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 TABA 學術研討會
應用行為分析在融合情境的落實與展望

報名簡章
一、 前言：

本次研討會將邀請國內應用行為分析學術與專業實務工作者對發展遲緩及自閉
症兒童，於家庭、學校與社區場所之融合與行為介入成效分享，期待能提供相關領
域之早期療育工作者、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
社會福利機構工作人員，以及相關科系所學生及家長等能提升相關實務專業知識，
對發展遲緩、自閉症之兒童的專業教導技巧有嶄新的資訊，促進國內相關專業領域
的服務品質，同時增進其對應用行為分析應用範圍及成效瞭解，能提供相關人員相
互交流經驗的平台，擴展其專業能力。

二、

課程介紹：

1. 聘請台灣應用行為分析知名學者與在機構實務專精者分享關於融合領域實
應用之方法與成果。
2. 此次活動將透過專題講座、實例分享等方式進行。

三、

活動時間與報名人數：

2020.4.26(星期日) 預計每場 45 名人員參加(額滿為止)

四、

研習地點：

ZOOM 線上課程

五、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TABA）
聯絡人：林筱玲 小姐
聯絡電話：（04）2215-3770
地址：40153 台中市東區東英七街 176 號
E-mail：taba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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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協辦單位: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SEEK 美國展望教育中心

七、講師簡介：(依據講課順序排列)
吳佩芳老師
現職:
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碩士班 助理教授
王詹樣基金會早療專家小組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學前特殊教育教師證
台中、南投及雲林縣市政府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委員
台中、彰化巡迴輔導指導教授
學歷: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學前特殊教育哲學博士
美國堪薩斯大學學前特殊教育博士班
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特殊教育 碩士(重度障礙)
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幼兒教育 碩士
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幼兒教育 學士
資歷:
國立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私立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吳雅萍 老師
現職: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經歷:
彰雲投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彰雲投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到校輔導訪視
台中教育大學特教系兼任講師
特教學校高職部教師、復健組長、實習組長
國小特教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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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討會流程
2020 年度 TABA 學術研討會-應用行為分析在融合情境的落實與展望
Implementation and Future of Application about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in Inclusion Environment.
時 間
08：4009：00

課程

課程說明

報到

簽到 領取講義

09：00-

講師 : 吳佩芳 老師
專題演講 1: 應用行為分析在自然情境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學前特殊教育哲學博士
台中教育大學 助理教授
中的運用

10 : 20

:

應用行為分析為近年來被證實為最有效的介入策
略之一。在早期療育以及特殊教育的場域中，有許多的
介入策略均以應用行為分析為基礎並發展出一整個系

10 : 3010 : 45
10：4511：50

休息 Tea time

統性的方式運用在提升發展遲緩或者是其他障礙類別
的特殊需求幼兒之能力。

專題演講 1: 應用行為分析在自然情境 本演講將以三個部分呈現，第一個部分將應用行為分析
中的運用
的基礎原理原則透過深入淺出有系統性地去進行介
紹，第二與第三個部分將以案例分享的方式，介紹如何
以應用行為分析的原理為基礎，在幼兒的自然情境中介
入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提升孩子的溝通能力並降低其問
題行為的發生。第三個案例分享介紹如何在融合的情境

11：5012：00

問題及討論 Q&A

中，運用課程的調整以及基本的增強與削弱的原理，發
展出相關策略，讓幼兒可以在自然的情境提升餐與課程
活動的時間與頻率。最後演講者將以應用行為分析在自
然情境中運用可能會面臨的迷思以及挑戰、困難和展望
作為最後的總結與討論。

12：0013：30

午 餐 時 間 ＆ 109 年 TABA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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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課程

課程說明
講師: 吳雅萍 老師
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13：30-

專題演講 2: 國小自閉症學生在普通班

15：20

的學校適應歷程

課程介紹:
自閉症孩子在普通班面臨許多社交技巧、學業技
能…..等適應問題,此次透過實證案例來分享其與班級老
師、同學的互動歷程。個案經歷過兩次的研究計畫介
入，分別接受過同儕指導、教助員指導的經驗，嘗試用

15：20-

在融合情境中兩個有效的中介者(同儕和教助員)，提升

問題及討論 Q&A

15：30

個案在學業的技巧和社交的技巧。

15：30-

休息 Tea Time

15：45

講師: 吳雅萍 老師
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專題演講 3: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15：45-

