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第九屆兩岸四地啓智服務研討會 

大會流程表 

5 月 21 日（一） 

時間 主題 講者 

09：00 - 10：00 報到 

10：00 - 10：40 開幕式 

10：40 - 12：00 

大會專題演講（一） 

1.台灣：身心障礙牙科診療服務發展與

未來挑戰 

2.廣東：兒童智力發育障礙的檢查方法

變遷 

主持人： 

中華民國智障家長總會／ 

陳誠亮理事長 

專題講者： 

1.陽光牙醫診所／黃明裕院長 

2.廣東省婦幼保健院／ 

  常燕群主任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4：30 專題發表（一）／自我倡導者工作坊 請參閱專題發表議程 

14：30 - 15：30 海報發表（一） ／ 茶敘 請參閱海報發表議程 

15：30 - 17：00 專題發表（二） ／自我倡導者工作坊 請參閱專題發表議程 

18：30 - 20：30 迎賓晚宴 

5 月 22 日（二） 

08：00 - 08：50 報到  

08：50 - 10：20 專題發表（三）／自我倡導者工作坊 請參閱專題發表議程 

10：20 - 10：30 休息  

10：30 - 12：00 專題發表（四）／自我倡導者工作坊 請參閱專題發表議程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4：30 專題發表（五）／自我倡導者工作坊 請參閱專題發表議程 



14：30 - 15：30 海報發表（二）／茶敘 請參閱海報發表議程 

15：30 - 17：00 專題發表（六）／自我倡導者工作坊 請參閱專題發表議程 

5 月 23 日（三） 

08：30 - 09：30 報到  

09：30 - 11：10 

大會專題演講（二） 

1.澳門：表達性藝術治療應用在智障人

士服務-以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

會為例 

2.香港：香港的康復政策與服務管理 

總結報告：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主持人： 

中華民國智障家長總會／ 

陳誠亮理事長 

專題講者： 

1.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 

  馬佩雲總幹事 

2.香港明愛康復服務／ 

  林伊利服務總主任 

總結報告者：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林惠芳秘書長 

11：10 - 12：00 閉幕式、交接儀式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7：00 機構參訪 請參閱參訪機構介紹 



