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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分署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療學會辦理「111年桃
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訓練-6-7月繼續教
育課程」簡章1份，請貴單位惠允派員參訓或協助轉知相關
業務單位知悉，詳如說明，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暨身
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專業時數、課程及抵免規定
辦理。
二、有關本次課程資訊，臚列如下：
(一)課程時間：6月7日至7月22日辦理。
(二)報名期限：詳如簡章內各堂課截止期限。
三、報名方式：
(一)課程採線上方式，欲參訓者詳如簡章內網址逕自上網報名。
(二) 報 名 後 請 電 洽 聯 絡 人 黃 小 姐 確 認， 聯 絡 電 話：( 03)
5244482分機55，俾利承辦單位統計彙整。
正本：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北基宜花金馬分署、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勞動
部勞動力發展署雲嘉南分署、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副本：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療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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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111 年度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 6-7 月份繼續教育課程簡章
壹、 依據：
依「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 10 條及第 13 條第 2 項與「身心
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專業時數、課程及抵免規定」規定辦理。
貳、 目的：
為提升轄區內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能，規劃專業倫理、相關法規、專業督導知
能等課程，期待專業人員能與時俱進掌握最新的專業資訊並應用於實務上，於服務品質上能夠有
所精進。
參、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肆、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伍、 承辦單位：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辦理)
陸、 課程資訊：本梯次 6-7 月份共有 5 堂課程，辦理時間如下：
一、第 1 堂
(一)上課時間：6 月 7 日(二)，09:30-16:30
(二)課程名稱：職業重建服務之個案概念化
(三)授課講師：邱英哲老師(德安教養院督導)
(四)上課地點：桃園市婦女館 103 室(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五)課程表:
09:10-09:30
報到~
09:30-12:30
職業重建服務之個案概念化 邱英哲老師(德安教養院督
(一)
導)
12:30-13:30
休息時間
13:30-16:30
職業重建服務之個案概念化 邱英哲老師(德安教養院督
(二)
導)
16:30
賦歸
(1)報名時間截止日期:5/25(三)17:00 截止，錄取公告日期:最晚於開課前三日公告於分署
網站，並由本中心寄發錄取公告通知。
(2)課程領域:職業重建核心知能/個案問題分析與職業重建服務計畫；得計入各類專業人員
應完成專業課程領域:督導。
(3)錄取名額:以辦理實體課程為主招收 28 名，若改以視訊課程方式進行，則招收 75 名。
二、第 2 堂
(一)上課時間：6 月 13 日(一)，09:30-12:30
(二)課程名稱：違背專業倫理之法律議題及案例
(三)授課講師：鄭麗燕老師(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四)上課地點：新竹市職訓教育協會-多功能超大教室(新竹市民族路 31 號 11 樓)
(五)課程表:
09:10-09:30
報到~
09:30-12:30
違背專業倫理之法律議題及 鄭麗燕老師(前臺灣臺北地方
案例
法院法官)
12:30
賦歸
(1)報名時間截止日期:5/30(一)12:00 截止，錄取公告日期:最晚於開課前三日公告於分署
網站，並由本中心寄發錄取公告通知。
(2)課程領域:職業重建專業倫理知能/專業倫理與實務；得計入各類專業人員應完成專業課
程領域:職管員、職評員、職訓員(師)、就服員、督導。
(3)錄取名額: 以辦理實體課程為主招收 28 名，若改以視訊課程方式進行，則招收 75 名。
三、第 3 堂
(一)上課時間：6 月 13 日(一)，13:30-16:30
(二)課程名稱：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CRPD)於職業重建服務落實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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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授課講師：黃怡碧老師(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四)上課地點：新竹市職訓教育協會-多功能超大教室(新竹市民族路 31 號 11 樓)
(五)課程表:
13:15-13:30
報到~
13:30-16:30
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CRPD) 黃怡碧老師(人權公約施行監
於職業重建服務落實討論
督聯盟執行長)
16:30
賦歸
(1)報名時間截止日期:5/30(一)12:00 截止，錄取公告日期:最晚於開課前三日公告於分署
網站，並由本中心寄發錄取公告通知。
(2)課程領域:職業重建及其相關法規知能/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得計入各類專業人員應完
成專業課程領域:職管員、職評員、職訓員(師)、就服員、督導。
(3)錄取名額: 以辦理實體課程為主招收 28 名，若改以視訊課程方式進行，則招收 75 名。
四、第 4 堂
(一)上課時間：7 月 8 日(五)，09:30-16:30
(二)課程名稱：團體督導的聚焦策略
(三)授課講師：謝政廷老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專任教師)
(四)上課地點：桃園市婦女館 103 室(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五)課程表:
09:15-09:30
報到~
09:30-12:30
團體督導的聚焦策略(一)
謝政廷老師(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專任教師)
12:30-13:30
休息時間
13:30-16:30
團體督導的聚焦策略(二)
謝政廷老師(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專任教師)
16:30
賦歸
(1)報名時間截止日期:6/20(一)12:00 截止，錄取公告日期:最晚於開課前三日公告於分署
網站，並由本中心寄發錄取公告通知。
(2)課程領域: 專業督導知能/專業倫理與模式；得計入各類專業人員應完成專業課程領域:
督導。
(3)錄取名額: 以辦理實體課程為主招收 28 名，若改以視訊課程方式進行，則招收 75 名。
五、第 5 堂
(一)上課時間：7 月 22 日(五)，09:30-16:30
(二)課程名稱：自閉症類群障礙者的正向神經心理介入之實務技術
(三)授課講師：倪子洛老師(原力復健科診所臨床心理師)
(四)上課地點：TWK 新竹場地 D 教室(新竹市東區勝利路 126 號 2 樓)
(五)課程表:
09:15-09:30
報到~
09:30-12:30
自閉症類群障礙者的正向神 倪子洛老師(原力復健科診所
經心理介入之實務技術
臨床心理師)
(一)
12:30-13:30
休息時間
13:30-16:30
自閉症類群障礙者的正向神 倪子洛老師(原力復健科診所
經心理介入之實務技術
臨床心理師)
(二)
16:30
賦歸
(1)報名時間截止日期:7/4(一)12:00 截止，錄取公告日期:最晚於開課前三日公告於分署
網站，並由本中心寄發錄取公告通知。
(2)課程領域: 專業督導知能/介入技巧與方法；得計入各類專業人員應完成專業課程領域:
督導。
(3)錄取名額: 以辦理實體課程為主招收 28 名，若改以視訊課程方式進行，則招收 7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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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課程辦理方式：以實體課程為主，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公告不宜辦
理實體課程，則依課程內容性質調整為視訊課程方式進行(再另行通知課程網址)。
捌、 報名辦法：課程採線上報名方式，請連結網址：
一、6/7(二) 職業重建服務之個案概念化
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TorntjKvLBYEFHog9

