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

「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
教案設計與教具運用之教學」
【報名簡章】
一、 課程緣起
在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不足的情況下，為了取得人力，社福界以較低的薪資結構調
整了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的晉用標準。多年來發生在機構的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往往不
具備相關學經歷，因此年年需要受訓；反觀臺灣目前合格幼教與特教及師範人員入量非
常之高，卻無法進入服務現場，導致多受限於現行資深服務主管非專業養成進而不容易
接受相關專業人員的意見與服務。
而在當今服務成年身心障礙服務對象的現場中，我們觀察到雖然成年服務對象已非
早療的兒童發展階段，但在職的身心障礙服務人員缺乏對兒童發展的基礎認識，導致無
論是 ISP 擬定、抑或跨專業團隊的合作上，往往因先天條件不足的前提下而發生觀念不
足的落差；弔詭的是，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往往是最貼近和了解服務對象的第一線照顧
者。若能增加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基本相關觀念與知識，配以長時間陪伴的前提下，對
於現場需求的應變或為服務對象的權益主張將有機會更明確而有效性。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社會福利機構中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所面臨的師資相關問題，
最大的困擾為專業知能不足。對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而言，因為身心障礙權益受到的重
視而必須提供更專業化的服務。儘管外在社會環境和機構對其角色有所期望，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機構教保人員亦努力依此期望去學習和調整認同該角色，而在真實工作情境
中，仍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其角色實踐，但外在的環境之角色期待亦有所差異，是否影響
著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教保人員對於角色之混淆及認同、進而再影響組織承諾；抑或
有哪些專業能力是被認定為重要，成為需要加強的能力，在在都成為一個值得耕耘的著
力點。
二、 課程簡介
1、課程形式：運用【學理－教具設計製作－操作應用：1+1+1】之學習模式，兼具結構
化專業課程，針對需建構的關鍵能力提供理論及操作教學，視參與者學
習狀態及進展於課程中保持調整比例之彈性。
2、課程地點：臺中市希望家園(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 51 號)。
3、課程時間：上午 09:00～下午 17:00，小計 7 小時 (中午休息 1 小時)。
4、課程時數：共計 56 小時。
5、招生對象：心智障礙福利服務單位之教保人員、督導及相關工作人員。
6、招生名額：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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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 藉由聚焦於教具操作，引入「兒童發展學」與「復健醫學」相關必須知能，輔以實務
操作製作與實務經驗分享，以期達到：提升與會人員相關專業能力、訓練實務技術、
解決現有服務困境、整合服務人員共識、提升工作滿意度。

【課程目的】
☆ 除提供教具實務操作的分享與教授、提升參與者相關專業能力、促進對相關專業知識
的學習外，亦希望參與者能將工作現場遇到之實例帶來課堂中，透過教具使用、設計
與操作，共同討論出多元不同的觀點及解決方法，並產出實際可操作的教案計劃，以
帶回原服務單位運用之初衷。

【課程內容】

Day 1 基礎理論
嬰幼兒發展/兒童發展學
上午
03/16

淺談兒通發展
常見兒童發展障礙
慢飛天使的美麗與哀愁
復健醫學專業導論(職能治療學、物理治
療學、聽語治療學)

(六)
下午

復健專業現況與相關法規
生活的希望與力量

Day 2 認知與手掌動作發展
【教案一】
0-1 歲
杯子與豆子
03/17
(日)

【教案二】
12-16 個月
開罐玩具

0-1 歲發展里程(精細為主)
如何設計杯子與豆子
杯子與豆子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12-16 個月發展里程(精細為主)
為何設計開罐玩具
如何設計開罐玩具
開罐類玩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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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Day 3 抓握拿捏收、手功能與認知
【教案三】
14-30 個月
積木玩具
03/30
(六)

【教案四】
15-72 個月
塗鴉與書寫功能

14-30 個月發展里程(精細為主)堆疊相關
為何設計與挑選積木玩具
如何設計與挑選積木玩具 (堆疊用)
積木類玩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15-72 個月發展里程(精細為主)書寫相關
為何設計與挑選書寫玩具
如何設計與挑選書寫玩具
書寫類玩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Day 4 視知覺、工具認知
【教案五】
20-54 個月
摺紙功能
03/31
(日)

