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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及以家庭為中心之研習會 
-感覺統合應用於自閉症兒童之評估及治療

 

 

   109B001  【依據本會學術委員會 109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人們對於周圍環境的認識，是經由大腦集合各種感官系統所接收得來的訊息，經

過組織整埋後得到的完整概念，才能產生適當的反應。然而自閉症孩童的感覺處理過

程有障礙：(1)對於輸入的感覺刺激調節能力不好，特別是前庭覺和觸覺感覺的調整不

良(2)輸入的感覺訊息無法正確印記在大腦中，以致於對周遭大多數的事情不是過於漠

視，就是過度反應(3)一部份的腦部驅動功能不正常，因此對新事物或有目的、有建設

性的事物不感興趣。 

感覺統合失常乃是由於腦功能障礙，無法將人類的視覺、聽覺、觸覺、前庭

覺及肌肉關節動覺等五種基本感覺的刺激加以統合並適切反應。感覺統合療法的

目的即在於提供以上幾種感覺刺激的輸入，並適當的控制，讓孩童依內在驅策力

引導自己的活動，自動形成順應性的反應，藉此促成這些感覺的組合和統一。 

雖然我們對自閉症的瞭解仍然不夠，但自閉症無疑是種大腦神經和身體感官不協

調所產生的問題，透過 感覺統合 做全面性的刺激和調整，也是其中一種療育方式。 

本會特舉辦此次研習會，邀請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傅中珮老師，擔綱此次研習

會講師，透過深入淺出的說明，介紹自閉症兒童在感覺統合的發展歷程及評估方法，

並藉由實例分析自閉症兒童常出現的問題，並提供促進其能力的訓練活動和治療策

略，課程內容相當豐富實用，機會難得，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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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復健醫學發展協會 

 

杏林國際教育中心 

 

時    間 大   綱 內 容 簡 介 座 長 

08:30-08:50 報到，領取講義 

08:50-09:00 致歡迎詞 理事長 

09:00-10:00 自閉症兒童的感覺統合功能 

介紹自閉症兒童的感覺統合功能，包括感覺處

理能力、動作計劃能力，及其感覺統合功能如

何影響自閉症兒童的粗大動作、精細動作、語

言、社交互動，甚至學習及日常生活參與。 

傅中珮老師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自閉症兒童的感覺統合功能

評估 

介紹自閉症兒童的感覺統合功能標準化評估工

具，感覺處理能力剖析量表 (Sensory Profile, 

SP)的使用、計分、報告製作、及結果解釋。此

外，介紹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二版 (Vineland 

Adaptive Behavior Scales-2nd Ed., VABS-2)

及心理教育量表-第三版 (Psychoeducational 

Profile-3rd Ed., PEP-3)兩項標準化評估工

具，如何與 SP 一起使用，以獲得最完整的自閉

症兒童評估結果。 

傅中珮老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自閉症孩童的感覺統合治療 
介紹自閉症兒童的感覺統合治療，並藉由影片

分享，了解實際感覺統合活動的設計與操作。 
傅中珮老師 

14:30-14:50 休息 

14:50-16:30 
電腦多媒體遊戲應用於自閉

症孩童 

因應時代趨勢，多媒體遊戲(手機、平板、筆電、

電腦、電動遊戲)已取代傳統休閒活動成為休閒

和社交最主要的一種活動方式。醫療及特教人

員可藉由多媒體遊戲促進自閉症孩童的休閒及

遊戲參與，並可訓練自閉症孩童的精細動作、

粗大動作、認知、社交、語言、視知覺等功能，

以提升自閉症孩童各方面的能力。 

傅中珮老師 

16:30 賦歸 

  
傅中珮老師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士 

現  職 

輔仁大學職能治療系副教授(107年 8月-迄今) 

輔仁大學輔幼中心特殊教育諮詢顧問 

臺北榮民總醫院、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天主教耕莘醫院、新店慈濟醫 

院、台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等醫院之早期療育中心兒童職能治療督導 

經  歷 

輔仁大學職能治療系助理教授、講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醫學部職能治療師(85年 8月-99年 1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兼任副教授、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兼任講師 

   

 



 

