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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多元輔助介入於特殊需求者之應用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odal Assisted 

 Intervention for Individuals with Special Needs 
 

一、 實施目的：藉由國際學者經驗交流與對話，促進國際間動物輔助、音樂介入等於特殊需求者之應用 

與活動，進行相關專業議題之探討與交流，提升我國相關專業人員對特殊需求者多元介入策略之 

專業知能。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三、 承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 協 辦 單 位 ： 財 團法 人 八 卦 寮 文 教基 金 會 、 星 星 兒打 擊 樂 團 、 橋 頭馬 術 中 心 、 

國 立 屏 東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 台 灣 犬 隻 教 育 訓 練 協 會 、 輔 英 科 技 大 學 物 理 治 療 

學系…… 

五、 活動時間：202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至 202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 

六、 活動地點：線上方式辦理 

七、 活動對象：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治療師、特殊教育教師、一般教師、大專資源教室輔導老師、教保

人員、研究生，計 120 名。 

八、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止。 

(一) 本研討會分 2 天報名，請自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辦理報名：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大專特教研習→依活動名稱搜尋「2021 多元輔助訓練於身心

障礙者之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 符合資格人員優先錄取，並以 E-mail 個別通知。 

(三) 請服務學校准予參加會議人員公差（假）與會。 

九、 聯絡資訊： 

(一) 電話：08-7663800~29003 (葉春鄉助理), 29002 (楊庭宜助理)  

(二) 聯絡信箱：2021maiis.tw@gmail.com (葉春鄉助理) 

十、 注意事項： 

(一)尊重演講者及論文發表人，請與會人員準時與會。 

(二)本研討會需每日簽到及簽退，後續將依實際參與時數核發研習時數。 

    (三) 研討會如遇颱風或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致會議取消，將以 E-mail 通知已報名 

       之學員，並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及本研討會網站公告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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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多元輔助介入於特殊需求者之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程 

時間 議程 地點 

12 月 10 日(五) 

09:00–09:20 報到、領取資料  線上方式辦理 

09:20–10:00 開幕式 國立屏東大學校長 

教育部長官代表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10:00–11:20 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關暟麗 

主講者：Caitlin Peters  

主題：Efficacy of Equine-Assisted Services for Autistic Youth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專題演講（二） 主持人：黃玉枝 

主講者：Uta  

主題：What's in a name?   

      馬匹輔助活動及治療的名稱及所產生的問題 

 

 

12:20-13:30 午間用餐   

13:30–14:30 論文發表（一） A1 

Assistance Dogs 

For Learning / 

Rehabilitation 

預計 4 篇 

B1 

Hippotherapy / 

Equine-Assisted Therapy 

For Learning / Rehabilitation 

預計 4 篇 

C1 

Music Therapy 

For Learning / 

Rehabilitatio 

預計 4 篇 

 

（輔助犬相關議題） 

主持人：王欣宜 

評論人：葉明理 

（馬匹輔助介入相關議題） 

主持人：蔡明富 

評論人：汪宜霈 

（音樂治療相關議題） 

主持人：楊淑蘭 

評論人：吳佳慧輔仁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論文一： 

報告人： 

論文一： 

報告人： 

論文一： 

報告人： 

論文二： 

報告人： 

論文二： 

報告人： 

論文二： 

報告人： 

論文三： 

報告人： 

論文三： 

報告人： 

論文三： 

報告人： 

論文四： 

報告人： 

論文四： 

報告人： 

論文四： 

報告人： 

14:30–15:00 休息/茶敘 
 

15:00–16:00 論文發表（二） A2 B2 C2  

  （輔助犬相關議題） 

主持人：江俊漢 

評論人：長庚 OT 1 

（馬匹輔助介入相關議題） 

主持人：胡心慈主任 

           (暫定) 

評論人：陳姝希 

輔英科大物理治療學系主任 

（音樂治療相關議題） 

主持人：陳麗圓 

評論人：張乃文 

東海大學音樂系 

     (暫定) 

  論文一： 

報告人： 

論文一： 

報告人： 

論文一： 

報告人： 

  論文二： 

報告人： 

論文二： 

報告人： 

論文二： 

報告人： 

  論文三： 

報告人： 

論文三： 

報告人： 

論文三： 

報告人： 

  論文四： 論文四： 論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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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地點 

報告人： 報告人： 報告人： 

16:00–16:20      

 

時間 議程 地點 

12 月 11 日(六) 

08:30–09:00 報到   線上會議 

09:00–10:30 專題演講（三） 主持人：王俞君老師(暫定) 

