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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TABA語言行為評估工具(VB-MAPP)-實務工作坊 

報名簡章 

一、 課程目標： 

1. 本次課程使用之評估工具為「語言行為評估工具」(Verbal Behavior Milestones 

Assessment and Placement Program, 簡稱 VB-MAPP)，作者是 Mark L. Sundberg 

Ph.D., BCBA-D。此套評估工具是以 B.F. Skinner的語言行為分析基礎，為自閉

症以及其他語言發展遲緩的兒童所設計的評估工具、課程指引，以及技能追蹤系

統。 

2. 期待透過一系列系統化的訓練課程，協助相關專業人員認識語言行為評估工具，

且能夠明確地評估孩子的各項能力，進而設計合適且完整的個別化教學計畫。 

二、 課程介紹： 

1. 本次工作坊分為初階班與進階班。 

2. 初階班課程內容包括 

(1)認識應用行為分析(ABA)基本概念 

(2)簡介語言行為教學以及評估工具 

3. 進階班課程內容分為兩大訓練主題：評估&課程設計，包含課程講解、實務操作

以及個案報告。實務操作部分，除了讓學員們在課堂中互相進行演練，也將安排

個案至現場進行實作練習，由講師帶領所有學員對個案進行評估，練習評估工具

之測評項目，並且針對個案能力設計合適且完整的個別化教學計畫。進階班共計

七個半天。 

4. 提供全程參與學員研習證明，作為早期療育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語言治療師繼續

教育積分之用。 

5. 將邀請國內具備應用行為分析國際認證，且實務經驗(評估、課程設計、教學)

達 10年以上之專業講師，現場指導學員學習及演練。 

三、 對象： 

 初階班：家長、教保人員、特教老師、醫療相關專業人員，共 50 人 

 進階班：已經上過初階班，並有實際個案可進行評估及教學之學員，共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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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表： 

 
初階班 進階班 

1/31 3/7 3/14 3/28 4/11  

8:45-9:00 報到 

9:00-10:20 
應用行為分析 

基本概念 

語言行為教學

模式介紹 

VB-MAPP評估

實務操作 
課程設計 

個案報告 

與討論 

10:20-10:30 休息 

10:30-12:10 
語言行為教學及

評估工具簡介 

VB-MAPP介紹 

及課堂演練 

VB-MAPP評估

實務操作 
課程設計 

個案報告 

與討論 

12:10-13:30 

 

午餐 

 

13:30-14:50 
VB-MAPP介紹 

及課堂演練 

VB-MAPP評估

實務操作 

語言行為在教學

實務上的應用 

14:50-15:00 休息 

15:00-16:20 
VB-MAPP介紹 

及課堂演練 

VB-MAPP評估

實務操作 

語言行為在教學

實務上的應用 

16:20-16:40 問題討論與作業說明 

(為達到研習成效，進階班學員須持續參與每堂課) 

五、 活動地點： 

台中愛心家園(1/31.3/7.3/28.4/11) 

地址:408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 

 

美國展望教育中心-台中中心  (3/14) 

地址:406台中市東區東英七街 176號 

六、 主辦單位：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TABA) 

聯絡人：林筱玲 社工   連絡電話：04-22153770 

地址：40153 台中市東區東英七街 176 號 

E-mail：tabatw@gmail.com 

七、 指導單位：教育部 

八、 協辦單位：SEEK美國展望教育中心 

          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mailto:taba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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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講師簡介： 

郭淑芬老師(國際認證副行為分析師 BCaBA #0-12-5179)  

學歷：1.台中教育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碩士班(就讀中) 

          2.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畢 

    經歷：  

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推廣班 工作坊講師 

2016~至今 廣州展翊中心教師(初中高階)培訓講師與資深行為技師督導 

2016-2018 中國精協(北京)CNABA應用行為分析資深教師培訓講師與督導 

2015-2018 中國精協(北京)CNABA應用行為分析教師培訓講師與督導 

自閉症總會自閉症應用行為種子教師培訓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研究助理 

現職：SEEK美國展望教育中心-亞洲區主任 

廣州展翊教育中心 視頻督導 (ABA個別療育、社交團體、融合、資深教師、

行為問題介入方案督導) 

