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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全體學員這是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系刊第二期誕生，很抱歉讓諸位久等， 

繼第一期「百年職人」以學長姐或是系友的建議及經驗分享為主之後， 

今年第二期特別收錄師長們所撰寫之文章以及系員的經驗分享，就以本期「職得」

為出發點，描述藉由此刊物獲得職能治療之資訊及相關新知，在「台灣職能 

學會」、「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復健醫學會 」、 

「香港職業治療學院 2011 年 6 月中華 OT 電子季刊」、「OT-Talk 論壇」、中華民

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雜誌、台灣職能學會雜誌、考選部等等，各方面廣

泛蒐集您所不知道的事，要給您最新的消息及資訊。 

 

本期也為了剛加入的大一新血及系員特邀各領域師長們撰寫如何在未來選擇小

兒、生理、還是精神之方向?同為大三生的我，即使是即將踏入實習站的學生都

很難去釐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方向是什麼?為此師長們所撰寫各領域的優點及缺點

並且相關建議要讓全體系員解開您長期以來的困擾。讓您們在未來的日子裡可以

有更為明確的新方向加以努力。 

 

當然本期也向在校系員徵求大一新鮮人想要說的話、大二系學會舉辦活動之感受、

大三見習所遇到的事、大四在見習站想給學弟妹的經驗談和外籍僑生來台灣念書

的甘苦談，讓全體系員共同感受位於不同年齡層學習到不同的事物或是拓開未見

識到的新視界。 

 

最後，希望大家閱讀完本期期刊後不管是對系上相關還是職能治療都有深刻的了

解，並給我們更大的動力將系刊一期一期的傳承下去，不管是蒐集資料還是徵稿

都能順利達陣，就像是給我們回饋令我們有更強烈的動機將系刊蛻變成越來越全

能、越來越完整的參考閱讀書籍，並帶領系所及系成員逐步邁向更遠大的夢想。 

                                                          編者 張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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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家主任說 

 

歷經兩年的停刊，今年又再度出刊真是喜出望外，然而辦理系刊的目的主要

是讓學生了解系上的事物，以及學生對於系上老師的教學見解與研究方面有更深 

一層的了解，藉此刊物能夠使本系師生更有凝聚力，為來期望能每年出刊一期 。 

 

    從 99 學年度開始，本系有幾項較為重大的改革，藉此機會予以宣傳。第一

項從今年 100 學年度新生開始，在選修課程方面本系依社會需求之趨勢與職能

治療養成課程之依據更改選修課程之特色領域，本系共兩個特色領域(A/B) : 小

兒職能治療與學校系統 (Ped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School System, A) 與老人職能治療與社區系統 (Occupational 

Therapy for the Older Adults and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Community, B)；

除通識、基礎醫學、核心專業科目外即是特色領域之課程。學生可依自己的趣向

選擇特色領域並且旁聽他領域的課程以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然而我必須再次強

調職能治療的專業範疇是相當廣泛的，因此其出路不只局限在醫療院所，還包括

社會福利機構、一般或特殊教育學校、殘障復健教養院、長期照護或安養機構、

居家及社區職能治療等。畢業生也可以選擇醫院以外的社會機構發展。 

 

 

    第二項為了推動國際化，本系已於 99 學年度向學會正式提出加入世界職能

治療組織，職能治療學系針對其所開設的課程已經提出申請加入世界職能治療組

織，目前已通過第一階段審核，預計 2012 年底將可正式加入。一旦該系課程通

過認證，未來同學於義守大學所修習之學分將能獲得世界各國認可，對於至外國

考取職能治療師證照或進修深造時，可因為學分已獲得承認避免繁瑣的行政程序，

將有助於提昇義守學生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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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為這學期開始為因應教育部之評鑑，各學系將推動學生學習成效與學

生學品質保證。也就是本系將所有課程依照學校、學院、學系制定學生核心能力

指標等，並進一步訂定每個課程之規劃藍圖與評量尺規，由以上之步驟藉以增進

學生之學習成效與品質。 

 

   最後有一事須提醒應屆之學生，往年畢業生參與國家舉辦之國考及格率及職

場工作與教育目標之分析，本系往年之應屆畢業生參與國家考試之表現為考照錄

取人數 35 人，約七成錄取率，然而從 100 年度 2 月第一次專技高考開始參可主

科須 60 分 (生理、小兒、心理疾病職能治療) 才算及格亦即拿到職能治療師執

照，這對本系是一項重大考驗，我期望義守職治的學生能夠自我惕勵、努力進取

以期未來能成為成功的治療師，「今日你們以義守為榮，他日義守以你們為榮」。 

             

                                            

 

 

 

 

 

 

 

 

 

 

 

 

                                           2011/11/25 系主任 李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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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職能治療學系專任老師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研究領域 

陳翰容 教授 日本國立群馬大學博士 神經外科、外科學 

李秉家 

副教授兼

系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博士 

生理、心肺疾病職能治療、基礎

醫學、呼吸系統生理學 

張韶霞 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職能治療、兒童發展、特殊教

育、寫字困難評估模式研究 

張立青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生理學、生化腫瘤學研究、藥理

疾病職能治療 

蔡彬敏 

助理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復健科學

博士 

居家復健、長期照護、遠距照

護、老人疾病職能治療 

林鋐宇 

助理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小兒職能治療、學校職能治療、

職能治療技術學、感覺統合 

陳泰瑞 

助理 

教授 

高學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精神醫學 

游子瑩 

助理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職能治療系博士 

兒童心理職能治療、心理疾病職

能治療、醫療結果評量、測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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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析及評估工具之發展 

范詩辰 講師 南加大職能治療與職能科學所碩士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虛擬實境與

職能治療、智慧居家空間設計 

李柏森 講師 

美國紐約大學職能治療研究所碩士

畢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職能治療技

術學、團體動力、社區職能治療 

賴永發 講師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胸腔醫學、重症醫學、呼吸治療

學 

 

 

100 學年第 1 學期兼任教師 

老師姓名 教師職級 
 

學經歷  專業領域  教學課程 

蔡璟忠 兼任講師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學士  小兒科  職治三「小兒科學」(必)  

 

        

陳聖雄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碩士  

肌動學 

副木裝具義肢學 

 職治二「肌動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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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新成員 游子瑩 老師  

 

“Everything can be taken from a person but one thing: the last of human freedoms – 

to choose one’s attitudes in any given set of circumstances, to choose one’s own 

way.” 

 

    精神科醫師 Victor Frankl 曾留下這樣的一段話。的確，人的態度，引領著我

們走向自己的道路。現在的我，頂著看似榮耀的紐約大學學位，回到家鄉服務，

然而，驀然回首往日的點滴曲折只是冷暖自知。 

 

    想來走上復健這條路還真是緣份呢!一路從土木系轉系到職能治療系，而後

毅然的踏上陌生的國度，先後完成了碩士與博士的學業。在異地求學的日子，著

實是我此生的寶藏，難怪很多前輩們都鼓勵著後輩去國外學習。在紐約的日子，

看到了不一樣的教育體系，看到所謂醫療先進國家引以為傲的尖端教學與傳承，

也體會著每個脫離家庭保護的國外學子都能感受的鄉愁與人生歷練。留學的階段，

我不斷的鞭策自己，期許著能盡快的完成學業，規畫著自己的時間、規畫著自己

的研究計畫、規畫著自己的人生進度。”大學是學著去查資料;而研究所是學著

去規劃自己”我深以為然。當然人生總是充滿著意外，不順遂的過程才能編織成

完整的人生。當我以為一切盡在把握時，第一次的博士計畫送審被否決了，當時

的我覺得不甘心不公平，但是抱怨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唯有不斷的與時俱進才能

抓住機會。有人說成功是給予哪些把握住機會的人。”機會”甚麼是機會呢?把

握轉折的契機是機會、把握時間是機會、堅定正確的態度亦是一種機會。然而，

我們都能把握住機會嗎?我想每個人都能握住不同程度的機會，取決於你做了多

少分的準備。當年的我很幸運的把握住了很多次的機會:”轉系、留學、取得學

位”，如今我和各位同學一樣，都展開著自己新的人生旅程，前方未知的挫敗，

眾多的機會都在等著我們去挑戰，各位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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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國考通過之學生 

 

100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及格名單如下： 

李孟蓉 黃怡評 陳冠霖 王聖博 郭珍吟 吳佶霖 蘇妤紜 饒珮慈 陳怡婷 

 

 

