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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 

「第五屆愛分享－OTalk 520」職能治療實務討論報名簡章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愛樂活團隊。 

二、 協辦單位：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 

三、 課程說明： 

  OT 愛分享論壇 OTalk，秉持著分享就是力量的精神，今年仍然有最受大家喜愛的工作

坊形式，講師陣容包含疼痛專家、網紅媽媽、奇幻文學作家、養魚百萬部落客、不資深但

可出書的治療師、繪本創作…等等促進職能治療從業人員專業與經驗分享、跨領域職能治

療交流。每年大家最期待也是愛分享活動最後—今年我們推出”OTED(Occupational 

Therapy Expresser and Doer)”以斜槓 OT 人生為方向，言簡意賅為大家傳遞屬於自己創意

發想與信念。 

   OTalk 520 ，請跟我們一起訴說與分享愛 OT 的各種方式。 

 

四、 課程形式：工作坊及 OTED(Occupational Therapy Expresser and Doer)型式。早上及下午

共有八個工作坊，同時段內可擇一參加。 

五、 上課日期：民國 107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 

六、 上課地點：亞東紀念醫院 9F精神科日間照護中心 

七、 上課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9 樓 9B（詳見位址圖） 

八、 報名辦法： 

(一) 對象：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生 

(二) 名額：60 人 

(三) 費用：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需繳交 500 元保證金，當天中午完成簽到後退款。 

 其他非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者需繳交報名費用 700 元。  

 費用以郵政劃撥繳付。 

       劃撥帳號：50091284   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四)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止。 

(五) 報名方式： 

請填妥報名表 https://goo.gl/i66xjf 。 

劃撥時請務必於劃撥單通訊欄處註明「愛分享」，以利入帳。如其他身份需收據核銷

費用，請務必於報名表填寫所需之收據抬頭。 

(六) 退費方式： 

報名截止日前取消報名者，扣除手續費 50 元(郵政劃撥 20 元與銀行匯費 30 元)後，

其餘報名費退還；報名截止日之後均不退款，但可以找人代替(如非本公會會員則須

補差額)並事先來電告知以便之後的學分登錄。 

(七) 確認： 

錄取名單將於五月初在本會網站上之「教育訓練訊息」中公告，請報名者自行確認，

如有疑義請主動與本會聯絡。報名者亦可直接致電本會查詢。 

(八) 教育積分：職能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八、課程負責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繼續教育委員會 

 本課程負責人：張恩加          電話： (02)8966-5172 

 主 任 委 員 ：夏安婷          電話：（02）22450386 

九、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負責人：陳姵君 理事長 

 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聯絡人：李文萍秘書 

https://goo.gl/i66x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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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 2 段 61 號 2 樓 

 聯絡電話：(02)8966-5172       傳真電話：(02)8967-8652   

 電子郵件：tpcotu@gmail.com    首頁網址： sites.google.com/site/tpcotu/ 

課程時間表 

 

 主題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活動講解 

09:00~11:00 

 

工作坊(一) 

跳進繪本中的職能治療師

和特殊需求兒童 

分享者：顏維貞 

工作坊(二) 

構築社區據點職能治療服

務的那幅心智圖 

分享者:蘇姵綺 

工作坊(三) 

漢寶哥的水中尋寶故事 

 

分享者:陳昱勳 

11:00~12:00 

工作坊(四) 

不資深，但能出書的小秘密 

分享者：王柏堯 

 

工作坊(五) 

OT在失智症社區據點之營造 

分享者：黃中 

12:00~13:00 

 

午餐與互動(當天提供場地，如果你願意也可以開個小小分享會) 

 

13:00~14:00 

工作坊(六) 

OT新手媽媽&粉絲團養成攻

略分享 

分享者：蔡曼嫻 

工作坊(七) 

從職能治療到奇幻文學－

身為 OT與宅男的日常生活 

 

 

分享者：詹子藝 

工作坊(八) 

疼痛，一個重新了解身體的

機會 

分享者：陳慶源 

14:00~15:00 OT社群粉絲見面會 

15:10~17:30 OTED(Occupational Therapy Expresser and Doer)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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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一)：跳進繪本中的職能治療師和特殊需求兒童 

