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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共同共同共同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ant Massage，，，，U.S.A. 

新手父母國際有限新手父母國際有限新手父母國際有限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Neo-Parenting International Ltd., Co.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Taiwan Academy of Breastfeeding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學學學系系系系  

School of Physical Therap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部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中山醫中山醫中山醫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科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科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科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科/小兒神經科小兒神經科小兒神經科小兒神經科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Division of Pediatric Neur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Hospital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醫學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醫學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醫學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醫學部    

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共同共同共同共同協辦單協辦單協辦單協辦單位位位位：：：： 

台中榮民總醫院新生兒科台中榮民總醫院新生兒科台中榮民總醫院新生兒科台中榮民總醫院新生兒科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中山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職能治療學系職能治療學系職能治療學系 

Schoo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中山中山中山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大學醫學大學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語言治療語言治療語言治療與與與與聽力學系聽力學系聽力學系聽力學系 

Schoo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 Audiolog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中山中山中山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大學醫學大學醫學大學心理心理心理心理學系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學系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學系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學系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Department of PsychologyDepartment of PsychologyDepartment of Psychology/G/G/G/Grarararaduate duate duate duate IIIInstitute of nstitute of nstitute of nstitute of PsychiatricsPsychiatricsPsychiatricsPsychiatric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中山中山中山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大學醫學大學醫學大學護理學院護理學院護理學院護理學院////護理學系護理學系護理學系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College of Nursing,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護理助產研究所國立臺北護理學院護理助產研究所國立臺北護理學院護理助產研究所國立臺北護理學院護理助產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Nurse-Midwifery, National Taipei College of Nursing  

微微微微龍基金會龍基金會龍基金會龍基金會 

Wind Dragon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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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感謝各位的支持與肯定！我們一起走過了第四個年頭。沒有各位的支持，就不可能

有持續的講師認證訓練。2008 年的專精課程訓練，終於要開始了。這是今年春天赴美拜

訪 Maria 時，所得到的承諾。長久以來，一直有很多結訓的講師向我一再表達想要參訓專

精課程的訓練，希望大家能踴躍參與。 

 

 由於 Maria 和 Ginny 一再向我表達，她們希望在一天的專精課程中，能與學員有更

深度的互動與對談，所以，在名額的部份，只能有所限定。這樣做，為的是能夠讓我們的

訓練品質更好。久等專精課程已久的學員，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特別要說的是，Maria 和 Ginny 很希望大家有機會能多回來參加國際研討會的研

習，她們認為這是溫故知新的一個很好機會。為了鼓勵大家踴躍參與，若您參加專精課程

與國際研討會，將為學員提供更優惠的參訓學費，請大家多多支持並共襄盛舉。有關國際

研討會課程內容及報名方式，請參考國際研討會簡章。 

 

在此，再次感謝各位學員的支持。期待再相逢！祝福各位萬事順心，平安健康。 

 

 

課程描述課程描述課程描述課程描述    

 
This specialty course focuses on special needs of infants and children with 
conditions of hypertonia and hypotonia, sensory dysfunction, gastro-intestinal 
issues, and visual impairments. It includes positioning and touch and massage 
movements for these conditions.  
 
在這個專精課程裡，我們將探討高張與低張，感覺失調，腸胃問題和視覺缺陷等特

殊需要之嬰兒與幼童。以及，在這些情況下如何為這些孩子的擺位和撫觸與按摩。  

 

The trainers will co- facilitate a live session with 2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nd will model how to incorporate infant touch and massage within a 
developmental framework in an early intervention clinical setting. 
 
兩位訓練師將會在現場協同教導兩個家有特殊嬰幼兒的家庭，以及在一個早期療育

的診所配置下，示範如何在發展取向的架構裏來教導嬰幼兒撫觸與按摩。  

 
Precautions of touch and massage for special needs will also be included. Video 
vignettes of special needs cases will be reviewed and examined by the students. 
Time will be scheduled for questions. 
 
在課程中也將教導對於特殊需要的嬰幼兒在撫觸與按摩時的注意事項。課程中也將

提供個案影帶與學員一起檢視與討論。也將安排時間，讓學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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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專精專精專精專精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課課課課程表程表程表程表 Course Syllabus 

專精課程訓練師專精課程訓練師專精課程訓練師專精課程訓練師：：：：Maria Mathias 和和和和  Dr. Laadt 

訓練日期訓練日期訓練日期訓練日期：：：：2008.9.05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台中中科大飯店會議室台中中科大飯店會議室台中中科大飯店會議室台中中科大飯店會議室 2F2F2F2F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 2222 段段段段 256256256256 號號號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9:00 ~ 9:30  Arrival Time  

報到與領取上課資料 

9:30 ~ 10:00 Welcome 歡迎式 

Brief sharing of what students have learned since the certification course  認證完

成至今的學員分享 

10:00 ~10:30 Benefits of infant touch & massage with infants and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nd their families 

嬰幼兒撫觸與按摩對特殊嬰幼兒及其家庭的助益 

10:30 ~ 11:40 Objectives, and touch and massage approaches for conditions of hypotonia, 
hypertonia, sensory dysfunction, gastro-intestinal issues, and visual impairments. 