100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及格名單如下： 

謝于婷 林俊佑 王心婷 林佳瑀 王珮如 吳琬瓔 謝昀霖 林怡嘉 洪佩如 林珈慧

李淑茵 鍾秉倫 張家銘 王傳仁 蔡宗臻 劉哲甄 劉育伸 楊麗敏 黃子倫 吳泓熠

孫瑄雅 詹雅淳 林昱維 葉鼎騰 朱娟滿 丁曄葰 林文音 蔣芮庭 陳怡蓉 廖世文

蕭敏娟 曾揚莠 劉俊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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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能治療專業發展的現況                      張瑞昆 

 

台灣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 主任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 監事 

台灣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 監事 

 

 

台灣復健醫療之發展 

台灣復健醫療的發展約在50年代，最初由歐美相關醫療人員來台的協助推展，

之後選派醫護人員出國培訓，再經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協助建構大學教育課

程，而逐漸步上軌道，因此，台灣復健醫療的教育啟蒙可說是承蒙世界各先進國

家的協助。在台灣復健醫療相關專業包括：主要成員-復健專科醫師、物理治療

師(生)(PT & PTa)、職能治療師(生) (OT & OTa)、語言治療師(ST)及復健護 

理師，都需要有國家專業證照，方能執業。次要成員包括： 義肢裝具制作人員

(Prosthetist &Orthotist)、輔具服務人員(AT service)、復健咨 

商人員(Reh. consultant) 及職業重建人員(career rebuilding personnel )等，

但目前尚未有國家專業證照。 

 

 

職能治療教育發展 

在職能治療師人才培育方面，台灣對各專業教育的養成極為重視，一開始的教育

即采分專業及高等教育(大學)方式，1967 年的台灣大學開始招收物理治療學生，

1969 年開始招收職能治療學生。1981 才開始有高職之復健技術學生之招收(目

前已改為五年專科教育且采分科(OT/PT) 專業課程)。截至2010年，台灣共有

3244位大學職能治療系畢業生。目前台灣有七所大學(五所課程獲WFOT認可)

設有職能治療學士班，每年共招生366人，兩所五專每年招生OT共160人。同時

有四所碩士班(24人/年)及兩博士班(4人/年)之設置。此外還有復健咨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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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科技研究所、醫學工程研究所、早期療育所等復健相關之研究所，供相關專

業之治療師進修選讀。 

 

職能治療師專業執照制度 

1997年台灣職能治療師法立法後，來年開始有國家執照考試，規定必須取得職

能治療師(生)資格，才能從事職能治療工作。凡是大學職能治療系畢業，即可報

考職能治療師，而高職復健技術科畢業者，可報考職能治療生。但自2011年已

經取消職能治療生執照考試，目前只有職能治療師執照考試 (大學及五專本科系

畢業皆可報考)。依據曆年的資料累計，大學畢業生考取率約為88%，而五專生

考取率約為20.4%。至2010年統計為止，目前領有職能治療證照之人員，職能

治療師有3126人，職能治療生有925人，合計共4051人。 

職能治療執業概況 

領有證照的職能治療師在台灣工作必須向當地(縣、市)衛生局辦理執業登記。目

前在台灣醫事機構執業登記有2026人，約占曆年畢業人數的50%，其中在醫院

執業者有1602人，在診所工作者424人。依台灣現行醫療機構設置標准，綜合醫

院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和地區醫院，規定每300床皆需至少1名職能治療專

業人員，而精神科醫院，每100床應有1人以上。基層診所規定，執行職能治療

業務至少要有一位兩年資曆之職能治療師，以維持服務質量。台灣多山地形狹長，

各縣市職能治療人員執業人數仍有地區和城鄉之差距，其中以北部區域居冠，中

南部區域次之，接下來才是東部與離島地區。另外職能治療領域可分為小兒、生

理與精神三大領域，目前生理領域執業比率占多數(59%)，心理領域次之(33%)，

小兒領域居後(8%)。 

 

職能治療專業組織與繼續教育 

台灣職能治療人員得加入唯一的專業(association)-台灣職能治療學會。若要登

記執業，則依法強制要加入各縣市的職能治療師公會(union)。各縣市公會則共

同組織上級單位-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學會成立的任務為扮演學術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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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提升的重要角色，並辦理各項繼續教育及學分認證。而公會則是以配合醫療政

策，推動業務及維護工作權益等相關事務為主。為了確保持服務質量並提升專業

水平，台灣職能治療學會訂有治療師分級(level)或進階制度(advance)。衛生署

也對所有臨床執業之醫護人員訂有「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明文規定在一

定限期內，必須接受認可的教育訓練課程時數，才能繼續換照職業。 

機器人治療是一項重要的科學技術，隨著電子技術、醫學影像技術、現代信息處

理等技術的飛速發展,機器人技術被應用到醫療領域,由此而產生了醫療康復機器

人科技。醫療康復機器人的發展為傳統醫學帶來了極大的改變甚至是觀念上的變

革。 

 

一. 神經運動上肢康復治療機器人的發展 

神經運動上肢康復治療機器人是康復治療機器人的其中一種形式，應用於與神經

運動有關的疾病中,包括中風、帕金森氏病和大腦性麻痹。近30 年在神經系統疾

病康復領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人們逐漸認識到中樞神經系統具有高

度的可塑性，這是中樞神經損傷後功能恢復的重要理論依據。研究表明，特定的

功能訓練在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後功能恢復的過程中必不可少，這為神經運動上肢

康復治療機器人(在神經系統疾病康復中的應用提供了重要的醫學依據。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Hogan 和Krebs 等在1995 年研制了一種幫助

中風患者康復治療的機器人MIT-MANUS ,它有2 個自由度,可以實現病人的肩、

肘和手在水平和豎直平面內的運動。病人的手臂固定在一個特制的手臂支撐套後

可按計算機屏幕上設置好的特定軌跡進行主動-助力運動,從而達到康復治療的

目的。 

VA/Stanford 的 Burgar 等在2000 年研制了鏡像運動使能器（mirror-image 

motion enabler，MIME），該設備包括左右兩個可移動的手臂支撐，患側手臂支

撐由工業機器人PUMA-560 操縱，為患肢提供驅動力，既可以提供平面運動訓

練，也可以帶動肩和肘進行三維運動。它有四種操作模式,分別是被動(passive),

主動-助力(active-assisted), 主動-阻力(active-constrained)和以好手帶動的雙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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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bilateral)。Bi-Manu-Track 上肢雙側同步評估訓練系統在2003 年由德國的

醫生Hesse 和其它研究人員一同研發，如其它系統一樣有三種操作模式, 第一種

是被動(passive)模式, 患者的手會跟著已設置的幅度和速度來活動。第二種是主

動(active)模式但以好手帶動, 機器人會按照好手的活動來訓練患手。第三 種主

動模式與第二種類似,但需要患手能突破一定阻力, 才會啟動機器人。不過此系統

只能訓練前臂和手腕的控制,同時我們臨床觀察到患者會因著系統的單調性而感

到沉悶 。另一個典型的上肢康復訓練裝置是由Reinkensmeyer 在2007 年研制

的威明頓機械臂訓（TherapyWilmington Robotic Exoskeleton，T-WREX）包括可供

被動活動和平衡重力的機械臂裝置、手握力感應器和現實模擬訓練系統。它可為

上肢嚴重癱瘓的患者提供模擬的主動-助力功能訓練活動。2007年，威明頓機械

臂訓練儀已經被瑞士的Hocoma 研發為商業版本Armeo 機械臂訓練系統。 

 

 

 

未來專業的發展 

台灣復健醫療的執業範圍從早期的肢體殘障復健，擴展到骨外科、手傷、 

心肺復健、運動醫學、早期療育、老人長期照護、輔具科技及職業重建…等 

各領域之服務。病人或個案通常需要多項專業技能之協助，才能獲得更好的 

生活質量。依現有學校每年人才培育之人數預估，未來每十年職能治療人力 

大增，並會呈現人力飽和現象。由於目前復健專業人員主要集中於醫療院所 

工作，但受限於台灣健保總額制度，未來醫療院所並不會有太大的擴充，因 

此小區化的職能治療業務一定是未來的趨勢，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來發展。 

 

 

 

 

資料來源: 香港職業治療學院 2011 年 6 月中華 OT 電子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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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修正專技高考暨普考醫事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 

   

  考試院院會今（16）日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

事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第 6 條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

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第 7 條附表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應試科目表」（刪除醫師類科、修正牙醫師及

藥師類科部分）。  

 

