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111 年度職能治療繼續教育課程 

「認識網路成癮職能治療相關評估工具及應用」- 

網路成癮專業進階 Level 2課程(直播視訊課程)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二、課程簡介與學習目標：本課程為網路成癮專業進階 Level 2 的課程。本次課程完訓後，會將名

單交給網路成癮學會，學員可在本課程之前或之後完成網路成癮學會 Level 1 課程 ，該學會

會把完成兩階段課程名單送至衛福部網路成癮專業人力資料庫進行登錄。 

學習目標： 

1. 學習網路成癮職能治療可用之理論、參考架構及評估工具。 

2. 學習網路戒癮者的職能團體活動與相關經驗分享。 

3. 學習在不同階段，職能治療的角色及常用技巧，與預防復發介入。 

4. 針對實際案例進行分組討論。 

三、參加對象：限定職能治療師。 

四、課程時間(需全程參與)： 

第一天：111年 7月 3 日 

第二天：111年 7月 16 日 

五、課程費用：本會會員：1,800元；非本會會員：2,300 元 

六、預定招收名額：完成繳費人數 35名開課，額滿 80名。 

七、報名期限： 

111 年 6月 20日(含)前報名並完成繳費，錄取名單於 111 年 6月 22 日公布於學會網站。 

八、報名/繳費方式： 

(一) 一律以線上報名，請先於系統上報名後直接繳費後方視為完成報名手續，以虛擬帳號方

式至 ATM或網路銀行繳費，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二) 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648a646281e52f1ded2 

(三) 繳費方式：合庫代碼 006-虛擬帳號 1347111加身分證字號後 9碼(不含英文)，共 16 碼。 

例如：學員身分證號為 A123456789，繳款帳號則為銀行代碼 006匯款帳號 1347111123456789 

(四) 報名繳費後，於開課一週（7天）前，若因故需取消報名，可退還報名費 1/2；之後提

出者概不退還費用。另本會退匯報名費將扣除 15元匯費。課程遲到半小時以上者當節

視為曠課。 

(五) 資料未完整與未繳費者，視同未報名，請協助配合。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取名單為準。 

九、線上同步直播課程注意事項： 

(一) 本次線上課程將提供電子檔講義 

(二) 本次線上課程所使用軟體將一併於 6月 22日與錄取名單一併公告，請所有參與者事先

進行相關軟體與帳號申請等測試與設定。 

(三) 本次線上課程僅接受經完成報名手續並經公告錄取之學員，並依衛福部公告之線上課程

採認實施要件內容辦理，務必以中文本名進入會議室為出席必要條件之一。 

(四) 本次線上課程簽到、簽退以定時開放之 GOOGLE 表單做為線上簽到退方式 

https://www.beclass.com/rid=2648a646281e52f1ded2


(五) 本次線上課程簽退時需同時完成線上測驗，未達 70分者視為本次課程不通過，將不給

予相關證明與學分 

(六) 詳細線上課程直播參與說明內容與簽到退及測驗方式至遲將於 6月 30日(四)下午 15:00

前 E-MAIL 寄至所有公告錄取之學員信箱，寄送信箱將為報名時所填寫之信箱，若屆

時仍未收到信請盡快來電告知。 

(七) 直播視訊課程依長照司規定須全程開鏡頭，請學員留意自身設備，若無法開鏡頭則無法

認定證明與學分。 

十、繼續教育學分：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將依學員實際參加時數登錄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系統；全

程參與課程者將可獲得繼續教育學分 16點。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准為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之學習機構，可認證學習時數。 

