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療育及以家庭為中心之研習會-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兒童的專注力訓練與活動設計實務 

（線上直播） 

 

 

   110B013  【依據本會學術委員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一群充滿熱情、活力與隨興的勁量寶貝，總

是挑戰著父母與老師在親職教養與班級經營上的慣性，而讓大人常常感到頭痛

不已。但這群被俗稱過動兒的孩子，自我控制的缺乏本身也情非得已。無奈的

是，在專注力、活動量與衝動控制上的折扣表現，也常常衍生出後續的情緒管

理與人際關係上的混亂與困境。 

每個孩子都有棒的地方，ADHD 孩子也不例外。如何讓這群充滿創意與點

子、對於事物好奇、活力充沛、熱情有勁、體力十足、包容力強、貼心、不與

人計較、聰明、反應快、開心果、坦白無心機、健談與話題多等動感寶貝。透

過動、靜態遊戲與活動設計，以評估他們在專注力、衝動控制、情緒管理與社

會互動等能力表現。同時，進一步透過遊戲與活動設計內容，以提升 ADHD 在

這些領域上的最佳表現。 

 



 

本會特舉辦此次研習會，邀請資深專業的 U吳姿盈兒童職能治療師 U，擔綱此

次研習會講師，透過深入淺出的說明，介紹 ADHD 孩子的臨床表現及評估訓練

方法，藉由實例分析 ADHD 孩子常出現的問題，並提供促進其能力的訓練活動

和治療策略，課程內容相當豐富實用，機會難得，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中華民國復健醫學發展協會 

 

杏林國際教育中心 

 

時    間 大   綱 內 容 簡 介 座 長 

08:30-09:15 線上簽到 

08:50-09:00 致歡迎詞 理事長 

09:00-10:00 
認識專注力: 從兒童發展、活

動安排與環境因素了解專注力

運作 

從人 -環境 -職能模型 (PEO model)角度切

入，結合臨床實務經驗分享，了解兒童專注

力如何發展，以及常見的專注力問題如何形

成 

吳姿盈老師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認 識 注 意 力 不 足 過 動 症

(ADHD)兒童: 從診斷、臨床表

現、大腦機制等不同方面，了

解 ADHD 的核心問題 

透過 ADHD 兒童的診斷標準、臨床表現、

大腦機制等說明，結合臨床實務經驗分享，

了解 ADHD 兒童在生活中真實面臨的核心

問題與困境 

吳姿盈老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線上簽到退 

13:00-14:30 
以動制動的活動方案: 介紹如

何為ADHD兒童設計有效的動

態活動訓練 

從職能治療師的角度出發，介紹與分享實務

上如何為 ADHD 兒童設計動態活動，促進

專注力發展 

吳姿盈老師 

14:30-14:50 休息 

14:50-16:30 
從桌遊學習社交技巧與自我控

制 : 介紹如何運用桌遊幫助

ADHD 兒童成長 

從職能治療師的角度出發，介紹與分享實務

上如何為 ADHD 兒童選擇適合的桌遊，並

且透過適當的引導幫助兒童學習正向社交

技巧與衝動控制能力 

吳姿盈老師 

16:30 賦歸/線上簽退 

  
吳姿盈兒童職能治療師 ➪➪（42TU兒童職能治療師吳姿盈 U42T） 

學  歷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學士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就讀中) 

現  職 

東門國小特教班巡迴職能治療師 

新竹家扶中心定期合作親子課程講師 

善牧基金會定期合作親子課程講師 

各大幼兒園/學校/社區機構定期合作之專業講師 

快樂腳親子工作室創辦人 

兒童職能治療師吳姿盈 粉絲專頁經營者 

 

https://www.facebook.com/FunPlayWithOT


 

經  歷 

國家高考合格職能治療師 

IAIM 國際嬰幼兒按摩講師認證 

IKYA 中華民國兒童瑜珈協會教師認證 

永和醫院 兒童職能治療師 

馥康職能治療所 兒童職能治療師 

安禾診所 兒童職能治療師 

善牧基金會嬰兒之家 兒童職能治療師/早療外部督導/保姆培訓講師 

巧連智寶寶版育兒專欄作家 

   
34T身份別 費用 說明 

本協會會員 500 元 需為本協會正式有效會員 

護理人員 1000 元  

物理治療師（生） 1000 元  

職能治療師（生） 1000 元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1000 元  
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1000 元  

