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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OTUROC ANNUAL CONFERENCE 
2015 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暨行為科學研究所 

日  期：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地  點：義守大學醫學院區育成實驗研究大樓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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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組織 

 

主席： 

張自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張立青（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系主任） 
  
 

議程主席： 

吳益芳（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研發會委員、臺大醫院職能治療師） 
 
 

議程委員會：  

李秉家、李柏森、林鋐宇、范詩辰、張韶霞、游子瑩、蔡彬敏 

【依姓氏筆劃排列】 
 
 
學術主席： 

吳菁宜（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研發會主委、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教授兼主任） 
 
 
學術委員會： 

朱嘉芬、吳菁宜、吳益芳、吳鴻順、沈宜璇、李孟達、李亭儀、李美慧、周詩涵、

林克忠、林宛儀、柯瑋婷、許慧珍、蔡沛潔、簡才傑、顏吟珊、鄭百翔 

【依姓氏筆劃排列】 
  
 

大會執行委員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處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全體委員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協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暨行為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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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表 

地點：一樓國際會議廳Ａ廳 

 

09:00～09:30 報到暨張貼壁報論文 大會執行委員會 

09:30～10:00 大會開幕、主席暨來賓致詞 主持人：吳益芳 

10:00～11:00 

主題演講 

主  題：如何在臨床執行實證職能治療 
演講者：吳菁宜 

主持人：林克忠 

11:00～11:30 
主題演講 
主  題：在 ICF 架構中，職能治療師的團隊角色 
演講者：羅鈞令 

主持人：林克忠 

11:30～12:00 
主題演講 
主  題：由法規缺失處論回復職能治療執業範圍  
演講者：李元暉 

主持人：林睿麒 

 

專題論文 Symposium                  地點：一樓壁報展示區 

12:00～13:00 壁報論文展示 主持人：吳益芳 

14:00～14:40 壁報論文發表與競賽 Poster Presentation and Contest 主持人：吳益芳 

 

 

地點：一樓國際會議廳Ａ廳、B1 樓演講廳講堂Ｂ廳、B1 樓演講廳講堂Ｃ廳 

13:00～14:00 

論文報告 1(論文報告內容請詳閱 P.4) 主持人：林鋐宇 

論文報告 2(論文報告內容請詳閱 P.4) 主持人：張韶霞 

論文報告 3(論文報告內容請詳閱 P.4) 主持人：蔡彬敏 

14:40～15:40 

論文報告 4(論文報告內容請詳閱 P.4) 主持人：范詩辰 

論文報告 5(論文報告內容請詳閱 P.4) 主持人：李秉家 

論文報告 6(論文報告內容請詳閱 P.4) 主持人：李柏森 

 

地點：一樓國際會議廳Ａ廳 

15:40～16:00 綜合討論與頒發壁報論文獎 主持人：吳益芳 

 



-4- 
 

論文報告 1.                 主持人：林鋐宇委員 地點：一樓國際會議廳Ａ廳 

13:00～13:20 白天獨立生活的中風老人之生活壓力源與調適 

林侑萱、郭昶志 

13:20～13:40 
機械手臂對中風病患上肢動作之介入療效 

莫普淳、徐秀雲、陳泓廷、郭立杰 

13:40～14:00 
維持前輪翹起平衡與後輪移動調整之關係 

方薇茜、蔡伊純，葉珊如、韓雅雯、周芩緣、楊育昇 

論文報告 2.                 主持人：張韶霞委員 地點：B1 樓演講廳講堂Ｂ廳 

13:00～13:20 跨領域親子團體治療對發展遲緩兒童於日常職能之成效 

黃佩珍、謝文慧、謝如蘭、蔡沛潔 

13:20～13:40 獨樂樂！？眾樂樂！？少年個別與集體施用 K 他命意義 

葉俐君 

13:40～14:00 ADHD 兒童之專心與過動衝動表現與心跳變異率之相關研究 

謝依帆、李翊溱、陳錦宏 

論文報告 3.                 主持人：蔡彬敏委員 地點：B1 樓演講廳講堂Ｃ廳 

13:00～13:20 遠距健康促進系統於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可行性與初步結果 
游濬瑋、劉光興、張志仲、陳明德 