  考試院黃秘書長雅榜表示，為提升職能治療人員執業素質，並配合國內各大

學院校系科名稱更迭，及醫師類科落日條款等規定，爰增訂職能治療師類科特定

科目成績設限規定、修正各類科應考資格文字，並刪除醫師類科相關規定。本次

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醫師類科已採分試制度，現行醫師類科辦理至 98年 12月 31日止，

爰刪除醫師類科及外國人應醫師類科相關規定。  

  二、配合醫師、牙醫師類科全部科目免試申請辦理至 98 年 12 月 31 日止，

刪除該 2 類科全部科目免試相關規定。  

  三、為確保從事職能治療專業者服務品質，自 101 年起，職能治療師類科

之生理障礙職能治療學、心理障礙職能治療學、小兒職能治療學，其中任一科成

績未滿 60 分者，不予及格。  

  四、基於大學自主及國內各大學院校系科名稱更迭，為維護應考人應試權益，

修正各類科應考資格文字。  

五、配合牙醫師及藥師類科業分別自 98 年 1 月 1 日、9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新

制應試科目，刪除舊制應試科目規定。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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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中華民國九一年二月七日選專字第０九一三三 0 0 二七六號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五日選專字第０９３３３００３０７號修正附註欄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職能治療師類科考試 

應試專業科目之參考書目及命題大綱 

編 

號 

應 試 科 

目 
  參    考    書    目   

１ 

解

剖

學

與

生

理

學 

解剖學 

  1. Moore,K.L., & Agur, A. M. R.（1996）. Essential Clinical Anatomy .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2. Moore K. L. and Dalley A. F.（1999）. Clinically Oriented Anatomy, 4th ed.,  

        Baltimore, Maryland.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 

２ 生理學 

  1. Vander, A., Sherman, J., & Luciano, D.（2001）.Human physiology: the  

        mechanisms of body function 8th ed. Mc Graw-Hill  

  2. W. F. Ganong.（1999）.Review of Medical Physiology. 19th ed. Stamford, 

        Connecticut. Appleton & Lange.  

  3. Guyton, A. C. & Hall, J. E.（1996）. Textbook of Medical Physiology . 9th ed. 

        Philidaliphia Pennsylvania. W. B. Sunders Company. 

３ 職能治療學概論 

  1. Neistadt, M. E., & Crepeau, E. B. （Eds.）. （1998）. Willard and Spackman’s 

        occupational therapy 9th e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Raven. 

 

  2. 職能治療相關法規： 

        職能治療師法及施行細則 

        職能治療所設置標準 

        醫院評鑑標準（與職能治療相關之部分）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精神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 

        其他與職能治療相關之法規  

  3.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學會期刊及特刊 

 

     4.Sabonis-Chafee, B., & Hussey, S.M.（1998）. Introduction to  

       occupational therapy, 2nd ed. St. Louis , Missouri. Mo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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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Bair, J., & Gray , M.（Eds.）. （1992）. The occupational therapy 

        manager,2nd ed. Rockville, Marylan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 

４ 職能治療技術學 

  1.Neistadt, M.E., & Crepeau, E. B. （Eds.）. （1998）. Willard and Spackman’s 

        occupational therapy, 9th e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Raven.  

 

     2.Lamport, N. K., Coffey,M. S., & Hersch, G. I. （1996）. Activity analysis & 

         application: Building blocks of treatment, 3rd ed. New Jersy. Slack. 

 

     3.Mosey, A. C. （1986）. Psychosocial component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 

        New   York. Raven. 

 

     4.Cole, M. B. （1998）. Group dynamic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of group treatment, 2nd ed. New 

         Jersy. Slack. 

 

     5.Cynkin, S., & Robinson , A. M.（1990）.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activities 

         health: Towards health through activities. Boston. Little Brown. 

５ 
心理障礙職能治

療學 

      1.Creek, J.(1997).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mental health: Principles, skills   

        and  practice ,2nd ed. 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2.Mosey, A. C. （1986）. Psychosocial component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New  York. Raven. 

 

     3.Bruce, M. A., & Borg, B. (1993). Psychosocial occupational therapy: Frames 

        of   reference for  intervention ,2nd ed. New Jersey. S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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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ole, M. B. (1998). Group dynamic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of group treatment, 2nd ed. New Jersey. 

         Slack. 

   

     5.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６ 
生理障礙職能治

療學 

      1.Trombly, C. A. (Ed.). (1995). Occupational therapy for physical dysfunction, 

        4th ed.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2.Pedretti, L. W. (Ed.). (1996). Occupational therapy: Practice skills for 

        physical    dysfunction ,4th ed.St. Louis, Missouri. Mosby. 

 

     3.Neistadt, M. E., & Crepeau, E. B. (Eds.). (1998). Willard and Spackman’s   

        occupational therapy, 9th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Raven. 

 

     4.Coppard, B. M., & Lohman, H. (2000). Introduction to splinting: A  critical 

        -reasoning and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2nd ed. St. 

Louis,Missouri.Mosby. 

７ 小兒職能治療學 

    1.Case-Smith, J., (Ed.). (2001). Occupational therapy for children ,4th ed. St. 

         Louis,Missouri. Mosby. 

 

     2.Fisher, A. G., Murray, E. A., & Bundy, A. C. (Eds.). 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hiladelphia. F. A. Davis. 

 

     3.Kramer, P. & Hinojosa, J. (Eds.).(1999). Frames of reference for ped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 2nd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4.Ayres, A. J. (1972). Sensory integration and learning disorders . Los Ang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5.Case-Smith, J. (Ed.) . (1998). Ped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early  

        intervention , 2nd ed. Massachusetts. Butterworth-Heinemann. 

命

題

大

命題大綱： 

          解剖學與生理學：包括 

            骨骼肌肉系統之結構、解剖位置與功能 

            心肺系統之結構、解剖位置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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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神經系統結構、解剖位置與功能 

               感覺系統結構、解剖位置與功能 

               其他系統結構、解剖位置與功能  

         職能治療學概論：包括 

            職能治療之歷史、哲學與理論基礎 

            角色與功能 

            倫理與規範 

             行政管理 

         生理障礙職能治療學：包括 

             基本概念（包含理論與參考架構、活動分析、臨床推理、病例書寫等） 

             各職能領域 

            各職能領域要素之評估與訓練 

             各種相關診斷之職能治療         

         心理障礙職能治療學：包括 

             心理障礙相關理論與參考架構（包含團體動力） 

             各種年齡層、診斷群、不同治療模式的評估與治療計劃 

             各種年齡層、診斷群、不同治療模式的治療方法與應用 

             就業輔導 

         小兒職能治療學：包括 

            發展理論與原則（包含職能表現及表現要素能力之發展） 

              感覺動作功能之評估與治療 

              感覺統合功能之評估與治療 

              社會心理功能之評估與治療 

              日常生活技巧之評估與訓練 

              遊戲技巧之評估與治療 

              生活與學習適應及就業轉銜之評估與訓練 

          職能治療技術學：包括 

               職能治療之評估方法與技術 

               活動分析與應用 

               治療方法與技術 

附 

 

 

註 

表列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及參考用書為本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及研讀參考資料，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

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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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相關資源站 
 

1、學會、組織： 

世界作業治療師聯盟（WFOT）： http://www.wfot.org 

美國作業治療學會（AOTA）：http://www.aota.org/ 

英國作業治療學會（BAOT）：http://www.cot.co.uk/ 

澳大利亞作業治療學會（AAOT）：http://www.ausot.com.au/ 

加拿大作業治療師協會（CAOT）：http://www.caot.ca/ 

新西蘭作業治療師協會（NZAOT）：http://www.nzaot.com/ 

日本作業療法師協會（JAOT）： http://www.jaot.or.jp 

新加坡作業治療師協會（SAOT）：http://www.saot.org.sg/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HKOTA）：http://www.hkota.org.hk 

（1984 年始WFOT 會員）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TOTA）：http://www.ot-roc.org.tw/  

（1986 年始WFOT 會員） 

澳門職業治療師公會：http://www.mota.org.mo/ （2006 年始WFOT 會員） 

台灣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http://www.oturoc.org.tw/ 

香港職業治療學院：http://www.hkiot.org/ 

中國康復醫學會：http://www.carm.org.cn/index.do 

中華醫學會物理醫學與康復分會：http://www.capmr.org/ 

 

2、高校、學系 

波士頓大學OT 系（USA NO.1）：

http://www.bu.edu/sargent/academics/departments/programs-in-occup

ational-therapy/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OT 系（USA NO.2）: http://www.ot.wustl.edu/ 

