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度 第十三屆國際親子論壇

一、 目的
微龍國際親子論壇期待透過不同面向，帶領國人進一步探討親職與兒童發展的關係、意義及其
重要性。本屆大會係以兒童發展與親子關係為基調，延伸到個體與個體的關係生命歷程。
大會主題~讓愛流動，即是以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觀點，邀請來自日本、德國
與台灣的學者專家，從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觀點，分享他們長期在個案實務與學術
上的經驗與觀察。從親子生命歷程中的親職、關係與兒童發展之間相互的聯結和影響，探討父母和
孩子是如何形成連結，而親子在過程中，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又是如何受到對方狀態的
影響，兩者共通的情緒經驗或看法又是如何交互影響!
因此，期盼在大會中，透過專題演講與工作坊的研討，以及家長和孩子們現身說明，以自身的
生命故事提供與會人士運用不同的觀點，在生活中省思親子教育的意涵，甚至是在生活中面對特殊
需求的生命時，協助他們在發展歷程中更順利。
二、 主辦單位 : 財團法人微龍教育基金會
三、 協辦單位 :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童發展及行為科）
四、 參加對象及人數：
1.
2.
3.
4.

醫療、教育、心理、幼保及社會工作等領域專業人員。
一般及特殊需求兒童家長。
對本研習議題有興趣之社會大眾。
人數以 250 名為限。

五、 活動日期及地點 :(地址 40402台中市北區學士路91號)
106年10月28日(週六) 中國醫藥大學 互助大樓 4A02 教室
106年10月29日(週日) 中國醫藥大學 互助大樓 4B01、4B02 教室
六、 研習費用 :

報名場次

日期

研習費

早鳥優惠(A)

早鳥優惠(B)

特殊優惠

10/28‐10/29

2,700 元

2,000 元

2,200 元

1,500 元

大會

10/28

1,200 元

900 元

1,080 元

600 元

工作坊

10/29

1,500 元

1,200 元

1,350 元

1,000 元

大會+工作坊

1. 費用含課程、研討會手冊、午餐、茶點。
2. 早鳥優惠(A)至106年09月30日截止；早鳥優惠(B)至106年10月14日截止。
3. 106年10月15日(含)之後報名或現場報名者，恕不適用任何優惠方案。
4. 特殊優惠對象為(1)特殊需求兒童家長；(2)就讀大專院校學生；(3)中國醫藥大學體系教職員
工，報到時須出示證明文件。
七、 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接受報名，至10/22 或額滿為止。
2. 一律以Beclass線上報名系統 https://goo.gl/5cy9A7 進行報名。
3. 報名後請於五日內完成繳費，銀行匯款後，請將收據傳真或E‐mail方式通知本會，以便工作
人員完確認報名手續完成，寄送報名確認信函。
4. 匯款銀行及帳號：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台中分行 (銀行代號 017)
銀行帳號 00409082770 戶名 :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5. 繳費後，如因故無法參與本活動而需退費者，應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10月7日(含)前申請
退費者，扣除行政處理費200元，餘額退回；10月8日(含)至10月20日間申請者，以六折
退費；10月21日(含)後申請者，恕不退費。【請務必確認時間與個人方便性後後再報名!】

七、講師簡介 :
Sawada Kei 醫師
現任:
認定 NPO 法人「カンガルーの会」理事長
學經歷:
長崎大學醫學博士
長崎大學醫學部畢業
高知縣立西南病院小兒科 醫長・後部長
高知縣中央兒童相談所 醫務主任
FOUR WINDS 日本乳幼兒精神保健學會創會
會長
Lore Anderlik 老師
德國資深蒙特梭利治療師
1971 取得國際蒙特梭利治療教育教師證照
(AMI Diplom)
參與蒙特梭利治療教育與蒙特梭利治療工作
方法之發展。
1986 創辦蒙特梭利治療個人工作室，長期致
力於與家長一起工作以協助孩子發展，執業
迄今已超過 30 年。
1991 – 2008 負責蒙特梭利治療師培訓課程。
郭煌宗 醫師
德國慕尼黑 Ludwig‐Maximillians 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童發展及行為科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醫院台南安南醫院 兒科部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副教授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台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創會理事長