分組發表時段及場次 

2018 年 5 月 21 日(一) 第一階段 PM:1300–1430 

卓越堂 101 教室 103 教室 202 教室 203 教室 
卓越堂 

4 樓平台 

主持人： 

張嘉芳院長/樂山教養院 

1.【台灣】心智障礙者之藝術

療育/黃筱懿-育成社會福利

基金會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心

願工坊 

2.【台灣】園藝療育-啟動高

密度支持心智障礙者生命教

育/林湘雅、羅詠娜、邱曉惠、

曾美娟-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

會福利基金會附設晨曦發展

中心 

3.【台灣】用「陶」說故事/

羅妃伶-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

會辦理臺北市弘愛服務中心 

4.【澳門】智障人士心理戲劇

觀察-以心明治小食店為例/

梁燕婷-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

會屬下心明治小食店 

主持人： 

林麗英前副執行長/心路社會福利

基金會 

1.【台灣】作息本位早期介入之執

行案例及跨文化修正/黃靄雯、徐瑀

薇、蘇慧菁、Robin McWilliam-長

庚大學醫學院早期療育研究所、林

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 

2.【台灣】作息本位早期介入專業

發展成效-主要服務提供者培力營/

黃靄雯、徐瑀薇、蘇慧菁、蔡美燕、

蔡秀春、王芳、趙靜、江筱穎、謝

函書、林初穗 、Robin McWilliam-

長庚大學醫學院早期療育研究

所、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 

3.【台灣】作息本位台灣執行實務

經驗分享：以德蘭啟智中心為例/

楊美華、皮遠芝、古思潔-天主教德

蘭啟智中心 

主持人： 

曹愛蘭顧問/台北市政府 

1.【台灣】10 年有成：臺

東縣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服務工作成果與反思/柯

秀薇、許惠雅-台東縣智

障者家長協會 

2.【台灣】「陪你一起慢

慢老」-中高齡智障者家

庭支持與準備服務/黃瀞

緣-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

會 

3.【香港】以「三層支援

模式」回應智障人士老齡

化現象 /曾淑玲、鄧仲

強、楊冰梅-香港唐氏綜

合症協會「耆智融樂」智

障人士老有所為社區共

融中心/  

主持人： 

張恆豪教授/台北大學

社會學系 

1.【台灣】回應

CRPD，促進工作權的

實現-職前準備的理念

與實踐/賴炳良-心路

社會福利基金會 

2.【台灣】身心障礙者

就業促進服務方案—

職前準備方案/林倩如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3.【香港】企業掛鉤和

三層支援模式協助殘

疾人士就業/陳永祥、

黃少芬-明愛樂務綜合

職業訓練中心 

主持人： 

林美淑副理

事長/中華民

國智障者家

長總會 

【香港】 

王廷琳-明愛

康復服務 

Inclusive 

Dance. 

Immersed in 

Dance! 

共舞·共融 

（創意舞蹈

工作坊） 

自我倡

導者工

作坊- 

育成友

誼社 



2018 年 5 月 21 日(一) 第二階段 PM:1530–1700 

卓越堂 101 教室 103 教室 202 教室 203 教室 
卓越堂 

4 樓平台 

主持人： 

楊美華主任/天主教德蘭啟智

中心 

1.【台灣】第一線的支持服務

人員與相關專業人員對心智

障礙者挑戰行為的看法與反

應/賴美智、李靜萍、林亮吟、

羅筠、張文嬿、沈盈君、鄭

伊娟、李雅婷、潘潔安-第一

社會福利基金會 

2.【香港】挑戰行為的再思：

親密為本的理解與介入/袁珮

琪、曾宏強-聖雅各福群會復

康服務 

3.【台灣】「用愛理解，用對

方法」-「正向行為支持」於

智能障礙者情緒支持服務之

應用/周耕妃、王怡璇-心路社

會福利基金會 

主持人： 

吳亭芳副教授/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1.【台灣】就業對智能障

礙者之影響內涵-一個復

原觀點的角度/林立庭、

宋麗玉-國立政治大學社

會工作研究所 

2.【台灣】中途職場服務

對促進心智障礙者就業

成效之實證研究/林家正-

臺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

心 

3.【台灣】自立生活在社

區日間作業設施之實踐/

林玉敏、陳玠汝、吳瓊瑜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心

路工坊 

主持人： 

林美淑副理事長/中華民

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1.【台灣】家長組織推動

家庭支持服務的執行特

色及倡議成果/林幸君-中

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2.【台灣】憨老家庭支持

服務執行成效之探討-以

美善基金會到宅服務為

例/曾薔霓、宋靜芳-嘉南

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臺

南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

會福利基金會 

3.【台灣】台北市推動身

障者家庭托顧服務經驗

分享/胡宜庭-台北市智障

者家長協會 

主持人： 

陳芬蘭監事/中華

民國智障者家長總

會 

1.【台灣】人生的

轉變~因著自我倡

導的女兒/李艷菁-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

協會 

2.【香港】牽手同

行‧敘事言愛/黃秀

珍-香港耀能協會  

3.【中國】從“聖愛”