身份別 費用 說明 
本協會會員 500 元 需為本協會正式有效會員 

護理人員 1000 元  

物理治療師（生） 1000 元  

職能治療師（生） 1000 元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1000 元  
語言治療師 1000 元  

社工師 1000 元  

其他人員 1000 元 上述各專業學（科）系學生、教師、家長及各機構社福等相關專業

人員 

❒12/2(一)前報名且完成繳費者，原價 9 折優待。 

❒參加本協會或工作坊辦理之繼續教育課程學員，原價 85 折優待。 

❒ 3 人以上同行立即享有原價 8 折優待。 

❒10 人以上同行立即享有原價 6 折好康優惠喔！ 

【註1】以上優惠不得重複！ 

 【註2】3 人(10 人)以上團報，可自行匯款(請填自己的銀行代碼及匯款帳號)。 

 或由其中 1 人代表匯款「課程總費用」，其餘好友仍需【個別】完成線上報名程序及填寫【個 人 e-mail】，
惟匯款金額、銀行代碼及匯款帳號皆鍵入「000」即可！ 

【註3】3 人(10 人)以上團報，線上報名時由團報代表人在【團報同行好友】欄位中填入 全 

      部團報者姓名，其餘好友於該欄位填入 團報代表人姓名。 

  
認 證 單 位 繼續教育課程積分數 認 證 字 號 

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物理治療) 

專業課程 7 點 

申請中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 全聯中職認字第 108556 號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全聯護會靖字第 108204293 號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台專護師會繼字第 10811919 號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聯會 ATCP 字第 10811034 號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 申請中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語言治療師) 聽語(語言)字第 1081112373 號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聯會 專業知能 7 點 申請通過案號 A108110020 

  

  
陳小姐 0988-196633 /  07-3439710 /  LINE ID : @ rm daroc  

場次 地點 日期 時間 地址 地圖 

台
北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第一演講廳 
2020/01/05 
（日） 9:00~16:30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路線圖  

台
中 

中國醫藥大學 

互助教學大樓 1A01 教室 

2020/01/12 
（日） 9:00~16:30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路線圖  

 

https://www.ntut.edu.tw/p/404-1007-19916.php
http://www.cmu.edu.tw/intro_06.html


 

 service@rmdaroc.org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先繳費後再至本會線上報名系統，報名網址：http://signup.rmdaroc.org 
2. 請務必於完成繳費後二日內【符合優惠條件者請直接匯折算後的優惠價即可！】，

將匯款帳號（必填項目）登打入線上報名系統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3. 請於完成報名 24 小時後再進入線上報名系統查詢錄取名單（錄取與否）。 

4. 需要公文者敬請來電或 e-mail告知。 

5. 報名期間為 108 年 11 月 4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起至各場次上課日前 3 天止【台北

1/1】【台中 1/8】，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 

繳費方式 

請一律使用 ATM 或網路 ATM 轉帳 

銀行代號：台灣銀行（004） 

轉帳帳號：224001-009925 

 
1. 課程費用包含場地費、午餐、講師費、證書和講義費。 

2. 完成全程課程者始核發繼續教育證書，並協助登錄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 

3. 課前請詳閱簡章之課程內容或利用課程諮詢專線，報名後因故退訓，本會酌收行政處理費 200 元，

逾報名截止日後【台北 1/1】【台中 1/8】恕不予退費或轉課。 

4. 研習費用收據一律課程當天發給；收據開立日期以開課日為準。 

5. 若開課前尚未額滿，則開放現場報名，但現場報名者不保證提供講義及午餐。 

6. 本會將於開課前三天，E-mail 上課通知單(上課教室及報到之注意事項)給學員，未收到者，請主

動與本會聯絡，謝謝您的配合！ 

7. 為配合環保政策，保護地球有限資源，敬請學員自備水杯飲水，現場恕不提供紙杯。 

8. 為維持上課品質及繳費學員之權利，上課中請勿錄影、錄音、拍照及勿攜伴旁聽或帶兒童進入教

室，課程現場僅限報名者本人入場。 

9. 所有匯款明細請學員務必保留,以方便日後核對查詢付款之證明。 

10.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報名人數不足，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並保證退還全部之費用，若有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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