南加州大學OT（USA NO.3）: http://ot.u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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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科廷大學OT 系：http://ot.curtin.edu.au/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

http://www2.rs.polyu.edu.hk/rs/main/index.aspx 

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http://w3.mc.ntu.edu.tw/department/otntu/ 

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http://ot.ncku.edu.tw/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http://dot.cgu.edu.tw 

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http://www.ot.fju.edu.tw/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http://www.ot.isu.edu.tw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http://ot.cs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http://www.ot.kmu.edu.tw 

昆明醫學院康復治療專業: http://www.kykf.net/main / 

3、OT 及相關雜誌（免費資源）: 

美國作業治療雜誌(全文免費)：http://ajot.aotapress.net/content/by/year 

香港作業治療雜誌（SCI 收錄）：http://www.hkjot-online.com/ 

澳大利亞作業治療雜誌（部分免費）：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440-1630/issues 

亞洲作業治療雜誌（部分免費）：

http://www.jstage.jst.go.jp/browse/asiajot/_vols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SCI 收錄)：

http://cre.sagepub.com/content/by/year 

Physiotherapy (物理治療,可下全文)：

http://www.physiotherapyjournal.com/issues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

http://www.archives-pmr.org/issues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http://jrm.medicaljournals.se/ 

中國康復醫學雜誌（全文免費）：http://www.rehab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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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T 及相關資料庫 

OTseeker（OT 搜索）: http://www.otseeker.com/ 

 

EBOT（Evidence-Based Occupational Therapy，循證作業治療)：

http://www.otevidence.info/ 

OTCATs（Occupational Therapy Critically Appraised Topics）: 

http://www.otcats.com/index.html 

PsychBITE（心理、認知行為治療資料庫）：http://www.psycbite.com/ 

PEDro（循證物理治療資料庫）： http://www.pedro.org.au/ 

 

5、 其他: 

英文檢索（全文免費）：http://www.ncbi.nlm.nih.gov/pmc/ 

 

 

 

 

 

 

 

 

 

 

資料來源: OT-Talk 論壇、台灣職能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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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夢想的小兒 OT                    林鋐宇老師 

 

    你的"沈佳宜"出現了嗎？是生理 OT、心理 OT 或是小兒 OT？如果你心已有

所屬，那麼恭喜你找到真愛，因為不論是上述哪一位"佳宜"，都是人人稱羨的美

女。不過，不要現在就告訴我"佳宜"不是你的菜，那麼我會建議你盡早老實告訴

"她"！與其痛苦的相處，還不如快點去追求屬於你自己的夢想。 

 

  如果你還在猶豫選哪一位"佳宜"，那麼推薦你我所心儀的小兒 OT！倒是這

個"佳宜"可不會隨隨便便就答應你的求婚，沒有一些本事是追不到佳人的。除了 

基本的寒窗苦讀之外（否則你的名字沒辦法出現在五樓電梯旁），還需要培養一

些特異功能，諸如把屎把尿也甘之如飴（因為這件事可能天天都要做）、隨時忍

受空氣中飄著異味的密閉空間、阻隔魔音傳腦的哭聲或尖叫聲之功力（尤其是這

樣的聲音是會傳染的）以及足以說服家長的三寸不爛之舌（雖是玩笑話，但現在

的家長可都學富五車，沒有足夠的溝通能力把你的專業表現出來，是會被當成笑

話的）等。看到這裡，是不是已經放棄了？希望沒有！ 

 

  這個"佳宜"有這麼多缺點，你可能問我，為什麼我還是那麼的愛"她"!原因很

多，不過我覺得"她"最特別的、最令人著迷的、最讓我無法抗拒的是"她"的笑容。

我喜歡看到小孩子笑，尤其是那種打從心裡喜歡你，把你視為是同一國的哪種天

真的、無邪的笑容；不得不承認，擔任小兒職能治療師是辛苦的，但是當你看到

他（她）們如天使般的笑容時，再多的辛苦都會立刻瓦解。此外，小兒職能治療

是最容易感受到成就感的領域，畢竟兒童的可朔性是最大的，如果你可以適時的

擔任拉他一把的角色，他的進步將會毫無保留地展現在你面前，相信我，你會感

受到叫"值得＂。"成就感"這個名詞或許對現在的你沒那麼重要，但是一旦投入

職場多年，你將會發現，唯有成就感才是支持你天天到同一個地方工作的最大動

力。這些特質，或許不容易在其他的"佳宜＂身上找到（純屬個人觀點，因為當

你很愛一個"佳宜＂時，別的美女就不那麼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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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以上的觀點是以輕鬆的語氣描述，但請千萬以嚴肅的態度面對你可能擔

任小兒職能治療師這個重要的角色，因為有你的認真付出，絕對可以幫助許多折

翼的天使，飛的更高更遠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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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ㄧ年，我們一起選的生理 OT 之路               范詩辰 老師 

 

    同學們在許多場合應該都聽過台灣社會老年化的趨勢，這個趨勢將使得服務

老年人的需求大增。老年人口變多代表的是健康與有障礙的老年人數都增加。健

康的老年人OT以預防的角度來防止老年人的功能變差，透過生活型態(life style)

的調整，如果能讓老年人有更豐富的生活，讓他(她)們喜好的職能活動能持續進

行，甚至讓老年人從事以前年輕時想做但卻沒辦法做的事，避免老年人長時間待

在家人，減少了與人互動的機會，使得老年更加活躍，讓老年人可以青春的變老。

有障礙的老人，OT 也可了解老年人生病前的生活之後，藉由職能活動來促進老

年人的動作、認知、知覺、感覺、心理與情緒調適的技巧，使得老年人可以回復

到以往的生活。 

 

    據調查，目前台灣的職能治療師服務的領域仍以醫院或診所為最多，但是，

在民國 95年職能治療學會雜誌就推估民國 100年職能治療從業人員將達到兩千

人。民國 100 年是職能治療的關鍵年，因為在這ㄧ年如果只看醫院或診所的治

療師需求量，是已經達到瓶頸了，接下的畢業生勢必要往其他領域擴充。待擴充

的領域包括: 護理之家、老人福利機構、安養中心、榮民之家、老人日間照顧機

構、職業評估與重建中心、工作強化中心、居家治療等社區服務及職能治療所等。

這些是已經畢業的學長姐們比較少就業的場所，所以將來的畢業生可能沒有辦法

仰賴學長姐或師長的就業經驗來尋找適合的職位。因此，同學們必須積極了解這

些場所的相關執業模式與法規政策，才能更快的進入職場。另外，在新興領域職

業中，除了原本"治療”的知識必須了解之外，也必須加入”預防失能”的觀念；

藉由了解正常健康老年的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等，才能知道如何避免老人失能、促

進其健康與安適感。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系基於以上的就業趨勢，已於課程規劃上作調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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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臨床見習」的場所除了ㄧ般教學醫院之外，也加入了許多社區型的場所來

讓同學們了解長期照護機構與老人福利機構的模式；於「日常生活功能評估訓練」

課程也加入了居家職能治療；「手部復健」課程也加入了工作強化等主題使得同

學們可以在畢業之前就對這些領域的服務有概念的了解。總而言之，老化的社會

是整體社會的議題，對 OT 來說是 “就業的契機”。有些同學們可能會因為對

老年人的陌生而不敢選此領域，但是其實老人家就像小朋友一樣天真可愛，很快

就可以和你交心，所以期待有更多的同學，可以像”刀大”一樣，熱血的往老人

與長照領域前進。讓我們一起戰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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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科職能治療之路                           李柏森 老師 

 

「請你跟我這樣做，請你跟我這樣說」。每當有人問我為何選擇精神科時，

我都會想起這在我大學的時候，常常讓我引起回憶的場景。每到寒暑假時間，總

是常常跟著我的大學老同學，一起帶領救國團團隊，從事露營和帶營隊的活動。

包括帶動唱、團康、闖關遊戲、拜火等等。帶領二十幾車的國中女生，從策劃、

練習活動內容、執行活動計畫、活動後檢討，讓我扎下深厚的帶領活動基礎。這

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拉我進社團的老同學，現在是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職能治療科的主任張自強，我們大概都從那時就註定要走精神科了吧。我因此培

養出帶活動的興趣，雖然當時對精神科還沒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在帶營隊的過

程中，打下了將來在精神科工作的基礎。 

 

