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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 

聽見你的聲音─身心障礙語言溝通之支持服務工作坊 

【報名簡章】 

一、 課程緣起 

大部分的重度障礙者在語言溝通的學習上比一般正常人較為遲緩，有些甚至完全沒

有口語表達能力，但對多數障礙者而言「行為」即是他的「語言」，由於缺乏口語溝通的

能力，如果照顧者或溝通夥伴沒有慎重辨別他們的溝通行為，則可能常誤解他們的溝通

目的，進而以不穩定的情緒或異常行為，如攻擊、破壞、自傷、尖叫或哭鬧等行為表達

他們的需求。 

而現今大部分溝通輔具服務除了由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提供外，

溝通輔具使用對象的特教老師、教保員與家長也都扮演支持的角色，雖輔具取得較以往

容易，但取得後卻不一定能成為好的使用者，因此，溝通輔具使用對象必須有「受過訓

練」的溝通夥伴一同協助其溝通使用。 

二、 課程簡介 

(一) 課程形式：藉由語言溝通、科技輔助專家學者運用結構化專業課程，針對需建構的

關鍵能力提供理論概念及設計教學在每次課程區間進行實務操作，並視受訓人員學

習狀態彈性調整課程進度，確保每位受訓人員熟悉溝通輔具評估流程，並提升對語

言障礙輔具之專業知能及相關問題模擬與解決，於課後能具備製作低科技輔具及運

用現有之高科技輔具之知能以協助使用者，進而促進身心障礙者在身心和社會全方

位的發展。 

(二) 課程地點：臺中市希望家園 4樓會議室(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 51號)。 

(三) 課程時間：上午 09:00～下午 16:00，小計 6 小時（中午休息 1小時）。 

(四) 課程時數：共計 36 小時。 

(五) 招生對象：身心障礙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輔具使用者、家長、其他對 AT、AAC 有 

               興趣者。（專業服務人員優先） 

(六) 招生名額：20-30人 

  



-2- 

(七) 課程內容及上課日期： 

語言與溝通能力發展與評估簡介 

05/09 李淑娥 

語言前期兒童溝通能力的發展 

語言與溝通障礙成因與類型 

語言前期兒童溝通能力的評估 

促進與誘發語言與溝通相關技巧 

05/10 李淑娥 

語言訊號處理 

促進語言發展之原則 

促進語言發展之策略 

非輔助性溝通系統應用 

輔助溝通系統(AAC) 

05/16 王俊凱 

輔助科技(AT)、輔助溝通系統(AAC)原理 

輔助科技(AT)、輔助溝通系統(AAC)迷思 

輔助溝通系統(AAC)四大要素 

輔助溝通系統(AAC)介入原則 

輔助溝通系統(AAC)之訓練目標 

低科技輔助溝通系統 

05/17 王俊凱 

低科技輔助溝通系統理論 

低科技輔助溝通系統實作 

低科技輔助溝通系統運用 

中/高科技輔助溝通系統 

05/24 王俊凱 

中/高科技輔助溝通系統理論 

中/高科技輔助溝通系統實作 

中/高科技輔助溝通系統運用 

輔助溝通系統的應用案例 

05/30 王俊凱 

輔助溝通系統應用於智能障礙者 

輔助溝通系統應用於自閉症 

輔助溝通系統應用於腦性麻痺者 

輔助溝通系統應用於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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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講師簡介 

講師 學/經歷 

李淑娥 

 現職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教學主任 

 學歷 

美國德州奧斯丁大學溝通障礙系 

 專長 

兒童構音異常、語言發展遲緩、口吃、失語症、腦性麻痺、自閉症、聽障個

案語言溝通訓練 

王俊凱 

 現職 

社團法人臺中市響響輔助科技協會 督導 

伊甸基金會台北市萬芳啟能中心 AAC 督導 

歐緹斯特職能治療所 溝通輔具顧問暨督導 

臺北市西區輔具中心輔具評估人員 

 學歷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特殊教育組 博士班（進修）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組 碩士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 

 專長 

輔助科技（AT）、輔助溝通系統(AAC) 

四、 報名辦法 

(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二)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三) 協辦單位：台中育嬰院、台中光音育幼院、臺中市希望家園 

(四) 報名對象：身心障礙服務人員、家長、其他對 AT、AAC 有興趣者（專業服務人員優先） 

(五) 課程名額：20-30人 

(六) 課程費用：包含【午餐、講義、教材與茶點】 

       報名日期 

報名對象 

早鳥優惠價 

03/27～04/17 

一般報名費用 

04/18～05/04 

2人以上同行 $1,900/人/6天 
$2,300/人/6天 

單槍匹馬 $2,100/人/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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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一、 線上報名 

• 即日起開放報名至109年05月04日(星期一)

截止(或額滿為止) 。 

• 於線上表單填寫報名資料並提交 

 https://forms.gle/mFYrXi285n1vRCoeA 

QR Code掃描 

 

二、 完成繳費 
• 完成線上報名後，至電子信箱確認收到本會寄出之繳費通知信。 

• 於收到信件後3日內完成繳費。 

三、 提供繳費證明 

• 填妥【繳費確認單】，並掃描或拍照回傳，方屬報名完成。 

 E-mail：hopeedu41257@gmail.com 

 傳真：04-24930455 

※備註 

• 本課程因名額有限，依收到報名表順序為錄取名單之依據。 

• 本課程採匯款完成報名制，報名後煩請盡速完成匯款。 

• 資料未填寫完整及未完成匯款者，視同未成功報名，敬請協助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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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至本會官方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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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破壞場地設備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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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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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時數達訓練總時數六分之一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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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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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27 前取消報名，可退還 70%之報名費用。 

109/05/04後取消報名或當日缺課，恕不予退費。 

4、申請退費： 

如需申請退費者，請備妥原繳費憑證及個人金融帳戶存摺影本，來電辦理退費手續。 

 

 
專案管理組：盧佾昕 
網站：http://www.child-home.org.tw/ 
電話：04-249226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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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專案管理組官方帳號 

您將會收到我們最新課程訊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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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opeedu41257@gmail.com
http://www.child-home.org.tw/news.php
http://www.child-home.org.tw/
mailto:v815421107@hsc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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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通資訊 

 

 

 

 

 

 

 

 

 

 

 

 

 

 

 

 

 

 

《臺中市希望家園》交通資訊 

前門： 

臺中市大里區向上

街 51號 

 

後門： 

臺中市大里區上興

街二段 51巷 46號

(地下停車場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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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興街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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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路一段】

→右轉【塗城路】直行→左轉【慈德路】→【向上街 51號】盡頭右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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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路一段】→左轉【塗城路】直行→

左轉【上興街二段】→【51 巷】左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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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路一段】

→右轉【塗城路】直行→左轉【上興街二段】→左轉【51巷】→直至巷

底右轉進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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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興街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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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進入，因為有早市容易堵車。 

※請勿自上興街二段 65 巷進入。 

※使用 Google Map 導航時，建議搜尋「臺中市大里區上興街二段 51 巷 4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