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往了解自閉症的幽徑地圖---自閉症類群障礙的探討 

一、 工作坊背景: 

   這是一個為期兩天的工作坊，是一個適合「剛接觸自閉症類群障礙、在實務領域一段時間而

想更深入了解此領域」的個人、醫療、教育等相關人員的課程。由資深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專科

吳佑佑醫師、許美雲臨床心理師與李筱蓉臨床心理師共同主講。 

 

本工作坊第一天由吳佑佑醫師介紹自閉症的臨床表現與診斷，說明自閉症標準評估工具，分

享 ADOS-2與 ADIR在臨床使用的經驗，並整理目前自閉症治療模式。第二天上午，許美雲臨床心

理師將藉由不同年齡個案介紹與示範自閉症擴大性溝通治療(ECTA)這個治療模式。下午，由李筱

蓉臨床心理師介紹正常口語能力個案之個別心理治療，並以整合家庭及學校資源協助個案為例。 

 

現場並提供問答時間與學員一起進行相關討論。 

 

二、 計劃內容: 

1.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2.協辦單位:心保有限公司 

3.會議形式:線上工作坊 

4.辦理時間:111年 6月 18日、6月 19日 上午 9:00-17:00 

5.參加對象: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精神科醫師、衛生主管機構人員及想了解自閉症治療之

需求人員。 

6.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7.報名費用: 售價 8000元/人。優惠方案: 

(1)早鳥價 (2022/5/31前購買): 5500元 /人 

(2) 3人(含)同行享優惠: 5000元/人 

8.承辦人員及電話:  

蕭涵嬪 研討會聯繫窗口/04-23215997/service@mentalwe.com/Line: @mentalwe 

陳小姐 研討會聯繫窗口/alicementalwe@gmail.com/0981962062 

王詩婷 心動家族執行秘書/04-2326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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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大綱 

時段 6/18 9：30  -  10：20 授課講師 吳佑佑 

課程主題 自閉症的診斷歷史、症狀介紹 

課程大綱(大綱式) 
由吳佑佑醫師以自閉症的診斷歷史作為開場，綜觀介紹自閉症的歷史及從臨床角

度的詳盡介紹及分析。 

 

時段 6/18 10：30  -  12：30 授課講師 吳佑佑 

課程主題 篩檢及評估工具的介紹 (ADOS-2, ADIR 台灣臨床經驗分享) 

課程大綱(大綱式) 

ADOS-2 是一種互動溝通的測驗，可以對孩子的溝通、社交互動、玩耍、以及單

一、重複性的行為等方面進行評估。講師為 ADOS-2 國際獨立培訓講師，將以台

灣臨床經驗分享 ADOS-2, ADIR在自閉症評估、篩檢上的應用。 

 

時段 6/18 13：30  -  15：50 授課講師 吳佑佑 

課程主題 如何做一個完整的評估(含案例介紹與討論) 

課程大綱(大綱式) 

從上階段【篩檢及評估工具的介紹】進行延伸，以實際臨床個案為討論素材，示

範並帶領專業人員如何做一個完整的評估。 

 
時段 6/18 16：00  -  17：00 授課講師 吳佑佑 

課程主題 治療模式的介紹與比較 

課程大綱(大綱式) 

自閉症基本上是一種先天性的發展問題，因此到目前為止尚沒有有效的藥物可以

治療這種問題，因此通常需要藉助行為治療及特殊教育來教導自閉兒學習適應。

本堂課程將以吳醫師臨床經驗做一個統合性的介紹。 

 



 
時段 6/19 9：00  -  12：30 授課講師 吳佑佑、許美雲 

課程主題 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介紹 ECTA 自閉症患者擴大性溝通治療) 

課程大綱(大綱式) 
由 ECTA 自閉症患者擴大性溝通治療創辦人-許美雲心理師及吳佑佑醫師，對 ECTA 

自閉症患者擴大性溝通治療進行完整的介紹及臨床案例分享，示範該架構之下如

何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時段 6/19 13：30  -  16：00 授課講師 吳佑佑、李筱蓉 

課程主題 
社交溝通、人際互動的需求 (心理治療、家庭及環境的支持，以個案

為例 ) 

課程大綱(大綱式) 

本堂課程將主要聚焦於高功能自閉症患者的社會適應，從個案出發，詳細說明個

別、家庭心理治療，乃至家庭、學校及環境的支持將如何促進並支持高功能自閉

症患者適應社會。 

 

