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职能治疗在
职业重建之发展

台湾职能治疗学会

陈美香理事长

台湾职业重建之发展

–萌芽期

–福利期

–保护期

–权益保障期



萌芽期(1980年以前)
•此时期系指订定《残障福利法》之前。

•1945年首見相关于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之法令

•《社会安全初步设施纲领》，此纲领中提及:「对
于身心伤残失去部分工作能力之人民，尤应予以
特殊训练，助其自力更生。」

•1980年立法院审议通过《残障福利法》，奠定我
国日后身心障碍者医疗、医疗复健、特殊教育、
职业重建之基础。

• 机构(荣民职业训练中心、荣民总医院之伤残重建中心)

–身心障碍者医疗

–医疗复健

–职业重建

• 职能治疗人员在治疗计画中加入部分与身心障碍者工作相关的方案以
促进身心障碍者之职前准备与就业。

• 台北荣民总医院之「伤残重建中心」(现为身障重建中心)结合
– 职能评估、

– 就业辅导、

– 职业训练、

– 辅助器具

• 等肢体障碍之一般民众及荣民办理生活及职业重建。



• 精神医疗领域，职能治疗人员以工作活动做为精神病患的主要治疗媒介及目标
，如在台北市立疗养院(现为台北市立医院松德分院)，

• 1970年代中期即设立职能工作坊，训练精神病患之工作行为、找寻工作技巧、
面试技巧、培养精神病患工作技能。

• 台湾各个精神疾患医院、疗养院，都由职能治疗部门评定精神疾患

–职业能力(称之职能评估)，

–产业治疗(industrial therapy)

–职业训练

–工作适应或

–职前训练团体

–职能工作坊

–庇护工场

–日间照顾(给予工作活动)

教育

•1970年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复健医学系下
设职能治疗组，课程中包含病患/身心障碍
者「职前准备」课程，是台湾最早将病患/
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相关课程放入正式教
育课程中的系所。



福利期(1980~1997年) 
• 1980年订定《残障福利法》，奠定身心障碍者之医疗复健、特殊教育
、职业训练、职业重建等之基础，但在当时并没有职能评估、就业服
务与其他职业重建相关专业人员及常设机构，致使身心障碍者重建体
系未能密切衔接，影响身心障碍者的重建功能。

• 台北荣民总医院在复健医学部(科)里设立全台第一个「职前鉴定科」

–复健咨商

–社会工作

–职能治疗专业人员

• 针对身心障碍者进行「职能评估」(也就是后来的职业辅导评量)

•1989年5月，刘侠女士结合了全省七十余个身相障碍团体，
成立「促进残障福利法修正行动委员会」，继而组成「全
国性民间团体联盟组织」(后称之为中华民国残障联盟)，
以「争取残障人权、促进残障福利」为宗旨，争取残障人
权与推动实施完善的残障福利政策。

•1990年《残障福利法》之修法，将定额雇用纳入，袪除身
心障碍者入学、考试、就业不公平待遇等。

•1991年《残障者职能评估办法》出炉，身心障碍者就业问
题才开始在社政体系里受到重视。

•1995年6月16日《残障福利法》修正第三条文，才将慢性精
神病患者纳入。



•1991年订定之《残障者职能评估办法》中，规定身心障
碍者之职能评估项目包括:
–咨商晤谈
–身心状况
–心理评量
–教育评量
–社会评量
–工作能力评估
–其他相关复健需求之评估

•1986年美国学者夏洛克博士(Dr. Robert L. Schalock) 
将辅导身心障碍者在社区中就业的理念与做法介绍入国
内，之后开始有少数身心障碍者就业福利机构在台湾试
办在社区中以支持性就业方式辅导身心障碍者就业。

•1993年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职业训练局订定「身心障碍者
支持性就业服务试行计画」，并委托国内五个身心障碍
福利机构试行一年。

•1995年劳委会职训局更进一步结合六所公立就业服务中
心及十所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应用支持性就业的观念来
推展身心障碍者社区本位的就业辅导与安置，

•委托学术界及实务界的工作者(陈静江教授及胡若莹、
李崇信、李基甸等老师)对支持性就业做系统化的分析
负责服务流程的发展、工作手册的编列、就业服务员的
培训。



• 1995~1997年期间，在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安全卫生研究所劳动医
学组的委托下，台大医院复健部职能治疗组创立工作导向之职
能治疗计画，针对职业灾害劳工提供治疗性工作计画。

•藉由工作适能(work conditioning)或是真实或模拟性工作活动
来增进职灾劳工之功能性生理能力、工作耐力、维持正确姿势
及安全工作习惯或工作行为、及对工作角色的认同感。

•运用人因工程原理(ergonomic principles)配合个案身体损伤
的需求，对使用之工具或职务进行再设计，并利用工作简化方
式来增进职灾劳工的生产力及工作之安全性。

•对于有认知及知觉问题的职灾劳工进行日常生活活动、家务活
动、社区技巧等训练；转介至就业服务单位进行工作目标的确
定及就业安置。

保护期 (1997~2007年)
•1997订定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福利转为保护及保障
–维护身障者合法权益及生活及全人生涯服务
–社政转为劳政

