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34 週年暨兒童醫院 10 週年院慶 

第十屆國際親子論壇 

大會主題 : 

親師手牽手。攜手向前走 (Hand in hand, walk forward again) 

親師共同歷程的功課、解決方案與反思  

(Mutual homework of parent-teacher dyads during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ld, its solution and introspection) 

大會議程表 

【會前研討會】10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 08：30 ~ 17：00 

              地點：上午  中國醫藥大學互助大樓三樓 3A02 教室 

          下午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二樓 205 教室 

          【親子論壇大會】103年 11 月 1日(星期六) 08：00 ~ 17：00 

                              103 年 11月 2日(星期日) 08：30 ~ 16：30 

   地點 : 中國醫藥大學 B1國際會議廳(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會前研討會      10 月 31 日  (星期五) 

時 間 活動內容 演講者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與註冊(中國醫藥大學 互助大樓三樓 3A02教室) 

09:00~12:00 
與家長及專業人員合作以促進 

各複雜類型健康問題兒童之發展 

南佛羅里達大學助理教授暨 

幼兒父母家庭指導(HIPPY) 

國家研究與評估中心主任 

Kirsten M. Ellingsen 博士 

12:00~14:00 午餐時間 (午餐自理) 

14:00~16:30 

中國醫藥大學 立夫教學大樓二樓 205教室 

以蒙特梭利治療法應用於 

臨床、家庭系統、哀傷、安寧和 

手足等不同情況與環境 

德國巴德格勒甚巴赫 (Bad Grönenbach) 

聖尼克勞斯(St.Nikolaus)兒童安寧院主任 

 Ulrike Roßner 女士 

16:30~17:00 綜合討論 

   17:00 明天見 

 

 

 

 

 

 

 

 

 

 

 

 



國際親子論壇   第一天    11 月 1 日  (星期六) 

時 間 活動內容 演講者 主持人 

08:00~08:45 報到與註冊(B1國際會議廳) 

08:45~09:00 開幕式 

臺中市政府 胡志強市長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吳榕峯局長 

中國醫藥大學 蔡輔仁 副校長 

微龍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郭煌宗醫師 

09:00~09:50 
“在生活中融合,在生命中實踐”

的教育觀點與實務 

蒙特梭利治療學會創會理事長 

Lore Anderlik 治療師 

(口譯 張南思 老師) 

09:50~10:40 

在醫療及教育環境中 

支持各複雜類型健康問題 

之兒童及其家人 

南佛羅里達大學助理教授暨 

幼兒父母家庭指導(HIPPY) 

國家研究與評估中心主任 

Kirsten M. Ellingsen 博士 

(口譯 翁士恆 老師) 

10:40~11:00 茶敘時間 

11:00~11:50 
南德第一所兒童安寧院之緣起、 

歷史與現況~跨專業團隊之挑戰 

德國 巴德格勒甚巴赫 (Bad Grönenbach)聖 

尼克勞斯(St.Nikolaus)兒童安寧院 主任 

Ulrike Roßner 女士 

(口譯 張南思 老師) 

11:50~12:20 綜合討論 

12:20~13:20 午餐時間 

13:20~14:10 
生命的看見 

-- 啟動親師合作的基調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童發展及行為科主任 

郭煌宗 醫師 

14:10~14:20 引言暨親子平台影片分享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

床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翁士恆 老師 

14:20~14:40  生命故事-1   生命的過客 陳采緹 老師 

14:40~15:00  生命故事-2   珍惜每一秒     林靖育 女士 

15:00~15:20  生命故事-3   生命共同體 陳習珍 女士 

15:20~15:40  生命故事-4   跟著孩子一起成長 王小燕 女士 

15:40~16:00 茶敘時間 

16:00~16:30 主持人與郭醫師、四位分享人的對話 助理教授 

翁士恆 老師  16:30~17:00 綜合討論 

17:00 明天見 

 

 

 

 

 

 

 

 

 

 



國際親子論壇   第二天    11 月 2 日  (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 講者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B1 國際會議廳) 

真。愛。關係 印象 展 (B1 國際會議廳) 

09：00~09：50 伴兒。兒伴 ~ 與女兒 23 年的緣份 
早療協會 

秘書長林美瑗 

陳禾青主任 

張文鈴老師 
09：50~10：10     影像分享-1   魅力酒窩 

郭煌宗醫師 

紫柔媽媽 

10：10~10：30     影像分享-2   無私的愛 
郭煌宗醫師 

  喬琴媽媽 

10：30~10：50 茶敘時間 

10：50~11：10 音樂饗宴 / 員林室內樂團 

11：10~11：30     影像分享-3   看得見的氧氣 
王佑平先生、 

鈴蘭媽媽 
陳禾青主任 

張文鈴老師 11：30~11：50     影像分享-4   修車男孩 
王佑平先生 

名輝媽媽 

11 : 50~12 : 20 分享與回饋 

12：20~13：40 午餐時間 

 
工作坊 A 工作坊Ｂ 

B1 國際會議廳  202 教室 

13：40~14：30 

親子共讀-發展

遲緩兒童的 

閱讀萌發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所聽語中心 

張敬賢 語言治療師 

融合教育 

之親職實務(1) 

Lore Anderlik 治療師 

(口譯 張南思 老師) 

14：30~15：00 茶敘時間 

15：00~15：50 

養育健康快樂的 

孩子- 

談情緒與專心 

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楊梅芝教授 

融合教育 

之親職實務(2) 

Lore Anderlik 治療師 

(口譯 張南思 老師) 

15 : 50~16 : 20 
全體與會者綜合座談  

(B1 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吳榕峯局長 

微龍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郭煌宗醫師 

16 : 20~16 : 30 閉幕與感謝 

16：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