的發展歷程，論家

長力量的演變/孟

長壽-四川聖愛特

殊兒童援助基金會 

主持人： 

唐兆漢會長/香港智障服務

人員協會有限公司 

1.【台灣】臺東縣智障者青

年團體成長歷程經驗分享

自立生活/柯秀薇、許惠雅-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2.【台灣】社工轉變為助理

者的歷程/郭美卿-臺南市私

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

金會 

3.【台灣】保障心智障礙者

『知的權利』─聯合國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易

讀化過程經驗初探/翁亞寧-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4.【香港】讓世界「易」起

來-易讀資訊與社會發展/鍾

勵君-囂民集作 

自我倡導

者工作坊- 

育成友誼

社 



2018 年 5 月 22 日(二) 第三階段 AM:0850–1020 

卓越堂 101 教室 103 教室 202 教室 203 教室 
卓越堂 

4 樓平台 

主持人： 

林幸台名譽教授/臺灣師範大

學 

1.【台灣】運用多元支持策略

提升心智障礙青年自主表達

與自我實現-以育成友誼社為

例/許培妤-育成社會福利基

金會 

2.【台灣】唐氏症青年自立學

習效能之探究~以唐氏症青

年社團為例/江明純、陳芃

羽、蘇翎禎、朱貽莊-中華民

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 

3.【台灣】心智障礙青年自主

團體-凱帝貓智青社/蔡珮婕-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4.【台灣】心智障礙就業者自

