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國際專業知能、服務方案及研究成果發表會 

(第 22 屆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of Early Intervention for  

Child Development)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主辦單位：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東海大學音樂學系 

協辦單位：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繼續教育學分申請（暫訂）：台灣兒科醫學會、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台灣復健醫學會、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臺灣物理治療學會、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積分等。 

 

壹、主題與目的： 

  第２２屆早期療育論文大會與工作坊，在全球與台灣歷經了疫情挑戰、防疫要求、維持

社交安全距離等的環境下，看到服務的關係及方式有了新的變化，在無法學習或到醫療單位

時，服務系統如何因應？推展多年以家庭為中心的主題，強調環境及參與、家長的參與、兒

童的投入、生活作息本位、社區參與等等，這似乎正是一個提供家長在自然情境中進行早期

介入的重要時機，而我們應該如何持續的增能家庭、以家庭需求為主軸，甚至運用科技方法

與家庭一起成長？變成了在疫情下必須思考及調整的重要項目，讓主要照顧者漸漸具備早期

介入的角色與功能，是早療各界可以加以著力的方向。 

  去年，我們回顧了本土早期介入的實際狀況，檢視各種理念或知能在台灣的現階段變化

是如何？今年，除了 69 篇論文的發表(含 9 篇口頭)、8 篇實務方案報告(含 2 篇口頭)以外，

我們更再次邀請到 Robin McWilliam 透過網路視訊為我們講解如何進行遠距的家庭訪談服

務，也邀請運用遠距科技進行專業服務的陳昭縈老師，為早療各界提供遠距工具運用於服務

的經驗。此外，針對家庭的賦能，我們邀請到關注服務使用者主導服務設計的廖華芳老師，

為早療夥伴帶來實用的技術與方法；也邀請推廣親職教育團體具有重要經驗的團隊，將其近

幾年的推展成果及經驗提供分享；邀請張乃文老師以其多元技術方法貼近家長內在的方式，

在工作坊中為早療各界的朋友，針對家庭需求為主軸、增強主要照顧者的面向，提供各種經

驗傳授，精彩可期。 

  第２２屆早療論文大會，將透過不同的研究成果和實務經驗分享、深入探討增強親職能

力的工作坊，以及因應疫情的遠距服務經驗，提供早療發展的重要借鏡，期能提供國內早期

介入及相關服務之創新突破，造福遲緩兒童及家庭，達成以下目標： 

一、促進早期療育專業人員在早期療育需求評估、介入策略、實踐方法之經驗與交流，提升

第一線人員掌握重要的發展趨勢，給予家庭實用而有效的服務。 

二、藉由各主題、類型的論文交流及實務分享，鼓勵早療專業人員記錄並分享經驗，發揮知

識的力量。在這個早療實務工作的交流平台，讓不同專業的經驗化成智慧財。 

三、藉由不同早療服務階段或服務項目現階段的檢視及分享，讓國內早療專業人員掌握國內

早療的發展現況及挑戢，做為調整服務方法的重要參考，因應環境的變化。 

四、結合教育、社政與醫療等多專業間、多單位間的經驗，互相學習與合作。 



貳、大會流程及課程表 

一、課程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論文大會(週六)、21 日工作坊(週日) 

二、辦理方式：現場活動(東海大學音樂學系演奏廳-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併線上視訊同步，視訊擬採(Cisco)WebEx 軟體進行。 

三、參與人數：現場活動 160 人(A、B 各 80 人)，線上視訊 240 人(A、B 各 120 人) 

四、活動流程 

1. A 11 月 20 日(六) :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Keynote 視訊演說：Dr. Robin McWilliam 

作息本位與遠端介入：如何開始？  Routines-based intervention and telepractice- 

how to get started?(主持人：康琳茹) 

10:30-10:50 開幕式(主持人：張乃文理事長) 

