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發展的基石 ~ 兒童早期之
親子互動、依附關係與兒童發展
一、 前言

人類的新生兒自出生到成年能夠獨立生活，父母投入親職的時間長達十餘年，這樣
與眾不同的繁衍子代的親職，尤其早期父母與子女所建立的社會和情感關係，更是培育
子女順利適應複雜的社會文化不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有鑒於父母在子女身心發展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們特別邀請了日本、德
國與台灣的學者專家，以兒童早期親子互動、依附關係與兒童發展等議題發表演說；透
過專題演講、親子平台與實務工作坊，尤其著重「兒童心理創傷的 Amae 早期支持性介
入」、「特殊嬰幼兒早期的生活引導」、「嬰幼兒早期音樂元素引導」與「有動作風險嬰幼
兒與早產兒之動作與家長引導」等理論與實務，闡述早期的生命經驗對生命後期的影響。
「親子關係是家庭的希望」，期待藉由第十四屆國際親子論壇的舉辦，倡導兒童早
期親子互動與依附關係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性，呼籲社會大眾理解父母角色與功能並體認
親職內涵的重要性，支持家長及其家庭發揮親職功能，提供兒童良好發展與成長所需的
滋養，為人類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石。
二、

1.
2.
3.
4.

目標

藉由論壇活動，倡導本會「兒童發展與親情充權」理念，喚起社會大眾關注兒童發
展與親職議題。
透過學者專家經驗分享，拓展醫療、教育、社福等領域人員跨專業思維，提昇以家
長充權為目的之服務品質。
透過親子平台分享活動，增進一般與特殊需求兒童家長之間，以及家長與專業人員
間知能與情意之交流分享。
透過親能實務工作坊，提供與會人員學習支持家長，促進親子關係與兒童發展的因
應策略與實務之經驗分享。

三、 指導單位 :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宜蘭縣政府
四、 主辦單位 : 財團法人微龍教育基金會
五、 活動日期 : 107年11月3日（週六）至107年11月4日（週日）
六、 活動地點 : 國立宜蘭大學 (地址 : 260宜蘭縣宜蘭市神農路一段一號)
大 會 107年11月03日(六) 工學院一樓演講廳
工作坊 107年11月04日(日) 教穡大樓二樓 206、207 教室
七、

參加對象 : (人數以120名為限)

醫療、教育、心理、幼保等領域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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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費用及報名方式
1.
2.
3.

1.

2.

研習費用 : 費用含課程、研討會手冊、午餐、茶點。
報名場次

活動日期

研習費

早鳥優惠 A

特殊優惠

大會+工作坊

11/03‐11/04

3,000 元

2,200 元

1,800 元

大會

11/03

1,400 元

1,200 元

800 元

工作坊

11/04

1,600 元

1,400 元

1,200 元

優惠方案說明 :

(1) 早鳥優惠A : 凡自即日起至107年10月26日(五)止報名者；
(2) 特殊優惠 : 為設籍宜蘭縣(市)民眾、全國各地區特殊需求兒童家長及大專院校學生。
(3) 自107年10月27日(含)之後報名或現場報名者，恕不適用任何優惠方案。
3.

報名方式：
(1)
(2)
(3)
(4)

自即日起接受報名，至10月27日 或額滿為止。
一律以Beclass線上報名系統 https://goo.gl/VCxhty 進行報名。以特殊優惠方案報名
者，活動當日報到時須出示身分證件，否則視同現場報名，須補繳研習費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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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便工作人員確認報名手續完成，寄送報名確認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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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講師簡介
十、

Lore Anderlik 老師
 現職 :
蒙特梭利治療工作室負責人
 學經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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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與蒙特梭利治療教育與蒙特
梭利治療發展
1991 – 2008 蒙特梭利治療學會創會理事長，
創辦蒙特梭利治療師培訓課程
1993 創辦蒙特梭利治療個人工作室迄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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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煌宗 醫師
 現職 :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童發展及行為科主任
財團法人微龍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學經歷 :
德國慕尼黑 Ludwig-Maximillians 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醫院小兒神經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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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資深主治醫師
台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創會理事長

Sawada Kei 醫師
 現職 :
認定 NPO 法人「カンガルーの会」理事長
 學經歷 :
日本長崎大學醫學博士
高知縣立西南病院小兒科 醫務部長
高知縣中央兒童相談所 醫務主任
FourWinds 日本乳幼兒精神保健學會創會會長
日本 Amae 治療法創始人

