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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助產研究所、國立國防醫學大學護理系(所)與所有支持美國國際嬰

幼兒訓練中心完成 2005、2006 及 2007 年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認證課程的各個單位及友人，謝謝您

們的支持與肯定！我們非常感謝來自大家的支持，讓培訓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的專業，朝向更專業的

發展，讓台灣更多的家庭與嬰幼兒受益良多。 

 

歷經三年的專業講師訓練，已有 122 位醫護及嬰幼兒相關專業之學員完成訓練，榮獲嬰幼兒按

摩專業講師之合格國際證照。這些成員來自醫護學界的專才與菁英，包括大學教授、副教授、物理

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小兒科醫師、語言治療師、醫護專業人員及嬰幼兒學前教育專業人員等，參

與學員皆對訓練所帶來的成長給予高度的肯定。更有越來越多的學員表示希望能繼續開啟專精課程

的部份。同時，也對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負責人馬利亞‧彌賽亞(Maria Mathias)女士及維吉尼

亞‧萊德(Virginia Laadt)博士致謝，感謝她們能將數十年的服務經驗與我們臺灣的醫護專業分享。 

 

 2008 年的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認證訓練，除了延續去年的課程之外，也將針對如何有效地運用

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來支持嬰幼兒及其家庭以促進高危險群嬰幼兒之身心健康。讓醫療單位更

可以有效運用團隊資源與醫療成本之節約。同時，我們也將教導正常嬰幼兒按摩及早產兒按摩的實

務操作，讓臺灣與嬰幼兒相關的醫護及專業工作者能在臨床上，更善用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的技術，

幫助臺灣的寶寶、父母及其家庭。今年的訓練課程是由台中榮民總醫院新生兒科陳昭惠主任、美國

國際嬰幼兒訓練中心負責人馬利亞‧彌賽亞女士及維吉尼亞‧萊德博士及美國國際嬰幼兒訓練中心

臺灣區賴慧滿主任，會商討論後所決定的訓練課程。 

 

在此要感謝 2008 年協辦「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為生命創造不同」國際研討會

之各共同承辦單位：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台中榮民總醫院新生兒科。謝謝大家的

支持，讓 2008 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基本訓練課程，更加豐盛圓滿。 

衷心熱情的邀請您與我們一起參與『愛的撫觸與嬰幼兒按摩』的新學，使我們在照顧嬰幼兒與

協助家庭時，更得力、更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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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國際嬰幼兒訓練中心及其相關訓練課程簡介國際嬰幼兒訓練中心及其相關訓練課程簡介國際嬰幼兒訓練中心及其相關訓練課程簡介國際嬰幼兒訓練中心及其相關訓練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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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由美國護理資格審查

中心 (American Nurses Credentialing Center)委任美國新墨西哥州護理協會 (New Mexico Nurses 

Association) 核准提供護理延續教育的機構。同時，也是按摩治療暨身體工作國家認證委員會(The 

National Certification Board for Therapeutic Massage and Bodywork (NTCTMB))所核准的延續教育機

構。美國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提供各種相關嬰幼兒專業撫觸的認證訓練及醫院院內、院外之在

職繼續教育課程，並授予國際認可的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證照，合格講師遍佈全球。 

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係由馬利亞‧彌賽亞(Maria Mathias)女士及韋恩‧彌賽亞(Wayne 

Mathias)先生兩人偕同創設，夫婦兩人在 1980 年代即投入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的提倡與推廣。國際嬰

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已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目前由韋恩‧彌賽亞(Wayne Mathias)先生擔任行政執行

長。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的基本及進階訓練由馬利亞‧彌賽亞(Maria Mathias)女士負責。此外，國際嬰

幼兒按摩訓練中心還有 8 位重要成員；包括 Dr. Virginia L. Laadt, Braulio Montalvo, MA., Arlinda 

Michael RN, BSN., Kim Willard, PT., Jean Anne Zollars, MA, PT., Jean Anne Zollars, MA, PT., Maggie 

Wille, OT Healing Touch Practinorer, Annette Kohn-Lau,  Pediatric 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ist.  

