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線上直播課程 

111 年度社團法人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 

【我在家等老師帶我玩~台東基督教醫院行動早療團隊】 

課程編號:TNOTU-111-02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屏東縣職能治療師

公會、社團法人嘉義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二. 課程說明： 

台東基督教醫院「行動早療」團隊獲頒第五屆台灣兒童醫療貢獻獎「醫療

團隊獎」，以物理、語言、音樂、職能、臨床心理、藝術治療的跨專業合

作為特色，為台東縣偏遠且弱勢的發展遲緩孩童及家庭提供「到宅」療育

服務。個案來不了醫院，我們就去個案家，行早團隊主動出擊，提供

長期而連續的服務，也台灣第一個由醫院提供的到宅療育團隊服務，從

2008 年起，至今已服務超過上萬人次。 

本次課程很榮幸可以邀請到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語言治療師、音樂

治療師與藝術治療師，將一起來分享各種服務的模式，除了至偏鄉地區服

務外，亦會說明如何因應疫情關係，提供到點、到宅及視訊方式。課中將

敘述過程中所遇到的故事、辛苦與收穫，希冀可以激發出學員的服務熱忱

與創意。 

 

三. 課程日期：111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 08:00～12:30 (7:30 開始線上報到) 

課程地點：社團法人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辦公室，採線上直播方式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三段 31 號 3 樓 3B08) 

線上課程平台：Google Meet 

 

四. 課程內容： 

【我在家等老師帶我玩~台東基督教醫院行動早療團隊】課表 

111年 06月 26日(星期日) 

時間 主題 講師 

07:30-08:00 線上報到  

08:00-08:50 台東基督教醫院行動早療的服

務模式介紹與語言治療介入 

蕭振民 語言治療師 

08:50-09:40 東基行早團隊之職能治療介入 劉姿伶 職能治療師 

郭巧會 職能治療師 

09:40-09:50 休息  

09:50-10:40 東基行早團隊之臨床心理介入 陳怡帆 臨床心理師 

10:40-11:30 東基行早團隊之藝術治療介入 詹惟文 藝術治療師 

11:30-12:20 東基行早團隊之音樂治療介入 賴彥伯 音樂治療師 

12:20-12:30 討論  

12:30-13:00 線上簽退與測驗  

 

五. 報名辦法 



1、 對象：凡主辦單位會員、協辦單位會員、及其他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

均可報名參加。以職能治療師為優先錄取名單，若尚有剩餘名額，亦

開放錄取其他職類專業人員或學生。 

2、 名額：200 人 (若未達 70 人，則不開課)。 

3、 課程費用：非主協辦單位會員，收費 500 元。主協辦單位會員收費細

則如下： 

(1) 社團法人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之會員者： 

➢ 本課程列入本會會員「一年 2 次免費優待」的課程之一。請

會員愛惜，報名後無故缺席者，視為已用一次免費課程。 

(2) 社團法人高雄市、屏東縣與嘉義市職能治療師公會之會員者： 

➢ 前五名報名者：免費(需事先繳交保證金 250 元，全程參與

者，將於課後當場退還保證金)。是否為免費名額，以錄取名

單公告為準，可於 beclass 報名系統上或臉書公告查詢。 

➢ 自第六位報名者起：250 元(不需再繳交保證金)。 

(3) 其他公會會員或醫療人員：報名費用為 500 元。 

4、 繳款方式：轉帳至社團法人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郵局存簿帳戶(帳

戶：0031403-0236007，戶名：社團法人臺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郵局

代號 700)。請於備註欄上註明【姓名 2】，供核對身份用。之後拍照

或複製轉帳成功畫面上傳於 beclass 報名系統 

備註欄上註明範例：王小明 2 

5、 報名方式: 

期限：111 年 05 月 16 日中午 12:00 開放報

名，開放報名至 111 年 06 月 19 日 23:59 止

（依報名順序先後受理，額滿即停止受

理），恕不接受現場報名；一律採網路報

名(請於線上填表報名後，三天內進行匯

款，並回傳轉帳成功畫面於 beclass 報名系

統才算完成)。 

報名網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2648a5e6279b3

0ca83f8 

 

6、 報名取消與退費規範：111 年 06 月 20 日 17:00 前，通知本會取消報名

者，扣除行政處理費 100 元後，得退還剩餘費用(依據報名身分別退

費)；開課當日未出席者恕不受理退費(報名取消請 E-mail: 