我決策能力提升計畫/劉正凱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主持人： 

柯平順顧問/台灣身

心障礙服務研究發

展協會 

1.【台灣】服務外籍

特殊需求幼兒實務

經驗分享/楊美華、

王淑英、金玉娟-天

主教德蘭啟智中心 

2.【台灣】促進校園

融合的方案-以大安

窯為例/謝佳男-臺北

市立大安高工 

3.【香港】社交元認

知：促進中度智障學

生自主學習/郭思

頴、戴詠珊、鍾錦

源、謝雲鳳-明愛樂

群學校 

主持人： 

胡宜庭總幹事/台北

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1.【台灣】憨老家庭

社區共融執行成效

之探討-以美善基金

會「保生健康促進中

心」為例/宋靜芳-臺

南市私立天主教美

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2.【香港】為高齡智

障人士提供日間支

援服務分享/黎偉誠-

明愛康復服務 

3.【香港】50 後的藍

天/王介君-香港東華

三院賽馬會展翔日

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主持人： 

陳誠亮理事長/中華民

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1.【台灣】Play for All

－臺北市推動共融式遊

戲場的經驗與未來展望

/廖秋芬、曾春暉、蕭心

屏-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台灣】大佳河濱公

園共融遊樂場/楊明

祥、劉奕均、游百崧、

李金益、陳資婷-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3.【台灣】共融式遊戲

場試辦經驗分享：以臺

北市大安區建安國小為

例/楊智堅-臺北市大安

區建安國民小學 

主持人： 

林伊利服務總主任/明愛康復服務 

1.【台灣】學習掌握自己的生活~以

育成恆德站美食特搜隊活動為例/陳

家嘉-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區日

間作業設施恆德站 

2.【香港】「叮叮樂」：以遊戲促進

智能障礙者社交發展及生活質素/洪

凱揚、鄧衣廷、曾佩珊-香港社會福

利署臨床心理科 

3.【香港】「社交路路通」計畫：以

自閉症孩子對交通運輸的特殊興趣

帶動他們的學習和社交能力發展/陳

志恆、祁宇沺、黃港流、陳潘潔玲、

祁永華-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

校、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4.【台灣】研發心智障礙者使用台

北市捷運模擬加值/購票機教材及教

具/王舒嫻-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

理臺北市城中發展中心 

自我倡導

者工作坊- 

台東縣智

障者家長

協會愛心

彩虹家族 



2018 年 5 月 22 日(二) 第四階段 AM:1030–1200 

卓越堂 101 教室 103 教室 202 教室 203 教室 
卓越堂 

4 樓平台 

主持人： 

馬海霞董事長/陽光社會

福利基金會 

1.【香港】心安‧你得-

智障人士生死教育計劃/

龐鋒慧-香港心理衞生會  

2.【台灣】身心障礙者生

死教育之行動研究~以

成人心智障礙者生死教

育小團體為例/王雅萱、

譚雅芩、朱貽莊、古嘉琪

-唐氏症基金會新莊中港

日間照顧中心-小型作業

所 

3.【香港】留院舍離世對

嚴重智障人士的意義/李

頴芯-東華三院賽馬會展

毅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主持人： 

賴光蘭執行長/育成

社會福利基金會 

1.【台灣】如何看待

不一樣的自己-輕度

心智障礙合併癲癇

者的生命歷程/凃伶

潔-台灣智青之友協

會 

2.【台灣】走我們的

路，完成我們想要完

成的夢/江雅雯-凱帝

貓智青社 

3.【香港】藝想同行 

跟「師傅仔」學藝/

鄧嘉寶-聖雅各福群

會藝想 

主持人： 

馬佩雲總幹事/澳門弱智人士服

務協會 

1.【香港】運用多媒體音樂律動

遊戲促進幼兒社交情緒發展的初

步研究/劉永慈、李國揚-香港教育

大學 

2.【香港】打開溝通之門：以基

礎心法引起自閉症兼中度智障學

生的溝通動機/湯佩芳、盧惠芬、

梁玉婷、戴詠珊-明愛樂群學校 

3.【香港】應用眼動儀為極重度