【分享簡介】 

1. 繪本作為職能治療的媒介: 從不同發展領域(粗大動作、精細動作、認知、人際互動…等)利用繪 

可以如何輔助職能治療師訂定治療策略 

2. 從職能治療師跳進繪本創作: 在社區療育方案的執行過程中經歷到的感受及事件，激發了在工作上

的更多想像及發展空間。 

3. 槓桿世代的限制及挑戰: 兼顧多種工作的過程中會遇到的困難及限制，提供目前適應的方法供學員

參考並開放討論。 

 

【團體性質】講授 55 %、活動 10 %、討論 15 %、案例 20 % 

 

【帶領者簡歷】 

顏維貞 

 現職：伊甸基金會三峽服務中心職能治療師 

 學歷：台灣大學職能治療系 學士 

      東京大學國際保健學系 碩士 

 經歷:  

 竹北東元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台中市林新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 

工作坊(二)：構築社區據點職能治療服務的那幅心智圖 

【分享簡介】 

  本次內容將分享我所看到目前的高雄發展故事，除了失能失智族群的復能服務，還有經營亞

健康長者的各類健康促進服務，甚至連結最常提供服務的社區據點場所人員予以培力，雖

不盡完整，但社區OT的樣貌與角色大約有個小雛形。同時，也將拋出過去至今的服務原則

重點歸納與目標達成的可能推力原因，希望提供參考。 

社區職能治療的服務未臻成熟，還需要經過很多的嘗試淬鍊與定位尋找，才能醞釀出穩定的服

務模式。我發現我有個習慣，每經過一段時間我都會畫一社區職能治療工作的心智圖，隨

著時間或有變動與增減，但可更聚焦，邀請各位跟我一起腦力激盪，畫出你我社區職能治

療的心智圖！ 

 

【團體性質】講授 70 %、活動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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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者簡歷】 

蘇姵綺 

 現任：天主教聖功醫院社區健康部 職能治療師 

      樂點職能治療所 職能治療師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碩士/博士生 

 經歷： 

 天主教聖功醫院 社區健康部 (居家復健/護理之家/失智日照) 職能治療師 

 輔英科技大學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兼任講師 

 樂點職能治療所 職能治療師 

 

工作坊(三)：漢寶哥的水中尋寶故事 

【分享簡介】 

1. 從一個買了魚隔天就死的門外漢 

2. 變成分享養魚點點滴滴的百萬部落客 

3. 開啟自己的工作室、店面、繁殖場 

4. 讓興趣變成兼職副業、網路與實體店面經營的經驗分享 

 

    【團體性質】講授 70 %、討論 30 % 

     

    【帶領者簡歷】 

陳昱勳 

 現任：雙和醫院職能治療師 

 學歷：輔大職能治療系 

 經歷：雙和醫院職能治療師、漢寶水族負責人 

 

工作坊(四)：不資深，但能出書的小秘密 

   【分享簡介】 

1. 為何想寫一本書？ 

寫書前，先問問自己為什麼想出這本書，理由一定很多，但有沒有一個是能夠說服別人，尤其是

編輯這種角色的呢？如果有，那會是哪些，該如何套用在自己的作品上？ 

2. 下定決心，出書的第一步是什麼？ 

如果你很想出書，但文筆不夠好該怎麼辦，我會建議你做幾點功課訓練自己。如果你的文筆已經

很神，那你可以做哪裡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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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寫稿該注意的事 

主題選擇很重要，選什麼；該怎麼選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稿子的型式很多，純文字型、圖文並

茂型，照片配文字型、插畫型，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呈現很重要，如果有想法，礙於能力無法

實踐，該如何是好？我來分享我的經驗。 

4. 稿子寫好了，我該如何進展到出版的階段 

如何挑選出版社是大學問，我的作法是？ 

5. 你該了解的出版業的基本生態 

版稅如何結？拆帳如何拆?透析合約裡的小祕密，新作者會遇到什麼不合理的條文？ 

6. 一份完美的出版文案，讓你獲選的機會大大提升 

人要衣裝，書要文案，如何寫一篇讓編輯看到都會說讚的出版文案，請看我的範例。 

7. 執業年資不深，該如何宣傳自己？ 

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吧！ 

 

【團體性質】講授 50 %、討論 30 %、案例 20 % 

 

【帶領者簡歷】 

王柏堯 

 現任： 

 台北榮總復健醫學部 職能治療師 

 學歷：義守大學職能治療系 

 經歷: 

台北市西區輔具中心 兼任職能治療師 

復國復健科診所 職能治療師 

    佳和養護中心 職能治療師 

詮恩養護中心 職能治療師 

台南市、連江縣學校系統職能治療師 

 