13:20～13:40 社區精神障礙者之每日步行量與相關影響因子 
劉光興、易榮宣、游濬瑋、陳明德 

13:40～14:00 
應用於思覺失調症患者智慧型遠距居家照護技巧之研究 

李柏森、陳彥霖、宋珮綺、江怡瑱、陳盈安、楊菦毅 

論文報告 4.                 主持人：范詩辰委員 地點：一樓國際會議廳Ａ廳 

14:40～15:00 
觸控螢幕上肢訓練系統之建構效度分析 

曾筱今、楊育昇、陳明德、黃雅凰、李佳玲、張志仲 

15:00～15:20 
電腦化中風病人上肢動作功能訓練系統研發經驗分享：初步質性分析 

楊清棼、陳明德、楊育昇、張志仲 

15:20～15:40 
電腦化螢幕活動上肢訓練系統對中風病人之臨床復健成效初探 

邱顯至、張志仲、楊育昇、陳明德、李佳玲 

論文報告 5.                 主持人：李秉家委員 地點：B1 樓演講廳講堂Ｂ廳 

14:40～15:00 
聆聽親屬聲音對急性期重度腦傷患者之影響 

簡珮馨、蔡佩倫 

15:00～15:20 
對掌肌功能重建後之復健治療計畫：個案報告 

余淑蓉、連淑惠、蘇尚文 

15:20～15:40 
垂狀指矯具治療─文獻回顧與個案報告 

連淑惠、蘇尚文、陳月霞、張人牧、趙育萱 

論文報告 6.                 主持人：李柏森委員 地點：B1 樓演講廳講堂Ｃ廳 

14:40～15:00 社區老人跌倒、憂鬱與失智風險篩檢設立計畫 

鄭駿樺、王昱茹、黃瀞嫻、陳明德 

15:00～15:20 運用銓釋學介入精神病患的敘事會談 

郭展榮 

15:20～15:40 點「實」成金！園藝對精障者情緒之實證轉譯─多機構初探 

黃聖祐、陳其嶸、游濬瑋、吳沛蓉、陳彥瑾、陳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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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專業人員組 

P001. 
簡易型動態足踝裝具對行走能力之影響 

江永舜、馮文信、林震枝 

P002. 
坐到站之動作分析與動作分期：文獻回顧 

何境祥、張詠荃 

P003. 
加速規於中風後上肢復健之應用 

何境祥、張詠荃 

P004. 
利用圖文方式促進溝通以降低副木修改率 

林雁飛、許雅芳、鄭雅文、陳學毅、何啟傑、廖英劦、李林富 

P005. 
中風患者電腦化認知訓練計畫─隨機控制研究 

何琇渝、蔡秋瑾、黃菁萍、陳嘉炘、陳明德 

P006. 
化實證為實力─實證職能治療的小組學習經驗 

陳彥瑾、陳其嶸、游濬瑋、吳沛蓉、黃聖祐、陳明德 

P007. 
帕金森氏症患者電腦化認知訓練計畫─隨機控制研究 

黃菁萍、何琇渝、蘇宜家、蔡秋瑾、陳嘉炘、陳明德 

P008. 
中風病患健側上肢感覺動作控制受損之探討 

柯佳妏、郭立杰、官大紳、蔡錦良、楊琇晴、徐秀雲 

P009. 
以跨專業模式探討複雜性溝通輔具需求者在 ICF評估介入的應用 

陳明義、張毓蓉、陳耀仁 

P010. 
機器輔助治療合併電刺激改善中風後移行功能 

黃玉芬、鄭筱儒、謝妤葳、吳菁宜、林克忠 

P011. 
中風復健後臨床最小日常生活手部使用進步值之運動學預測因子 

陳顥齡、林克忠、嶺榮娟、吳菁宜、陳嘉玲 

P012. 
中風患者使用腕動計測量上肢活動之臨床最小改變量 

嶺榮娟、林克忠、吳菁宜 

P013. 
新型足踝裝具對中風患者平衡能力之影響：個案報告 

馮文信、江永舜 

P014. 
輕度阿茲海默氏症患者的執行功能缺失與日常生活功能之關聯性 

黃淑芬、劉景寬、張瓊之、蘇純瑩 

P015. 
運用鏡像治療改善中風患者的動作成效 

蔡柏毅、張志龍 

P016. 
虛擬實境在中風患者動作功能之成效—實證報告 

賴湘琳、陳俊欽、郭德曜 

P017. 
手指末端截肢以局部旋轉皮瓣重建之感覺再教育─個案報告 

蘇尚文、陳月霞、連淑惠、梁維安、趙育萱、黃瓅瑩 

P018. 
以實證手法探討鏡像治療對中風患者上肢恢復之成效 

郭郁珊、蘇鈺婷、黃菁萍、蘇宜家、王菁憶、梁文隆 

P019. 
發展遲緩兒童使用平版電腦訓練的精細動作與手寫功能療效研究 

何怡靜、黃名璽、楊茜倫、梁昭鉉、唐玄輝、游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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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專業人員組 