二十年來，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已經完成訓練近 7000 位的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遍佈全

球。這些合格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包括生產教育師、社工師、早療專家、語言治療師、個案工作師、

醫生、按摩治療師、護理人員、助產師、專業陪產員、哺乳諮商師、嬰幼兒專家、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兒童心理師等專業。同時，也有將近 10,000 個家庭直接接受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所

發展的以家庭為中心介入取向的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的教學課程。 

以家庭為中心介入教學課程以家庭為中心介入教學課程以家庭為中心介入教學課程以家庭為中心介入教學課程(Family Centered Massage Intervention Approach)：是一個以家庭為中

心之照護取向，由具有按摩相關實務經驗及豐富知能的訓練師及助理訓練師之教導下，學習由醫院、

家庭訪視至社區服務的各種介入模式。學習將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的教學，依個別嬰幼兒與其家庭之

獨特性而設計合宜的教學課程與內容。在此教學取向裡，提供嬰幼兒/兒童及其家庭的評量、神經行

為的觀察、按摩擺位以支持孩子發展上的進步。此外，以家庭為中心介入教學課程，鼓勵親子互動，

建立良好依戀關係以及講師與家庭間的信任。 

 

在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認證之專業講師是終生有效在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認證之專業講師是終生有效在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認證之專業講師是終生有效在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認證之專業講師是終生有效，，，，您不需要持續繳交會費來您不需要持續繳交會費來您不需要持續繳交會費來您不需要持續繳交會費來保持講師證保持講師證保持講師證保持講師證

照的有效期限照的有效期限照的有效期限照的有效期限。。。。同時，訓練中心所提供專業的進階課程，讓您在工作時面對生理或環境上為高危險

群或特殊需要的嬰幼兒，有更多實務技術上的學習。此外，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也提供個人在

嬰幼兒撫觸與按摩專業上的督導與諮詢服務。 

 

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的訓練課程如下： 

◆核心課程 ─ 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認證課程 

◆專精課程 ─ 高危險群及特殊需要幼兒的撫觸與按摩課程 

◆在職訓練 ─ 依特定醫院之個別需要量身打造的嬰幼兒撫觸與按摩課程 

以上之進階課程，都要先接受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基本課程──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認證

課程之後，才能繼續研修。未來，這類的進階課程也會在臺灣逐漸開辦，為臺灣培訓出更專精的撫

觸與按摩醫護專才。 

有關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的詳細資料，請自行參閱 http://www.infantmassage.com ; 

http://www.bbtou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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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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臺灣區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認證臺灣區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認證臺灣區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認證臺灣區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認證核心核心核心核心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壹壹壹壹、、、、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一一一一、、、、課程結構課程結構課程結構課程結構 

     這是第四年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在臺灣開辦的嬰幼兒按摩講師訓練課程。今年的訓練

仍是「以家庭為中心之介入按摩教學課程」(Family Centered Massage Intervention Approach)

的最新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知能技術的課程為主，並以「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

為生命創造不同」知能為輔，再隨著參與學員互動過程中來彈性調整課程，以期課程能切合學

員之需。 

 

二二二二、、、、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嬰幼兒按摩嬰幼兒按摩嬰幼兒按摩嬰幼兒按摩核心訓練核心訓練核心訓練核心訓練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上，我們將協助學員獲得以下的成效： 

� 充分了解嬰幼兒及成長中幼兒按摩的種種益處。 

� 示範對健康寶寶的撫觸與按摩手法技巧與程序。 

� 了解親子連結與依戀的過程和運用撫觸與按摩課程之有效講授策略來增強親子關係的

建立。 

� 辨識嬰幼兒啼哭釋放的能力與技能之教導，並對其家庭及父母在嬰幼兒啼哭過程中提

供支持的技巧之教導。 

� 能因應個別家庭的獨特性給予合適的嬰幼兒按摩課程教學。 

� 了解相關撫觸與按摩在醫療與生理上的預警條件。 

� 了解支持發展照護取向對嬰兒及其家庭的長遠效益。 

� 運用對支持發展照護取向來了解嬰幼兒及家庭，並設計合宜的嬰幼兒按摩課程。 

� 學習對家庭有效講授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的技巧。 

� 學習觀察嬰幼兒神經行為，根據嬰幼兒個別需要給予適合的撫觸與按摩手法。 

� 示範與講解有效的親職教育的助人藝術與技能。 

� 教導如何辨認嬰兒的訊息及如何針對寶寶的個別差異更適當地發展出適合嬰幼兒的個

別按摩手法。 

� 針對嬰幼兒脹氣及不明啼哭等症狀，示範與教授如何處理與按摩寶寶的技能。 

� 講解與示範早產兒的撫觸與按摩手法。 

� 學習辨識良好的溝通模式，有效支持父母親及相關照護者的知能。 

 