主講者：Erik 

主題：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專題演講（四） 主持人：鄭愷雯老師 

主講者：Prof. Gary Ansdell 

主題：Caring for Music, Caring for Ability. A Perspective from Music  

       Therapy 

12:10-13:30 午間用餐   

13:30–14:30 圓桌論壇 A3 B3 C3  

（輔助犬相關議題） 

主持人：祁偉廉 

        (暫定) 

（馬匹輔助介入相關議題） 

主持人：吳雅萍主任      

(暫定) 

（音樂治療相關議題） 

主持人：黃勤恩主任 

屏東大學音樂系系 

與談人一：:林宥榆 

          
與談人一：汪子瑄 

與談人一：林俐君/音樂

治療師瑪利亞社會福

利基金會(暫定) 

與談人二：長庚 OT 2 與談人二：黃國裕 

與談人二：林歆敏 

輔仁大學音樂系兼任

老師(暫定) 

與談人三：張明慧 與談人三：劉金枝 

與談人三：劉芳妤 

東海大學音樂系兼任

老師(暫定) 

14:30–15:50 休息/茶敘 海報論文海報尺寸 A0 直式  

15:50–16:50 閉幕式及頒獎 星星王子打擊樂團表演(110-15 分鐘  

影片回顧： 

主持人： 

頒獎者： 

16:50-17:00 賦歸   

 

 



 

 

2021多元輔助介入於特殊需求者之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徵稿啟事 
一、目的： 

藉由國際學者經驗交流與對話，促進國際間動物輔助、音樂介入等於特殊需求者之應用與活動，

進行相關專業議題之探討與交流，提升我國相關專業人員對特殊需求者多元介入策略之專業知

能。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研討會日期：2021年 12月 10日－11日（星期五、星期六） 

五、研討會網址：https://www.2021maiis.com.tw 

六、徵稿主題： 

（一）輔助犬在特殊需求者（各類身心障礙、高齡者等）之相關應用與效益。 

（二）輔助犬在學習、醫療、輔導、長期照護等之相關應用與效益。 

（三）馬匹輔助介入在特殊需求者（各類身心障礙、高齡者等）之相關應用與效益。 

（四）馬匹輔助在復健、醫療、教育、運動等之相關應用與效益。 

（五）音樂輔助在特殊需求者（各類身心障礙、高齡者等）之相關應用與效益。 

（六）音樂輔助在復健、醫療、教育、運動等之相關應用與效益。 

（七）動物輔助介入之多元應用與效益。 

（八）其他多元輔助介入（園藝、藝術、沙遊、遊戲、科技、芳香等）相關應用與效益。 

七、論文發表說明： 

本研討會採線上發表方式舉辦，分為口頭論文發表與海報論文發表。 

（一）口頭論文發表：每位發表者進行 15分鐘口頭發表，隨後是 3-5分鐘討論問答。 

（二）海報論文發表：每位發表者需依指定格式回傳檔案（請於研討會網站下載「海報發表樣

板」），於發表時段由大會於網站上進行展示，發表人需於發表時段開始前 10 分鐘進入線上會議

室。 

八、投稿說明： 

（一）摘要內容：本研討會接受摘要投稿，中、英文皆可，中文約 800至 1,000字，英文約 400

至 600 字（不含參考文獻），摘要內容應包含研究背景、目的、方法、結果與建議、關鍵字詞

（關鍵字詞勿超過 5個）。 

（二）排版格式：投稿格式請於研討會網站下載「論文摘要樣板」，依投稿格式自行完成排版。

版面邊界上下左右各為 2公分，若為中文題目應同時包含寫出英文題目，題目之字體大小請設定

字型大小 18號，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行距為單行間距，置中排

列。作者與單位請設定字型大小 13號，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行

距為單行間距，摘要請勿分段撰寫。 

（三）上傳稿件：投稿者請於研討會網站下載「著作權授權書」，完成後請於截稿日期前於研討

會網站上點選「投稿連結」，並依指示提供相關作者資訊、進行稿件及所需文件檔案上傳。 

（四）截稿日期：2021年 10月 30日（星期六）。 

（五）稿件審查：本研討會由論文評審委員進行雙向匿名審查，審查結果於 2021年 11月 15日

前公告於研討會網站，並以個別 e-mail通知通訊作者。 

九、聯絡人：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葉春鄉助理 

電話：（08）7663800分機 29003；電子郵件：2021maiis.tw@gmail.com  


	A095A0000Q0000000_110HC01904_1_18094237071
	A095A0000Q0000000_110HC01904_2_18094237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