後來有機會在精神科專科醫院打工，我的表哥是該私人療養院的院長，每天

帶領病人從事相關的活動，突然覺得與之前的社團活動非常相似，並且可以活用。

所以我常建議同學利用時間，至醫院擔任志工，可以利用與病患相處機會，了解

自己是否適合這條路，或如何選擇。我在與病人的相處過程中，發現精神科病人

都非常單純，非常好相處，我從來不覺得他們可怕。其實病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

裡，雖然外人不能了解他們的世界，但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要有

耐心與他們相處，跟他們建立好關係，他們會告訴你他們的故事。這會讓你想要

幫助他們，自然而然喜歡上他們。  

 

雖然大學畢業後先到復健科工作 但是當我完成我的碩士學位後，我在台北

榮總精神科實習的指導老師呂淑貞老師，直接邀請我到八里療養院擔任職能治療

師，她是當時的職能治療科主任。並且在她擔任職能治療學會理事長的任內，通

過了職能治療師法，她對於精神科職能治療的熱情，以及對專業的執著，加強了

我對於走這條路的堅持，並且加強了我對精神科的興趣。我認為精神科的工作通

常是整個醫療不重視的區塊，精神科的病人，也是不受社會重視的一群。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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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只要願意認真付出幫助他們，就是我每天最大的快樂。  

 

後來因緣際會獲得公務員資格，並且轉任至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凱旋醫院是

一座位於都市叢林中的建築物，與原本的八里療養院位於山上，是個單純的療養

性質的療養院不同。在都市中的凱旋醫院，則是相對重視職業方面的復健。因為

他們與都市的距離較近，而且由於二代藥物的發展，病人回歸社區的機率很高，

最新的醫療發展也走向社區復健。因此在凱旋醫院讓我有許多社區復健的歷練，

也感到職業復健的重要。 

 

雖然我在精神科的工作經驗較多（超過 7 年），復健科 2 年，但是我非常慶

幸當年在馬偕醫院實習時的認真，以及老師的負責教導，讓我在生理方面的復健

不會有問題。所以當我後來在協助高雄縣服務山地偏遠地區的居家復健計畫，並

不會出現問題。因此，我建議同學就算很早立定志向走的方向與領域，其他方面

的學習，也不可以馬虎，以免要用時，已經忘光了。 

 

目前整個國家的醫療政策朝向長期照護，這會是將來的職能治療發展的重要

過程，職能治療師也絕對不會缺席，但在機構中的服務方式，在我們學系的課程

中，顯得不足，但同學要自我學習，學校不可能全部都教過一遍，許多都需要自

己主動去學習，學海無涯，而且老師也不是萬能，也不是甚麼都會，同學要靠自

己主動學習，才能在未來職場上具有競爭力。 

 

最後我給同學的建議是，不要太早決定將來要走的專業，而是要把所有領域

的知識都要學好。未來的社會發展需求也許會有很大的變化，必須要把自己的能

力準備充足，多接觸社會的脈動，以應付社會的變化。當我遇到兒童方面的議題

時，我很遺憾過去沒有把他學好，但在念博士班的過程中，我不斷的學習，才把

它補起來。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領域都應該把它學好，我們目前的師資，比 

起二十年前，我念大學時，好太多了，同學要好好珍惜，才能應付未來的社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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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神科職能治療並不困難，只要認真照著學校的課程學習，一定可以應付執

照考試和職場的要求，同學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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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新生活                                職治一 李臻祐 

 

    半年前，剛得知我面試錄取義守，我是一則喜一則憂，喜是因為自己終於不

用碰那些枯燥乏味且令人頭皮發麻的指考講義和課本並且有比別人多一倍的假

期，憂則是我進入了義守大學，在我們學校老師一致認為差學生才會去的學校。

在每個同學面試結果都發布後，同學們互相道賀並問到錄取的學校，說出錄取義

守大學對我來說是個極大困擾，當朋友或同學聽到不會露出為我開心的表情轉而

換之是帶有一點高估我或者同情我的表情，讓我有一度放棄當義守人的考慮。 

 

    但現在的我沒有這種想法，自從度過在義大職能治療系的兩個月後，那些陰

霾與壓力煙消雲散，我發現這個學系有許多認真會念書的人讓我有力爭上游的決

心，而且系上的學長姊熱情且活潑，尤其在期中考的時候拿到許多為我們打氣的

歐趴糖而感到很開心，宿舍生活也讓我體驗了不少，許許多多的趣事帶給我笑容

及力量。 

 

    教授們常把課本中的知識或專題要我們上台用簡報解釋出來，讓我們更好了

解那些艱深抽象的課本內容和探討社會現實的議題。對我來說加入義守大學職能

治療系沒有後悔，只有厚實的踏實感以及對未來成為以職能治療師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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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新生活                                  職治一  陳姵君 

 

    高三那年，和同儕一起奮鬥打拼的畫面至今猶然縈繞在我的腦海。回想當初，

在家人的建議下放棄了繁星推薦上的學校，毅然決定拚指考。然而，比別人辛苦

了幾個月，成果卻讓我從理想的雲端掉落。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一個我從來

沒考慮過的學校。我懂在別人眼中是怎麼看我的，安慰的話語中也許摻雜了絲絲

輕視。可是有個人告訴我：掌聲中長大的小孩禁不起挫折，放下愛面子的個性，

其實會從中學習更多。於是，我選擇就讀義守大學，不再想那遙遠又充滿不確定

性的重考。 

 

  一進到義守職治系，熱情的學長姐便讓我感受到無比的親切。不但沒有學長

姐的架子，還主動的教導我們許多在課業或是課務上不懂的地方。最令人感動的

便是宿營的準備，不論練習多麼辛苦，他們都不曾對我們抱怨過一聲累，反倒是

在得知大一新生參與不踴躍之後苦苦央求。這樣的辛勞，真讓我心中油然升起對

他們的敬意與萬分感動。同學們也很好相處，讓我很快的適應外宿的生活，雖然

離家千里遠，但是他們的笑容和包容已深深溫暖我，想家的時候，似乎不這麼孤

單了。唯一較不能適應的，是有些課程用原文書上課，閱讀起來需要花兩倍的力

氣，我想我得趕快找到正確的讀書方法，接受各方的指教。 

 

  從前總是聽老師說，現在好好認真讀書，上大學之後就輕鬆了。可是經歷了

一次期中考，我卻深深感覺我們真的是從小被騙到大。平常如果只是拼命趕報告，

沒有養成好的讀書習慣，到了期中考的前兩個星期真的會把自己操到爆肝。上了

大學沒有家人在身旁盯著唸書，讀書動力變得好小好小，可是，這次期中考是一

個警訊，是該醒醒了，認真想想自己要的是什麼。在上大學前跌了一跤，我不能

在考執照考時又跌一跤。那會浪費整整四年的時光，以及所有的期待。 

  我想要努力，從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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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新生活                                 職治一  陳政華 

 

    或許是因為這個系的原因，好多人都好貼心、好熱情、好聰明、好特別，跟

我想像中的現實面差了一大節。說實在，讀了這麼久，對職能治療也該了解更多

了，從最初不懂，到剛開始的似懂非懂，到現在上課時已經參透，這看似漫長的

路程居然就這樣過去了。 

     

    途中，也經過了許多學長姐細心安排的活動，雖然很像每個系都會做一樣的

活動，但是我就覺得我們的迎新茶會特別棒，我們的迎新宿營特別好。念這個科

系，其實好處很多，一方面可以認識許多優秀的學長姐以及同學們，一方面師資

也是超強陣容，另一方面活動部分也不會少。其實辦活動對我們來說蠻重要的，

以後要帶病人也是許要這方面的技巧，要學會上台，要學會怎麼帶動氣氛，要學

會如何策畫好每個活動，照顧到每一個細節。在這個部分，學長姐與老師們該給

的絕對不會少，該教的絕對不會漏。 

 

    一開始，其實還有點徬徨無助，就跟我剛剛說的一樣，似懂非懂，書也都不

知道該怎麼念，時間也不知道怎麼分配，同學之間也不知道該怎麼相處。不過，

現在慢慢進入狀況之後，很多很多不習慣的感覺都慢慢的褪去，而且不自覺的，

我已經陷進去。愛上這裡的一切，愛上這麼親切的學長姐們，愛上人很好的系辦

助理，愛上教學生動品質優的各位老師們，愛上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的同學們，愛

上在這個小地方的大大人情味。說真的，我很怕我不行。我很怕我沒辦法消化老

師要給我們的東西，沒辦法跟上同學們的腳步，不過，同學們之間互相的鼓勵是

我最大的力量。 

 

    最後，我想說的是，不管未來發生什麼事，我也都不會後悔的，我自己曾做

過的這個決定，引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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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職能治療的憧憬                          職治一  黃竑嘉 

 