(二二二二)在在在在『『『『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為生命創造不同為生命創造不同為生命創造不同為生命創造不同』』』』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上，我們將協助

學員得到以下的成效： 

�透過行為和互動的確定和解釋，發現嬰兒和家庭的溝通型態。 

�確認嬰兒生物醫學差益的症狀，這些差異產生後續問題的風險性極高。 

�確認產生後續發展、學習和關係問題之高危險嬰兒的生理和社會─情緒環境/家庭狀況 

�在日常嬰兒照顧、常規和家庭的溝通中確認促進嬰兒發展的機會。 

�透過預防性介入決定協助家庭處理嬰兒相關問題的方法(氣質敏感、自我調節、神經動

作、餵食和依戀關係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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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課程進行的方式課程進行的方式課程進行的方式課程進行的方式(全程現場口譯全程現場口譯全程現場口譯全程現場口譯) 

(一)演說與研討： 

 針對嬰幼兒之發展與成長、嬰幼兒行為觀察與訊息之了解與認識、撫觸的研究與實務等，

配合視聽等媒體的各種途徑進行講解與說明。 

(二)體驗式學習與相互交流： 

 在實際全身參與投入學習的過程中，您將有機會親自練習撫觸的技藝，您有機會表達自己

及聆聽他人的體驗，從而進一步的深入學習嬰幼兒按摩的藝術。 

(三)觀察練習、學習與討論： 

 觀察在這個訓練課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部份。您將在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負責人馬利

亞‧彌賽亞女士所設計的觀察課程中，以快速有效的方式學習到有關於嬰幼兒按摩的知識

與實務技術。 

(四)實習教學與演練： 

 學員將有機會進行嬰幼兒按摩親子課程的教學，讓學員能運用課堂所學，實際練習教學的

技藝。 

(五)與訓練師交流： 

 我們將提供難得的機會，讓您與國際知名的權威與專家進行交流與討論。同時，您也可以

針對自己的問題與其請益及交流，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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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訓訓訓訓練師資練師資練師資練師資 

一一一一、、、、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負責人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負責人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負責人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負責人─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彌賽亞女士彌賽亞女士彌賽亞女士彌賽亞女士(Maria Mathias) 

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負責人馬利亞‧彌賽亞女士(Maria Mathias)，是大師級的嬰幼兒按

摩訓練師，許多已經非常傑出的嬰幼兒按摩訓練師都曾受教於她，並以曾接受過她的訓練為專

業生涯中的至高榮譽。馬利亞‧彌賽亞女士不但是國際嬰幼兒按摩協會(I.A.I.M.)的創會發起人

及重要成員之一，並協助研發專業講師訓練課程，對於全球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的推廣及發展，

