為提升早療人員專業知能，使更多的發展遲緩兒童得以
受惠，期能早日回歸正常教育體系，本基金會辦理機構早療補助宣
導暨觀摩研討會，學習績優機構實務做法，安排新知，進而促進全
國早療服務品質提升。
二. 辦理內容：
(一) 早療評核補助宣導：說明評核項目與原則。
(二) 早療服務成效評量系統介紹：說明早療兒童及
家庭服務成效評量系統之運用及線上操作。
系統簡介

(三) 績優機構實務作業分享。

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幼兒教育學系、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四. 合辦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長庚養生文化村、長庚大學
早期療育研究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復健科、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五. 協辦單位：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六. 參加對象：早療相關單位專業人員、學前教育專業領域人員及家長
七. 報名方式：搜尋王詹樣基金會「早期療育交流平台」或掃描下方 QR
code 進入網站，並於 5 月 1 日(星期二)前完成報名。相關事宜洽
詢 聯 絡 人 （ 02 ） 27122211 ＃ 6978 、 7592 吳 小 姐 或 楊 小 姐 、
wjy.org@gmail.com：
(一)專業會員：加入專業會員後在「活動線上報名」系統進行報名。
(二)家長會員：點選 https://goo.gl/forms/mRbqqKYtkx3agYbJ3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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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會員

家長會員

八. 辦理時間：5 月 19(六)上午 10:00 至 5 月 20(日)16:00，共計 2 天。
九. 辦理地點：長庚大學國際會議廳（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 號）
。
十. 繼續教育積分及教師研習時數申請中：台灣復健醫學會、台灣兒科
醫學會、臺灣物理治療學會、臺灣職能治療學會、中華民國社會工
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以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
網時數，申請結果請至基金會網站查詢。
十一.研習及食宿費用：免費，由王詹樣基金會全額補助，計 4 餐(第
一天中餐及晚餐、第二天早餐及中餐)，及長庚養生文化村住宿費
(2 人 1 間套房)，將優先安排桃園地區以外學員住宿。
十二.因研習名額有限，王詹樣基金會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十三.注意事項：
(一)為提倡無紙化，本次全面提供電子講義(隨身碟)，需自備電
腦，另會場電源插座有限，請保持電腦電池充足
(二)交通：
1.5/19 上午 09:30 於「機場捷運 A7 體育大學站」安排專車，
接送至「長庚大學」
，報名登記搭乘專車者請務必準時，逾
時不候。如需取消搭乘請於 4/30 前來電取消。
2.若無法配合專車時間，可至林口長庚醫院搭乘
「林口總院→長庚校區」接駁車（發車時間請
參閱汎航通運網站）
。
汎航通運

3.自行前往者，請將汽、機車停放至停車場。
4.可從台北車站、桃園高鐵站搭乘機場捷運請至 A7 體育大學
站下車，步行約 15 分鐘可抵達長庚大學。
(三)住宿：住宿房間(二人一間)包含衛浴(提供盥洗用具、浴巾、
毛巾及吹風機)、客廳等空間，若該單位派員人數為「單數」
時，將由基金會安排其他同住之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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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飲水：請務必攜帶可耐熱之環保杯。
(五)請學員至長庚大學活動中心用餐。
(六)請直接至長庚大學國際會議廳，以「報到序號」依北區、中
區、南東離島區分區報到。
(七)地圖：

國際會議廳

3

十四.流程：
(一)第一天：5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
內容
出席人員
09：30-10：00 專車：機場捷運 A7 體育大學站-長庚大學
10：00-10：30 報到：長庚大學國際會議廳
政府機關代表致詞：
10：30-10：50 開幕式暨台塑企業社會回饋
台塑企業代表：
(20 分) 簡報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林振添協理
報告人：
10：50-11：10 2017 年早期療育服務成效提 專家小組代表：
(20 分) 升計畫評核結果分析報告
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
張如杏社工師
11：10-11：30
(20 分)

1.2018 年評核補助辦法及評
智障者家長總會
核項目說明
林惠芳秘書長
2.新評核指標說明
張如杏社工師
林惠芳秘書長

11：30-12：00 Q&A
12：00-13：30 元氣午餐
5/19
(六)

孫世恆副教授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
13：30-14：30 早療家庭服務指標介紹、運用
系博士
(60 分) 及分析
2.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副
教授
14：30-14：40 休息
吳佩芳助理教授
1.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學前特殊
14：40-15：40 早療兒童成效指標介紹、運用
教育哲學博士
(60 分) 及分析
2. 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早
期療育碩士班助理教授
15：40-15：50 休息
15:50-16:20 早療兒童成效及家庭服務指 優尼登工作室
(30 分) 標線上系統操作
王侑傑系統工程師
孫世恆副教授
16:20-16:50
Q&A
吳佩芳助理教授
(30 分)
王侑傑工程師
17：00
樂活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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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天：5 月 20 日(星期日)
時間
內容
出席人員
07：20-07：30 收拾行李及退房
活力早餐
07：30-09：30
養生村特有物種生態大冒險
09：30-10：00 搭車前往長庚大學
主題 1：需求評估及分析運用
結合專業人員設計需求評估 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
10：00-10：30
(15 分)
黃璨珣講師
（30 分）
從需求評估的結果到服務設 心路基金會
計(15 分)
林麗英前副執行長
主題 2：家庭服務實務作業
家庭需求評估應涵蓋的面向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10：30-11：00
及深度(15 分)
胡宜庭總幹事
（30 分）
家庭需求評估於服務處遇的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落實與執行(15 分)
陳順隆秘書長
11：00-11：15 休息
分組研習
1-1:西螺日托中心-陳淑雅社工師
主題 1：需求評估及分析運用 1-2:屏東勝利之家-陳秀琴主任
主題 2：家庭服務實務作業 1-3:高雄北區兒童發展中心-康桂榕教保組長
5/20
內容：
1-4:新北家扶發展學園-白位傑園長
(日)
1.績優機構小組分享：實務作 1-5:心路桃園發展中心-徐筱茹社工
11：15-12：30 業及書面資料介紹(15 分) 1-6:苗栗幼安教養院-周品均督導
（75 分） 3.各機構實務作業分享：困 2-1:蘆葦啟智中心-陳儀穗社工員
境與檢討改善策略（15 分）2-2:溪北區嬰幼兒發展中心-鄭美芝主任
4.小組總結指定主題（5 分）2-3:光明早療中心-王育娟社工員
5.休息(5 分)
2-4:愛智發展中心-陳怜婷組長
6.主題一、主題二小組互換 2-5:雲林家扶發展學園-呂依柔社工員
進行分享(35 分)
2-6:苗栗聖家啟智中心-陳依雯社工組長
12：30-13：30 元氣午餐
1. 主 題 一 ： 各 小 組 長 上 台
回應專家：
13：30-14：20 分享(每組 5 分)
黃璨珣講師
（50 分） 2. 專家回應(10 分)
林麗英前副執行長
3. 綜合討論(10 分)
14：20-14：30 休息
1. 主 題 二 ： 各 小 組 長 上 台
回應專家：
14：30-15：20 分享(每組 5 分)
胡宜庭總幹事
(50 分)
2. 專家回應(10 分)
陳順隆秘書長
3. 綜合討論(10 分)
15：20-16：00 長庚大學-機場捷運 A7 體育大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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