【教案六】
31-72 個月
工具使用

20-54 個月發展里程(摺紙功能為主)
為何設計與挑選摺紙功能教具
如何設計與挑選摺紙功能教具
摺紙功能教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31-72 個月發展里程(工具使用為主)
為何設計與挑選工具使用教具
如何設計與挑選工具使用教具
工具使用教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Day 5 掌內操作與進階認知、視動協調
【教案七】
49-72 個月
掌內操作
04/20
(六)

【教案八】
49-72 個月
進階書寫

49-72 個月發展里程(掌內操作為主)
為何設計與挑選掌內操作教具
如何設計與挑選掌 操作教具
掌內操作教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49-72 個月發展里程(進階書寫為主)
為何設計與挑選進階書寫教具
如何設計與挑選進階書寫教具
進階書寫教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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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Day 6 高階認知基礎與繪畫

04/21

【教案九】
55-72 個月
日常生活功能
(功能性/工具性、
日常生活功能)

(日)
【教案十】
55-72 個月
身體形象與繪畫

55-72 個月發展里程
為何設計與挑選日常生活功能教具
如何設計與挑選日常生活功能教具
日常生活功能教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55-72 個月發展里程(繪畫為主)
為何設計與挑選繪畫教具
如何設計與挑選繪畫教具
繪畫教具的教案與操作技巧

Day 7 物理治療概念與實務
大動作發展與物理治療的迷思
上午
05/04

物理治療導論
物理治療法規與實務
物理治療服務現況

(六)

物理治療實務與現況
下午

動作認知與臨床技術
大動作發展理程與實務

Day 8 語言治療概念與實務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
語言治療相關法規
上午

語言治療實務
構音發音與語言認知

05/05

語言發展里程碑、語言認知發展里程碑

(日)

發展促進技術
下午

常見發展議題
綜合座談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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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講師簡介
講師

學/經歷
現職
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
築夢職能治療團隊 資深治療師
OPS 團隊 職能治療師
學歷/認證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復健醫學系 職能治療組 畢業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四級職能治療師 認證(最高級)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高級臨床教師認證
長期照顧專業人員訓練 LEVELI、II、III 認證
以認知為基礎訓練介入模組-師資 106-95-1 模組

李慶家

寶智慧認知促進團體-指導員 106-95-2 模組
社區老人生活本位健康促進-指導員 106 模組
專長
兒童職能治療與社區兒童職能治療
身心障礙者社區職能治療
社福團體與機構社區職能治療
身心障礙者體適能促進與監控
多感官治療與多感官專業空間設計
職能治療空間設計與規劃
身心障礙者體適能方案設計與單位建構
社區長照單位建置與方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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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辦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協辦單位：台中育嬰院、台中光音育幼院、臺中市希望家園
報名對象：成人心智障礙福利服務單位之教保人員、督導及相關工作人員
課程名額：30人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1、即日起開放報名，至2019年02月27日(三) 截止報名(或額滿為止)
2、線上報名：
(1) https://goo.gl/forms/m2CxSc56QWNmcKVu2
(2)掃描 QR code：
3、匯款資訊：
(1)本課程因名額有限，依收到報名表順序為錄取名單之依據；確定錄取者，將以E-mail
告知匯款相關資訊。
(2)本課程採匯款完成報名制。報名後煩請盡速確認報名通知信之匯款資料。資料未完
整或非正確者，視同未報名，敬請協助配合。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取名單為主。
4、課程費用：
報名日期
報名對象