目的、撫觸與按摩對於高張與低張，感覺失調，腸胃問題和視覺缺陷等特殊

需要的嬰幼兒的工作取向。 

11:40 ~12:00 Questions 答問時間 

12:00 ~ 1:30 Lunch 午餐 & 午休 

1:30 ~14:30 Continue objectives and touch and massage approaches for conditions of 
hypotonia, hypertonia, sensory dysfunction, gastro-intestinal issues, and visual 
impairments. 

繼續： 目的、撫觸與按摩對於高張與低張，感覺失調，腸胃問題和視覺缺陷

等特殊需要的嬰幼兒的工作取向。 

14:30 ~ 15:50 Live demonstration session with 2 families co-facilitated by Ginny Laadt and 
Maria Mathias. After a short interview with the families, we will collaborate to 
create developmental goals and a massage plan, and do this within a clinical 
model. 

由 Ginny 和 Maria 現場示範教學。在結束教學後，由兩位訓練師與學員合

作，在一早期療育診所配置狀況下，來創制發展目標及按摩計劃。 

15:50 ~16:00 Break Time 休息時間 

16:00 ~ 16:30 Short debriefing of session by trainers followed by question and answer period 

在答問後，一起發想與分享。 

16:30 Course ends 

課程結束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參訓過程需全日參與課程。 

2. 課程結束後，頒發美國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專精課程研習證明一張。 

3. 同時，由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頒發嬰幼兒按摩講師專精課程研習證明一張。 

 



 4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報名名額報名名額報名名額報名名額：：：：25252525 名名名名((((需全日參與需全日參與需全日參與需全日參與，，，，才能獲得專精研習課程證明才能獲得專精研習課程證明才能獲得專精研習課程證明才能獲得專精研習課程證明))))     

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2008.8.12008.8.12008.8.12008.8.15555 ( ( (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NT$NT$NT$NT$9,8009,8009,8009,800        中英現場翻譯中英現場翻譯中英現場翻譯中英現場翻譯    

學費含學費含學費含學費含：：：：午餐與餐點午餐與餐點午餐與餐點午餐與餐點、、、、專精課程手冊專精課程手冊專精課程手冊專精課程手冊、、、、早產娃娃一個早產娃娃一個早產娃娃一個早產娃娃一個、、、、按摩油一瓶按摩油一瓶按摩油一瓶按摩油一瓶    

    

報名手續及相關事宜報名手續及相關事宜報名手續及相關事宜報名手續及相關事宜（報名手續完成，恕難退費）：：：：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報名手續報名手續報名手續報名手續 

聯絡資訊聯絡資訊聯絡資訊聯絡資訊 

(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週一至週五 9:00 ~ 17:00) 
繳交文件繳交文件繳交文件繳交文件 

1 先傳真報名表 (免

附件) 

 

連絡人： 

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賴小姐 

電話：(03) 5534588 

傳真：(03) 558-7728 

報名表 

2 

 

‧ 以掛號掛號掛號掛號方式郵

寄報名資料 

 

匯款資料匯款資料匯款資料匯款資料：：：： 

【銀行】臺灣銀行/竹北分行 

【戶名】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 

【帳號】068-0011-00071 

 

郵寄地址郵寄地址郵寄地址郵寄地址：：：： 

30299  新竹縣竹北光明郵局 

第 20號信箱 

1. 報名表 

2. 嬰幼兒撫觸與按摩講師證照影本 

3. 匯款檢核表(另請先傳真一份) 

6. 住宿調查表(另請先傳真一份) 

3 報名手續完成後
(郵寄報名資料郵寄報名資料郵寄報名資料郵寄報名資料及繳及繳及繳及繳清清清清

學學學學費費費費後後後後)，會寄出參

與專精訓練通知函

及相關資料一份 

連絡人： 

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 

賴小姐  

電話：(03)5534-588 

或 0919-9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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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專精專精專精專精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學員報名表學員報名表學員報名表學員報名表 

 

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清楚)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女 

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請以正楷填寫清楚) 