 

顏巧雲老師(國際認證副行為分析師 BCaBA #0-17-8054)  

學歷:1.台中教育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碩士班(就讀中) 

     2.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畢 

經歷: 

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TABA)推廣班 工作坊專任講師 

2016-2018 TABA社交技巧團體課程 教師 

2016-2017中國精協(北京)CNABA應用行為分析教師培訓講師與督導 

2016~至今 廣州展翊中心教師(初中高階)培訓講師與督導 

2015-2016弱勢家庭療育服務方案 諮詢教師 

現職: SEEK 美國展望教育中心-台中中心 教學組長 

廣州展翊教育中心 視頻督導(個別療育、社交團體、資深教師、行為問題

介入方案督導) 

十、 課程費用： 

身分別 
費用 

備註 
初階班 進階班 

TABA正式會員 300 5,500 當年度有繳交年費者 

協辦單位會員/學生 300 5,500  

非會員 40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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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報名方式與截止日期： 

初階班-2021/1/22(五)或名額額滿，即截止報名。 

進階班-2021/2/24(三)或名額額滿，即截止報名。 

        報名連結: (請完成網路填表與費用繳交) 

            初階班 https://forms.gle/dq9A9H9NyaXGyAwD6 

            進階班 https://forms./f3NeuzoXDQwss1M18 

        繳費方式:。 

      1.劃撥帳號:22647003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 

        2.轉帳帳號:郵局代號 700  局號 0021438  帳號 0654381 

十二、 注意事項:   

1. 參與當天課程者，需為同一人，因關係研習時數核發(初階班須達 2hr；進階

班須達 14hr) ，不得當日為不同人出席，若經發現需補足報名費用；出席時

數未達特定時數者，僅提供實際上課時數證明。 

2. [初階班]上課日 3天前取消報名者，將扣除行政處理費(100元)，並退款剩餘

費用。上課日 3天內取消報名者，恕不退費，若為不可抗拒之因素，可退費，

但仍須扣除行政處理費(100元)。上課日 3天前未來信或來電告知取消報名

者，恕不退費。 

3. [進階班]上課日 3天前取消報名者，將扣除教材費(300元)以及行政處理費

(100元)，並退款剩餘費用。若已上課時數未達總時數 1/2，而提出申請退出

課程者，將依據剩餘時數進行退款。若已上課時數超過總時數 1/2，恕不退費。 

※請注意!非上班時間(下午五點過後)申請退費，皆為次日計算及辦理，請務

必提前提出。 

4. 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5. 本次課程恕不開放旁聽與現場報名。  

6. [行前通知]亦於活動前一週 E-mail至報名成功者，若未收到請電洽本會。 

7. 將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規定之防疫程序，參加學員需全程配戴口罩，

並於入場時測量體溫與消毒手部；若學員當天體溫達發燒標準，將不得參與研

習，本會將退還全額研習費用。 

8. 進階班不提供中餐，請學員自理，不便之處請見諒。 

9. 研習不授權錄音、錄影、或教材拍照，講師許可下除外。 

https://forms.gle/dq9A9H9NyaXGyAwD6
https://forms.gle/f3NeuzoXDQwss1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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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次課程，本會未提供語言行為評估工具(Verbal Behavior Milestones 

Assessment and Placement Program)，僅發放 VB-MAPP計分本(為研發單位授

權使用之版本)。需要語言行為評估工具之學員，請自行購買(目前中文版本只

有簡體版)。 

11. 語言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若需要申請積分的學員，請在填寫報名表

時，在備註處加填身分證字號。 

12. 以上注意事項，請學員留意並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