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 VB-MAPP 評估師培訓簡章 

 

VB-MAPP 是 Verbal Behavior Milestones Assessment and Placement Program

的縮寫，譯為“語言行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程式”。它是一套國際公認的評估孩子語言和

行為能力的評估和追蹤系統，其主要理論基礎為應用行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簡稱 ABA）的教導方法以及 Skinner 的語言行為分析，其目的是為所有言語、

發育遲緩的兒童提供一個以行為為基礎的語言行為評估工具，給教育工作者為孩子定制

個別化干預提供方向。 

 

為推動臺灣在早期療育階段兒童介入前的評估業務發展，全面提升早期療育階段兒

童 VB-MAPP 評估水準，社團法人彰化縣正向行為支持協會和北京藍土課堂，已於 2022

年 5 月辦理第 1 期“VB-MAPP 評估師實操培訓班”，並訂於 2022 年 8 月舉辦第 2 期

“VB-MAPP 評估師實操培訓班”。 

 

本次培訓班邀請到藍土課堂的 VB-MAPP 授課團隊全程講解，分為理論與實操兩個

部分。理論部分採用錄播課的形式，在實操前 2 週開始線上學習並依安排時程繳交作業。

實操部分採用遠程督導的形式上課，包括實操教學、課堂練習、一對一指導等環節設置。 

 

為學員們提供“督導式”學習環境，最大程度上還原工作中實際場景，提升學習品質，

保證學習效果。學員通過測試取得證書即可開展 VB 專項評估，無後續收費。減少機構

開展 VB 評估的前期投入，更有利於機構開展評估教學活動。具體培訓班相關事宜介紹

如下： 

 

一、VB-MAPP 評估師培訓時間安排 

VB-MAPP評估師培訓-第 2期 

1. 理論錄播課程學習時間： 

8 月 8 日-8 月 19 日（每天學習時間不限，利用碎片化時間即可學習） 

2. 實操督導課程學習時間： 

8 月 20､21､27､28 日（六、日 每天 9:00-12:00&14:00-18:00 開展實操督導學習） 

 

二、VB-MAPP 培訓整體安排 

日期 時間 日程安排 

8/8～8/19 自行安排時間學習 
提交作業及線上課程階段性測試

8/8。11、15、17 

8 月 19 日 20:30-21:00 線上督導答疑 



8 月 20 日 
上午 9:00--12:00 

開班儀式及理論回顧 

里程碑實操練習及督導 

下午 13:00—17:00 里程碑實操練習及督導 

8 月 21 日 
上午 9:00--12:00 里程碑實操練習及督導 

下午 13:00—17:00 里程碑實操練習及督導 

8 月 27 日 
上午 9:00--12:00 里程碑實操練習及督導 

下午 13:00—17:00 轉銜+障礙實操練習及督導 

8 月 28 日 
上午 9:00--12:00 評估綜合技能總結 

下午 13:00—17:00 VB-MAPP 實操考核 

 

三、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彰化縣正向行為支持協會 

    晴天種子行為分析顧問有限公司 

    北京藍土課堂 

 

四、協辦單位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晴天種子行為分析顧問有限公司 

 

五、報名對象及人數 

（一）報名對象 

1、早期療育機構負責人或教學主管（包括醫院和特殊學校）。 

2、從事早期療育工作一年或以上的專業技術人員。 

3、本次報名不受學歷限制。 

（二）報名人數 

限招 30 人（分小組學習實操，以報名時間先後，先到先得） 

六、報名時限 

第 2 期報名截止時間：2022 年 8 月 5 日  

七、培訓費用 

VB-MAPP 理論課程+實操培訓原價：25200 元 

台灣場 VB-MAPP 培訓優惠價：23800 元 

主辦及協辦單位會員報名優惠價：23800 元（2022/07/10 報名早烏價 22800 元） 

*費用含 VB-MAPP 理論、實操培訓費用、VB-MAPP 評估手冊一份及實操培訓

證書製作費（不含稅額 5%）。 

 