婚姻婚姻婚姻婚姻

狀況狀況狀況狀況 
�己婚 �未婚 �其他 

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機關名稱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服務單位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 

請貼近半年內之二請貼近半年內之二請貼近半年內之二請貼近半年內之二

吋半身相片吋半身相片吋半身相片吋半身相片 

服務機關服務機關服務機關服務機關 

職    稱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學生請填目前仍就讀學校) 用餐用餐用餐用餐 葷葷葷葷  素素素素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最佳聯絡時間最佳聯絡時間最佳聯絡時間最佳聯絡時間 
連絡電話連絡電話連絡電話連絡電話 

(H) 
(O)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通訊地址通訊地址通訊地址通訊地址 
- 

 

E-mail: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  (專精課程專精課程專精課程專精課程)NT$NT$NT$NT$9,8009,8009,8009,800        研討會當天開車者研討會當天開車者研討會當天開車者研討會當天開車者，，，，請填車號請填車號請填車號請填車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A.(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 NT$1 NT$1 NT$1 NT$11111,,,,2222000000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B.(含含含含研討會及研討會及研討會及研討會及同步翻譯耳機費同步翻譯耳機費同步翻譯耳機費同步翻譯耳機費) NT$1 NT$1 NT$1 NT$11111,,,,555575757575 

收據抬頭收據抬頭收據抬頭收據抬頭  
(請填寫個人或工作單位全名) 

統一統一統一統一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若為收據抬頭為個人則無需填寫) 

※小兒科醫師小兒科醫師小兒科醫師小兒科醫師/物理物理物理物理/職能職能職能職能/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心理治療師心理治療師心理治療師心理治療師/護理學會護理學會護理學會護理學會會員繼續教育積分認證申請中，請先填妥下列登錄資

料！ 

會員 

編號 
 

□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 

□心理治療師   □護理師   □小兒科醫師  

學會會

員繼續

教育學

分申請 

出生年

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 

 
證件檢驗登記(此欄由工作人員填寫)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證件驗收證件驗收證件驗收證件驗收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 (專精課程專精課程專精課程專精課程)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 

NT$9,8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A 

NT$11,2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B.(含含含含同步翻同步翻同步翻同步翻

譯耳機費譯耳機費譯耳機費譯耳機費) 

NT$11,575 

□ 報名表            

□ 嬰幼兒撫觸與按

摩講師證照影本 

□ 相片 2張(含浮貼

2張) 

□ 繳費收據影本 

 

□代訂住宿 NT$__________ 

 

費用總計：NT$            

 

□代訂住宿 NT$__________ 

 

費用總計：NT$            

經手人經手人經手人經手人：：：： 

 
 
 

收件日期： 

 

正式收據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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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專精專精專精專精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報名證件黏貼表報名證件黏貼表報名證件黏貼表報名證件黏貼表 

繳費收據影本浮貼於此 
近半年內之二吋半身相片 2張浮貼於此       

(背後請註明中英文姓名背後請註明中英文姓名背後請註明中英文姓名背後請註明中英文姓名) 

嬰幼兒撫觸與按摩講師證件影本浮貼於此(影本可縮至 A4大小) 

匯款費用檢核表匯款費用檢核表匯款費用檢核表匯款費用檢核表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 (專精課程專精課程專精課程專精課程)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含國際研討會) 

NT$9,8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A 

NT$11,200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B 

.(含含含含同步翻譯耳機費同步翻譯耳機費同步翻譯耳機費同步翻譯耳機費) 

NT$11, 575 

住宿費住宿費住宿費住宿費 

(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 

單人房(一

大床) 

二人房 

(二小床) 

四人房(二

大床)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房型房型房型房型：：：：_________ 

1夜 

NT$2,000 

1 夜 

NT$2,400 

1 夜 

NT$3,000 
總費用合計：NT$___________ 

※請核對您所繳交的款項並在所選項目勾選確認!謝謝您! 

匯款人︰ 

 

服務機構/單位︰ 

聯絡電話︰ 手機： 

 

※※※※    請在匯款後，填妥此表並檢附匯款收據影本(請黏貼於下方)傳真至： 

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 FAX：03-5587728賴小姐收  

請於傳真後自行來電確認 TEL：03-553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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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820082008『『『『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專精專精專精專精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代訂中科大飯店住宿申請表代訂中科大飯店住宿申請表代訂中科大飯店住宿申請表代訂中科大飯店住宿申請表 

<訂房截止日訂房截止日訂房截止日訂房截止日:97.8.15 >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 2段 256 號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4-2246-5599  

 

房間規格房間規格房間規格房間規格 房型房型房型房型 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每間每間每間每間) 