社工師 1000 元  

長照人員 1000 元 照服員、長照醫事人員、長照社工員、居服、居督、照專/督、個管專員 

其他人員 1000 元 上述各專業學（科）系學生、教師、家長及各機構社福等相關專業人員 

❒11/22(一)前報名且完成繳費者，原價 9 折優待。 

❒曾經參加本協會辦理之繼續教育課程之舊學員，優惠價 850 元/人。 

❒3 人以上同行立即享有優惠價 800 元/人。 

❒10 人以上同行立即享有優惠價 600 元/人。 

12T【註1】以上優惠不得重複！ 

12T 【註2】12T3 人(10 人)以上團報，可自行匯款(請填自己的銀行代碼及匯款帳號)。 

 或由其中 1 人代表匯款「課程總費用」，其餘好友仍需【個別】完成線上報名程序及填寫【個 人 e-mail】， 
 惟匯款金額、銀行代碼及匯款帳號皆鍵入「000」即可！ 

12T【註3】12T3 人(10 人)以上團報，線上報名時由團報代表人在【團報同行好友】欄位中填入 U全部團報

者姓名 U，其餘好友於該欄位填入 U團報代表人姓名 U。 

       醫事人員如有長照小卡，亦可同時累積長照積分  

認 證 單 位 繼續教育課程積分數 認 證 字 號 

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物理治療) 

專業課程 7 點 

台醫教繼物字第 1100221 號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職字第 110110102 號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全聯護會靖字第 110202748 號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台專護師會繼字第 11011441 號 

臺灣臨床心理學會 TACP 字第 110102029 號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臺諮心繼字第 110143 號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語言治療師) 聽語(語言)字第 1101015268 號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聽力師) 聽語(聽力)字第 1101015128 號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長照人員） 申請中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社工師） 專業知能 7 點 申請通過案號 A110100053 

 



 

  

 
陳小姐 0988-196633 /  07-3439710 /  LINE ID : @ rm daroc  

 42Tservice@rmdaroc.org42T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先繳費後再至本會線上報名系統，報名網址：42Thttp://signup.rmdaroc.org42T 

2. 請務必於完成繳費後二日內【符合優惠條件者請直接匯折算後的優惠價即可！】，

將匯款帳號（必填項目）登打入線上報名系統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3. 請於完成報名 24 小時後再進入線上報名系統查詢錄取名單（錄取與否）。 

4. 需要公文者敬請來電或 42Te-mail42T告知。 

5. 報名期間為 110 年 10 月 11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起至各場次上課日前 3 天止【第一

場 12/15】【第二場 12/22】，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 

繳費方式 

請一律使用 ATM 或網路 ATM 轉帳 

銀行代號：台灣銀行（004） 

轉帳帳號：224001-009925 

專屬 Line 社群 

為確保線上直播順利，本線上直播研討會備有專屬 Line 社群。 

【第一場 12/13 email 寄出加入連結】 

【第二場 12/20 email 寄出加入連結】 

請學員主動加入 Line 社群，加入後可隨時提出軟體操作相關問題，會有專人線上協助。 

  
1. 學員需自備能連接網路之設備(如手機、電腦、平板等)，並安裝 ZOOM 軟體(不需 

   要註冊帳號密碼)，如無網路者，請勿報名，謝謝。 

2. 因應審查單位規範，學員務必完成上下午簽到簽退共四次、課前/課後測驗及滿意

度問卷，始能認證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核發電子研習證書。 

3. 本會將於開課前七天，E-mail 上課通知單(含會議連結/Line 社群連結/簽到退表單

連結/前後測驗連結及滿意度問卷連結)給學員。未收到者，請主動與本會聯絡，謝

謝您的配合！ 

場次 日期 時間 直播地點 會議連結 

第一場 
2021/12/19 
（日） 9:00~16:30 ZOOM 研討會線上直播 2021/12/13 e-mail 寄出 

第二場 
2021/12/26 
（日） 9:00~16:30 ZOOM 研討會線上直播 2021/12/20 e-mail 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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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費用包含軟體費、講師費、電子研習證書。完成全程課程者始核發電子研習證

書，並協助登錄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 

5. 課前請詳閱簡章之課程內容或利用課程諮詢專線，報名後因故退訓，本會酌收行政

處理費 200 元，逾報名截止日後【第一場 12/15 23:59 前】【第二場 12/22 23:59
前】恕不予退費或轉課。 

6. 研習費用收據(需要核銷者)將於研討會結束後郵寄；收據開立日期以開課日為準。 

7. 直播當天，若因講師端、ZOOM 軟體端、跨海/全國網路連線異常(以新聞或有關

單位公告為準)等不可抗力事故，本會提供延期或退費，延期與退費辦法依本會會

後公告為準。 

8. 直播當天，若因觀眾端網路、設備操作等事故，導致無法正常觀看直播，恕本會無

法退費或轉課。 

9. 所有匯款明細請學員務必保留,以方便日後核對查詢付款之證明。如遇不可抗力之

因素或報名人數不足，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並保證退還全部之費用，若有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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