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5年度視覺輔具類評估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課程簡章 

一、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二、協辦單位：高雄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中心、財團法

人愛盲基金會 

三、課程目的：增進現有視覺類輔具評估人員之實務技巧，針對視障者行動輔

具類專業技能進行交流與討論。 

四、參訓對象：甲丁戊類輔具評估人員及視光專業人員，每場次各 40 人 

五、課程日期及資料 

日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105.04.16(六) 

April 16,2016 

08:50 

-12:30 

定向行動輔具選配前專業知能 

Important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in the selection of 

mobility devices for students 

and clients 

雲林縣身

心障礙福

利服務大

樓 2F 文康

室 

105.04.16(六) 

April 16,2016 

13:00 

-16:40 

定向行動(遠距離視覺)與行動輔具的

選配評量 

Orientation & Mobility (distance 

acuity) and the assessment and 

selection of mobility devices 

105.04.23(六) 

April 23,2016 

08:50 

-12:30 

視覺評估特殊工具介紹與應用：視力

值與閱讀光源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assessment 

tools: visual acuity and best 

lighting for reading 

高雄市鳳

山婦幼館 

105.04.23(六) 

April 23,2016 

13:00 

-16:40 

視覺評估特殊工具介紹與應用：最佳

視野及閱讀策略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assessment 

tools: PRL and reading 

strategies 

105.05.28(六) 

May 28,2016 

08:50 

-12:30 

視覺評估特殊工具介紹與應用：視力

值與閱讀光源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assessment 

tools: visual acuity and best 

lighting for reading 

溝通與資

訊輔具資

源推廣中

心視障展

館 

(台北) 

105.05.28(六) 

May 28,2016 

13:00 

-16:40 

視覺評估特殊工具介紹與應用：最佳

視野及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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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assessment 

tools: PRL and read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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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方式：  

諮詢電話：(02)2361-6663 分機 8710 彭小姐 suepung@tfb.org.tw 

報名日期：105 年 3 月 21 日(週一)至 105 年 4 月 5 日(週二) 

公告錄取：105 年 4 月 6 日(週三) 

七、報名信件標題：105 視覺輔具(戊)類評估人員在職訓練(自填報名者姓名) 

    內容請附上以下訊息： 

姓名：                      

連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專業背景：戊類輔具評估人員（證號：                ） 

甲類輔具評估人員（證號：                ） 

丁類輔具評估人員（證號：                ） 

視光專業人員 其他(               ) 

報名課程：105.04.16(六), 08:50-12:30，雲林場 

        105.04.16(六), 13:00-16:40，雲林場 

          105.04.23(六), 08:50-12:30，高雄場 

          105.04.23(六), 13:00-16:40，高雄場 

          105.05.28(六), 08:50-12:30，台北場  

          105.05.28(六), 13:00-16:40，台北場 

八、各場次課程內容及講師介紹： 

1.0416 定向行動輔具選配前專業知能 

上課地點：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中心樓上(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22 號) 

課程名稱 時間 講師 

報到 08:30-08:50  

1.定向行動與白手杖介紹 

2.白手杖使用之實務與體驗 

08:50-10:20 廖彥昌老師 

愛盲基金會中區資源中心定向
老師、生活自理老師、盲用電
腦教師 休息 10:20-10:30 

定向行動的評量內容與轉介原則 10:30-12:00 

問卷及學後測驗 12:00-12:30 

 

2.0416 定向行動(遠距離視覺)與行動輔具的選配評量 

  上課地點：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中心樓上(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22 號) 

課程名稱 時間 講師 

報到 12:30-13:00  

視覺評估與行動輔具選配的原理

原則-濾光眼鏡及望遠鏡 

13:00-14:30 林紫婷老師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組長、
科技輔具專員、北區職務再設
計審查委員、衛福部溝通與資
訊輔具推廣中心視覺輔具類講
師 

休息 14:30-14:40  

視覺評估與行動輔具應用的技巧

教導-濾光眼鏡及望遠鏡 

14:40-16:10 丁韻綺老師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低視能
服務專員、衛福部溝通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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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推廣中心視覺輔具類講師 

