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度職能治療繼續教育課程–
「自閉症早期篩檢、診斷評估與跨專業團隊介入方式」
Early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二、 課程簡介：
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為一種發展障礙，並會導致兒童於
社交、溝通和行為上的挑戰。ASD 兒童的學習、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呈現多樣化，遲緩程度
從輕微到嚴重皆有；有些兒童的日常生活功能需要極大協助，也有些只需最小協助。臨床上
有時可於兒童 18 個月大前觀察到 ASD 的症狀，富有經驗的專家則可於兒童滿 2 歲時給予具
信度的診斷。然而，更多兒童要在大一點的年紀才獲得正式診斷，這代表 ASD 兒童或許無法
在早期發展階段獲得他們所需的協助。因此，早期偵測 ASD 的相關症狀並採用跨專業團隊專
業人員合作的模式，對於給予診斷和制訂功能性介入計畫是很重要的一環。
本課程很榮幸邀請到旅居海外的郭鳳宜老師，郭老師具有多年跨國際的教學及臨床經
驗，課程內容將協助學員: (1)辨識 ASD 的早期相關特徵，包含社交溝通、重複行為、思考和
學習能力；(2)介紹常用的 ASD 篩檢和評估工具；(3)描述對於 ASD 個案的實證和系統性介入
方式；(4)了解跨專業合作對於 ASD 個案的重要性；和(5)探討可支持 ASD 個案度過人生轉銜
階段的資源。學員也可於課程結束時就實際臨床問題與講師面對面的討論。本年度難得的海
外講師課程，請及早報名以免向隅。
三、 上課時間： 11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 08:30AM ~12:30PM
四、 上課地點：線上直播
五、 報名資格與辦法
(一) 對象：凡本會會員、協辦單位及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二) 名額：因有直播程式人數的考量，上限為 400 人，包含桃園市公會會員 250 名，職能治療學
會會員/非桃園市公會會員 150 名。
(三) 報名費用：
1. 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免費
2. 職能治療學會會員：600 元
3. 非主辦單位會員：750 元
(四) 報名期限：110 年 10 月 15 日(含)前報名並完成繳費，錄取名單將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中午
公布於學會網站並寄出錄取通知信。
(五) 報名網址：http://www.ot.org.tw/class/booking/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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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律以線上報名並正確勾選身分別
⚫

桃園市公會會員：直接至網頁報名即完成報名手續。

⚫

職能治療學會會員/非桃園市公會會員：需先至網頁報名並直接繳費後方視為完成報名
手續，以虛擬帳號方式至 ATM 或網路銀行繳費，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繳費
方式如下：

代碼 006-合作金庫虛擬帳號 1347112 身分證字號後 9 碼(不含英文)，共 16 碼。
例如：學員身分證號為A123456789，繳款帳號則為006-1347112-123456789
(七) 報名繳費後，於開課一週（7 天）前，若因故需取消報名，可退還報名費 1/2；之後提出者
概不退還費用。另本會退匯報名費將扣除 15 元匯費。課程遲到半小時以上者當節視為曠課。
(八) 報名費收據將於課後寄至報名時所填寫之地址，故請報名學員確認完整並正確的填寫地址
與抬頭。
(九) 資料未完整者，視同未報名，請協助配合。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取名單為準。
六、 繼續教育學分：將依學員實際參加時數發給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繼續教育學分，全程參
與者核給繼續教育積分 4.5 點。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1 年 6 月 6 日
局考字 0910022204 號函核准為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學習機構，可認證學習時數。
七、 本會進階制學分：本課程可抵進階制的專業能力 4.5 點。
八、 其他事項：
⚫

本次課程將提供電子檔講義

⚫

本次課程將以 ZOOM 進行線上直播

⚫

本次課程簽到、簽退以定時開放之 GOOGLE 表單做為線上簽到退方式

⚫

詳細課程直播參與說明內容與簽到退方式將於 10 月 21 日(四)下午 E-MAIL 寄至所有已
完成報名並繳費之學員信箱，若未收到信請盡快來電告知。

⚫

依照學會新公告訂定之『線上課程審認原則』，線上課程需有相關評核機制。故本次
課程簽退時需同時完成線上測驗，未達 60 分者視為本次課程不通過，將不給予相關證
明與學分。

九、 課程負責人：社團法人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教育委員會黃湘涵主委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專業教育發展委員會周映君主委
十、 本會負責人: 吳菁宜 理事長
本課聯絡人:呂家誌秘書長、李冠逸副秘書長、張婉嫈副秘書長、黃上育副秘書長、
陳欣愉秘書、尤天心秘書、劉祐成秘書
會址: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9 號 5 樓之 3
電話:(02)2382-0103

傳真:(02)2382-6496

本會網址:www.ot.org.tw
E-mail:tota@o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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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早期篩檢、診斷評估與跨專業團隊介入方式」
課程表
時間

主題

講員

線上簽到

8:00-8:30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m
辨識自閉症的特徵
8:30-9:25

Lecture 1

Screening and Assessment Tools Commonly Used in 郭鳳宜 老師
Autism
常用的自閉症篩檢和評估工具
Break

9:25-9:30

9:30-10:25

Lecture 2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and Systematic Approaches
for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郭鳳宜 老師
針對自閉症個案的實證和系統性治療介入方法
Break

10:25-10:30
10:30-11:25

Lecture 3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 in Autism
關於自閉症的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
Break

11:25-11:30

11:30-12:30

郭鳳宜 老師

Lecture 4
&
Discussion
Q/A

Explore Resources to Support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through Life Transitions

郭鳳宜 老師

探討可支持自閉症個案度過人生轉銜期的資源

講師簡介
郭鳳宜老師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客座教授，並兼任美國職能治療學會
（AOTA）兒童肥胖預防和健康促進工作組委員。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職能治療教育
者，也是美國註冊職能治療師。她的學經歷包括：台灣高雄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
治療組學士，台灣台北市聯合醫院松德分院，美國紐約大學職能治療碩士，俄亥俄州
克利夫蘭 MetroHealth 醫療中心，和克利夫蘭診所(Cleveland Clinic) 職能治療師，美國
印第納波利斯大學職能治療博士，美國哈佛大學精神醫學博士後研究，及美國印第安
納大學復健醫學院，和來禮兒童醫院兒童發展中心(RCDC) 臨床教授。
除了臨床，教學及研究，郭老師持有的認證包括：美國註冊職能治療師(OTR)、
美國註冊精神復健專家認證(CPRP)、南加大感覺統合評估(SIPT)、自閉症診斷評估
(ADOS-2) 、SOFFI® (支持早產或高危兒的經口餵養)，及全球精神衛生、創傷和心理
復健（聯合國難民署和哈佛大學醫學院）等資格認證。她是 2013 年美國職能治療基金
會(AOTF) 的社區和志願服務獎的獲獎者，以表彰她對於促進在美國定居的移民和難
民獲得醫療服務的倡導和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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