精緻單人房 一大床 2000 元 

豪華二人房 二小床 2400 元 

豪華四人房 二大床 3000 元 

提供免費服務項目：早餐、免費室內停車、可免費使用健身房、商務中心及 

全館寬頻無線上網 。 

 
 
 
 

B 訂房資料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手機  傳真  

我要訂 □單人房 □二人房  □三人房  

住房日期: 97 年 9 月   日 至 97 年 9 月   日止 ;  共      晚。 

住房天數及費用:       天 ; NT$:         元整。 

共同住房人員姓名 1,            2,             3,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由於房數有限，請即早訂房，以免向隅！請填妥住宿調查表後，將訂房費用連同學費一併匯入新手

父母國際有限公司，以便完成訂房確認。謝謝您! 

本人所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本人所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本人所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本人所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並同意委由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代為訂定中科大飯店之住宿並同意委由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代為訂定中科大飯店之住宿並同意委由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代為訂定中科大飯店之住宿並同意委由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代為訂定中科大飯店之住宿。。。。若訂房後若訂房後若訂房後若訂房後，，，，

未在未在未在未在 15151515 日前取消日前取消日前取消日前取消，，，，飯店將收取飯店將收取飯店將收取飯店將收取 50%50%50%50%之住宿費之住宿費之住宿費之住宿費。。。。訂房後訂房後訂房後訂房後，，，，在在在在 7777 天天天天前取消者前取消者前取消者前取消者，，，，將不退費將不退費將不退費將不退費。。。。     

 

簽名簽名簽名簽名: 

 
 

填妥表格後，請於  8 月 15 日前將訂房表傳真至 03-5587728 

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 03-5534588 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 — 賴小姐。 

聯絡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AM10:00~PM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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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會場交通路線圖訓練會場交通路線圖訓練會場交通路線圖訓練會場交通路線圖 

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 會場交通路線圖會場交通路線圖會場交通路線圖會場交通路線圖 
  

 
 

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會場會場會場會場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交通路線圖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    指指指指    引引引引 

經由國道經由國道經由國道經由國道 1 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五權西路交流道下五權西路交流道下五權西路交流道下五權西路交流道下)：：：：  

  五權西路交流道下 → 文心南路右轉 → 建國北

路左轉(由文心路橋下穿越，勿上文心陸橋) → 直行

30公尺左邊為附設醫院大慶院區入口。 

經由國道經由國道經由國道經由國道 1 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中港交流道下中港交流道下中港交流道下中港交流道下)：：：：  

  中港交流道下 → 中港路往台中市區 → 文心南

路右轉 → 建國北路左轉(由文心路橋下穿越，勿上文

心陸橋)→ 直行 30公尺左邊為附設醫院大慶院區入

口。 

搭乘火車搭乘火車搭乘火車搭乘火車：：：：大慶車站下大慶車站下大慶車站下大慶車站下(僅區間車停靠約 15~30分

鐘一班列車)--->出站後右轉步行約十分鐘出站後右轉步行約十分鐘出站後右轉步行約十分鐘出站後右轉步行約十分鐘。。。。 

搭乘搭乘搭乘搭乘高鐵高鐵高鐵高鐵：：：：高鐵台中站下高鐵台中站下高鐵台中站下高鐵台中站下→→→→台鐵新烏日站台鐵新烏日站台鐵新烏日站台鐵新烏日站轉乘往台

中火車站區間車→轉往大慶車站 

搭乘搭乘搭乘搭乘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公車公車公車公車:統聯 73,79,85 至大慶車站或中山

醫學大學站下車，埔里線可搭全航客運至車站轉電聯

車至大慶車站下車 

 

搭乘高鐵搭乘高鐵搭乘高鐵搭乘高鐵 

可轉搭計程車：自高鐵台中站到中科大飯店，車程約 25 分

鐘。 

或可轉搭公車：仁友客運 105 公車，下車處在：崇德路 崇

德國中民俗公園站 

開開開開 車車車車 族族族族 

1.中山高速公路中清交流道下→往台中方向→環中路左轉

→崇德路右轉直走約 1500 公尺 

2.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 3 號)龍井交流道下→中彰快速

道路往北至環中路→崇德路右轉直走約 1500 公尺 

搭火車族搭火車族搭火車族搭火車族: 下車處下車處下車處下車處：：：：崇德路崇德路崇德路崇德路    崇德國中崇德國中崇德國中崇德國中((((民俗公園民俗公園民俗公園民俗公園)))) 

台中客運 131 132 公車，搭車處：中正路第一廣場   

台中客運 71 公車，撘車處：台中火車站                            

仁友客運 105 公車，搭車處：台中火車站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