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言 

無論子女是否存在特殊需求，父母養育子女的歷程中時時都面臨許多不同的困難與挑

戰。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父母，因子女健康問題而四處奔波、就醫；其精神和體力負

擔沉重，甚至導致生活失去平衡(Bachman & Comeau,2010)。父母因孩子的健康或表現與

預期不符、無法有效地管教，自覺尊嚴與價值受損、為了療育被迫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感到無法融入社群而倍覺孤單（張英熙，2002）。這些震驚、失望、悲傷、憤怒、沮喪等

因失落而引發的情緒反應，雖是悲傷的正常反應，卻也是一段辛苦的歷程

(Luterman,2004;Waisbren,1980)。 

國內推動早期療育已超過二十年，民眾已普遍了解早療的重要性。在臨床實務中我們

普遍觀察到，早療的焦點大量集中在孩子發展能力的進展，無論是早療服務單位或是家長

都盡可能地為孩子安排許多的療育活動。然而，父母因孩子能力提升遭遇瓶頸，對療育漸

感失望，甚至困惑；孩子生活自理與行為常規問題，甚至親子互動與教養，也深感無力。

當父母的心理和情緒狀態缺乏足夠或理想的調適時，將嚴重影響親職角色、功能的運作，

甚至是阻礙家庭功能展現。 

有鑑於當前早期療育「家庭支持」服務，普遍著重於資訊提供與資源連結，無論直接

或間接的早療專業服務，對於父母情緒支持、心理調適及親職功能等面向欠缺主動、完整

及全面性的服務能量。因此，微龍秉持「倡導親情充權與促進兒童發展」的創會理念，今

年度的親子論壇將以「家長心理層面的失落與轉換」的角度，探討「發展遲緩兒童的家庭

支持服務」的內涵與可能的作法。期待透過民間、學者與政府三方的溝通與交流，為特殊

需求兒童家長心理調適挹注一股支持的力量，以期發揮親職功能，培育兒童身心發展!! 

二、 活動目標 

1. 倡導「兒童發展與親情充權」理念，喚起社會大眾關注兒童發展與親職議題。 

2. 推動跨專業思維與實務經驗交流，致力於實踐以家長充權為導向的專業服務。 

3. 透過民間、學者與政府三方對話，探討特殊兒童家庭需求落實家庭支持服務。 

4. 透過親子平台早療家庭心路歷程分享，培養以家庭為中心與家長充權之信念。 

5. 透過親能實務研習了解內在失落歷程，提供家長情緒支持與心理轉換之知能。 

三、 指導單位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嘉義市政府 

四、 主辦單位 :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五、 活動日期 : 108年11月2日（週六）至108年11月3日（週日） 

六、 活動地點 :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行政大樓 (600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123號) 

• 大  會 108年11月02日(六) 四樓國際會議廳 

• 工作坊 108年11月03日(日) 二樓會議室；三樓圖書館(繪本花園)教室 

七、 參加對象 : (人數以200名為限) 

1. 醫療、教育、社工、心理、幼保等領域專業人員。 

2. 一般及特殊需求兒童家長。 

3. 對本研習議題有興趣之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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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費用及報名方式 

1. 研習費用 : 費用含課程、研討會手冊、午餐、茶點。

報名場次 活動日期 研習費 早鳥優惠 一般優惠 特殊優惠 

二日(全程) 11/2-11/3 2,400 元 1,800 元 2,100 元 1,400 元 

大會 11/2 1,000 元 800 元 900 元 700 元 

工作坊 11/3 1,400 元 1,200 元 1,300 元 900 元 

2. 優惠方案 : 【自108年10月27日(含)之後報名者，恕不適用任何優惠方案。】

(1) 早鳥優惠:凡自即日起至108年10月13日(日)止報名者； 

(2) 一般優惠:自108年10月14日(一)至108年10月26日(六)止報名者。 

(3) 特殊優惠:設籍宜蘭縣市之民眾、全國各地區特殊需求兒童家長及大專院校學生。 

3. 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接受報名至額滿為止。 

(2) 一律以Beclass線上報名系統https://www.beclass.com/rid=23416c75d82d181cf981進

行報名。以特殊優惠方案報名者，須於報到時出示相關證件，否則視同現場報

名，須補繳研習費差額。 

(3) 報名後請於五日內完成繳費，並將匯款收據或帳號後五碼以傳真或E-mail方式

寄送本會，以便工作人員確認報名手續完成，寄送報名確認信函。 

(4) 匯款銀行及帳號：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台中分行 (銀行代號 017) 