一位國小階段 AAC 使用者在普通班的

16：30

學校適應歷程

課程介紹:
腦性麻痺學生有多重的教育需求，在普通環境的
生活和學習適應比一般學生更為挑戰，個案經歷過一
次的研究計畫介入與之後的升小學轉銜計畫，成功安
置到普通教育環境，但在普通教育環境仍需要繼續有

16：30-

問題及討論 Q&A

16：45
16：45~

學校系統的支援，才能適應學校的學習和社交生活。

散會 The end

九、活動費用：
身份別

費

用

非會員

900 元/場

TABA 正式會員/

700 元/場

協辦單位所屬會員

備

註

於 107 年有繳交年會費者(欲參加
會員請上 TABA 網站，請留意兩年
內未繳交年費者須補繳才能恢復
會員身份。註:依理監事會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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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方式與截止日期：
1.一律採線上登入網路會員 http://www.tabatw.org.tw/
請於郵局劃撥或 ATM 轉帳繳費，完整填寫報名表，將劃撥或轉帳收執聯黏貼後，
傳真或將報名表拍照後以 e-mail 傳送於本會報名，並於完成後，再用電話
與本會聯絡以確認報名成功。

報名截止日 4/17，名額額滿即截止報名
2.劃撥帳號:22647003，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
轉帳存簿帳號:0021438 0654381

3.報名費：包含研討會課程費用、研習手冊

十一、注意事項：
1.參與當天課程者，需為同一人，因關係研習時數核發，不得當日為不同人出席，
若經發現需另加收費用，且不核發研習證書；出席時數未達 4 小時者，恕不頒
發研習證書。
2.未提出申辦退費且未出席者，恕不退費。
3.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4.本次課程恕不開放旁聽與現場報名，敬請配合。
5.行前通知亦於活動前一週公告上網並 E-mail 至報名成功者，若未收到請電洽本
會。
6.若您報名後，無法參與本次課程，請務必來電告知。
※請注意!非上班時間(晚上五點過後)之申辦退費，皆為次日計算及辦理。


上課日前 7 天以上辦理者 4/17 之前)，將從報名費用扣除 100 元手續費。



上課日前 1~7 天辦理者(4/20~4/24)，將從報名費用扣除 200 元手續費。



上課日當日不得辦理(除有臨時事故除外)。

(報名表格請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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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應用行為分析學術研討會

應用行為分析在融合情境的落實與展望
報名確認表
報名日期:
姓

月

日
□ 先生
□ 小姐

名

背景
聯絡方式

課程

□家長

工作單位
職稱

□教保老師 □特教老師 □專業治療師________ □其他______

手機：
電話（O）
e-mail:

（H）

□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 2020.4.26(日)學術研討會(9:00-4:30)
□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開立

□ 個人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會員 900 元
□TABA 會員 700 元
□學術研討會協辦單位會員 700 元 備註:所屬單位為________________
餐點
□葷
□素
已閱讀聲明  我已了解關於此次活動報名費用收費、退費相關說明並同意辦理
※請一人填寫一張報名表，並務必填寫以上欄位所有資料。報名表可至本
會網站下載。
※請於郵局劃撥或 ATM 轉帳繳費，完整填寫以上報名表，將劃撥或轉帳收
執聯黏貼後，傳真或將報名表拍照後以 e-mail 傳送於本會報名，並於
注 意 事 項
完成後，再用電話與本會聯絡以確認報名成功。
※郵局劃撥帳號：22647003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
轉帳存簿帳號:0021438 0654381
※電話：（04）2215-3770
傳真：（04）2215-4805
費 用
(含午餐費)

收據黏貼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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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1.請學員先下載 ZOOM 軟體，當天會傳邀請鏈接，再請連結上網加入會議室。
2.請報名學員留意 MAIL 信件，當天會寄會議室邀請鏈接碼給您。
3.上課前一週星期日上午 10:00，與工作人員安排 ZOOM 測試音效。
如果當天不方便，請與工作人員另約時間測試，大約需十分鐘的時間。
4.參與當天課程者需為同一人，因關係研習時數核發，不得當日為不同人出席；
出席時數未達 4 小時者，恕不頒發研習證書。證書電子檔於課後一週寄出。
5.上課前 15 分鐘使用電子 word 檔簽到，請進入會議室等待，講義 PPT 當日以電子檔發
送。
6.行前通知於活動一週前公告上網並 E-mail 至報名成功者，若未收到請電洽本會。
7.若您報名後，無法參與本次課程，請務必來電告知。
8. ZOOM 軟體是利用網路連線.若學員手機網路沒有吃到飽.
請盡量使用家庭電腦連接網路.或手機連接 Wi-Fi. 可避免網路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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