八、工作坊簡介
【工作坊A】互為主體性的關愛世界~日本經驗分享
主講人 : Sawada Kei 醫師
來自日本的澤田敬醫師在任職高知縣西南醫院兒
科主任期間發現，現有的醫療服務與形式明顯無法改
善孩子與家長在社會上問題種類與數量日復一日均不
斷增加的現象 (從幼兒到青少年皆然)!
數十年來，他憑著一股傻勁與堅持在四國地區以
走入家庭、產婦病房、托嬰中心、幼兒園與兒童相談
所等方式實際接觸父母，了解並協助解決家長和孩子
的需要和問題。「關愛療法」(Amae therapy)已是世界
認可的日本親子療育特有的方法，而他就是最原始的
推手，也是最堅持的執行者!
以身體力行關愛日本土地與生命的實踐者~澤田敬
醫師，將從心理與發展的角度說明「互為主體性」的
整 體 ； 在 工 作 坊 中 ， 更 將 以 案 例 分 享 和 討 論 (Case
study)細說其「互為主體性」實踐的歷程與服務的實務
經驗。
【工作坊B】用適切的愛支持兒童發展「訓練與引導」及
「養育」
主講人 : Lore Anderlik 老師
Lore Anderlik 老師自 1970 年代完成 AMI 培訓後，
長期投身以蒙特梭利教育為基礎發展成適合特殊需求
兒童融合教育與個別治療之服務模式，也是世界僅存
85 歲高齡仍在執業的蒙特梭利治療師。
22 年來，她來台已超過 20 次；本屆大會她將以
「父母的愛是滋養孩子心靈的糧食」為題演說，也將
在工作坊透過講解與示範，再次為國人闡述她近半世
紀來實踐與家長工作秉持的信念，展現『用適切的愛
支持兒童發展的「訓練與引導」(Förderung)及「養育」
(Erziehung)』極為寶貴的實務工作典範。
Lore Anderlik 老師與台灣的連結已接近她執業生涯
的二分之一，期盼更多人能親炙大師風采，領略永遠
站在第一線的老兵嚴謹自律、專注敬業與深刻情感的
風範。

九、 繼續教育積分：
1. 全程參與10月28日至10月29日活動並完成簽到者，主辦單位核發研習時數14小時。議程表如附件
一。
2. 本活動已陸續申請台灣兒科醫學會、台灣小兒神經醫學會、台灣神經學學會、台灣精神醫學會、
台灣復健醫學會、物理治療學分認證、職能治療學分認證、社工師繼續教育、專科護理師、護理
師/士專業課程積分等。
3. 各專業學分認定，依審查單位審核結果為準，請詳見微龍教育基金會網站公告。

十、注意事項
1. 因故不克出席者，請於活動前三天告知承辦單位。
2. 本活動供應午餐之對象以活動當日實際全程出席人員為主。
3. 大會全程禁止錄影，如有必要，須拍照時，請勿使用閃光燈。為維護個案隱私權，工作坊全程禁
止錄影及照相。
4. 為響應環保，珍惜地球資源，請自備水杯及環保筷。
5. 如需活動簡章，請上微龍教育基金會網站 http://www.wdef.org.tw 或連結 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
下載。活動聯絡請洽楊小姐，電話 04‐23014967，傳真:04‐23015134，e‐mail : info@wdef.org.tw。

十一、交通位置：
1. 本活動場地為中國醫藥大學互助大樓四樓，由英才路校門進入後左轉，往前走到底，左側建築物即是
互助大樓。
2. 統聯客運、台中客運，路線經學士路之公車，均可於「中山堂」或「中國醫藥大學」站下車，步行約
3 ~ 5 分鐘即可抵達。
3. 本活動無提供停車優惠，會場位置及地區街道請參閱下圖。

圖一 : 互助大樓位置圖

圖二 : 地區街道及停車場圖示

附件一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2017 第 13 屆國際親子論壇 大會議程表
106 年 10 月 28 日 (六)
地點
時間

106 年 10 月 29 日 (日)

中國醫藥大學 互助大樓 四樓 4A02 教室
活動

主講人

08:20~09: 00

4B01 教室

4B02 教室

工作坊 A

工作坊 B

報到
臺中市政府 林佳龍 市長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

09:10~09:30

開幕式

田基武 主任秘書

讓愛流動 -- 互為主體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互為主體性的

用適切的愛支持

的生命關係歷程

傅雲慶 院長

關愛世界~

兒童發展“訓練與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日本經驗分享

引導“及“養育“

郭煌宗 董事長

(1)

(1)

我的呈現、投射與關

澤田 敬

主講人:澤田敬

主講人:Lore Anderlik

愛，對人類早期關係與

翻譯:劉玉燕

翻譯:劉玉燕

翻譯:林蘭茵

互為主體 :
09:30~11:00

兒童發展的影響
11:00~11:20
11:20~12:10

茶敘時間
父母的愛是滋養

Lore Anderlik

孩子心靈的糧食

翻譯:林蘭茵

12:10~12:20

綜合討論

午餐時間

12:20~13:30

午餐時間

(12:00 ~ 13:30)

親子平台
讓愛流動 -13:30~14:00

互為主體的生命

郭煌宗

關係歷程
14:00~14:20
14:20~14:40

相信的力量~

郭亭吟

嘉峰的小鐵人之路
翻轉人生

張玉青

14:40~15:00

回饋與分享

15:00~15:30

茶敘時間
真愛印象

15:30~15:50

媽媽與我

吳佳宜

15:50~16:10

不放棄就會看到希望

張家華、張立信

16:10~16:30

成長的軌跡

蘇勢文

互為主體性的

用適切的愛支持

關愛世界~

兒童發展“訓練與

日本經驗分享

引導“及“養育“

(2)

(2)

主講人:澤田敬

主講人:Lore Anderlik

翻譯:劉玉燕

翻譯:郭煌宗

16:30~16:50

回饋與分享

16:50~17:10

志工大合唱

賦歸

17:10~17:30

閉幕式

明年再見!

17:30

賦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