功不可沒。馬利亞‧彌賽亞女士二十餘年來，不只在美國境內不斷地訓練嬰幼兒按摩的專才，

並至無數會議中演說，傳播愛的撫觸的重要性。她更接受來自全球無數國家的邀請，為很多不

同國家的相關嬰幼兒工作者舉辦嬰幼兒按摩訓練的權威與專家。 

二十五年來，她以嬰幼兒按摩專家(Infant Massage Specialist)的專才，為醫療系統中實際與

各種高危險群的寶寶、父母與家庭服務，並對各種特殊高危險群嬰幼兒之撫觸，有著豐厚的實

務經驗，她本身不止擁有著豐富的教學與訓練經驗，也是一位活力創意十足的嬰幼兒撫觸與按

摩的實務工作者。因應世界對於嬰幼兒撫觸與按摩知能的了解與提昇，對於高危險群嬰幼兒研

發適合個別嬰幼兒及其家庭的親子撫觸與按摩的教學課程，以符當代家庭及社會對撫觸與按摩

專業之需求。 

1996 年，馬利亞‧彌賽亞女士發展出嬰幼兒撫觸與按摩進階課程，她針對在生理上及環境

上的高危險群特殊嬰幼兒，創發一套撫觸、按摩與互動的專業課程，提供給家有高危險群嬰幼

兒父母的專業工作者，在撫觸與按摩上完整與有效的專業教導，讓從事臨床實務工作者，能更

進一步地適當照顧特殊的嬰幼兒及其家人與家庭。在這個為臺灣實務工作者量身打造的嬰幼兒

按摩訓練課程中，您將接受到許多相關於嬰幼兒按摩的實務經驗指導與分享，這將有助於您在

與嬰幼兒工作實務上，有莫大的助益。 

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負責人馬利亞‧彌賽亞女士(Maria Mathias)曾受邀於 Amazing 

Newborn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Parent-to-Parent Conference, Blind and Deaf Regional Conference, 
Magic Years Conference, American Massage Therapy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Ninth Annual 
Statewide Conference on Deaf-Blilndness & Multiple Disabilities, I.A.I.M 3rd Annual Conference, 

National Physical Therapy Convention等各項相關嬰幼兒保健之區域性或國際性會議進行演說或

發表研究，就嬰幼兒按摩與撫觸領域的豐富實務工作經驗，與專業菁英們分享，並受到與會者

的肯定；她也是最早將嬰幼兒按摩專業訓練帶入紐西蘭、澳洲及歐洲的嬰幼兒按摩專才。此外，

她也經常接受醫院的邀請，例如，佛羅里達州好萊塢市地區紀念醫院、印地安那州印地安那玻

里斯市聖法蘭克斯醫院等，直接為院內與院外專業進行在職專業訓練。 

 

二二二二、、、、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協同訓練師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協同訓練師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協同訓練師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協同訓練師─維吉尼亞維吉尼亞維吉尼亞維吉尼亞‧‧‧‧萊德博士萊德博士萊德博士萊德博士(Virginia L. Laadt) 

維吉尼亞‧萊德(Virginia L. Laadt)博士是開創新墨西哥州健康科學中心，小兒神經醫學科發

展照護計劃的重要成員，並為小兒科的助理教授。維吉尼亞‧萊德博士之臨床、教學及研究特

別專長於高危險群的新生兒、嬰兒及其家庭，專精於個別性嬰兒神經行為評估、預防介入措施，

以及促進嬰兒與家庭的健康。她的博士學位專攻生物行為的生態人類學，培養她對嬰兒及家庭

關係的獨到見解。維吉尼亞‧萊德博士係新生兒加護病房之危險鑑別分類系統程序的主要作

者，這套原則指導臨床醫護人員及服務機構，能關注新生兒加護病房、家庭及社區的嬰兒長期

神經行為與家庭議題。維吉尼亞‧萊德博士是美國職能治療協會新生兒加護病房全國職能新生

兒科的特別工作小組成員，在全國與州立分會擔任重要委員。 

     維吉尼亞‧萊德博士在其專業領域中甚為活躍，並參與多項專業學會；例如 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res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fant Studies,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Parent Reaching Out, Association for Care of Children’s 
Health, Neurodevelopmental Treatment Association, New Mexico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Pi Theta Epsilon。 

維吉尼亞‧萊德博士將在訓練的第一天，為大家專題講授『『『『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

性介入性介入性介入性介入────為生命創造不同為生命創造不同為生命創造不同為生命創造不同』』』』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將有助於學員更加了解如何協助新生兒、正常與高危

險群嬰幼兒及其家庭，並在專業上增加對嬰幼兒撫觸與按摩更深入的認識、了解與運用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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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認證過程認證過程認證過程認證過程 

 這個認證過程包括全程參與五天的嬰幼兒按摩訓練課程、成功的完成檢定測驗(Take-home exam)

與在三個月內完成對五個家庭的實習教學。參與學員必需通過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的同儕評閱

系統，在訓練師及國內醫療界的專家學者的確認下完成認證。認證通過者，將成為國際嬰幼兒按摩

訓練中心的會員，榮獲由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頒發國際認可之合格基本課程嬰幼兒按摩講師證