    我不是應屆畢業生。當初，高中一年級加入武術校隊，高中三年的努力練習

下，讓我有輝煌的比賽成績，也當上了助理教練，大學也上了國立大學的體育系

和體院，當上國手是我的夢想，我本來以為我能順利的完成我的夢想，但是家人

不支持我走體育這條路，之後要決定大學時，跟家人討論了很久，最後，因為考

慮到很多方面，決定重新選擇未來的方向。 

    在第二次考完學測後，準備要選志願的期間，找了很多資料，希望能找到能

符合自己興趣、結合自己專長的科系。本來一開始我的教練是介紹我讀運動醫學

和物理治療，收尋這兩科資料的同時，突然搜尋到職能治療學系，也因此慢慢瞭

解這個科系，覺得職能治療符合自己對醫學的興趣也能結合自己的專長，當時，

我就非常的確定我想讀職能治療，家人也非常支持。之後，也順利錄取義守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系上的課程很繁忙，有很多活動，雖然很累，但是都很盡力的去參與和完成。

從來不覺得「參加那個幹嘛」，而是覺得每次的活動都能向學長姊學到不少帶活

動的經驗、精神等。 

    台灣的教育讓學生在上課時很少表達自己的意見、口頭報告時也比較不敢開

口。在職治一年級每次趕不完的報告和緊張的口頭報告，我想都是老師在提升我

們的能力，這讓我在打報告和表達方面進步很多。 

    我很慶幸當初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涯發展而認識了職能治療學系，也幸運的錄

取。每天的每一節課我都是期待、開心的。我想如果當初不是讀職能治療學系，

我不會那麼開心、努力、提升那麼多能力吧。 

    我希望將來可以用自己的專長武術或太極拳去設計一套特殊的治療活動;我

希望能順利考到執照先出來工作存錢，存夠錢後再到美國念研究所，之後就在那

發展。我對自己職能治療的未來充滿了許多希望和憧憬，我自己也比以前更認真、

更努力的去完成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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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忙碌生活                                職治二  李翊禎 

 

 

    在升上了大二之後，伴隨而來的是大大小小的考試和報告，以及輪到了我們

必須舉辦系上的活動，從參與者變成了領導者的我們，是一種考驗也是一種成長。

乍看之下或許覺得沒什麼，但是當全部的事情以及考試加總在一起時，總會壓力

大到讓人想哭。 

 

    或許在活動與課業之中，每個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有些人選擇參加活動當

領導者、有些人選擇專心準備課業而不參加活動，但是不管是選擇當哪一種人，

我覺得有得也有失吧，每當徬徨的時候，我總會想起一句自己很喜歡的電影台詞:

「做決定並不困難，困難的是你必須承擔你所做的選擇。」心裡便會覺得舒坦許

多不再徬徨了。或許在這之中會發生許多衝突與輿論，不過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

麼、懂得分辨是非對錯就不至於會迷失自己。慢慢的我們必須開始學習，如何與

群體合作、面對不同的人該如何應對以及在面對這麼多事情時如何調配自己的時

間好好運用……等等，這些都是一個又一個的磨練，而我們會從這些裡面慢慢的

學到然後成長。 

 

    在課業方面，逐漸加深的課程，或許有些時候付出不等於收穫，但我總告訴

自己，要做到問心無愧、對得起自己，是對自己的一種期許也是一種督促，期望

未來的自己能夠越來越好，漸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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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我還要長大                    職治二 方姿云 

 

 

  升上大二之後，因為一些原因，接下了系會幹部，事情變多了，而考試總是

來得措手不及，有時候會感覺大家都能適應得很好，好像只有自己完全無法面對

考試壓力，還有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在習慣和克服之前，很容易被一點點挫折打

敗，所以身邊的朋友互相幫助變得很重要，如此不會覺得自己在孤軍奮戰，一起

念書一起熬夜，當考完試的時候，就會覺得跑台其實也沒有那麼可怕，兩分鐘內

和韶霞老師對眼幾次，計時器就鈴鈴響，不留情的結束，好幾天的緊張、熬夜、

壓力，就變成一個數字，有時候連自己說了甚麼都會忘記，大二的緊湊與忙碌，

我想也只有跑台的時候腦袋會緊張到完全空白吧，考完跑台之後，覺得考試前不

斷找同學多練習才是最好的辦法。但也因為大大小小的考試，我也學到了很多更

專業的知識，相對的，更常思考應該怎麼改變讀書的方式，才能有學習的成效。 

   

    至於大二好多好多的活動，總希望能趕快從活動與課業之間，取得平衡，但

在那之前，就得讓自己身在其中，才有辦法去學習、練習，在相互之下反而還會

有更多收穫，是無形的，但可貴，會覺得很溫暖因為大家一起完成目標，能和同

學、學弟妹變得熟悉、學長姐的關心，這樣就會覺得很值得。 

 

  現在常常想念大一的生活，比起現在的我，以前可以說是無憂無慮的，可以

常常跑出去玩，除了上課還有考前，課業壓力也不重，上午上完課還能回宿舍睡

到一點半再爬起來走去 A0514，也剛好老師才剛進來，晚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事，現在一回宿舍就只想，放空、躺平睡覺，這樣的生活很累，卻也無比充實，

希望接下來的生活能在樂在其中完成每一項任務，讓自己也能看見自己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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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二生活                            職治二  黃穎聖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就大二了，這期間所發生的事真叫人難以想像，實在

是充實到一種令人作嘔的地步。首先，剛進大學時是個超級菜鳥，甚麼都不懂，

靠著自己的摸索，由於我熱衷於運動，所以我一口氣參加了許多的系隊，然後又

加入了職治所創辦的社團(春暉社)，由於時間真的不夠用，所以我被迫一定要刪

掉幾個我所熱愛的運動，最後只留下系桌，也出去比了幾次賽，其中成績最耀眼

的就是全國 OPST 的桌球大賽，我們拿下了亞軍，這時在是讓人爽的不得了~~ 

    直到現在還是繼續參加我們優秀的 OT 系桌。春暉社也不是省油的燈，它的

活動也是多得不得了，但都是有意義的活動，最重要的是有志工時數可以拿喔!!

活動大致為:社區服務(育幼院、養老院、帶動中小學、淨灘、義賣….等)其中以帶

動中小學最為盛大，是所以有的社區服務中規模最為龐大的。參加這些活動不僅

會讓你懂得該如何親近小朋友或老人，也可以訓練自己的膽量以及愛心、耐心…

等。但辦活動歸辦活動，系隊的歸系隊的，課業還是不可荒廢，其實大一真的非

常好過，只要稍微有念書，基本上是不會被當的，除非是你真的都不去理會它，

它就真的死給你看!!被當、二一、退學都是自找的，但重要科目還是要好好的念，

畢竟以後都會常常派上用場，而且對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幫助喔~~到了大二課業

壓力雖然是有變大，但我想只要我不要太混，基本上我是有十足把握可以順利完

成這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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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二生活                                   職治二  蔡約誠 

 

 

    時間過得非常快，一轉眼就已經是大二了，想到大一還懵懵懂懂，如今現在

已經是人家的學長了。大二跟大一的生活差的蠻多的，記得有一位學長跟我說，

大一要好好玩；大二會很忙；大三要忙著顧課業，果真如學長說的那樣，大二不

僅要顧課業，也要辦活動。大二的課業量比大一多出許多，壓力也比大一重，尤

其是每四個星期就要跑台一次，這讓我備感壓力，畢竟有壓力才會激發淺能，但

也因為課業，睡覺時間也愈來愈晚，真是非常累人。 

 

    從學弟升等為學長，彷彿就是多了一份責任，必須給學弟妹幫助，不論是課

業上或是生活上，畢竟早讀他們一年。接了系會幹部的我，必須辦一場活動，一

年級只要負責參與，而大二就必須規劃活動，也要花時間籌備等等。升大二後，

從宿舍搬到外面租房子住，這是第一次租房子，很多的地方都要注意，像是節約

能源，這不像學校宿舍可以水電用到飽，所以都要很注意。另外，班上的氣氛也

愈來愈好，與同學的互動也比大一時還來得熱絡，大一時，我很擔心不能跟班上

混熟，但經過一年後，如今回想我當初的憂慮，總會思考我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大二雖然來的比大一還忙，但我相信可以讓我學習到很多事情，大二生活一定是

多采多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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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二生活                                      職治二 鄭立淨 

     