TNOTU101@gmail.com)。 

7、 錄取名單公告：111 年 06 月 23 日(星期四)於本會網站公布錄取名單。 

 

六. 其他事項 

1. 職能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2. 本課程為線上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課程當日在線上課程平台將有講

義網址與 QRcode 供學員下載。 

3. 當天上課期間如有遇到無法上線等問題者，請電聯公會電話 0902-

464304，我們將盡快幫您排解問題。線上視訊直播課程以 Google Meet 

平台進行，請學員先行申請 Google 帳號，並熟悉介面操作。 

https://www.beclass.com/rid=2648a5e6279b30ca83f8
https://www.beclass.com/rid=2648a5e6279b30ca83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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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開放參與名額人數較多，請各位學員於報到時段內，盡快進入課

程，以利課程順利執行。並記得將 Google 帳號名稱以「本名」顯示，

以利核對報名資料(修改 Google 帳號名稱方法請參考課程報名系統)。 

5. 報名完成後，請學員留意電子信箱，我們將通知報名結果，並傳送當天

線上直播的連結網址，敬請會員勿外流。為維護撥放品質，直播當天

將預設關閉學員麥克風，也請學員盡量減少背景雜音和保持安靜，謝

謝配合。 

6. 請務必依照當天課程主持人說明進行簽到退，未能於時間內簽到退者無

法協助申請學分。 

7. 課後將於特定期限內進行測驗或心得撰寫，以作為是否完成課程之參考

依據，請學員留意現場主持人之相關訊息。 

8. 退匯款所需之手續費將由學員自行負擔(提供郵局帳號者可免手續費，其

他銀行則需 30 元手續費)。 

 

七. 評估教學成效與品質方式 

1. 學員須於當天進行線上報到，請填寫 google 表單，報到須在課後開始半

小時內完成。為維護上課品質，逾期將無法允許上線，且無法取得該

堂學分，待中場休息時才能進入。 

2. 課堂結束後，須注意主持人的公告訊息，將進行簽退表單的填寫。簽退

表單內容包含:個人基本資料、課後滿意度問卷、課後測驗與退款資

料。課後測驗得分須大於 60 分方可取得該堂課之學分(或者是課後心

得)。簽退表單將於課後半小時內移除連結，請學員留意。 

3. 鼓勵學員與講師互動，學員可於上課期間隨時將疑問撰打在訊息留言或

問答區，工作人員會即時知會講師回應。 

 

八. 課程負責人：教育輔導委員會 蔡錦良 主委、陳怡廷委員。 

 

九. 本會負責人：吳鴻順 理事長；張明詳 總幹事。 

 

十. 課程主要連絡人：i74901194@gmail.com 蔡錦良 主委或於 beclass 系統上傳

送訊息，我們將盡快跟您回覆。 

 

十一. 講師資歷 

     蕭振民 語言治療師 

       現職    台東基督教醫院聯評早療組 組長/語言治療師 

              學經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碩士 

               台東縣專業團隊語言治療師 

               國北護臨床督導 

               高雄縣語言治療師公會理事 

 

     詹惟文 藝術治療師 

       現職    台東基督教醫院聯評早療組 藝術治療師 

       學經歷  英國皇后瑪格麗特大學 藝術治療所 碩士 

               台東兒童發展聯評中心  特殊兒家長支持團體帶領者 

               多所國中小學 個別/團體藝術治療師 

mailto:i74901194@gmail.com


 

     陳怡帆 臨床心理師 

       現職    台東基督教醫院小兒科 臨床心理師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系臨床心理組 碩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業服務中心 臨床心理師 

 

     劉姿伶 職能治療師 

       現職    台東基督教醫院聯評早療組 職能治療師 

       學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 學士 

               馬偕醫院台東分院 職能治療師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 職能治療師       

 

     郭巧會 職能治療師 

       現職    台東基督教醫院聯評早療組 職能治療師 

       學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 學士 

               台東基督教醫院復健科 職能治療師 

               台東縣專業團隊 職能治療師  

               台東基督教醫院兒童聯評中心 職能治療師 

 

     賴彥伯 音樂治療師 

       現職    台東基督教醫院聯評早療組 音樂治療師 

       學經歷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音樂治療研究所 碩士 

                               Rehabilitative Rhythms Music Therapy 音樂治療師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音樂治療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