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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職能復健機構專業人員職前專業訓練課程簡章 

一、 課程目的: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六十六條，以及《職業災害勞工職能復健專業機構

認可管理及補助辦法》第三、四、五條相關規範，經認可之職能復健專業機構應聘有職能治

療師或物理治療師、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上述專業人員需具六個月以上職業災害勞工

職能復健或職業重建相關工作經驗者，或完成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災害勞工工作能力

評估及強化服務職前專業訓練，並取得結訓證明者始提供相關服務。故規劃此職前專業訓練

課程，包含「職業災害勞工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服務職前專業訓練」30小時及「職業災害勞

工職能復健心理強化服務職前專業訓練」12小時，以培訓職能復健機構專業人員。此次課程

分北部班及南部班辦理，以實體課程方式進行，每堂課程內容均有紙筆測驗或書面報告，以

考核學習成效。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 

三、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四、 報名資格: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五、 名額限制:北部班及南部班各 40人 

六、 教育訓練時間: 

北部班 

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111年 11月 13日(日)、11月 20日(日)、11月 27日(日)、12月 4日(日)、12月 11日(日)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111年 11月 13日(日)、12月 3日(六) 

南部班 

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111年 11月 6日(日)、11月 13日(日)、11月 20日(日)、11月 27日(日)、12月 4日(日)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111年 11月 6日(日)、12月 3日(六) 

七、 教育訓練地點: 

北部班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號 4樓 431教室(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4樓職能治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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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班 

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 251號 20樓 20A及 20F教室(道騰國際商務中心) 

    (11/6上課地點為教室 20A，其餘日期均為教室 20F) 

八、 教育訓練費用:免費 

九、 報名方式:使用 BeClass線上報名 

北部班 

網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8c56634929c479741 

南部班 

網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8c59634ca8e3aed1b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至活動前 3 日止或額滿截止，執行單

位原則上會於活動開始前 3日以 E-mail 通知。 

 基於資源有限，若報名人數超出預期人數，執行單位將依

規定篩選報名人員，錄取者將以 E-mail通知。 

 聯絡資訊: 

北區-管理師林怡成(02)8522-9366分機 806 

南區-管理師李秀月(07)2351978 

 

※醫事人員教育積分(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臨床心理   

師、諮商心理師)申請中，認證時數依審核結果為準。 

 

十、 除職能治療師與物理治療師之課程【職災重建服務需求評估、結果分析與報告撰擬】、

【工作模擬與工作試做理論與方法】及【功能性能力評估與復工計畫撰擬】需繳交報告

外，其餘課程辦理結束後立即安排考試，學員考試成績以 70分方為及格，方能取得該

課程完訓時數。 

十一、 若學員因個人因素致部分課程未能於原班別完成，可至另一班別補課，但學員換班

補課時，需注意本次南北兩班課程安排時間多重疊且課程順序不同，因此請假補課前，

請務必自行確認課程時間表及所有課程完成度，並經本單位確認同意後方能補課；若學

員未能於本場次活動完成所有課程，恕不提供下梯次課程進行補課，建議報名前請學員

確認能全程出席再報名。。

北部班報名 QR code 

 

南部班報名 QR code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8c56634929c479741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8c59634ca8e3aed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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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課程時間表: 

(一) 北部班─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上課教室 

11/13 

(日) 

09:00-12:10 職災勞工權益相關法規 林秋妙 

431教室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職災勞工重建與重返職場服務

概論(含資源介紹與應用) 
張彧 

11/20 

(日) 

09:00-12:10 
職災重建服務需求評估、結果

分析與報告撰擬 
張瑞昆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職災勞工的生理、心理與社會

特質與重建特性 
吳政龍 

11/27 

(日) 

09:00-12:10 
職務再設計與輔助設施服務理

論、法規與策略 
林麗珍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專業服務人員的溝通技巧 吳慧菁 

12/4 

(日) 

09:00-12:10 
功能性能力評估與復工計畫撰

擬(上) 

張彧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功能性能力評估與復工計畫撰

擬(下) 

張彧 

12/11 

(日) 

09:00-12:10 
工作模擬與工作試做理論與方

法(上) 

康鈞雅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工作模擬與工作試做理論與方

法(下) 

康鈞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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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部班─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上課教室 

11/6 

(日) 

09:00-12:10 
職災勞工重建與重返職場服務

概論(含資源介紹與應用) 
張彧 

20A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職災勞工權益相關法規 林秋妙 

11/13 

(日) 

09:00-12:10 
職災重建服務需求評估、結果

分析與報告撰擬 
張瑞昆 

20F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職務再設計與輔助設施服務理

論、法規與策略 
張哲豪 

11/20 

(日) 

