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 貝萊嬰幼兒與學步兒發展量表(第四版) 

理論與實務工作坊 

一、 課程目的 

    貝萊發展評估系統起源於1969年，目前已發展至第四版(2019年)。從第三版

起(2005年)，貝萊發展評估系統改名為貝萊嬰幼兒與學步兒發展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此工具為目前台灣臨床早期療育兒童

發展聯合評估系統中，嬰幼兒發展功能評估最重要的依據，也是服務兒童個案

的臨床心理師重要臨床技能。本系列課程將分為第一階段理論介紹與第二階段

實務操作，第一階段(四小時繼續教育積分)將介紹Bayley 系統的發展以及介紹

貝萊嬰幼兒與學步兒發展量表第四版(Bayley4)的測驗內容與中文版之未來發展，

提升概念知能。 

       第二階段實務操作(共八小時繼續教育積分)將會有兩次訓練，僅接受通過第

一階段課程後參與媒合的學員報名。完成所有訓練課程後，將成為參與發展中

文版貝萊嬰幼兒與學步兒發展量表第四版之研究團隊成員。 

 

二、 主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腦心智健康與發展研究中心 

 

三、 協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四、 課程時間與地點 

第一階段課程 

⚫ 時間：2020/10/25  (日)  9:00~14:00 

⚫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生物科技大樓 1 樓 891S3 教室 

 

第二階段課程 

第一次訪員訓練課程 

◼ 時間：2020/11/14  (六)  13:00~18:00 

◼ 地點：台南。詳細地點後續公告。 

 



 

第二次訪員訓練課程 

◼ 時間：2020/12/13  (日)  13:00~18:00 

◼ 地點：台南。詳細地點後續公告。 

 

五、 課程內容與流程 

2020/10/25(日) 地點：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生物科技大樓 1 樓 891S3 教室) 

貝萊嬰幼兒與學步兒發展量表(第四版)理論與實務工作坊 I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30-9:00 報到  

9:00-10:30 Bayley 系統與第四版之理論介紹 

郭乃文 

倪子洛 

廖御圻/蘇倍儀 

10:30-12:00 Bayley 4 之修訂特色與信效度檢驗 

黃文怡 

王亭力 

蔡佩玲 

12:00-13:00 午休  

13:00-13:30 Bayley 3 和 Bayley 4 之版本對照說明 沈慶華 

13:30-14:00 中文版 Bayley 未來發展 
郭乃文 

倪子洛 

14:00-14:30 
行政說明&賦歸 

(地點移至成大腦心智健康與發展研究中心) 
 

2020/11/14(六) 地點：台南 

貝萊嬰幼兒與學步兒發展量表(第四版)理論與實務工作坊 II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2:30-13:00 報到  

13:00-14:00 中文版 Bayley4 之施測歷程與技術 郭乃文 

倪子洛 

沈慶華 

王亭力 

蔡佩玲 

14:00-17:00 中文版 Bayley4 施測操作與演練 

17:00-17:30 綜合討論 

17:30-18:00 行政說明&賦歸 

2020/12/13(日) 地點：台南 

貝萊嬰幼兒與學步兒發展量表(第四版)理論與實務工作坊 III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2:30-13:00 報到 郭乃文 

倪子洛 

沈慶華 

王亭力 

蔡佩玲 

13:00-13:30 中文版 Bayley4 全版和篩檢版介紹 

14:00-15:30 中文版 Bayley4 個案分析 

15:30-17:00 中文版 Bayley4 評分者間信度 



 

17:00-17:30 課後測驗與操作考試 

17:30-18:00 行政說明&賦歸 

 

六、 師資介紹(依出場序介紹) 

講師 服務單位 職稱 

郭乃文 

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 

雲嘉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國立成功大學腦心智健康與發展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教授 

主任 

理事長 

主任 

理事長 

倪子洛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原力復健科診所 

理事 

臨床心理師 

廖御圻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成大行醫所 

理事 

兼任助理教授 

蘇倍儀 
台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成大醫院復健部 

理事 

臨床心理師 

黃文怡 
桃園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林口長庚兒童心智科 

理事 

臨床心理師 

王亭力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春暉精神科診所/建工心喜身心科診所 

理事 

臨床心理師 

蔡佩玲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宇智心理治療所 

理事 

臨床心理師 

沈慶華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部 臨床心理師 

 

 

七、 招收名額、對象及資格 

第一階段課程(2020/10/25) 