多重學習障礙學生(PMLD) 建立

休閒生活活動－經驗分享/許健

文、吳義成、馮嘉麟-香港明愛賽

馬會樂仁學校 

4.【台灣】用「說故事」推動閱

讀活動~以特教班學生為例/羅元

鳴、謝佩蓉-宜蘭縣力行國小 

主持人： 

楊憲忠常務監事/中華

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1.【台灣】台北市智障

者家長協會發展家長

委員會歷程與發表/胡

宜庭-台北市智障者家

長協會 

2.【澳門】澳門弱智人

士家長協進會的發展

軌跡/盧紹霞-澳門弱

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3.【香港】家長自助組

織在推動香港智障人

士法律權益保障中的

角色與功能/陳燁-香

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主持人： 

林幸台名譽教授/臺灣師

範大學 

1.【台灣】大專校院智能

障礙學生生涯及就業轉

銜課程需求探討/黃宜

苑、林惠芳-中華民國智

障者家長總會  

2.【台灣】大專校院辦理

心智障礙學生建構生涯

通識課程所需的人力與

行政支持─以宏國德霖科

技大學為例/葉權-宏國德

霖科技大學 

3.【台灣】智能障礙學生

生涯轉銜通識課程執行

經驗分享-以醒吾科技大

學為例/林靜如、林雅羚-

醒吾科技大學 

自我倡導者

工作坊- 

台東縣智障

者家長協會

愛心彩虹家

族 



2018 年 5 月 22 日(二) 第五階段 PM:1300–1430 

卓越堂 101 教室 103 教室 202 教室 203 教室 
卓越堂 

4 樓平台 

主持人： 

周怡君副教授/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1.【台灣】以生活品質觀

點探討台灣智能障礙者社

區居住服務/邱淑絹、張淑

娟-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2.【台灣】以支持需求為

導向~獨居心智障礙者社

區生活之服務/丁巧蕾-台

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3.【台灣】我想要一個新

身分/楊美華、洪以真、蔡

竺君-天主教德蘭啟智中

心 

4.【台灣】台灣推動社會

住宅之現況/孫一信-中華

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主持人： 

張恆豪教授/台北大學

社會學系 

1.【台灣】身心障礙服

務人員納入「技術士」

制度之芻議/賴美智、林

純真、劉佳琪、張文嬿、

席芸-第一社會福利基

金會 

2.【台灣】智能障礙者

擔任同儕支持員之探討

/楊松錦-中華民國智障

者家長總會 

3.【台灣】以日本的大

學為例探討台灣在學校

設立特例子公司之可能

性/高雅郁-立命館大學

大學院先端總合學術研

究科 

主持人： 

曾淑賢副教授/中原大學 

1.【中國】特殊需要兒童

早期干預的醫教合作模

式/吳康敏、徐斌-四川大

學華西第二醫院、成都市

青羊區聖愛特殊兒童早

期干預中心 

2.【香港】於幼稚園實踐

三層早期語文支援模式

初探/鄧偉茵、李仲欣-香

港明愛康復服務 

3.【台灣】導入「台塑企

業管理經驗」推動早療公

益計畫/楊擡霙-台塑企業

暨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主持人： 

施淑惠組長/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1.【台灣】實踐心

智障礙者文化參與/

林筱婷-中華民國

智障者家長總會 

2.【台灣】全人教

育理念在身心障礙

學生「藝術創作」

之教學實踐/葉世原

-高雄市立楠梓特

殊學校 

3.【台灣】一起玩

陶的朋友/徐雲秀-

臺北市弘愛服務中

心 

主持人： 

馬海霞董事長/陽光社會福利基

金會 

1.【台灣】成年心智障礙者骨

質密度健康促進計畫/陳素雲、

張鈞萍、薛卉君、張雯玲、羅

詠娜、石淑萍、洪美玲、林湘

雅、陳家雲-新竹市天主教仁愛

社會福利基金會 

2.【台灣】WHO 怕 WHO 健檢

體驗營/陳彥如、周惠英、楊佳

偉、劉淑貞、王章峯、朱貽莊-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辦理新

北市愛樂發展中心 

3.【香港】處理吞嚥障礙及進

食困難的「整全介入模式」/何

裕民、蘇家穎、陳杏怡、鄧詠

之、葉慧賢-香港耀能協會成人

服務 

自我倡導者

工作坊- 

卓新力量 

  