    升上大二之後，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下面的大一新生要照顧，還有系上

及社團的事情也要處理、更不用提一大堆的報告及考試。一天接著一天的晚睡，

身體遲早會出問題。身邊所發生的事、人際間的互動、生活中的一點一滴似乎都

開始商業化了，一切變得有點不真實了，謠言、分化的小團體、暗地裡的壞話……

慢慢的在我的身邊浮現了。 

     

    哈，該來的還是會來，面對這些遲早的問題，我也不逃避，專心做好我該做

的、認真的扮演好一個學長的角色，這是我唯一能盡的責任。事情接二連三的來，

有時會很羨慕那些沒參與系上的孤立分子，他們可以完全的投入在自己想做的事

上，有些人會說這些人是自私，是，他們是自私，但是為自己的人生去充實、為

自己的目標努力，又何嘗是錯的呢????真的很想把所有的事情都丟給別人去處理、

想要不管任何事情專心忙於拼自己的前途、想專心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

身為系上的一份子、身為春暉社長，既然承擔了，那就不要找藉口、不要逃避，

轟轟烈烈的走過我的大二生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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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二生活                                   職治二 蘇永杰  

 

 

   升上大二後，我覺得和大一最不同的地方在於要有”責任”。從台灣東西南

北中部，甚至海外的新生剛進入一個陌生的地方通常都是需要自己依靠自己的，

這時候學長姐們就有責任幫助這一群剛進入大學的小朋友們盡快熟悉大學的生

活。這時候我們就需要不斷的辦活動，辦活動的好處就是讓大家更熟悉彼此、交

更多的朋友和充實生活。當我還是大一時覺得辦活動不是很困難的事，直到升上

大二，第一個大型活動”迎新宿營”真的是讓我感受到要辦好一個活動真的很不

容易，每個環節、每個人物都很重要。有時候會想:幹麻每天練習到晚上十一、

二點?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但想到前一屆的學長姐也是這樣無私的為我們奉獻，

這種信念就會漸漸得消失。 

 

    而大二最令我困擾的是活動、課業都要兼顧，尤其是課業越來越繁重，不能

再像大一一樣考前一個月才開始慢慢準備，每天有固定的時間念書是必要的，不

懂的地方也要盡快解決，不然越拖越多壓力就越大。 

 

    有時候常常和朋友們趴在教學大樓的陽台邊看著對面的學生宿舍，常常想起

大一時那悠閒的大學生活：下午睡個午覺，吃完晚餐看要去健身房還是游泳池或

者是打籃球。回憶完大家不禁大嘆：大二怎麼這麼累啊！ 

 

    但換個角度想，充實的大二生活真的讓我們學到很多東西，也讓自己嘗試很

多從沒做過的事，大二生活才剛開始，未來還有很多事等著我們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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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生理站           

職治三  李彥儒 楊雨縈 官東輝 

    

    這次是第一次見習這麼長一段時間，大二時只有跟大家一起到醫院或機構參

觀，但這次高榮見習卻是一整個下午都在臨床看老師們如何治療個案，在臨床上

所觀察到的一切是自己親身經驗過的，和以往的紙上談兵有很大的區別，藉由這

一次的見習機會把老師在書本所教授給我們的資訊應用到臨床上，使我更能理解

老師教授的內容，「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就是這個道理，除了上課吸取資訊

外，藉由見習可以讓課本的知識更加容易概化運用！ 

     

    第一次能觀摩到臨床老師治療的場景，心中總是害怕老師會不會張牙舞爪般

的等著我們入虎口呢？沒想到榮總的老師們是這麼親切又認真，第一次見面就記

得我們的名字，並且在繁忙之餘還熱心地回答我們的問題，讓我們總感嘆見習時

間的飛躍，真捨不得這麼輕易就放過這麼好的老師。此次的見習讓學生最有體認

的是「學以致用」這句話，覺得自己在大學裡學了很多卻不會應用真是可惜，希

望未來自己能更佳發揮自己所學習到的所有知識。 

     

    經過了這六周在高榮生理的見習，我們不僅學到了臨床上豐富的知識和觀念，

並且也能將課堂所教的評估方法實戰在臨床上，就像是一邊學一邊做，讓自己快

速的加深印象，並且可藉由見習了解到自己在學習上不足的地方，進而去改進；

在見習過程當中，我覺得要清楚自己的觀點、不懂的地方在哪裡，並提出來和臨

床老師討論，讓老師來糾正我們錯誤的觀念，或者替我們不懂的地方解惑，這樣

學習起來才會更有效率。 

 

    最後，很感謝高榮生理老師們熱情的回答我們問的問題，並在百般忙碌之中

指導著我們，在我們見習旅途中開了一個美好的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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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生理站                          

職治三   張程翔 

 

 

    還記得我們大二下學期就開始去見習，一開始是全班一起去一個站觀摩，由

於人數眾多一站也只有三節課的時間，沒辦法讓我們很仔細的一一去了解各站的

特色與治療模式，三年級之後開始分組進行一站為期六週的見習，我的第一站是

在高雄市私立天主教聖功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室，這是屬於生理站，裡面有一位

組長一位治療師與一位治療生，由於聖功醫院大部分是以護理之家的個案為大宗，

所以治療的內容與手法與我們之前見習的各大醫院都不太相同。護理之家的人數

眾多，治療師沒辦法像大醫院一樣一對一的療程，通常同時間都要一次照顧好幾

位個案，護理之家的個案大多是以 CVA 為主，絕大部分都是坐在輪椅上，第一

次看到壯觀的輪椅塞車也是在這裡，他們治療的目的跟一般醫院裡的個案不大相

同，一般醫院的個案是以回復日常職能表現為主，而這邊的個案是以不要廢用性

萎縮維持現有功能為主，所以治療的模式大致上非常自由，目的就是要讓個案動

起來，這裡的老師人很好，在這裡我學會了如何運用學過的參考架構來設計個案

的活動，也看過如何從零開始製作一個副木，對於一些疾病的狀況也有了更進一

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體驗了在臨床上該怎麼跟個案溝通還有怎麼與他們相處。 

 
 

 
 
 

 
 
 

 



 

- 52 - 

國軍高雄總醫院生理站                         

職治三  莊惠媚 

 

 

    帶著緊張的心情前往人生第一個見習站，心中充滿期待又興奮，見到老師後

腳步就不曾停留，開始介紹醫院周遭的環境和了解接下來課程的進度，在為期六

周的見習中，我學習到若要在團體中當個好的領導者或是協同領導者，是個漫長

的磨練，由於個案類型不盡相同且認知狀態也不同，很難拿捏活動分級的難易

度。 

    在準備上台領導團體前總是很緊張，深怕自己準備不夠而冷場，但一上台後，

所有的緊張感瞬間消失，整個人融入在活動當中，我想要身為一位好的領導者其

中需要具備一項能力，那就是也把自己融入團體中，感受當時團體呈現出來的氣

氛，其實那也是屬於一種回饋。 

 

    在面對一個個案不遵循指示時，過去的我總是會依照個案的意願走，但現在

我學會其實可以使用較堅定的語氣和個案說明我希望他做的事情，或是利用動機

進而誘發他執行指示，而不是一味的順從他的意願。 

 

    感謝見習單位給予我們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可以自行發揮團體主題，並且依

照我們的想法帶領團體，藉由幾次的團體帶領，讓我們的經驗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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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小兒站         

職治三  何柏翰 鄒騰佳 蕭玲怡 

 

 

    這是我們第一次小組的見習，在這六週的見習當中，剛開始懵懵懂懂的我們，

一直以為見習只是在旁邊看著老師帶個案做活動，但是來到高醫小兒OT室之後，

我們得到真正帶活動的經驗。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實帶活動最困難的地方不是把活動完成，而是在活

動過程中還要兼顧到小朋友的情緒，一旦遇到比較調皮的孩子，沒有適當安撫情

緒手法時，一整個療程也會因此中斷。讓我最感謝的是老師，不厭其煩的一直教

導我們，他不只讓我們「見」習，更讓我們有許多實際操作的經驗，當老師忙得

不可開交時，能夠助老師一臂之力，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 

 

    治療室中充滿了歡笑聲，讓我知道在工作中也是可以很快樂，因為小孩天真

無邪的笑容，以及家長感恩的答謝，就是我們見習下來，最大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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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泰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社區              

職治三   張宜儒 黃薇宸 李怡君 

 

 

    現在我們比較清楚我們正在學些什麼，學員的生活其實就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所以呈泰的主任才會說呈泰不需要什麼評估工具，只要簡單的觀察就可以知道這

些學員想要什麼，需要什麼，他們有嘴巴會說會問，他們的情緒不會隱藏，就算

他們認知不高，有些功能不好，但他們照樣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過生活。 

 

    想知道學員的診斷，藉由診斷和書上教導的治療方式或是該注意的地方，更

能幫助我們與學員互動。問題就出在於我們跟學員互動是為了在見習中學到東西?