1. 招生名額：50 名 

2. 課程費用：本會(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會員 2000

元，非本會會員 4000 元 (若參與後續訓練課程，將會退回此次費用。)。

以轉帳方式繳費，帳號：合作金庫銀行(006) 1014898000014。 

3. 報名資格：限臨床心理師 

4. 課程要求：遲到或早退超過 30 分鐘，視同缺課。無提供補課。 

5. 本課程將申請臨床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在第一階段課程結束之後，將會招募與遴選中文版 Bayley4 之訪員（含學員意

願、相關專業背景、臨床經驗，以及研究倫理課程證明等）。有興趣瞭解相關

資訊者，歡迎加入 2020/10/25 課後的行政說明。 



 

 

第二階段之兩次訪員訓練課程(2020/11/14、2020/12/13) 

1. 招生名額：45 名訪員 

2. 課程費用：免費 

3. 報名資格： 

(1) 限臨床心理師 

(2) 全程參與第一階段課程(2020/10/25)者 

(3) 需完成研究倫理有效學分認證 

4. 課程要求與說明： 

(1) 訪員必須同意參加第二階段之兩次訓練課程，且完成41-45個正常

和臨床個案之Bayley4施測。通過檢測後，由本會發給合格施測者

證書，並遴選表現優異者督導證書。 

(2) 訪員於參加第二階段訓練課程時，將會退回第一階段課程費用，

並分發 Bayley4 全套測驗工具。  

(3) 不得無故請假。遲到或早退超過 30 分鐘，視同缺課。另外，將提

供一次補課機會，補課方式後續公告。 

(4) 培訓期間，需同意接受拍照(供研究與發表用)。 

(5) 本課程將申請臨床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中國行為科學社已取得 Pearson 授權進行中文版之發行權，並委交郭乃文

教授進行相關編修研究。 

 

八、 報名方式 

第一階段課程(2020/10/25) 

1. 即日起開放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 2020/10/18(日) ，完成轉帳才算報名

成功。採網路報名(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ddf5f702b3c0ce7c)，

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2. 報名後欲取消者，請來信取消報名，本會將於課程結束一週後，扣除

行政手續費後統一退費。手續費說明：10/15(四)  23:59  前取消者，手

續費為報名費 20%；10/19(一)  23:59  前取消者，手續費為報名費 40%。

10/19(一)  23:59 後取消恕不退費。  

3. 如對課程有相關問題，請洽詢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

會。 E-mail： tandmr.edu@gmail.com 

 

 

 

 



 

第二階段之兩次訪員訓練課程(2020/11/14、2020/12/13) 

1. 報名方式將於第一階段課程當天公告。 

2. 訪員錄取公告：由本學會進行訪員錄訓審查，將於 2020/11/05(四)前於

本學會網站(https://reurl.cc/qXrXR)公布錄取名單。 

3. 若經錄取無法參加，請於 2020/11/08(日 )前 e-mail (本學會信箱

tandmr.edu@gmail.com)告知。 

 

九、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北上： 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

直走 → 遇林森路或長榮路右轉(北向)→於東豐路口左轉，直走即可抵達本校

即可抵達力行校區生物科技大樓。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北向）】 

 

南下：沿國道一號南下 → 下永康交流道右轉 → 沿中正北路、中正南路 (南

向)往台南市區直行 → 中華路左轉 → 沿中華東路前進 → 於開元路口右轉→ 

遇林森路或長榮路左轉(南向)→於東豐路口右轉，直走即可抵達本校即可抵

達力行校區生物科技大樓。 

【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 8 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者，可至高鐵台南站二樓轉乘通廊或一樓大廳 1 號出

口前往台鐵沙崙站搭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站，約 30分鐘一班車，20分

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於台南火車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左轉前

鋒路，遇小東路右轉，約走 20公尺，左邊對街看到魔法學校。進入後，過社

科院(心理系)大樓即可抵達生物科技大樓。 

※台灣高鐵 (http://www.thsrc.com.tw/tc/transfer/transfer.asp ) 

※台灣高鐵轉乘資訊查詢銜接台南市區和高鐵台南站的「台鐵沙崙線」。 

(http://www.thsrc.com.tw ) 

 

火車 

於台南火車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左轉前鋒路，遇小東路右轉，

約走 20 公尺，左邊對街看到魔法學校。進入後，過社科院(心理系)大樓即可

抵達生物科技大樓。。 

※台灣鐵路 (http://www.railway.gov.tw/ ) 

 

https://reurl.cc/qXrXR
mailto:taiwandmr105@gmail.com


 

搭乘火車交通工具 

從後火車站出來，左轉

前鋒路，再右轉小東路

右轉，約走２０公尺，

左邊對街看到魔法學

校。進入後，過社科院

(心理系)大樓。 

 

自行開車 

如圖示正門進入或停東

豐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