2018 年 5 月 22 日(二) 第六階段 PM:1530–1700 

卓越堂 101 教室 103 教室 202 教室 203 教室 
卓越堂 

4 樓平台 

主持人： 

劉貞鳳常務理事/中

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

會 

1.【台灣】台灣成人

監護制度之現況探討

/楊松錦-中華民國智

障者家長總會 

2.【台灣】社福團體

擔任監護人執行經驗

分享/陳詠文-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 

3.【台灣】社福團體

擔任信託監察人之角

色與功能/黃宜苑-中

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

會 

主持人： 

柯平順顧問/台灣身心障礙

服務研究發展協會 

1.【台灣】原住民心智障礙

者對長期照顧與社會福利

需求之研究-以屏東縣為例/

譚子文-屏東縣啟智協進

會、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 

2.【台灣】社區式日間照顧

服務功能定位及服務樣態

初探/李詩婷-中華民國智障

者家長總會 

3.【香港】探討智障人士展

能中心的訓練質素/蔡博

麒、張浩原-香港明愛康復

服務 

主持人： 

周怡君副教授/東吳

大學社會學系 

1.【台灣】藝術這條

路—分享樂山教養

院從繪畫創作到價

值創造的歷程/張嘉

芳-樂山教養院 

2.【台灣】翻轉公益

的實驗計畫/李萬鏗

-三明治工 

3.【香港】「我要做

老闆」- 發展智障人

士的創業生涯/林小

燕、王振東-明愛樂

薈牽地區支援中心 

主持人： 

林敏慧執行長/台灣身

心障礙服務研究發展協

會 

1.【台灣】屏東縣原住

民鄉心智障礙者特殊教

育現況與需求之研究/

胡永崇-屏東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 

2.【台灣】學習困難兒

童早期特徵之因素探究

/李國英、陳麗如-長庚

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3.【台灣】台北市弱勢

家庭子女課後服務計畫

/廖雅玲-台北市智障者

家長協會 

主持人： 

賴美智執行長/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1.【台灣】改變，從自我發生開始；智能

障礙者參與自我倡議服務的成長歷程/李

婉萍、陳怡君、曾昱誠、張秀貞、高雅郁、

林惠芳-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台東縣

智障者家長協會愛心彩虹家族、新竹市智

障福利協進會幸福種子社、桃園市真善美

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希望家園、日本立命

館大學大學院先端總合學術研究科、中華

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2.【澳門】我們的“成長路”/澳門展現真我

協會 

3.【中國】城市共融，我為自己代言-珠

海殘疾人士無障礙調研/許婷、吳耀輝、

張羨童-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

合國際學院、社會管理研究與服務中心 

自我倡導者

工作坊- 

卓新力量 



海報發表 

 海報發表時間及地點 

    5/21(一)14：30-15：30 ，海報發表地點為大會 101 教室、103 教室前廣場 

    5/22(二)14：30-15：30，海報發表地點為大會 101 教室、103 教室前廣場 

5月 21日(一)14：30-15：30海報發表議程 

序號 作者 文章題目 單位 

1 

張雯玲、薛卉君、

陳素雲、林湘雅、

羅詠娜、石淑萍、

陳秋蓮、洪美玲、

邱曉惠、張耀君 

成年智能障礙者姿態健康促進計畫

分享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

會福利基金會 

2 施子惠 
自閉症兒童親子溝通訓練之歷程分

享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

班、雲林縣小天使發展協會 

3 施子惠 
家長團體推動身障夏令營之執行經

驗分享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

班、雲林縣小天使發展協會 

4 

黃峯彬、林郡稜、

蕭玉華、張美蘭、

葉浩軒 

就業服務使用者參與自立支持服務

的經驗探討-以慈愛教養院為例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

設臺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5 岑麗琪、何鳳珊 
啟智早期訓練中心-大手牽小手早療

服務計劃的推廣 

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啟智早

期訓練中心 

6 黃曉玲、許銘麟 
「健康動一動」~心智障礙者休閒活

動設計~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7 尤玉慧 從無業街友到快樂的洗車工 建忠庇護工場(育成洗車中心) 

8 樊桂秋、譚嘉慧 「敢作」藝術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安定中心及

宿舍 

9 楊玉蓮 
運用健康管理系統提昇機構服務對

象健康成效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10 徐文豪 
智能障礙者個別化職前準備團體服

務方案 

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新北

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中

心(三重區) 

11 黃如玉 
「半性半疑」—面對智能障礙者性需

求之挑戰與因應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12 劉玫吟 
以居家生活環境提供早療幼兒家庭

主要照顧者親職示範經驗分享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序號 作者 文章題目 單位 

13 
林思萍、陳信宏、

謝靜茹、張惠 

成人啟智者全面性眼睛照護服務模

式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視

能復健中心、育成基金會 

14 

曾意涵、賴幸宜、

劉玫琪、劉淑惠、

李福美、楊玉滿 

愛啟兒的運動處方 彰化縣小嶺頂愛啟兒關懷協會 

15 鄭揚宜 
從障礙研究模式探討智能障礙者性

權 
澳門大學呂志和書院 

16 
林海明、葉懿寶、

譚明偉、周靜怡 

香港中度智障學校校本生涯規劃 -

推行情況及發展 
明愛樂進學校 

17 陳俊光 
暑期課後照顧對心智障礙者家庭及

關連人員的探討，以新竹市為例 

社團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

會 

18 李兆庭、陳柏瑩 
透過電子教學提升中度智障兒童的

自主學習效能的一個行動研究 
明愛樂進學校 

19 
楊思琪、毛穎怡、

何洛然 
社交一點通：經驗分享 明愛樂進學校 

20 
李盼琳、王方伶、

楊凱翔 

Power Point Game 應用於心智障礙福

利機構生活課程之教材設計 

天主教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學

系 

21 劉玉珠 
中輕度(成人)智障人士生涯規劃(以

心明治小食店為例) 

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屬下心

明治小食店 

22 陳雅姿 回歸：如影隨形的融合教育 澳門特殊奧運會 

23 張惠賢、羅玲 
主題式課程統整教學模式在特殊學

校中的應用研究 

廣州市越秀區至靈學校、廣東

省殘疾人康復協會智力殘疾康

復專業委員會 

24 張嘉誠 職業治療在早療服務的角色 
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曙光

中心 

25 鄭玉嬋 

以「全校性參與模式」推展為嚴重智

障學齡兒童而設的健康促進計劃 - 

一所香港特殊學校的經驗 

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 

26 馮淑貞 
從庇護工作尋索智障朋友對社會的

貢獻 
竹園區神召會康樂庇護工場 

27 陳國榮 
視障兼智障成人生命故事--多媒體述

說之旅~生命教育的承傳及實踐 

香港盲人輔導會朝陽中心暨宿

舍 

 