09:00-12:10 
工作模擬與工作試做理論與方

法(上) 
康鈞雅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工作模擬與工作試做理論與方

法(下) 
康鈞雅 

11/27 

(日) 

09:00-12:10 
功能性能力評估與復工計畫撰

擬(上) 
張彧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功能性能力評估與復工計畫撰

擬(下) 
張彧 

12/4 

(日) 

09:00-12:10 專業服務人員的溝通技巧 吳慧菁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職災勞工的生理、心理與社會

特質與重建特性 
吳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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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部班─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上課教室 

11/13 

(日) 

09:00-12:10 職災勞工權益相關法規 林秋妙  

431教室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職災勞工重建與重返職場服

務概論(含資源介紹與應用) 

張彧 

12/3 

(六) 

09:00-12:10 

災後勞工心理工作能力強

化： 

理論與實務基礎 

牛慕慈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專業服務人員的溝通技巧 牛慕慈 

 

(四) 南部班─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上課教室 

11/6 

(日) 

09:00-12:10 
職災勞工重建與重返職場服

務概論(含資源介紹與應用) 
張彧 

20A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職災勞工權益相關法規 林秋妙 

12/3 

(六) 

09:00-12:10 
災後勞工心理工作能力強

化：理論與實務基礎 
何曉婷 

20F 
12:1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6:10 專業服務人員的溝通技巧 何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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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講師簡介: 

講師姓名 專業背景 

林秋妙 職業安全衛生署 組長 

張彧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職災勞工重建服務處 處長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兼任副教授 

吳政龍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副執行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職業及環境醫學科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部 主任 

張瑞昆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 組長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兼任教師 

張哲豪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職災勞工工作強化中心 主持人 

康鈞雅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工作強化中心 職能治療師 

林麗珍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職能治療師 

吳慧菁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何曉婷 國立成功大學工作強化中心 臨床心理師 

牛慕慈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 

台灣醫療健康諮商心理學會 理事 

十四、 注意事項: 

1. 課程全程免費，恕不提供停車位。 

2. 如遇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致使課程異動，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3. 報名後如無法參加課程者，請於開課前 3日來電取消，俾利通知其他候補

者參加，以保障其他學員參與本教育訓練之權益。 

4. 報名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活動結束後簽退，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

補簽。未簽到、遲到或早退 15分鐘以上者，不得予以採認教育訓練時數

(學分)。 

5. 課程參加者須完成所有課程，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共計 30小時，臨床/

諮商心理師共計 12小時，且通過課後成效考核(紙本測驗及報告撰寫)，考

核成績須達 70分以上，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後始核發完訓證明；未能符

合前述要求，則僅由協辦單位提供修課時數證明及其繼續教育積分。 

6. 為響應環保，研習場地不提供免洗餐具，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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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配合疾管署公告之「因應 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本課程將實施相

關防疫措施如下： 

(1) 依照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發布「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

引：公眾集會，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之疫情，為避

免受訓學員於密閉訓練場所，因飛沫或接觸感染增加傳染風險，

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

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

孕婦等，於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建議避免參

加集會活動以確保自身健康。 

(2) 行前提醒全體參加人員實行自主健康監測，若有發燒、咳嗽、呼

吸道感染症狀，建議至醫療院所就醫及在家休息。 

(3) 敬請配合佩戴口罩，若未配戴則無法進入，報到時依序量體溫確

認無發燒後(如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者，執行單位有權

拒絕入場參加活動)，再以酒精消毒雙手後進入教室，並請各位學

員注意自身之健康狀況，進出教室與用餐前後確實清潔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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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交通資訊: 

北部班-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號 4樓 - 431教室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4樓職能治療學系) 

 

交通工具 站名 路線 

捷運 

台大醫院站 

(淡水信義線/紅線) 

2號出口來→沿常德街直行到達中山南路口過馬路

(對面是台大醫院門)→左轉中山南路到達第 1個路

口徐州路口→右轉徐州路，過了林森南路口左手

邊，即是公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10分鐘 

善導寺站 

(板南線/藍線) 

2號或 3號出口來→走到林森南路→沿林森南路走

到徐州路口，左手邊即是公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8

分鐘 

公車 

成功中學站 208、211、222、232、265、297、615、671 

開南中學 22、208、295、297、615、671、和平幹線 

捷運善導寺 22、49、202、205、208、211、212、232、246、

253、257、262、276、297、299、307、600、

604、605、615、671、和平幹線、忠孝幹線 

青島林森路口 49、222、246、295、307、604 

停車資訊 1.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院 (徐州路與林森南口 )B1 及 B2 停車場，請

由徐州路 19號按對講機後進入 

2.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 

3. 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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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班-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 251號 20樓 20A及 20F教室 

       (道騰國際商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