10:50-11:05 

口頭論文發表 1 

座長：廖華芳 

醫療類 1 

以家庭為中心療育模式運用於情緒行為問題孩童家庭之成效 

報告者：湯素琴 

11:05-11:20 

社福類 1 

從家庭需求調查結果回應早期療育服務現況與困境 

報告者：吳佩芳 

11:20-11:35 

教育類 1 

從家長觀點探討學前大班聽覺障礙幼兒即將進入小學的入學準備度 

報告者：林桂如 

11:35-12:20 海報論文發表 A 

12:20-13:30 休息 

13:30-13:45 

口頭論文發表 2 

座長：孫世恒 

醫療類 2 

COVID-19 疫情期間之 MAP 早期介入服務 

報告者：朱怡菁 

13:45-14:00 

社福類 2 

作息本位模式於實務現場落實的挑戰與因應策略 

報告者：邱郡婕 

14:00-14:15 

教育類 2 

同儕中介策略對自閉症幼兒參與班級活動影響之個案研究 

報告者：陳靖如 

14:15-14:30 

口頭論文發表 3  

座長：梁忠詔 

醫療類 3 

互動式體感遊戲於發展遲緩兒童精細動作成效提升之探討：區域教

學醫院之實證研究 

報告者：林昱宏 

14:30-14:45 

社福類 3 

易讀易懂：資訊易讀在早療家庭生活品質調查的運用 

報告者：楊美華 



時間 活動內容 

14:45-15:00 

社福類 3 

個案研究:運用作息本位模式專業團隊輔導非營利幼兒園之成效 ---

以區域防守策略為例 

報告者：蘇慧菁 

15:00-15:10 休息 

15:10-15:55 
實務方案報告 

座長：康琳茹 

實務方案 1 

15:10-15:30 停課不停學─疫情期間「歡樂學習包」執行方案 

報告者：蔡孟君 

實務方案 2 

15:30-15:50 提供 0-2 歲疑似發展遲緩幼兒跨專業延續性家庭支持

服務模式成效之探討 

報告者：黃美越、余映潔 

15:50-15:55 提問與回應 

15:55-16:10 綜合討論、現場優秀口頭發表者頒獎(座長/張乃文) 

16:10-16:55 海報發表 B、海報人氣獎投票 

16:55~ 簽退、賦歸 

2. B 11 月 21 日(日)：親職提升實務工作坊  

時間(Time)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9:00-10:30 
克服資源不均～利用動態影像動作分析辨認嬰兒動作之遠端評估應用 
(講師: 陳昭縈老師) 

10:30-10:45 休息時間 

10:45-12:15 
由我主導：「我的優勢第一」計畫推動與線上資源分享  
(講師: 廖華芳老師) 

12:15-13:20 中午休息 

13:20-14:50 
CST(Caregiver Skills Training Programme,宋維村醫師引進 WHO 模式、自閉症基
金會推廣)～照顧者親職技巧訓練計畫主要架構及階段性推廣成果(講師：陳姮縵督導、
蔡文哲醫師)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6:30 
發掘家長內在的親職能量 
(講師：張乃文助理教授) 

16:30~ 賦歸 

 



參、講師簡介： 

1.國外講師簡介：Dr. Robin McWilliam, Ph.D.  

Dr. Robin McWilliam為美國阿拉巴馬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兼主

任，並支持設立了 “國際實證早期介入部門” (Evidence-based 

International Early Intervention Office; 簡稱EIEIO) 

(http://eieio.ua.edu/)。他亦是美國The RAM group 

(http://robinmcwilliam3.wix.com/ram-group) 及早期療育諮詢機

構(Robin McWilliam consulting) 之負責人。曾擔任田納西大學教

育學教授、Siskin兒童之家(Siskin Children's Institute)的執行長，具有教育、外展服務、健康

照護及研究方面的研究及實務長才。此外也曾擔任Siskin到宅及社區本位早期療育計畫(Siskin 

Home- and Community-Base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田納西州政府補助)及

ESCALATE計畫(the ESCALATE Program. The Engagement,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Approaches for Toddler Education Program)的執行長。其他經歷包括Vanderbilt 醫