八、報名流程 

1. 請至 http://twsunnyseeds.com/vb-mapp_training-tw/ 

https://twsunnyseeds.com/vb-mapp_training_tw/填寫報名表 

或加入「晴天種子VB-MAPP評估師諮詢專區」索取報名連結。 

請在報名表-其他進一步詢問事宜，備註「台灣聽語學會+會員編號」。 

確認有聽語學會會員資格者，享有協辦單位優惠價，若有聽語學會會員問

題，請聯繫聽語學會 02-2599-4337。 

2. 報名成功後，請將報名費用匯入以下帳號 

戶名：社團法人彰化縣正向行為支持協會 白嘉惠 

郵局：700 

帳號：0081038 0462002 

備註資訊：VB-MAPP 第 2 期 會員編號：XXX 

3. 再加入「晴天種子VB-MAPP評估師諮詢專區」 

（1） https://lin.ee/ACOUBxI 

（2） 掃碼 

 

提供會員編號、姓名、匯款日期、帳號後五碼，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4. 付費成功後會有培訓教務老師協助您開始學習。 

九、聯繫方式 

聯繫人：陳舜暉 老師 

聯繫電話：04-7288162 

十、組織與協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正向行為支持協會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北京藍色土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十一、附件 

附件 1：報名回執 

附件 2：VB-MAPP 培訓專案介紹 

  

    

  

http://twsunnyseeds.com/vb-mapp_training-tw/
https://twsunnyseeds.com/vb-mapp_training_tw/
https://lin.ee/ACOUBxI


 

附件 1 

臺灣地區VB-MAPP評估師 

【第 2 期培訓班】報名表 

 

 

  

姓名  職稱  

英文姓名  

服務單位  

手機號  郵箱  

收據抬頭  

郵寄地址 

(手冊及收據) 

 



 