 

 

 



5月 22日(二)14：30-15：30海報發表議程 

序號 作者 文章題目 單位 

1 梁愛麗、黎嘉碧 
淺談物理治療在早期療育中的介入

及發展現況 

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啟智早

期訓練中心 

2 何燕萍 
智障人士居家安全社區支援服務計

劃─以澳門啟能中心為例 

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啟能中

心 

3 黎瑞英、張棪祥 自閉症倡導教育戲劇工作坊 滿道創作陋室 

4 陳芷沂、黃曉玲 
心智功能障礙者老化評估使用手冊

暨紀錄表之發展與推廣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5 楊玉玲、蘇毓茹 
從早期療育服務談促進家庭參與社

區融合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竹分會 

6 戴耀賽 
跨界合作 就業共融—台港澳慢飛兒

合作計畫 

慢飛兒社會企業香港辦事處、

愛恆啟能中心 

7 周寶麗 
我們的同路人—智障人士照顧者服

務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悅屏宿舍 

8 陳思浩 傷健共融社區教育的價值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白普理田景

中心及宿舍 

9 吳家平 
從生涯規劃探視職能小組的成效 -- 

以澳門啟康中心為例 

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附屬啟

康中心 

10 
尤詒君、陳威勝、

楊凱翔、王方伶 

應用易讀易懂原則於中重度以上心

智障礙者之服務經驗分享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11 鄧敏儀 資源教室建設狀況的調查與研究 
中國廣東佛山市順德區威權康

復服務中心 

12 

洪偲芸、陳斐娟、

周昱叡、王鴻玲、

蔡立平 

有氧舞蹈運動應用於普瑞德威利氏

症候群患者之體適能表現–初步研

究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復健科 

13 

周昱叡、陳斐娟、

洪偲芸、王鴻玲、

蔡立平 

普瑞德威利氏症候群經有氧舞蹈訓

練介入後其動作功能之表現–初步

研究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復健科 

14 
顏晴晴、鄭佳琪、

朱貽莊 

心智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策略成效

初探~以「天生我才南屯站」自立旅

遊服務為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

會 

15 

李佳霖、林思萍、

陳信宏、謝靜茹、

何世芸、張庭嘉、

林恩頡 

啟智特教學童的視力保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視

能復健中心、中華民國視障教

育學會、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16 王雪貞 
專屬身障者的體適能中心讓「礙」動

起來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

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序號 作者 文章題目 單位 

17 
李兆庭、黃健雲、

周聿琨、容家駒 

返璞歸真回歸教學基本- 與中度智

障及自閉症譜系障礙學童建立溝

通、關係及結構化課堂規劃校本文化

的歷程 

香港明愛-明愛樂進學校 

18 
林景金、魏麗、馮

慧瑛 

智障青年職業輔導經驗—以珠海市

社會福利中心為例 
珠海市社會福利中心 

19 陳建豐、張曉東 多元化培訓提升智障人士生活質素 澳門明愛-聖類斯公撤格之家 

20 鍾寶儀 支援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21 陳國銳 
淺談運用適應體育改善智障學童跳

躍技能 
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 

22 余國婷 
利用社交思考訓練框架提昇智力障

礙人士的社交能力試行分享 
明愛樂薈牽地區支援中心 

23 蘇莉卡 
淺談 PCI 遊戲治療法對早期自閉症

兒童幹預研究 
廣東省湛江市霞山區培智學校 

24 趙婉霞、王廷琳 啟藝璀璨人生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啟藝學苑 

25 黃榮康 與智障及視障人士「談生‧論死」 
香港盲人輔導會朝陽中心暨宿

舍 

26 鄭寶惠、余玻莉 
星星兒社交情緒夏令營舞蹈動作治

療團課紀實 
高雄市啟智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