院兒童發展中心的執行長、南加大Chapel Hill分校Frank Porter Graham 兒童發展機構的資

深教授、美國特殊兒童委員会(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CEC) 研究分枝的主

委、美國個別化學前融合計畫的創始人及執行長，並曾在全美15個州推展計畫。  

 

2.國內講師簡介： 

陳昭縈 助理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 

 

廖華芳 副教授  

台大物理治療學系 兼任副教授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第九屆常務理事/第三任理事長 

 

陳姮縵 督導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修業中 

世界衛生組織發展遲緩兒童親職技巧台灣執行計劃督導 

 

蔡文哲 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台灣大學流行病學及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 

台灣大學醫學系學士 

 

張乃文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音樂治療組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哲學博士（音樂治療）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第九屆理事長 

http://eieio.ua.edu/


肆、 【收費原則及錄取原則】 

1. A：【論文發表大會】(11/20)：現場80名、線上120名，費用請參閱報名表相關欄位。報名線

上者會事先郵寄大會手冊。(現場人數依該場地防疫指引變化而調整)。 

2. B：【工作坊】(11/21)：現場80名、線上120名。費用請參閱報名表相關欄位。報名線上者會

事先郵寄大會手冊。(現場人數依該場地防疫指引變化而調整)。 

3. A【論文發表大會】口頭論文、海報論文、方案口頭發表者請報名【現場活動】，現場名額以

發表者優先。其他報名現場活動者依序：1.報名A+B者優先錄取、2.僅報名A場次並依報名次

序錄取。B【工作坊】現場活動依序：1.以報名現場A+B者優先、2.依報名次序錄取。所有選

擇報名線上活動者，依系統報名次序錄取。 

4. 請於報名後三日內完成劃撥或線上金流平台繳費，才完成有效報名。 

5. 報名之項目未全部錄取者，依所錄取課程項目金額收費，其餘金額退費；單項報名者依實際

所繳金額退費。退費統一以退回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方式進行。 

6. 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於活動日前15~20天(含)申請退費，退還所繳費用之7成；於活動

日前7~14天(含)申請退費，退還所繳費用之5成；活動日前6天內申請者，恕無法退費。前述

退費另需扣除轉帳匯費30元。本會會員申請退費可轉抵繳該年常年費。 

7. 學生憑學生證報名時請同時傳真學生證影本。 

8. 所有論文發表者需於10/27(三)前完成課程A之報名及繳費程序，未完成者其文章將不予刊

登、不發給發表證明。 

9. 因疫情發展難測，本活動將依遵照指揮中心公告之防疫規定進行，故本會保有取消、變更本

活動內容、形式、師資及場地等權利。必要時亦針對現場名額進行轉換成線上名額。 

【報名方式】建議採取網路報名 

1. 即日起至2021年11月12日(五)前受理報名，額滿為止，建議【網路報名】。傳真報名請於傳

真後電話確認，以免疏漏。 

2. 報名費建議以本會官網金流平台繳交或郵政劃撥至「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帳戶 

（帳號：06640020），劃撥單繳費證明請傳真至本會03-8522185 黃小姐收，以利對帳。 

3. 劃撥報名費時，請於劃撥收據通訊欄註明活動編號(編號A、B、A+B) 

4. 凡11月9日後完成繳費者，請您務必於活動當天攜帶劃撥收據或其它繳費證明等至報到處，

以節省工作人員查詢的時間。 

5. 活動開始前一週寄發行前通知單至報名所填之信箱，若未收到者請來電告知補發。 

6. 請確認報名基本資料及e-mail之正確性，若因此影響相關權益，由報名者自行負責。 

7. 活動洽詢電話: 049-2200256 或0968-353739張小姐 電子信箱：tacdei@tacdei.org.tw  

報名網址：www.tacdei.org.tw 最新消息 

 