還是只是想驗證平常課本上所讀到的病例?對於病例或是診斷，我們抱有一定的

好奇心，就像是探索書上見不到的實體例子，但事實上對學員本身到底有沒有幫

助我們卻說不上，看待一個學員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會影響我們對這個人的感

官價值，用”病人”角度和”人”生病了卻也改變了醫病關係是上對下還是平行

式進行治療，我想老師要我們體會的是，其實學員也是人，我們也是人，職能治

療如果以陪伴的角度讓學員們過日常生活，如果不把他們當學員，就算是生病還

是沒生病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長久下來也就像跟朋友相處一般，可以讓我們在

服務上改變價值觀，這才是我們應該感受的。 

 

    我們學到了其他見習站學不到的東西，我們學到很多抽象的概念、觀念和態

度，雖然這不是像技術學一樣天天練習就可以體會理解，而是要多看多觀察並多

學習才能明白主任或是老師想要傳達給我們的訊息，雖然說每個星期一都像趕飛

機一般從東邊騎到西邊，回到學校都已經夜幕低垂，但我們還是可以很開心的跟

其他同學分享我們在機構學到的東西，很感謝呈泰機構，也很感謝主任和老師，

最感謝的是陪了我們六周的學員們，希望下一次可以把剩下可以學到的觀念也一

併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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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德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社區                  

職治三   王堅 徐家曼 陳怡安 

 

 

在這次的見習中，讓我們學到比較不同的知識，並且老師除了教導我們一些

臨床上的知識外，還教導我們要具備著抱著懷疑的態度，並非是很鑽研說不對的

地方，而是保持懷疑的態度去思考，雖然可能還是沒有辦法直接就能知道病人哪

裡有問題，但是給了我們做觀察的方向。 

 

見習老師願意給我們和病人接觸的機會，讓我們親自體會一下與個案接觸，

這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另外，老師也讓我們試著用自己的方法去找出病人的問

題，並試想應如何著手治療，然後再給我們一些建議，讓我們能夠更正確的思考

問題。 

 

這次的見習是我們第一次親自去面對病人，就當我們去面對個案時，我們會

都不太曉得要如何開始去和個案做溝通，我們都不太知道要怎麼辦。有的時候在

我們去見習時，護理之家剛好是帶活動的時間，因為活動都是由社工師去設計和

帶活動，所以對於活動的部分，我們就沒有去接觸到。在這次的見習中，初步讓

我們了解到該如何抱著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見習，經過這次的機會之後，更讓我

們有自信和激勵去下一次的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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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實習心得                                                                        許佳和 

 

    對於所有職治系的學生而言，大學最後的實習生涯應該是對自己這三年所學

的檢視了。但在校時聽到學長姐分享實習站的心得後，大家多少都會感到緊張不

安。許多同學會開始打聽實習站的評價，都希望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單位。但我個

人覺得想找到適合的單位並達成最有效益學習，從一年級開始就可以做準備。 

 

一年級 

一年級的學弟妹其實可以先擴充生活經驗及建立基本職能概念。許多生活中的經

驗其實都是治療的目的或手法，而充沛的經驗能幫助我們在實習的時候更容易了

解其他人的人生歷程，此外也可讓治療師有更多治療活動的選擇。 

舉個例子，我曾經遇過一位住院昏迷的婆婆被轉介至生理職能治療做復健，在接

到治療轉介單的當下我無法想出任何除了做被動關節活動等維持活動度或肌肉

張力的治療。而我的指導老師在與家屬、看護的會談中知道個案過去都是在家常

常煮飯，並且也非常喜歡吃美食。因此老師特意提醒我說是否考慮過用食物作為

治療的媒介?不同食物的味覺能否做為感覺刺激的工具?對個案及其家屬而言有

沒有具特殊意義的菜餚?我才了解自己忽略職能中的意義與經驗，雖然知道生理

上的治療手法，但活動中缺少職能的本質。 

 

所以會建議大家偶爾也可以想想每天的活動中那些是對自己或他人具有特別意

義的，也許之後能運用在專業上。 

 

二年級 

身為系上最忙碌、最辛苦的同學們，漸漸接觸了職能治療的核心專業、大量的跑

台及繁重的筆試。這個實習階段大家可以認真的考慮自己希望可以專精的領域了，

目前除了生理、心理、小兒，目前較常見的還有學校系統、社區復健與職業重建、

基金會等都適合在二年級開始慢慢接觸。對未來專業沒有概念的同學也可以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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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一些身心障礙機構或醫院的志工服務，可以多了解我們日後服務對象。自己心

中有想學習的項目時，查詢資料及詢問臨床老師時才會事半功倍。 

 

三年級 

大三課程非常繁重，不過所有課程都是未來國考及執業的基礎。此外大三的見習

也是非常重要，部分醫院會讓見習生幫忙執行治療活動也很棒，多珍惜這些機會

對於課程學習有非常大的幫助。 

 

    對於自己未來想從事工作有目標的同學也可以開始與老師或實習中的學長

姐討論是否有哪個實習站對這方面長處，有些實習站的老師也會接特殊的案子或

有特別的專精，這都需要大家自己詢問。 

    最後提醒各位學弟妹們，實習中最重要的還是態度。求知的態度、對指導老

師的態度、對實習夥伴的態度等...只要態度正確，我相信實習的過程中雖然會感

到辛苦但遇到困難時身邊的人絕對都會伸出援手。所以不必擔心，畏畏縮縮會造

成別人不好的印象，放開心胸去學習才能學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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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活                                    職治三  羅穎琪 

 

 

    今年是我在台灣求學的第三年了，現在回想在高中要開始準備報考大學的時

候，我一直在想自己的興趣是什麼呢？將來想從事怎麼樣的工作呢?要留在澳門

還是要到別的地方升學呢?然而在這個時候，我的姐姐給了我一些建議，而且我

也做一些資料的搜尋，所以就選擇了職能治療。其實我對於”職能治療”這四個

字並不陌生，因為我家也有人從事相關的工作，但是那時候我還不是很清楚這是

做什麼的，我也像一般人只是直接看字面上的解釋，但聽我的家人大概解釋過以

後，覺得它很有趣，而且澳門也沒有這一個科系，於是我就決定了報考台灣的學

校了，考試結束放榜後，我就進入了義守大學的職能治療學系。 

 

     記得要出發來高雄之前，我很害怕自己能不能適應，雖然我之前也有去過

台灣旅行，但都是在台北台中，而且這次來的目的也是跟之前不同，要離開家那

麼久也是第一次呢！於是我就帶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學校。在開學沒多久之後

我發現原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雖然澳門與台灣的生活習慣有些不同，但我很快

就適應，同學們老師們大家都很友善，而且與同學們的談天過程中也認識了很多

有關台灣事情，當然也有把自己的僑居地和同學分享，這讓我對未來四年的生活

放下心來。現在看看我在台灣體驗到很多我以前沒有遇過或嘗試過的事情，這些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十分寶貴的經驗與回憶，在學校的學習是固然重要，也令我的

見識經驗增加，結交了很多不同的朋友，令我不再是一隻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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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馬來西亞僑生                               職治三   王堅 

 

 

 當我開始來台灣的時候，我是從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分發到義守大學的職能

治療學系。由於我是從東馬來的僑生，我都不認識一些學長，所以我都是一個人

走過來。還好台灣的人都很會幫忙，所以當我遇到問題的時候都會有人幫忙。只

是有的人的態度不是很好，但是我都是以忍耐的方式來處理，畢竟我是希望能夠

將事情處理完畢。之後，我到了義守後，才知道原來我們有馬來西亞的同學會在

台灣留學，所以原來是可以找學長姐幫忙。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麽問題的時候，都

可以上網找留台同學會，就可以找到有人幫忙你。我之前也是什麽都不知道，但

是我都是一直保持詢問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無論我們遇到什麽問題的時候，都不要害怕。因為總會有人幫忙你，只要你

說你是僑生，那一定有人會幫忙你。所以，台灣真是一個好的地方，到處都會有

人幫忙你。 

 

 最後，我要提醒的事情是無論什麽時候或是發生什麽事情的時候，千萬不要

慌張，要找比較有經驗的長輩或是老師，將你所遇到的問題描述給老師聽，看看

老師給你什麽意見。老師們一定會幫忙你，因為我每次遇到問題的時候老師都會

幫忙我，令我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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