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專業知能、服務方案及研究成果發表會 

(第 23 屆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The 23rd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arl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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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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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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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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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療人

員持續思考並致力於增能家庭、支持家長在自然情境中進行早期介入。去年，我們邀請到國

內外講師，為我們講解如何結合科技進行遠距的家庭訪視及專業篩檢服務，針對家庭的賦能，

以善用優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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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種實務分享。 

早期介入重要的目標是維繫家庭情緒安適感，讓家長能夠在心理情緒受到支持下，也能提

供幼兒正向支持。我們也體認到後疫情時代，受到生活作息與服務關係變動造成心理情緒方

面的影響，幼兒和家庭的情緒議題不容忽視。因此今年規劃一系列主題，邀請跨專業講師，

講授如何透過家庭支持，促進幼兒有適當的情緒行為表現，並能在生活中學習認識自我，更

進一步提升家庭情緒安適。 

  第 23屆早療論文大會將有 60篇論文的發表(含 9篇口頭)、12篇實務方案報告(含 2篇

口頭)，藉由不同主題的研究成果和實務經驗分享、深入探討增強正向家庭支持的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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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3 日論文大會(週六)、4 日工作坊(週日) 

二、辦理地點：東海大學音樂學系演奏廳(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三、活動流程 
1. 12 月 3 日(六) A :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5 

口頭論文發表 1 
座長：孫世恒 

醫療類 1 

探究有無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的精熟動機和執行功能之

相關 

報告者：汪佩蓉 

09:15-09:30 

社福類 1 

以家庭為中心之外展聯合評估在都會區服務經驗分享 

報告者：韓郁姍 

09:30-09:45 

教育類 1 

影響跨機構學前融合教育合作模式因素之探究 

報告者：吳佩芳 

09:45-10:35 海報論文發表 A及休息 

10:35-11:00 

開幕表演及貴賓致詞～ 

張乃文理事長、康琳茹主委、與會貴賓 

演出者：東海大學音樂系碩士班音樂治療組 

11:00-12:00 
大會演說(視訊連線) 

攜手並肩：親師合作與自我決策於學前階段的反思 (講師：朱思穎老師)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3:15 

口頭論文發表 2 
座長：廖華芳 

醫療 2 
影響發展遲緩兒童於診斷後一年內接受早期療育醫療利

用之相關因素研究 
報告者：何立博 

13:15-13:30 

社福 2 
身心障礙學齡兒童及家庭支持服務初探：以家扶基金會

社區據點方案為例 
報告者：陳美智 

13:30-13:45 

教育 2 
以生態系統理論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在融合教育下執行作

息本位課堂投入模式 
報告者：李聞一 

13:45-14:35 海報論文發表 B及休息 

  



14:35-14:50 

口頭論文發表 3 
座長：梁忠詔 

醫療 3 
使用 AI 系統來建立發展遲緩兒童早療效益的預測模式 
報告者：郭思辰 

14:50-15:05 

社福 3 
「宅早療」零距離學習模式之初探 
報告者：楊玉玲 

15:05-15:20 

教育 3 
應用以作息為本位模式於學前特教班親師溝通之研究 
報告者：劉彥吟 

15:20-16:10 
實務方案報告 
座長：康琳茹 

實務方案 1 
15:20-15:40 以聽障家庭為中心之系統化線上聽語教學

實施方案 
報告者：陳柔彣 
實務方案 2 
15:40-16:00 親子賦能團體~家長親職能力促進初探 
報告者：梁汕禎 
16:00-16:10 綜合討論 

16:10-17:00 運用「圖示我的參與」支持兒童自我表意(講師：康琳茹學術主委) 

17:00-17:10 頒獎(主持人：張乃文理事長) 

17:10~ 賦歸 

 
2.12 月 4 日(日) B: 正向家庭情緒支持暨親職提升實務工作坊 

時間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9:00-10:30 
主要照顧者對幼兒情緒行為的輔導策略 

(講師: 張如穎心理師) 

10:30-10:40 休息時間 

10:40-12:10 
自閉症幼兒的情緒特質與照顧者支持策略 

(講師: 何淑賢醫師) 

12:10-13:10 中午休息 

13:10-14:40 
正念教養：提升家長內在能量及親職 

(講師：莊勝發老師) 

14:40-14:50 休息時間 

14:50-16:20 
藝術療癒親子衝突，促進情緒安適感之運用 

(講師：江芊玥老師) 

16:20~ 賦歸 



參、講師簡介： 

朱思穎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博士 

 

康琳茹 副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院早期療育研究所 副教授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2006-2010)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Drexel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A. 