書，以及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所頒給的結業證書。 

 

肆肆肆肆、、、、受訓之成效與益處受訓之成效與益處受訓之成效與益處受訓之成效與益處 

一、成為學養豐富、訓練有素且穩健的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 

二、增加臨床實務工作的職能。 

三、能面對不同類型與個別嬰幼兒及其家庭需要，發展並設計合適個別差異的嬰幼兒撫觸與教學。 

四、更有效與自然的支持及協助高危險群嬰幼兒及其家庭。 

五、訓練結束當日，美國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頒發參與「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

─為生命創造不同」國際研討會與嬰幼兒按摩講師訓練之研習證明書一張，證明學員確實參加

此訓練課程。此證明是由美國護理資格審查中心(American Nurses Credentialing Center)委任美國

新墨西哥州護理協會(New Mexico Nurses Association) 核准提供護理延續教育的機構─美國國際

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所發給，證明上面詳載參與學員之教育時數。 

六、訓練結束當日，由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頒發參與「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

為生命創造不同」國際研討會與嬰幼兒按摩訓練之研習證明書一張，證明學員確實參加此訓練

課程。 

七、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證照。(需全程參與學習、通過學測及完成實習教學) 

(1) 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頒發國際認可之基本課程嬰幼兒按摩專業講師合格證書一張。 

(2)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頒發嬰幼兒按摩講師結業證書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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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報名說明報名說明報名說明報名說明 

一一一一、、、、適合參加訓練者適合參加訓練者適合參加訓練者適合參加訓練者：：：： 

由於訓練師本身有豐富的臨床工作經驗，歡迎在臨床實務與教學上會接觸到家庭與嬰兒的工作

者，如：婦產科和小兒科醫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治療師、社會工

作師、早療教師、相關嬰幼兒教育與保育實務者、研究工作者與嬰幼兒照顧者及社會大眾等來參與訓練。 

 

二二二二、、、、訓練日期及地點訓練日期及地點訓練日期及地點訓練日期及地點：：：： 

(一)訓練地點： 

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大慶院區大慶院區大慶院區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行政大樓 12樓樓樓樓 慶壽慶壽慶壽慶壽國際會國際會國際會國際會議廳議廳議廳議廳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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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 2 段 256 號)  

 (二) 訓練日期：：：：民國 97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至 9 月 10 日(星期三)共五天 

嬰幼兒按摩課程時間表 

日  期 時  間 地點 

97/9/6(星期六) ０８：３０～１７：２０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 

97/9/7(星期日) ０８：３０～１７：００ 台中中科大飯店會議室 2F 

97/9/8(星期一) ０８：３０～１７：００ 台中中科大飯店會議室 2F 

97/9/9(星期二) ０８：３０～１９：００ 台中中科大飯店會議室 2F 

97/9/10(星期三) ０８：３０～１７：００ 台中中科大飯店會議室 2F 

~~請務必出席以上所有課程請務必出席以上所有課程請務必出席以上所有課程請務必出席以上所有課程~~ 

 

三三三三、、、、報名名額報名名額報名名額報名名額：：：： 

本訓練課程僅開放 40位訓練名額(需可參加全程五天的訓練課程)。 

 

四四四四、、、、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報名對象報名對象報名對象報名對象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含含含含 97/9/06研討會加租翻譯耳機研討會加租翻譯耳機研討會加租翻譯耳機研討會加租翻譯耳機)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NT$42,980(每人) NT$43,355(每人) 
個人 

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 NT$44,280(每人) NT$44,655(每人)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NT$42,000(每人) NT$42,375(每人) 團體/協辦單位 

(4 人為一單位) 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 NT$43,500(每人) NT$43,875(每人)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NT$41,380(每人) NT$41,755(每人) 96.6.30前報名者前報名者前報名者前報名者

(不分個人、團體) 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專業人士 NT$43,000(每人) NT$43,375(每人) 