十一、長期照顧繼續教育積分：全程參與者核給長期照顧繼續教育 16積分。 

十二、本課程可抵進階制專業能力技術課程 16點。 

十三、課程負責人：專業教育發展委員會周映君主委、楊尚育委員、呂家誌秘書長 

十四、本會負責人：吳菁宜理事長 

本會聯絡人：呂家誌秘書長、李冠逸副秘書長、張婉嫈副秘書長、黃上育副秘書長、陳欣愉

秘書、尤天心秘書、劉祐成秘書 

電      話：(02)2382-0103 傳真：(02)2382-6496 

會      址：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9號 5樓之 3  

網      址：http://www.ot.org.tw/   E-mail：tota@ot.org.tw  

http://www.ot.org.tw/
mailto:tota@ot.org.tw


「認識網路成癮職能治療相關評估工具及應用」 

直播視訊課程-7/3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07:50-08:20 報到 

08:20-10:00 

網路成癮職能治療理論及參考架構 

大綱： 

1.網路成癮職能治療可用之理論及參考架構 

2.常用成癮治療模式在網路成癮職能治療之應用 

詹佩穎 老師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網路成癮職能治療評估、處遇設計及活動規劃(1) 

大綱： 

1.認識網路成癮職能治療相關評估工具及應用 

呂淑貞 老師 

12:00-13:10 休息  

13:10-14:50 

網路成癮職能治療評估、處遇設計及活動規劃(2) 

大綱： 

1.設計適合戒網癮者的職能團體活動 

2.網路成癮職能治療處遇設計教學。 

黃耀興 老師 

14:50-15:10 休息  

15:10-16:50 

網路成癮案例分析與相關經驗分享 

大綱： 

1.中亞聯大網路成癮中心及校園推廣之經驗分享 

2.治療經驗之分享 

簡才傑 老師 

16:50-17:20 課後測驗 

17:20 賦歸 

 

 

 



「認識網路成癮職能治療相關評估工具及應用」 

直播視訊課程-7/16 

分組討論課程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07:50-08:20 報到  

08:20-10:00 

網路成癮職能治療介入- 

癮職能治療觀點與「玩」遊戲 

大綱：職能治療角度來看「癮」和「遊戲」，並介

紹介入方式 

黃婉茹 老師 

劉文升 老師 

黃俞蓁 老師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網路成癮職能治療介入- 

生活型態重建與預防復發為例 

大綱：生活型態重建與預防復發實作體驗 

蕭涵憶 老師 

簡穎君 老師 

劉文升 老師 

12:00-13:10 休息  

13:10-14:50 

網路成癮職能治療介入- 

職涯探索與賦能增強為例 

大綱：職涯探索與賦能增強實作體驗 

簡穎君 老師 

蕭涵憶 老師 

黃俞蓁 老師 

14:50-15:10 休息 

15:10-16:50 

網路成癮案例分析與分組討論 

大綱： 

針對實際案例進行分組討論 

邀請職能治療專家進行案例分析 

簡才傑 老師 

李麒任 老師 

詹佩穎 老師 

16:50-17:20 課後測驗 

17:20 賦歸 

 

 

 



講師簡介： 

詹佩穎 老師 

最高學歷：University of Florida生理科學所博士 
現職：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經歷：長庚醫院精神科職能治療督導暨副研究員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WFOT台灣副代表 

      加拿大 N.R.C.S Inc. 職能治療師 

 

呂淑貞 老師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研究所博士 

現職：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顧問 

  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社區示範輔導及政策規劃計畫主持人 

經歷：臺北榮總精神部副技師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兼任講師 

      桃園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黃耀興 老師 

最高學歷：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 
現職：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經歷：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簡才傑 老師 

最高學歷：崑山科技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研究所博士 
現職：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職能治療組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社區復健中心負責人 

      中山醫學大學兒童心智科/失智症運動認知中心職能治療師 

  

黃婉茹 老師 

最高學歷：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碩士 
現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職能治療師兼科主任 
經歷：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職能治療員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職能治療師  

 

 



蕭涵憶 老師 

最高學歷：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所碩士 
現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經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教育部台南校外會藥物濫用防治講師 

 

簡穎君 老師 

最高學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 
現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經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劉文升 老師 

最高學歷：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學士 

現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經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黃俞蓁 老師 

最高學歷：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學士 

現職：高雄醫學大學 

經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李麒任 老師 

最高學歷：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現職：福安管理顧問企業社職能治療師顧問 
經歷：如佳康復之家職能治療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職業醫學科職能治療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職能治療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