 銀行帳號 00409082770 戶名: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九、講師簡介 

王秀絨  副教授 

 現職 :

東海大學推廣部「藝術治療碩士學分班」副教授

       暨主持人 

    中山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學經歷 :

英國雪菲爾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藝術治療博士

英國雪菲爾大學心理治療研究所藝術治療專業文憑

東海大學社會學(社會工作分組教學)研究所碩士

東海大學社工系副教授、諮商中心(兼)主任

英國藝術治療師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of Art

    Therapists)會員 

    台灣藝術治療學會第三屆理事長、現任認證督導、 

       認證藝術治療師暨學會監事 

張秀玉  副教授 

 現職 :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

 學經歷 :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博士

靜宜大學諮商暨健康中心主任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專任助理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專任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專任助理教授 

現任桃園市、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療育委員會委員 

衛生福利部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工師繼續教育課 

   程審查認定及積分審查委員 

郭煌宗 醫師 

 現職 :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童發展與行為科顧問

 學經歷 :

德國慕尼黑Ludwig-Maximillians大學醫學博士

台北醫學院醫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童發展與行為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醫院台南安南醫院 兒科部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童神經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創會理事長

花蓮慈濟醫院小兒科 資深主治醫師

張乃文 助理教授 

 現職 :

東海大學音樂系音樂治療組專案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童發展及行為科 兼任

       音樂治療師 

 學經歷 :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音樂治療博士

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專任音樂治療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聽力學暨語言治療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員 

     中華民國應用音樂推廣協會第七屆理事長 

     臺灣兒童發展遲緩早期療育協會監事 



十、 大會議程表(附件一) 

十一、退費及注意事項 

1. 因故無法參與本活動而需退費者，應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10月13日(含)前申請退

費者，扣 除行政處理費300元，餘額退回；10月14日(含)至10月26日間申請者，以六

折退費；10月27日(含)後申請者，恕不退費。 

2. 因故不克出席者，請於活動三天前告知承辦單位。 

3. 本活動供應午餐之對象以活動當日實際全程出席人員為主。 

4. 大會全程禁止錄影，如有必要須拍照，請勿使用閃光燈。為維護個案隱私權，工作

坊全程禁止錄影及照相。 

5. 為響應環保，珍惜地球資源，請自備水杯及環保筷。 

6. 如需活動簡章，請連結本會官網http://www.wdef.org.tw或Beclass線上報名系統下載。

活 動 聯 絡 人 楊 小 姐 ， 電 話 04-23014967 ， 傳 真 04-23015134 ， e-mail: 

info@wdef.org.tw。 

十一、場地位置及交通路線說明: 

 (摘自嘉義特殊教育學校網頁http://www.cymrs.cy.edu.tw/big5/about/main_08.asp) 

1. 校區平面圖(如右)  

2. 交通方式 :  

(1) 台鐵 :  

• 搭乘火車於【嘉義後站】

出口，至【嘉義轉運中心

第二月台：往嘉義高鐵

站】搭乘嘉義BRT公車，

於【世賢北港站】下車，

沿世賢路二段步行約10分

鐘可至學校。 

(2) 高鐵 

• 搭乘高鐵於【2號出口處】

旁搭乘嘉義BRT公車，至

【世賢北港站】下車，沿

世賢路二段步行約10分鐘

可至學校。 

(3) 自行開車 

• 中山高：由嘉義北港交流道下，往嘉義市區方向沿北港路直走至世賢路右轉，約五

百公尺處（第二個紅綠燈）迴轉至慢車道即可抵達學校。 

• 南二高：可經由嘉義東西向快速道路（省82）接嘉義白河交流道過永欽一、二號橋

接民生南路，左轉世賢路過地下道約前行二公里餘，即可到達。 

• 停車資訊:活動當日自駕者請緩速進入校園，繞圓環左轉至停車場後依序停車。 

(4) 嘉義 BRT 公車動態系統  (請連結以下網址) 

 嘉義客運-BRT時刻及路線圖   

https://wwm.cibus.com.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15 

 7211路線圖 (嘉義縣立體育館→高鐵嘉義站→臺鐵嘉義站→嘉義公園) 

 http://e-bus.chiayi.gov.tw/gio.ali.web/tw/map?rid=7211001&sec=0 
 7212路線圖 (高鐵嘉義站→臺鐵嘉義站後站) 

 http://e-bus.chiayi.gov.tw/gio.ali.web/tw/map?rid=7212001&se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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