張乃文 助理教授
 現職 :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童發展與行為科音樂
治療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東海、清華大學
等校音樂系助理教授
 學經歷 :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音樂治療博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專職
音樂治療師
Rephasia 失語症溝通軟體輔助系統音樂治療
顧問
中華民國應用音樂推廣協會第七屆理事長
馬來西亞第六屆、七屆華人輔導人員研習營
音樂治療工作坊講師

十一、 退費及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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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含)前申請退費者，扣
除行政處理費300元，餘額退回；10月14日(含)至10月26日間申請者，以六折退費；10月27日
(含)後申請者，恕不退費。【請務必確認時間與個人方便性後再報名!】

2.
3.
4.

因故不克出席者，請於活動三天前告知承辦單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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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為響應環保，珍惜地球資源，請自備水杯及環保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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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未提供停車費優惠，自行開車者如使用國立宜蘭大學校內停車場，停車費需自行負
擔。停車收費標準依國立宜蘭大學規定辦理。

如需活動簡章，請上本會官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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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交通路線及場地位置圖 : (摘自宜蘭大學網站 https://www.niu.edu.tw/files/11‐1000‐1052.php)
(一)交通路線

1.

台鐵

紅色笑臉標示處為 11/3 大會場地

可搭乘台鐵至宜蘭火車站下車後，
搭乘計程車、公車或步行約 15 分鐘，
即可抵達本校。

綠色笑臉標示處為 11/4 大會場地

2.

國道客運
可搭乘國道客運至宜蘭轉運站下
車，搭乘計程車、公車或步行約
15分鐘，即可抵達本校。

3.

自行開車
由國道5 號(蔣渭水高速公路)宜蘭
交流道(38k)下高速公路後，沿高
速公路下之平面道路 （縣191
甲）直行，至縣民大道二段路口
右轉直行接嵐峰路，行至進士路
口右轉直行約 500 公尺即達本
校。

4.

市區公車(小巴士)
前往轉運站、火車站搭乘地點如
下







(二)校區平面圖

751 (宜蘭轉運站－普門醫
院)：伯朗咖啡館對面搭車
753 (宜蘭轉運站－雙連埤)：
伯朗咖啡館對面搭車
771 (大福路口─宜蘭後火車
站─金六結)：伯朗咖啡館前
搭車
772 (新生國小－縣政中心)：
伯朗咖啡館前搭車

第 14 屆國際親子論壇 議程表
107 年 11 月 3 日 (六) 國立宜蘭大學 工學院一樓演講廳
時間
08:30~09:00
09:00~09:10
09:10~09:50
09:50~10:40
10:40~11:00
11:00~11:50
11:50~12:30
12:30~12:40
12:4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15
15:15~15:40

活動

主講人
報到

開幕式
透過早期動作自然誘發
啟動家長在兒童發展之關鍵功能
關愛療法作為社會變遷下日本兒虐現狀
早期介入挑戰之處方
茶敘時間
蒙特梭利日常生活練習作為親子互動
與兒童早期發展之基礎
為發展受阻兒童作為重要治療選項之一
的音樂治療
綜合討論
午餐時間
親子平台
只要活著就好
恩典之路；時而母親、時而自己
回饋與分享
茶敘時間

15:40~16:10

安安。早療親子支持服務的陪伴

16:10~16:40

微龍。早期親子支持服務經驗分享

16:40~16:55
16:55~17:00
17:00

地點
08:30~09:00

09:00~12:00
12:00~13:30

13:30~16:30
16:30

長官、貴賓致詞
郭煌宗
澤田敬
翻譯 : 劉玉燕
Lore Anderlik
翻譯 : 林蘭茵
張乃文

鍾書娉
張家溱

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楊珮瑜
財團法人微龍教育基金會
林蘭茵

回饋與分享
閉幕式
賦歸

親子實務工作坊 107 年 11 月 4 日 (日)
教穡大樓 二樓 206 教室
教穡大樓 二樓 207 教室
報到
工作坊 A
以示範和引導支持家長落實親職
主講人 : Lore Anderlik
翻譯 : 林蘭茵
午餐時間
工作坊 C
看見親子間的先天內涵:
從互動到關係，再到兒童發展
主講人 : 郭煌宗
賦歸

工作坊 B
關愛療法
主講人 : 澤田 敬
翻譯 : 劉玉燕
工作坊 D
嬰幼兒早期音樂活動
主講人 : 張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