時段 6/19 16：00  -  17：00 授課講師 吳佑佑、陳錦宏 

課程主題 課程總結與綜合討論 

課程大綱(大綱式) 

針對兩天的課程內容，對自閉症評估、治療模式與面臨的挑戰、準備之綜合討論

及總結。 

 



四、 研討會議程 

6/18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社團法人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09：20～09：30 主辦單位致歡迎詞、致詞 陳錦宏醫師/教授 

09：30～10：20 自閉症的診斷歷史、症狀介紹 

吳佑佑醫師/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自閉症基金會董事；

ADOS-2, ADIR國際獨立培

訓講師 

陳錦宏醫師/教授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2：00  

篩檢及評估工具的介紹 

(ADOS-2, ADIR 台灣臨床經

驗分享) 

吳佑佑醫師/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自閉症基金會董事；

ADOS-2, ADIR國際獨立培

訓講師 

陳錦宏醫師/教授 

12：00～12：30 
篩檢及評估工具的介紹---個

案討論與交流 

吳佑佑醫師/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自閉症基金會董事；

ADOS-2, ADIR國際獨立培

訓講師 

陳錦宏醫師/教授 

12：30～13：30  中午休息時間 

13：30～15：00  如何做一個完整的評估 

吳佑佑醫師/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自閉症基金會董事；

ADOS-2, ADIR國際獨立培

訓講師 

陳錦宏醫師/教授 

15：00～15：50 
如何做一個完整的評估---個

案討論與交流 

吳佑佑醫師/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自閉症基金會董事；

ADOS-2, ADIR國際獨立培

訓講師 

陳錦宏醫師/教授 

15：50～16：00 休息時間 

16：00～17：00 治療模式的介紹與比較 

吳佑佑醫師/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自閉症基金會董事；

ADOS-2, ADIR國際獨立培

訓講師 

陳錦宏醫師/教授 

 

 



6/19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主持人 

9:00-9:30 報到 社團法人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9:30-10:00 

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介紹 

ECTA 自閉症患者擴大性溝通

治療)  (上) 

許美雲臨床心理師/自閉症

擴大性治療溝通創始人；宇

寧身心診所臨床心理師；桃

園縣與新竹市特殊教育專

業團隊兼任臨床心理師 

吳佑佑醫師/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自

閉 症 基 金 會 董

事；ADOS-2, ADIR

國際獨立培訓講

師 

10:00 - 11:30 

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介紹 

ECTA 自閉症患者擴大性溝通

治療)  (下) 

許美雲臨床心理師/自閉症

擴大性治療溝通創始人；宇

寧身心診所臨床心理師；桃

園縣與新竹市特殊教育專

業團隊兼任臨床心理師 

吳佑佑醫師/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自

閉症基金會董

事；ADOS-2, ADIR

國際獨立培訓講

師 

11:30 - 11:40 休息時間 

11:40 - 12:30 
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個案

討論與交流 

許美雲臨床心理師/自閉症

擴大性治療溝通創始人；宇

寧身心診所臨床心理師；桃

園縣與新竹市特殊教育專

業團隊兼任臨床心理師 

吳佑佑醫師/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自

閉症基金會董

事；ADOS-2, ADIR

國際獨立培訓講

師 

12:30 - 13:30 中午休息時間 

13:30 - 15:00 

社交溝通、人際互動的需求 

(心理治療、家庭及環境的支

持，以個案為例 ) 

李筱蓉 臨床心理師/宇寧

身心診所臨床心理師；台灣

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

秘書長；董氏基金會心情頻

道聊天室駐站專家及督

導；桃園縣臨床心理師公會

理事 

吳佑佑醫師/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自

閉症基金會董

事；ADOS-2, ADIR

國際獨立培訓講

師 

15:00 - 15:10 休息時間 

15:10 - 16:00 
社交溝通、人際互動的需求

---個案討論與交流 

李筱蓉 臨床心理師/宇寧

身心診所臨床心理師；台灣

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

秘書長；董氏基金會心情頻

道聊天室駐站專家及督

吳佑佑醫師/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自

閉症基金會董

事；ADOS-2, ADIR

國際獨立培訓講



導；桃園縣臨床心理師公會

理事 

師 

16:00 - 17:00 工作坊課程總結 

陳錦宏醫師/教授 

吳佑佑醫師/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

會董事；ADOS-2, ADIR國際獨立培訓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