 

張如穎 臨床心理師 

如穎心理成長中心 院長 

財團法人愛彌兒基金會 心理諮商顧問 

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組 

 

何淑賢 主治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 主治醫師/主任 

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及流行病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莊勝發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正向心理學中心 

台灣正念學學會理事長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第九屆理事 

國立彰化師大特殊教育學系 博士 

 

江芊玥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音樂系音樂治療組 兼任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兼任藝術治療師 

中興大學動物科學博士 

英國瑪格麗特皇后大學藝術心理治療碩士 

 

 

 

 

 

 

 



肆、【收費原則及錄取原則】 
＊ A：【論文發表大會】(12/3)：限額 200 名，費用請參閱報名表相關欄位。 
＊ B：【工作坊】(12/4)：限額 120 名，費用請參閱報名表相關欄位。 
＊ 若各場次額滿，以報名 A+B 者優先錄取，再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 請於報名後七日內完成劃撥或線上金流平台繳費，才完成有效報名。 
＊ 報名未錄取者，各類身份依扣除其他課程費用後之的金額退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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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於開課前 15~20 天(含)申請退費，退還所繳費用之 7 成；於開課

前 7~14 天(含)申請退費，退還所繳費用之 5 成；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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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憑學生證報名時請同時上傳學生證影本。 
＊ 所有發表者請於 11/7(一)前完成課程 A 之報名繳費程序，未完成者其文章將不予刊登、不發

給發表證明。 

【報名方式】建議採取網路報名  
1.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1日受理報名，額滿為止，建議線上報名，若要傳真報名，傳真後請來

電0968-353739確認。 
2. 報名費可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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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者請在劃撥單通訊欄註明報名者姓名、活動編號(編號A、B、A+B)
及聯絡方式，繳費證明請傳真至本會03-8522185 黃小姐收，以利對帳。 

3. 凡11月30日後完成繳費者，請您務必於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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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活動開始前一週e-mail寄發行前通知單至報名所填之電子信箱，若未收到者請來電告知補發。 
5. 請確認報名基本資料之正確性，若因此影響相關權益，由報名者自行負責。 
6. 本會保有取消或變更本活動內容及場地等之權利。 
7. 活動洽詢電話: 049-2200256 或 0968-353739 張小姐 電子信箱：tacdei@tacdei.org.tw  

傳真電話：049-2243362  更多訊息：www.tacdei.org.tw 最新消息 

｛重要優惠說明--享受會員服務｝：新會員招募！於本次大會報名期間加入本會會員，僅收入會費

(400元)，免收111年度第四季常年會費，且立即享有會員報名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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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書八折等優惠，入會申請請至本會官網。 

                                                                                                   

網路報名：                                                      網路繳費： 

http://www.tacdei.org.tw/
https://www.tacdei.org.tw/page?website_module_classify_sn=119&website_module_sn=90


第二十三屆兒童發展早期療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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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路繳費) 

一、報名費A:12/3論文大會   B:12/4工作坊      更多訊息：www.tacdei.org.tw 最新消息 

     報名身份 

 課程項目 

一般 

人士 

會員、學生、 

各類發表第一作者 

本次新入會 

(含400入會費) 

---------﹙劃撥者收據黏貼處﹚--------- 
注意事項： 

● 請直接至郵局劃撥報名費，於備註欄註明活動編號 

(帳號：06640020，戶名：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 將收據黏貼於本欄後，傳真至協會03-8522185 

● 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依簡章之收費原則辦理 

● 使用本會教育抵用劵請於繳費時註明，會場收取抵用劵 

A論文大會 □500 □200 □600 

B工作坊 □600 □300 □700 

AB一起報 □1000 □400 □800 

二、報名身分：(請勾選) 
□一般人士：身分證字號：              
□各類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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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優惠名額，第 6 名開始請以一般人士收費計) 

三、基本資料：(為保障您的權益，請仔細檢查您所填寫之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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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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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請確認以利於寄發各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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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所需，請擇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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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一單位報名人數未達5人，本次活動不予申請該單位積分，僅發予研習證明以茲證明。                     

●餐食：□葷  □素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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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校園內車輛管制，故將依上述三類優先申請，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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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視

情況開放。 以上申請必要時將請您配合提供證明資料，每車100元/日，於活動報到處繳交。                               

https://www.beclass.com/showregist.php?regist_id=Mjc0OGJlYTYzMTZmZDJkYzIwNDk6U2hvd0Zvcm0=
https://tacdei.org.tw/on/on_line/%E8%AB%96%E6%96%87%E5%A4%A7%E6%9C%83%E6%94%B6%E8%B2%BB/2022%E8%AB%96%E6%96%87%E5%A4%A7%E6%9C%83/1.202211192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