早鳥優惠價

一般報名費用

1/23～2/15

2/15～2/27

一般參加者

$2,500/人/8 天

$2,800/人/8 天

2 人以上同行者

$2,300/人/8 天

$2,500/人/8 天

5、報名步驟：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報名資料填寫

核對報名資料

完成課程匯款

個人報名
線上填寫資料送出
團體報名
團體聯絡人將資料彙
整後以 E-mail 報名

步驟四

至個人信箱再次確認
本會寄出成功報名之
與 本 會 確 認 報 名 人 收到報名成功之通知 回信
數、報名日期及應繳 信後再進行匯款；並
金額
請 再 次 確 認 報 名 梯 請再次確認更新後成
次、課程日期、課程 功報名之名單
經工作人員確認無誤 費用
後，將發出報名成功
通知信至個人或團體
聯絡人之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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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暨研習要點
1、課程訊息：如需報名簡章電子檔，請至本會官方網站「最新訊息」下載使用。
2、場地維護：請協助維護研習場地及設備，嚴禁製造髒亂或進行與研習活動無關之
事宜，蓄意破換場地設備者，應負賠償責任。
3、環保行動：為響應環保愛地球，研習現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杯子。
4、研習證明：依據衛福部公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訓練期
間，學員應全程參與當次課程；如有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超過 20 分鐘，該堂
課不予計算時數；未出席時數達訓練期間總時數六分之一以上情形者，並不予發
給研習證明文件，亦不退還報名費。
5、為尊重講師與其他學員，課程中請勿自行拍照、錄影及錄音(可現場自行向講師
和其他學員詢問確認)。
6、本次課程費用含午餐、講義、教材與茶點。
(二) 停課與退費要點
1、若您因故在開課前確定無法出席此次工作坊，建議您先詢問其他友人是否願意替
補您的報名名額，我們很樂意為您變更報名資料(毋需任何手續費)。
2、停課標準：如因天候等不可抗拒或其他因素導致研習課程無法如期舉辦(依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本會保有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並將另行通知補課日期。
3、退費標準：
(1)如因未完成報名手續或報名資格不符需退費者，需自行負擔退款之銀行手續費。
(2)因名額有限，為確保資源之有效運用，退費標準如下：
 開課前 12 天恕不予退費。
 開課前 16 天取消報名，將酌收報名費 80%為手續費。
 開課前 22 天取消報名，將酌收報名費 50%為手續費。
 開課前 26 天取消報名，將酌收報名費 30%為手續費。
4、申請退費：
如需申請退費者，請備妥原繳費收據及個人金融帳戶存摺影本，傳真或 E-mail
至本組辦理退費。
5、如有其他事項，敬請電洽詢問，我們將非常樂意協助您。

專案管理組：盧佾昕
網站：http://www.child-home.org.tw/
電話：04-24922601#104

請加入我們～
您將會收到我們的課程訊息分享，
也可以利用一對一訊息做個別化諮詢；
我們將在收到您的訊息後由專人為您服務，
更希望您能提供我們寶貴的建議。
您的支持是我們進步的助力！
向上基金會 專案管理組 感謝您

傳真：04-24930455
電子信箱：v815421107@hscw.org.tw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 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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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資訊

《臺中市希望家園》交通資訊
★ 開車者－前門 ★
▓南下：於【74 快速道路】→【大里一(德芳南路)】下交流道→左轉【立元一橋】
→右轉【甲堤南路】經【仁慈街】接【至善路】→右轉【上興街 2 段】
→【51 巷】→直至巷底右轉進入。
□北上：【國道 3】下【霧峰交流道】左轉→【中正路】直行→接【中興路 1 段】
→右轉【塗城路】直行→左轉【慈德路】→【向上街 51 號】盡頭右轉。
※前門：臺中市大里
區向上街 51 號

★ 開車者－後門 ★
▲南下：於【74 快速道路】→【大里一(德芳南路)】下交流道→直行(環中東路六
段)→轉至【大里橋】直行→接【中興路 1 段】→左轉【塗城路】直行→
左轉【上興街 2 段】→【51 巷】左轉→直至巷底右轉進入。

※後門 (地下停車

△北上：【國道 3】下【霧峰交流道】左轉→【中正路】直行→接【中興路 1 段】
場入口)：臺中市
→右轉【塗城路】直行→左轉【上興街 2 段】→左轉【51 巷】→直至巷
大里區上興街 2 段
底右轉進入。
51 巷 46 號

★ 搭火車或客運至臺中車站下車者 ★
●臺中客運：【107】、【108】、【132】、【201】，於【青年高中站】下車，
步行至【塗城路】約 10 分鐘；【131】於【塗城市場站】下車，步
行至【上興街 2 段 51 巷 46 號】約 5 分鐘。
○統聯客運：【50】、【53】，於【青年高中站】下車，步行至塗城路約 10 分鐘。
※中午以前開車請盡量不要自上興街 2 段進入，因為有早市而容易堵車。
※請勿自上興街 2 段 65 巷進入(死巷)。
※使用 Google Map 導航時，建議搜尋「臺中市大里區上興街 2 段 51 巷 4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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