附件 2 

VB-MAPP 培訓專案介紹 

一、VB-MAPP 評估簡介 

VB-MAPP 是《語言行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計畫》的英文簡稱。是一套

針對孤獨症及其他發展性障礙兒童的語言和社會能力的評估工具。它來源

於斯金納關於語言分析、行為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兒童發展的里程碑，是一套

比較完整和優良平衡的評估方法，可以幫助確認那些妨礙孩子學習和語言

進步的障礙，有助於為孩子發展出一套個別化干預的程式而提供方向。作者

簡介：馬克·桑德伯格（Mark Sundberg）博士是一位高級持照行為分析師。

他早年師從傑克·邁克爾博士並於 1980 年在西密歇根大學獲得應用行為分

析的博士學位。他是《語言行為里程碑及安置計畫》（VB-MAPP）一書的

作者， 同時也是《評估基本的語言與學習技能》和《對孤獨症與其他發展

性障礙孩子的語言教  育》等書的共同作者。他至今已發表有 50 多篇專業

論文並且為各種學術專著撰寫了 4 個篇章。桑德伯格博士是《語言行為分

析》這一專業雜誌的創始人和前任編輯，曾經兩次擔任北加州行為分析學會

的主席，曾任  國際行為分析協會出版部的主任，並曾擔任斯金納基金會理

事會的理事。桑  德伯格博士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做過數以百計的專業報告、

組織過大量的研討  會，並且在各大專業院校中教過 80 多門關於行為分析、

語言行為、手語和 

兒童發展的課程。他還是一位有著 40 多年臨床經驗的持照心理學家，

為公辦和私立的孤獨症學校提供專業諮詢。桑德伯格博士曾經於 2001 年



獲得西密歇根大學頒發的“心理學系傑出校友獎”，於 2013 年獲得國際行為

分析學會語言行為特殊興趣分會頒發的以傑克·邁克爾命名的“對語言行為

的卓越貢獻獎”以及其他榮譽稱號。 

二、VB-MAPP 主要內容 

里程碑評估：是為了提供一個兒童現有語言和相關技能的代表性的樣

本。  這個評估包含了 170 個重要的學習和語言里程碑，依序和均衡地跨

越 3 個發展階段（0-18 個月，18-30 個月和 30-48 個月）。所評估的技能

包括提要求， 命名，仿說，對話，聽者技能，動作模仿，獨立玩耍，社交

和社會性遊戲， 視覺感知和樣本配對，語言結構，集體和教室技能，以及

早期學業。 

障礙評估：提供了一個包含 24 個常見於孤獨症及其他發展性障礙兒童

之中的關於學習和掌握語言之障礙的評估。這些障礙包括行為問題，教學控

制，  不正確的提要求，不正確的命名,不正確的仿說技能，不正確的模仿, 

不正確的視覺感知和樣本配對技能，不正確的聽者技能，不正確的對話，不

正確的社交技能，依賴輔助，猜想式回答，不正確的掃視能力，不正確的條 

件性辨別，不能泛化，動機微弱,回應要求減弱動機,依賴強化物，自我

刺激, 發音清晰度不足，強迫性行為，多動行為，無法與人對視，以及感覺

防禦。通過識別這些障礙，臨床治療人員能開發特定的干預策略來幫助克服

這些問題， 從而引導出更有效的學習。 

轉銜評估：包含 18 個評估領域來幫助判斷孩子是否正在取得有意義的 

進展,是否已經具備在一個較少限制的教育環境中學習的技能。這個評估工 

具能為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團隊做出決策和設置優先順序提供一種可測



性方法,以滿足孩子教育的需要。這個評估由《語言行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 

計畫》的其他幾個部分的總結性測量以及可以影響轉銜的其他各種技能所

組成。  這個評估包括在《語言行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計畫》里程碑評估中

的測量總分，在《語言行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計畫》障礙評估中的測量總分，

以及消極行為，教室規則和集體技能，社交技能，獨立的學業，泛化，強化

物的轉變，技能獲得的等級，記憶，自然環境學習，轉換技能，對改變的適

應性， 自發性，獨立玩耍，普通的自我服務，如廁技能，和進餐技能。任

務分析和技能追蹤：提供關於技能的進一步分解，可用以作為更完整  和持

續的學習和語言技能的課程指南。其中大約有 900 項技能分佈在《語言行

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計畫》的 16 個領域中。在里程碑已得到評估以及泛化

技能已經建立後，任務分析可以提供關於特定學生的進一步的資訊。認定於

任務分析裏的技能包括目標領域的各種各樣的支持部分。這些技能的重要

性可能  還沒達到里程碑或個別化教育計畫目標的程度，但其中每一個都在

轉變一個孩子並使其技能接近普通發展兒童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們同樣也給父母和老  師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活動以用於促進泛化，維持，

自發性， 記憶，擴展，和在各種教育和社交環境中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

包含在《語言行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計畫》中的有關學習和語言技能的任務

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和平衡發展的語言行為課程的順序。 

三、VB-MAPP 評估的重要性 

評估的主要目的是確定一個孩子的技能的基礎水準，並且與他同齡的

普  通發育的孩子進行比較。如果一個干預方案有必要，那麼評估的數據應

該為  一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和語言課程的基本要素提供關鍵的資訊。



評估應該提供以下方面的指導：1）什麼技能必須是干預的重點；2）干預方

案應  從技能的哪一個水準的開始；3）在學習和掌握語言方面有什麼障礙

需要得到解決；4）如果有必要的話，什麼樣的輔助性溝通是最好的；5）對

孩子來  說什麼具體的教學策略是最有效的；6）什麼類型的教育環境最能

滿足孩子的需要。 

《語言行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計畫》培訓班是由北京藍色土壤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舉辦，採用線上理論學習+線下實操培訓的模式進行。目的是為

行業內培訓更多的可以進行專業 VB-MAPP 評估的教師。使其能夠自如運

用 VB-MAPP 評估系統開展評估工作。  

四、培訓亮點 

★ 國內 VB-MAPP 培訓經驗豐富的授課團隊全程為大家服務,確保培

訓學員人人會操作。 

★ 培訓全程會告訴大家評估中所需要的實物評估工具改如何準備，以

及記分量表，更方便大家使用的同時也最大程度的保證了大家學習結束後

回到單位可以快速開展該評估。 

★ 個性化分組學習，組內老師優勢互補，練習實操的同時也為大家搭

建了互相學習的橋樑。 

★ 班主任全程參與提供全方位學習服務，包括每日課程學習提醒及

學習小結、每階段知識點系統考核、知識點考核結果數據回饋與學習指

導、每週提交實操作業視頻考核、視頻考核結果數據回饋與學習指導、綜

合知識點考核及數據回饋等服務，全方面提升學習體驗。 

★ 參訓人員考核合格後獲得：藍土課堂發放的成績合格證書。 



證書樣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