※訓練學費內含： 

1.每日午餐及餐點。 

2.嬰幼兒按摩訓練以及『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

育與預防性介入─為生命創造不同』國際

研習訓練(必修) 學費。 

3.中英對照講義一本及美國國際嬰幼兒按摩訓

練中心編著之嬰幼按摩兒專業講師手冊(中

英合譯本，一本)。 

4. 訓練專用袋一只。 

5. 示範練習專用歐美進口娃娃一個市值

NT$3,500。 

6.天然冷壓甜杏仁油 100ml 一瓶/（及做為未來實

習教學用 50ml 五瓶） 

7.嬰幼兒撫觸與按摩(賴慧滿著)，城邦集團新手父

母出版社出版 

8.精美紀念禮物一份。 



 7 

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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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電洽詢並確認報

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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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傳真報名表(免附件) 

 

2 

 

‧ 審查通過後，請

於 10日日日日內繳清

學費，以便確定

保留受訓名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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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共三張 

3.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4. 專業證照影本(含畢業證書及各類

專業證照影本) 

※以學生身分報名請附上學生證影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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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認證訓練通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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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97年年年年 8月月月月 15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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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參加者注意事項參加者注意事項參加者注意事項參加者注意事項    

在決定參與這項訓練時，請事先安排您的個人時間，清楚認知您需要全程參與並完成所有訓練師要求的檢定

過程，在完成後才予以認證通過。另外，為尊重訓練中心的智慧財產權及每位參與學員之權益，請務必遵守

及配合所訂定之規則。 

一、基本規則基本規則基本規則基本規則：：：： 

在參與這項媲美國際的高水準訓練課程，為使所有參與學員能獲得最大的效益，有賴全體參與

學員共同遵守及履行以下基本規則： 

1.對訓練內容、進行方式與過程，絕對保密。 

2.守時，以利活動時間的有效進行。 

3.需全程參加五天課程。 

4.不在上課時間交談而影響上課的進行。 

5.在課堂上，請關閉手機。 

6.照顧自己，進食適量食物，且睡眠充足；並於不適時，即時照顧自己。 

7.在課程期間，在顯眼處戴上名牌，在每天課程結束後交回名牌。 

8.未經同意，不准在課堂上錄音、拍照。 

9.請遵照訓練師之指令，若有不懂之處，請立即詢問，您將獲得協助。 

10.請抱持開放的態度來學習，並在體驗與學習過程中全神專注。 

二二二二、、、、食物與休息食物與休息食物與休息食物與休息：：：： 

 在這五天的課程中，請照顧好自己，有足夠的休息與睡眠及攝取營養食物，並適時地補充水份；

當您用放鬆的心情來學習時，您的學習將更有效也更專注。我們會在每兩個小時之間，有休息

的時間，每天也會有一個小時的午休與進餐；我們會提供合菜午餐，也會在休息時間提供點心，

茶水則隨時都為您準備著。 

三三三三、、、、服裝與應準備之物品服裝與應準備之物品服裝與應準備之物品服裝與應準備之物品：：：： 

 上課期間之服裝以輕鬆輕便的褲裝為主；同時，也建議您攜帶外衣以備氣溫轉變時穿脫之便。

並請您將為學員預備的教材與背袋帶來，其中包括教學用娃娃一個、按摩油一瓶、國際嬰幼兒

按摩訓練中心編纂的講師手冊(中英合譯)一本、嬰幼兒按摩全書一本。另請準備坐墊，讓您上課

時可以更舒適。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注意事項其他重要注意事項其他重要注意事項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1. 參與「嬰兒與家庭的早期療育與預防性介入─為生命創造不同」國際研習訓練(必修) 若需

要同步耳機費為 NT$375，請備妥證明文件如駕照、健保卡等以便換取租用設備。 

2. 97/9/06 當天中山醫大附設醫院之車位有限，請有開車前往之學員事先提報車號，以便安排

停車。當然，請您儘量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以舒解車位不足之困。 

3. 為配合行政院環保署規定會議不提供紙杯，請自備杯子與會。 

4. 97/9/9(星期二)，課程結束後，將會有一個派對時間。在這段社交時間裡，學員間可以互相

討論並規劃教學實習。派對最晚將於晚間七點結束。請事先排出您的時間，以便參加。 

 