P020. 
認知行為療法對高功能自閉症介入的成效：文獻回顧 

林婉卿 

P021. 
馬術治療應用於特殊兒童之療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王柏堯、林鋐宇 

P022. 
重量背心於注意力缺損過動症之介入：文獻回顧 

張雅涵、蔡昕原、陳子瑜 

P023. 
具溝通障礙之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孩童於結構化及非結構化情境中的假扮遊戲表現 

錢韋婷、葉建男、汪菁菁、董莉貞、陳官琳 

P024.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孩童假扮遊戲與玩性之相關性 

李雅珍、展秉箴、陳慧瑜、王明芳、盧姬吟、陳官琳 

P025. 
自閉症類群障礙孩童心智理論能力與假扮遊戲的關聯性 

展秉箴、陳官琳、董莉貞 

P026. 
兒童動作能力測驗─第二版應用於過動症孩童之信效度研究 

陳依瑜、韓岳珊、陳玉蘭、盧以、郭青荍、傅中珮 

P027. 
感覺故事改善自閉症孩童干擾學習行為之成效 

劉書辰、張志龍、陳柏宏 

P028. 
玩具改造車對學步失能孩童移行與社交之療效 

蔡孟憑、黃暄雯、陳怡玫、黃湘涵 

P029. 
ADHD 兒童與一般兒童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親子評量一致性之後設分析研究 

李翊溱、李宛庭、鄧明仁 

P030. 
皮膚溶解症之新生兒跨院轉介職能治療實務經驗 

顏妙芫、黃慶凱 

P031. 
丹參對 ADHD 型大鼠活動力的影響探討 

林蘭蕙、江柏欣、劉靜雯、張立青 

P032. 
建構失智社區照顧服務模式與應用之初探 

張自強、楊境中、李欣怡、李香怡 

P033. 
某精神專科醫院員工健康情形之回溯前瞻世代研究 

李慧玲、張朧心、莊雯芳、陳盈如 

P034. 
密集式產業治療方案對慢性精神患者工作能力提升之成效 

卓倍伊、吳佳蓉、陳盈如、許涴淇、李慧玲、鳳華 

P035. 
某公立精神復健機構學員成功就業影響因子之世代研究 

陳淑美、鳳華、Terri A. Lewis 

P036. 
園藝活動課程對社區復健學員活動持續時間之評價研究 

李英英、陳彥睿、林育璿、陳淑美 

P037. 
為職能治療人力缺乏地區發展臨床訓練計劃 

余筱萱、鄭莉蓉、陳南成、許雅晴、謝于婷、成冠緯 

P038. 
護理之家住民參與繪畫活動之經驗分析 

王怡情、柯淑菁、郭俊巖、呂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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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專業人員組 

P039. 
遊戲治療 VS 桌遊 in 身心障礙者 

李金燕 

P040. 
精神病患口腔健康改善專案 

周雅旼、林言芷、張碧珊、葉瓊鈺 

P041. 
體適能團體對中老年慢性精神病患的介入成效 

洪依萍、張明昆、蘇子芬、蕭宇婷 

P042. 
菇類太空包栽培在精神科日間留院病人療癒體驗 

張建隆、王斐斐、楊蘭帆、廖瑞貞 

P043. 
以實證為基礎之復元導向服務：文獻回顧 

張雁晴 

P044. 
經顱直流電刺激對實驗大鼠行為彈性之效應 

陳信壅、趙悅廷、黃英儒 

P045. 
從職能治療觀點看精神疾患之健康管理團體 

王智萱、劉怡佳、陳昭淇、黃百川 

P046. 應用虛擬實境於改善思覺失調症患者的社交技巧：文獻回顧 

楊子鑫、張立青 

P047. 以 ABC 存貨法管理社區復健中心產業代工之研究 

簡才傑 、張雅俐 、王倍禎 、劉文君 

P048. 運用 5S 進行產業治療環境管理改善：專案報告 

陳泳旭、周雅旼、王涵文 

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學生組 

S001. 
視障與閱讀：圖書館無障礙資源之分析與探究 

葉品均、潘乙伶、張濬安、施其芳、洪佳慧 

S002. 
機器人對自閉症類群障礙孩童社交能力的影響 

鄭軒、傅中珮 

S003. 
鏡像治療與雙側上肢練習對中風患者之療效回顧 

李怡君、吳菁宜、 謝妤葳、 林克忠 

S004. 
近遠端機器輔助治療於慢性中風患者之動作復健成效 

施采瑜、謝妤葳、吳菁宜、林克忠 

S005. 
機械輔助療法合併任務導向或損傷導向訓練於中風復健之成效對比 

洪從善、林怡婷、謝妤葳、林克忠、吳菁宜 

S006. 
一起來跳舞！探討大專女性運動動機之影響因子 

陳怡玫、黃暄雯、黃湘涵 

S007. 
平山症－個案報告 

陳俊欽、賴湘琳、郭家華、黃怡馨、林柏宜 

S008. 
中風病人電腦化螢幕活動上肢動作表現與常用臨床評估工具之相關性分析 

楊書瑜、許雅筑、 楊奇旻、張志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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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學生組 