工作坊(五)：OT在失智症社區據點之營造 

【分享簡介】 

1.台灣失智症照顧現況簡介：簡介目前台灣對於失智症之照顧，在不同層級、不同場域，以及

OT在其中之連結、角色。  

2.經營這件事:分享創建過程中曾使用的模式，遇到的優勢與困境，網路營造經驗，與使用者、

民眾、機關互動的經驗 

3.關於「社區」這個領域：三年社區經驗之心得、建議OT入行之模式、相關成功之團隊或個人

模式介紹、連結 

 

【團體性質】講授 60 %、討論 20 %、案例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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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者簡歷】 

黃中 

   現任：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職能治療師 

   學歷：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經歷：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職能治療師 

 中和職能治療所 研究助理/瑞齡學堂活動帶領人員/延緩失能活動帶領 

 八里療養院 研究助理/職能治療師 

 

工作坊(六)：OT新手媽媽&粉絲團養成攻略分享 

【分享簡介】 
1.  粉絲團養成計畫：主題&內容定位 

2. 『靈感』哪裡抓? 

3. 用談戀愛的用心來包裝內容吧! 

4. 『有趣』的技能樹怎麼點? 

5. 支持系統的結構&功能分析 

【團體性質】討論 20 %、案例 80 % 

【帶領者簡歷】 

蔡曼嫻 

 現任：育嬰假中職能治療師媽媽 

 學歷：成大職能治療學系 

 經歷： 

 心路桃園發展中心職能治療師 

 新路萬芳發展中心職能治療師 

 桃園縣特殊教育專業團隊兼任職能治療師 

 桃園輔具資源中心專業服務團隊兼任職能治療師 

 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研究助理 

工作坊(七)：從職能治療到奇幻文學－身為 OT與宅男的日常生活 

【分享簡介】 
1. 聯考時代的選擇權—關於興趣、志向、生涯規劃這種事情 

2. 職能治療師的生活日常—同樣專業的不同專注焦點，從醫療轉向政策 

3. 創作生涯—重拾初心 

4. 我還是OT，但不只是OT—換跑道還是換戰場？ 

【團體性質】 案例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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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者簡歷】 

詹子藝 

 現任：嘉義市政府社會處科員 

 學歷：台大職能治療學系 

 經歷： 

 成大醫院精神科職能治療師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復健科副組長 

 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主任 

 台南啟智學校社工師 

 台南縣政府勞工局課員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科員 

 市長候選人秘書 

 嘉義之音電台節目主持人 

 媒體特約作者、書評人、作家、畫家、天文講師，因為姓詹註定什麼都要沾一點…… 

 

工作坊(八)：疼痛，一個重新了解身體的機會 

 

【分享簡介】 
如果你知道了「疼痛是一次快速且有效的學習」，你將會如何重新調整處理疼痛的策略呢？ 

分享人陳慶源試著從神經學習的角度來看待疼痛這件事，透過自身疼痛改變的經驗以及在臨 

床上使用與觀察的結果，來跟大家聊聊職能治療師可以如何引導個案透過疼痛，重新了解 

身體？如何透過簡單的感覺輸入，重新影響疼痛迴路，進而建立一個新的神經學習結果？如 

何利用簡單的活動，讓個案重新體驗一個舒服的動作經驗？ 

歡迎對疼痛處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起來玩，一起來重新了解身體。 

 

【團體性質】講授 40 %、活動 30 %、討論 15 %、案例 15 % 

 

 

 

【帶領者簡歷】 

陳慶源 

 現任： 

 尚正診所 職能治療師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經歷： 

 衛福部台東醫院 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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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資訊】 

 

 

 

 

 

捷運: 

台北市及新北市搭捷運板南線往永寧方向直接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土城及樹林民眾搭捷運土城線往南港方向直接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公車: 

亞東醫院站下車（南雅南路）： 

51 號、99 號、F501 號、805 號、812 號、843 號、848 號、889 號、810 號、847 號、藍 37 號、藍 38 號  

亞東技術學院站下車（四川路）： 

57 號、796 號、234 號、265 號、656 號、705 號、1070 號(基隆-板橋) 

桃園機場乘車：1962 號(大有巴士)、9103 號(大溪-台北) 

火車 

板橋火車站轉乘捷運板南線往永寧方向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9 樓 9B 日間照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