柒柒柒柒、、、、相關資料參考相關資料參考相關資料參考相關資料參考 

◎美國國際嬰幼兒按摩訓練中心 http://www.infantmassage.com ; http://www.bbtouch.com.tw 

◎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相相相相 關關關關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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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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證照國際證照國際證照國際證照認證訓練認證訓練認證訓練認證訓練────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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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含租用含租用含租用含租用 9/6研討會翻譯耳機費研討會翻譯耳機費研討會翻譯耳機費研討會翻譯耳機費$375)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協辦協辦協辦協辦 6/30前繳費前繳費前繳費前繳費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協辦協辦協辦協辦 6/30前繳費前繳費前繳費前繳費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42,980 □ $42,000 □ $41,380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43,355 □ $42,375 □ $41,755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團體以 4

人為單位) 專專專專業業業業

人士人士人士人士 
□ $44,280 □ $43,500 □ $43,000 

專專專專業業業業

人士人士人士人士 
□ $44,655 □ $43,875 □ $4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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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介紹人報名介紹人報名介紹人報名介紹人  研討會當天會開車之車號研討會當天會開車之車號研討會當天會開車之車號研討會當天會開車之車號：：：： 介紹人電話介紹人電話介紹人電話介紹人電話/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希望藉希望藉希望藉希望藉此此此此課課課課

程達到的三程達到的三程達到的三程達到的三

個成果個成果個成果個成果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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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證件驗收報名證件驗收報名證件驗收報名證件驗收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含租用翻譯耳機費含租用翻譯耳機費含租用翻譯耳機費含租用翻譯耳機費$375) 

類別 學生 專業人士 類別 學生 專業人士 

個人 □□□□$42,980 □□□□$44,280 個人 □□□□$43,355 □□□□$44,655 

團體/協

辦 
□□□□$41,000 □□□□$42,500 

團體/協

辦 
□□□□$42,375 □□□□$43,875 

6/30前 □□□□$41,380 □□□□$43,000 6/30前 □□□□$41,755 □□□□$43,375 

□ 報名表            

□ 身份證影本(學生 

需另附學生證影本) 

□ 專業證照影本(含 

畢業證書及各類專

業證照影本) 

□ 相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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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證照國際證照國際證照國際證照認證訓練認證訓練認證訓練認證訓練────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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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請背後請背後請背後請註明中英文註明中英文註明中英文註明中英文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身份證正面正面正面正面影本黏貼於此 身份證反面反面反面反面影本黏貼於此 

 

學歷證件影本浮貼於此(影本可縮至 A4 大小) 

※學生身份檢附學生證影本一併浮貼於此 

專業證照影本浮貼於此(影本可縮至 A4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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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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證照國際證照國際證照國際證照認證訓練認證訓練認證訓練認證訓練────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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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 B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II 

 (含租用翻譯耳機費含租用翻譯耳機費含租用翻譯耳機費含租用翻譯耳機費 NT$375)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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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學生 專業人士 類別 學生 專業人士 規格 /間/天 /間/天 

個人 □□□□$42,980 □□□□$44,280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43,355 □□□□$44,655 
單人房

(一大床) 

1夜 

NT$2000 

(     夜) 

NT$ 

團體/

協辦 
□□□□$42,000 □□□□$43,500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協辦協辦協辦協辦 
□□□□$42,375 □□□□$43,875 

二人房 

(二小床) 

1夜 

NT$2400 
(     夜) 

NT$ 

6/30前 □□□□$41,380 □□□□$43,000 6/30前前前前 □□□□$41,755 □□□□$43,375 
四人房

(二大床) 

1夜 

NT$3000 

(     夜) 

NT$ 

※請核對您所繳交的款項並在左列表上打勾確認!謝謝您! 總費用合計：NT$___________ 

匯款人︰ 

 

服務機構/單位︰ 

聯絡電話︰ 手機： 

簽名簽名簽名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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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 

款 

收 

據 

影 

印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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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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證照國際證照國際證照國際證照認證認證認證認證核心核心核心核心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 

代訂代訂代訂代訂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住宿申請表住宿申請表住宿申請表住宿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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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訂房規格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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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意委由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代為訂定並同意委由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代為訂定並同意委由新手父母國際有限公司代為訂定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中科大飯店之住宿之住宿之住宿之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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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飯店飯店飯店將收取將收取將收取將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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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前取消者天前取消者天前取消者天前取消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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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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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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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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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