問卷及學後測驗 16:10-16:40  

 備註：本場次如同時報上下場者，由辦理單位提供中餐便當 

 

3.0423 視覺評估特殊工具介紹與應用：視力值與閱讀光源 

  上課地點：高雄市鳳山婦幼館(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 號) 

課程名稱 時間 講師 

報到 08:40-08:50  

1. 遠距離對比敏感度施測表(燈

箱型)的應用 

2. 幼兒視力評估檢測-3D 積木

視力檢測法 

08:50-10:20 陳怡芳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驗光
師、北區職務再設計審查委
員、衛福部溝通與資訊輔具推
廣中心低視能照護講師，專長
低視能驗光、低視能評估、輔
具評估。 

休息 10:20-10:30  

1. 最佳閱讀光源檢測-色溫法確

認適用光源 

2. 濾光眼鏡與近距離照明的應

用與對照 

10:30-12:00 張佳叡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驗光
師、衛福部溝通與資訊輔具推
廣中心低視能照護講師，專長
低視能驗光、功能性視覺評
估。 

問卷及學後測驗 12:00-12:30  

 

4.0423 視覺評估特殊工具介紹與應用：最佳視野及閱讀策略 

  上課地點：高雄市鳳山婦幼館(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 號) 

課程名稱 時間 講師 

報到 12:30-13:00  

最佳視網膜位置檢查法

(PRL,preferred retinal 

locus)及分組練習 

13:00-14:30 丁韻綺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低視能
服務專員、衛福部溝通與資訊
輔具推廣中心低視能照護講
師，專長視覺輔具軟硬體及科
技輔具、低視能評估。 

休息 14:30-14:40  

AMD 族群在閱讀時應用的輔具

與策略-個案案例分享與討論 

14:40-16:10 彭淑青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低視能
服務專員、衛福部溝通與資訊
輔具推廣中心視障服務組組
長，專長低視能評估、輔具評
估、輔助科技教學。 

問卷及學後測驗 16:10-16:40  

 

5.0528 視覺評估特殊工具介紹與應用：視力值與閱讀光源 

  上課地點：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視障展館(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

段 50 號 13 樓-9) 

課程名稱 時間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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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 08:40-08:50  

3. 遠距離對比敏感度施測表(燈

箱型)的應用 

4. 幼兒視力評估檢測-3D 積木

視力檢測法 

08:50-10:20 陳怡芳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驗光
師、北區職務再設計審查委
員、衛福部溝通與資訊輔具推
廣中心低視能照護講師，專長
低視能驗光、低視能評估、輔
具評估。 

休息 10:20-10:30  

3. 最佳閱讀光源檢測-色溫法確

認適用光源 

4. 濾光眼鏡與近距離照明的應

用與對照 

10:30-12:00 張佳叡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驗光
師、衛福部溝通與資訊輔具推
廣中心低視能照護講師，專長
低視能驗光、功能性視覺評
估。 

問卷及學後測驗 12:00-12:30  

 

6.0528 視覺評估特殊工具介紹與應用：最佳視野及閱讀策略 

  上課地點：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視障展館(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

段 50 號 13 樓-9) 

 

課程名稱 時間 講師 

報到 12:30-13:00  

最佳視網膜位置檢查法

(PRL,preferred retinal 

locus)及分組練習 

13:00-14:30 丁韻綺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低視能
服務專員、衛福部溝通與資訊
輔具推廣中心低視能照護講
師，專長視覺輔具軟硬體及科
技輔具、低視能評估。 

休息 14:30-14:40  

AMD 族群在閱讀時應用的輔具

與策略-個案案例分享與討論 

14:40-16:10 彭淑青 

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低視能
服務專員、衛福部溝通與資訊
輔具推廣中心視障服務組組
長，專長低視能評估、輔具評
估、輔助科技教學。 

問卷及學後測驗 16:10-16:40  

 

九、備註： 

(一) 本課程全程免費，除雲林場提供午餐，其他場次請自備午餐。 

(二) 請自備環保杯。 

(三) 1.本課程可獲 ACVREP 認證點數每小時 1 點  

2.本課程有需要上課時數證明者請於現場簽到時提供電子郵件等資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