QR Code
二、6/13(一)違背專業倫理之法律議題及案例
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equbkf6HKzpn4KfD6

QR Code
三、6/13(一) 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CRPD)於職業重建服務落實討論
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RGxvyoJ6SJGYZ68b7

QR Code
四、7/8(五) 團體督導的聚焦策略
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tH9VMHMkwbqPz4y18

QR Code
五、7/22(五) 自閉症類群障礙者的正向神經心理介入之實務技術
課程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TSm4sCWG8mrtsbBo6

QR Code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本資源中心 黃亦慈職重專員
電話：(03)5244482 分機 55
電子信箱:tzmcenter@gmail.com
玖、 招生說明：
一、第 1、4、5 堂課程錄取順序如下：
(一)桃竹苗區現職職業重建專業人員-督導。
(二)其他四區現職職業重建專業人員-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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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現職但具有督導資格人員。
(四)桃竹苗區現職職業重建業務相關人員。
(五)其他四區現職職業重建業務相關人員。
(六)非現職但具有職業重建相關資格之人員。
二、第 2、3 堂課程錄取順序如下：
(一)桃竹苗區現職職業重建業務相關人員。
(二)其他四區現職職業重建業務相關人員。
(三)非現職但具有職業重建相關資格之人員。
三、報名者請報名表-備註欄位說明，依實告知尚欠多少專業倫理或專業課程時數，以今年需換資
格證尚欠繼續時數者優先錄取。
四、依實際參訓時數登入「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
，惟核定領域與時數，
悉以核定結果為主；實體課程另送職能治療師、社會工作師之繼續教育積分，認證通過與否皆
以審查結果為主。
壹拾、 課程需知
一、請確實上、下午簽到、簽退，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時間超過 20 分鐘以上者以缺席論，且不
核發全程參訓研習證明。
二、學員確認錄取後，若因故無法參訓，最晚請於課程前一天來電或寄發電子信件告知中心取消參
訓，以確保下次參加權益。
三、中午不提供中餐及茶點，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四、為配合疾管署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防範措施，請學員協助配合以下防護措施，進
入教室場地前需配合測量體溫並請使用酒精消毒手部；課程全程配戴口罩，現場會安排學員梅
花座位置。
壹拾壹、 交通資訊：
一、第 1、4 堂課程地點:桃園市婦女館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一)自行開車:
1. 中山高速公路下南崁交流道後往桃園方向走春日路,過桃鶯陸橋後見建國路右轉，直走見
延平路左轉第二個紅綠燈即看到婦女館。
2. 北二高轉機場聯絡道，在鶯歌八德交流道下，往桃園市區方向，左轉桃鶯路直走見大豐路
左轉，直走見延平路右轉即看到婦女館。
(二)搭乘火車:桃園火車站下車後，由遠東百貨公司前之地下道往桃園火車站後站走，出地下道
即是延平路，直走過第三個紅綠燈即看到婦女館。
(三)停車場資訊:婦女館停車場出入口位於金門二街路口，地下室停車場有 90 個停車位。
二、第 2、3 堂課程地點:新竹市職訓教育協會(新竹市民族路 31 號 11 樓)
(一)搭乘火車:新竹火車站大門口出站，往民族路(光南大批發連鎖店)的方向直走至仁愛眼鏡館
(此大樓為上課地點)，乘坐電梯到 11 樓上課地點。
(二)搭乘高鐵:
1. 新竹高鐵站下車，於 4 號出口搭乘計程車到上課地點。
2. 新竹高鐵站下車，轉搭公車新竹高鐵站-北大橋，於新竹火車站下車或轉搭台鐵新竹-六
家線，於台鐵新竹站下車，往民族路(光南大批發連鎖店)的方向直走至仁愛眼鏡館(此大
樓為上課地點)，乘坐電梯到 11 樓上課地點。
三、第 5 堂課程地點: TWK 新竹場地(新竹市東區勝利路 126 號 2 樓)
(一)搭乘火車：於新竹火車站出口出來往左邊中華路二段直行於武昌街右轉直行於勝利路左
轉直行看見「城市之光 聖教會」上樓，教室位於二樓，走路約 5 分鐘。
(二)停車場資訊:
1. 機車停車位:中華路停二機械立體停車場(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495 號)
2. 汽車停車位:南門機械停車場(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541 之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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