｛重要優惠說明--享受會員服務｝：為慶祝第22屆早療論文大會並擴大參與，本次大會報名期間加

入本會會員，僅收入會費(400元)，免收110年第四季常年會費，即享有會員優惠，次年起每年只

要繳納常年費800元即可享有會員之各種課程優惠、購書八折等優惠。入會申請請見本課程網頁。 

 

https://www.tacdei.org.tw/news.php?nid=90
https://www.tacdei.org.tw/news.php?nid=90


第二十二屆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報名表(建議您採取網路報名) 
一、 我要報名：請勾選表格內選項 

A:11/20論文大會、B:11/21                      線上報名：www.tacdei.org.tw 最新消息 

      報名身份份 

 課程項目 

一般 

人士 

第一作者.

會員.學生 

本次新入會(含400

入會費)報名2天者,

其中1天請減400元

入會費並再減100元 

﹙劃撥收據黏貼處﹚ 

--------------------------------------- 

● 請至郵局劃撥，於備註欄註明課程項目 

(帳號：06640020，戶名：早期療育協會) 

● 將收據黏貼於此傳真至03-8522185或 

email到tacdei@tacdei.org.tw 

A論文大會 
-現場 □400 □200 □600 
-線上 □500 □300  □700 

B工作坊 
-現場 □400 □200 □600 
-線上 □500 □300 □700 

提醒：1.所有報名 A+B 者，合計費用請自行再減 100 元計算。2.使用本會教育抵用劵者請於繳費時註明在備註
欄或 email 通知我們，並在會場繳交抵用劵，線上課程者請主動寄回給協會。3.由於部份採取線上模式，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僅同意報名者收看、收聽，並嚴禁錄影、轉播。若單位打算以線上課程做為內部員
工進修課程，報名超過 5 人以上以一般收費八折計，請以造冊報名方式與本會聯繫，以製做、寄發手冊
及研習證書。為符合視訊課程及積分申請要求，將提供"個人連線"，若無積分考量者可以單位連線。 

二、 報名線上課程者，若有現場名額釋出，是否有意願接受通知：□請通知我   □不須通知我 

三、 報名身分：(請勾選)     

□一般人士：身分證字號：              

□各類論文、口頭方案發表者(限第一作者1名)：身分證字號：              

□會 員：會員編號：                □本次新入會身分證字號：            

□學 生：學校名稱：                      學生證號碼：       

□團體會員：團體會員名稱：               (請再各自填報名表) 

            報名者身分證字號：                              
              (本次每天課程提供本會團體會員5名會員優惠名額，第6名開始則以一般八折計) 

四、基本資料：(為保障您的權益，請仔細檢查您所填寫的各項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日) (  )                     

●行動電話：              (請務必填寫) ●傳真電話：                         

●E-mail：                                                  (利於寄發各項通知)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地址：                                  

●收據抬頭：                        (未註明則開立報名者) 

●退款帳號：﹙若活動額滿或取消，退款所必須，請務必擇一填寫﹚ 

□銀行，銀行名稱：              ，分行            帳號：                     

□郵局，局號         －   ，帳號           －                  

戶名：＿＿＿＿＿＿＿＿＿＿＿＿             ＿＿＿＿＿＿＿＿＿＿＿＿＿＿ ＿ 

●欲申請繼續教育積分單位：                                            (請填該學會名稱) 

基於公平性，若同一積分單位報名人數未達5人，本次活動不予申請。 

●餐食：□葷  □素  □不需要（依防疫規範，須於戶外適當處所食用） 

●校園停車(學校計次收費)申請：□行動不便□孕婦□65歲以上長者□其他 車號：              

因校園內車輛有限制，將依上述三類優先申請，再依完成報名順序錄取，額滿為止。實際車位數依本會向東海大學申請結果開

放。必要時將請您配合提供證明資料。每日以100元計，採現場繳費。 

●11/20第十二屆早療棕櫚獎頒獎典禮觀禮調查(17:00後)：□參加 □不參加 若人數過多將不開放 

https://www.tacdei.org.tw/news.php?nid=90
https://www.tacdei.org.tw/news.php?nid=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