S009. 
近代動作控制理論：內在模型理論 

葉芯蘊、李冠逸 

S010. 
視障與閱讀：圖書館無障礙資源之分析與探究 

葉品均、潘乙伶、張濬安、施其芳、洪佳慧 

S011. 
健康成年人上肢配戴重量套後其運動學表現之改變 

蕭鈺沛、陸霆鈞、李冠逸 

S012. 
以電玩遊戲結合上肢復健為腦性麻痺孩童之治療媒介：前瞻性研究 

王湉妮、黃晨維、謝正宜 

S013. 
雙重任務對帕金森氏症行走的影響 

倪嬿婷、黃微雯、翁莉文、胡恩惠、游子瑩 

S014. 
探討足踝支架對腦性麻痺兒童步態的影響程度 

邱尹亭、李幸樺、沈莉洪、何美儀、李姿穎、劉娟如、游子瑩 

S015. 
運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影響之探討 

高詩佳、李孟珊、楊婷淇、賴柏豪、蔡彬敏、游子瑩 

S016. 
「疑似注意力不足／過動」孩童於寫錯別字之錯誤類型分析 

呂宜庭、凃乃嘉、孟令夫 

S017. 
職能治療對低視能兒童介入成效之探討 

邱尹亭、張韶霞、 余南瑩 

S018. 
運動訓練對 ADHD 兒童注意力提升之成效—文獻回顧 

沈蔓螢、張韶霞、余南瑩 

S019. 
腦性麻痺兒童之生活品質：系統性回顧 

汪靖怡、李翊溱 

S020. 
腦性麻痺兒童照顧者之生活品質：系統性回顧 

顧惠暄、李翊溱 

S021. 
腦性麻痺兒童之生活品質親子評量一致性：系統性回顧 

盧欣誼、李翊溱 

S022. 
癲癇兒童青少年生活品質：系統性回顧 

招成欣、李詩俞、李翊溱 

S023. 
早產學齡兒童寫字相關因子之初探 

石蕙寧、蔡文暉、黃雅淑 

S024. 
健走對高職智能障礙學生身體組成的影響：以高雄市某特殊學校為例 

李悅蜻、吳佩芳 

S025. 
汲取距離對正常發展兒童軀幹上肢協調之影響 

林思瑜、葉淳輔、黃文豐、陳顥齡 

S026. 
使用觸控平板電腦之學齡前兒童視知覺表現探討 

孫維黛、呂婉甄、林玲伊 

S027. 
以電腦化評量探討感覺統合在兩側整合順序的療效研究 

林巾凱、李筱涵、沈韋成、陳薇如、黃瓊誼、張瑋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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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8. 
發展與建立中文版「心智理論量表」之內容效度 

江岱蓉、陳冠旭、賴思慎、錢韋婷、陳官琳 

S029.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孩童症狀嚴重度與冷熱執行功能相關性之探討 

賴思慎、蔡景宏、陳官琳 

S030. 
青少年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對活力與心理健康指數之影響及性別差異 

楊尚育、黃月珠、張哲豪 

S031. 
冥想對於憂鬱症患者的介入成效探討：文獻回顧 

孫儀馨、蘇韋列 

S032. 
某精神專科醫院慢性精神病人自主運動方案之效果評價研究 

陳盈如、蔡佳瑜、李慧玲 

S033. 
音樂治療對於成人憂鬱症狀之療效 

劉尚諭、林兆南、陳健民、王棋、李秉家、游子瑩 

S034. 
思覺失調症患者之認知問題與介入 

蔡百應、范詩辰、張立青、游子瑩 

S035. 
職能治療烹飪活動於急性期精神障礙患者烹飪技巧與日常生活類化動機之成效探討 

李雅琳、蕭涵憶 

S036. 
不注意視盲之機制與臨床意義 

邱亭瓅、洪毓翎、吳建德 

S037.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效益－身障專班與融合班的比較 

顏吟珊、陳貞夙、仇韋達、蘇意庭 

S038. 
門診精神障礙者參與職能治療之出席狀況與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林亭依、蔡雅智、洪毓翎、李明娟、王詩評、王怡鈞、陳宥伯、柯瑋婷、吳益芳 

S039. 
精神障礙者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與社交自我效能之關連性 

林紜貝、梁凱傑、顏吟珊、吳益芳 

S040. 
褚式注意力測驗和翻閱歌本曲目任務的表現相關性 

彭紹宇、黃馨霈、徐夢珮、柯瑋婷、吳益芳、陳妍伶、李亭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