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 屆國際親子論壇 暨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12週年院慶

Theme :  Parenting accompaniment 
About the last doable piece of parent-child dyad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台灣輔以達學會

The 12th. International Parent-Child Forum

The 12th. Annual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

主題: 圓滿兒童發展的親子同行
~有關親子共有最後一段之已知與可行

 大會 ~ 第12屆國際親子論壇暨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12週年院慶

 活動時間：105年11月12日(星期六) 09:00-17:30

 活動地點：中國醫藥大學 立夫教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40447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專題演講

• 從哀傷到歡喜的看見~兒童醫院親子生命故事之衝擊與反思 / 郭煌宗醫師

• 陪伴與同行~談如何緩解病童的痛苦及症狀 / 勞萱之 醫師

• 牽手走過孩子生命的句點 / Lore Anderlik 蒙特梭利治療師

 親子平台

• 真愛關係 【用快樂的方式告別 】【信任~收起悲傷，重拾信心】

• 親能禮讚 【平凡就是幸福】【歡喜承擔】【活在當下，珍惜擁有】

 衛星活動 ~ 親能實務工作坊

 活動時間：105年11月13日(星期日)  09:00-16:30
 活動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04 & 105 教室

(40447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工作坊A【與孩子共同經歷生命的最後一段 ~ 生活中的教育觀點】

 主講人 Lore  Anderlik 老師

 內容簡介 :

(1) 理解病童家長的處境與悲傷
(2) 理解病童的狀態與需要
(3) 具體提供協助的內容與方法

 工作坊B【溝通與準備 ~ 孩子臨終前與家屬及相關人員的對話】

 主講人彭孃慧助理教授、郭煌宗醫師

 內容簡介 :

(1) 如何協助其他照護者瞭解孩子的需求
(2) 如何與重症病童討論死亡
(3) 如何與醫護人員合作以建立有益於重症病童之重要醫療決策
(4) 如何發現可以提供支持的資源



第12屆國際親子論壇 暨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12週年院慶大會議程表

105年11月12日 (六) 中國醫藥大學 立夫教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動 主講人 主持人

08:20~09: 00 報到 (  B 1 國際會議廳 )

09:00~09:20

開幕式

圓滿兒童發展的親子同行

~ 有關親子共有最後一段
之已知與可行

臺中市政府林佳龍市長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祝健芳副署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彭慶添院長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郭煌宗董事長
林硯華老師

09:20~10:10
從哀傷到歡喜的看見~兒童醫院
親子生命故事的衝擊與反思

郭煌宗醫師

10:10~11:00
陪伴與同行 ~ 

談如何緩解病童的痛苦及症狀
勞萱之醫師

11:00~11:20 茶敘時間

11:20~12:10 牽手走過孩子生命的句點
Lore Anderlik 老師
翻譯 : 林蘭茵 老師 林硯華老師

12:10~12:30 綜合討論

12:30~14:00 午餐時間

親子平台 ~ 真愛印象

14:00~14:20 用快樂的方式告別 黃韡瑜 女士

林硯華老師14:20~14:40 信任 ~ 收起悲傷，重拾信心 陳亮樺 女士

14:40~15:00 回饋與分享

15:00~15:30 茶敘時間

親子平台 ~ 親能禮讚

15:30~15:45 平凡就是幸福 王曉英女士

林硯華老師

15:45~16:00 歡喜承擔 詹卉媚 女士

16:00~16:15 活在當下，珍惜擁有 黃韡瑜女士

16:15~16:30 致詞及獻花

16:30~16:50 回饋與分享

17:50~17:15 親子音樂饗宴 / 微龍2016快樂合唱團

17:15~17:30 閉幕式

17:30 賦 歸

第二天 105年11月13日 (日)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場次 工作坊 A 工作坊 B
場地

時間
立夫教學大樓 104教室 立夫教學大樓 105教室

08:40 ~ 09:00 報到

09:00 ~ 12:00
(茶敘時間)

與孩子共同經歷生命的最後一段
~ 生活的教育觀點 (1)

Lore Anderlik 老師 / 翻譯 : 林蘭茵老師
主持 : 鄔佩君女士

溝通與準備
~ 孩子臨終前與家屬及相關人員的對話 (1)

彭孃慧助理教授
郭煌宗醫師

12:00 ~ 13:30 204 教室 午餐時間 205 教室

13:30 ~ 16:30
(茶敘時間)

與孩子共同經歷生命的最後一段
~ 生活的教育觀點 (2)

溝通與準備
~ 孩子臨終前與家屬及相關人員的對話 (2)

16:30 賦歸

如需活動簡章或連結報名系統，歡迎至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http://www.cmuch.org.tw 或
微龍教育基金會 http://www.wdef.org.tw 下載；Beclass線上報名系統 https://goo.gl/kYTJuY
相關活動問題，歡迎洽詢微龍教育基金會林小姐電話 04-2301 4967 傳真 04-2301 5134

http://www.cmuch.org.tw/
http://www.wdef.org.tw/
https://goo.gl/kYTJu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