•1998中央转为地方政府办理
–职业辅导评量
–职业训练
–就业服务
–职务再设计
–创业辅导
–其他职业重建服务



•根据身心障碍者保护法第28条
•1998订定身心障碍者职业辅导评量办法，评量：
–身心障碍者状况与功能表现
–学习特性与喜好
–职业兴趣
–职业性向
–工作技能
–工作人格
–潜在就业环境分析
–就业辅具或职务再设计
–其他就业需求

•2002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设立及奖助办法

–训练型庇护工场

–个别职业能力强化计画--庇护就业之工作技能及相关
技巧之强化

•2005~2006委托成立身心障碍者职业辅导评量资源中心

–台大职能治疗学系
•咨询与辅导

•培训

•2012委托成立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资源中心

–台大职能治疗学系

–长庚职能治疗学系



•2001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

•2004职业灾害劳工职业重建补助办法
–“消极的现金补偿”进入”积极的促进就业”

–心理辅导

–工作能力评估及强化

–职务再设计

–职业辅导评量

–职业训练

–就业服务

工作强化中心

•台大职能治疗学系
•国泰医院职能治疗部门
•中山职能治疗学系
•成大职能治疗学系
•彰基复健科职能治疗部门
•高雄长庚职能治疗部门



权益保障期 (2007以后)
•2007订定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庇护性就业

–为雇用关系的就业服务。

–受劳动法规及契约之保障

–一职业辅导评量结果进行筛入及筛出决定

•2007~2008试办及推动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制度

–单一窗口

–个管模式

–角色与功能

•2012改用ICF进行身心障碍者鉴定，以评估
身心障碍者之需求。

•跨劳政、社政、教育及医政单位之团队服
务。



职能治疗的角色与功能

•职业重建服务流程
•职业辅导评量
•职务再设计
•工作能力评估及强化

職業輔導評量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方式

•流程



职业辅导评量服务对象

–有就业或接受职业训练意愿，经评估需要职业
辅导评量者。
–依本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需为其提供庇护
性就业服务之个案，或 已于庇护工场就业经评
估不适合庇护性就业之个案。
–医疗复健稳定，有就业意愿，经评估需要职业
辅导评量者。
–国民中学以上之应届毕业生，有就业意愿，经
评估需要职业辅导评量 者。
–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之个案。

职业辅导评量之内容

身心障碍者状况与功能表现
–学习特性与喜好
–职业兴趣
–职业性向
–工作技能
–工作人格
–潜在就业环境分析
–就业辅具或职务再设计
–其他与就业有关需求之评量



职业辅导评量之方式

–标准化心理测验。
–工作样本。
–情境评量。
–现场试做。
–其他有关之评量方式。

职业辅导评量服务程序
–接案晤谈后，拟定个别化职业辅导评量计画，并应征
得当事人或其监护人之书面同意后执行之。
–利用各类职业辅导评量方法评量个案潜能。
–召开评量结果说明会。
–提供具体就业建议等有关事项。
–撰写职业辅导评量报告。
–职业辅导评量报告完成后，应移覆相关单位，并追踪
其成效。
–职业辅导评量，应由职业辅导评量员办理。



職務再設計

•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

補助對象

•为排除工作障碍，协助身心障碍者就业，下列单位或人员
得向主管机关申 请职务再设计补助：
–雇主。
–身心障碍自营作业者。
–公、私立职业训练机构。
–接受政府委托办理职业训练之单位。
–接受政府委托或补助办理居家就业服务之单位。



职务再设计补助项目
–改善职场工作环境
–工作设备、工 作条件
–购买就业所需之辅具
–调整工作方法所需费用

工作能力评估及强化

• 开案标准
–职业病或职业伤害之职灾劳工。

–病理状况已达医疗复健稳定者。

–有明确重返原职场从事原工作或其他职务之需求
者。

–尚未复工或渐进式复工后之工作能力，与工作所
需能力有明显落差者。

–愿意配合参与每周至少两次、每次2小时以上、持
续四~八周不间断之工作。



服务流程

•职灾劳工职业重建流程

服务内容
• 晤谈

– 确认开案资格。
– 完成接受转介之服务流程，包含案主医疗资料会整、转介表单回复、晤谈资
料记录、同意书签署等。

• 评估

– 个案工作需求了解。
– 个案工作分析。
– 评估个案目前工作能力(含生理功能、生产力、安全性、认知功能、感觉功能
、人际互动、社会适应)，并与个案工作分析结果对照比较。

– ※职场访视。



•目标拟定
–专业团队会议，并拟定个案复工目标。

–完成「工作强化个别训练计画书」撰写。

–与个案及关系人召开说明会议，并签署「执行工作强化训练同
意书」。

• 强化训练
–强化训练内容分为「核心项目」与「辅助项目」，强化训练内
容中的辅助项目的训练时间不可超过核心项目的训练时间时数
的一半。

–「核心项目」：工作体适能训练、工作模拟与工作样本操作、
工作安全卫教。

–「辅助项目」：心理适应性辅导、社会功能训练、工作现场训
练、转衔服务、其他。

•结案追踪

–进行结案评估并撰写结案报告书。

–于结案后1、3、6个月后进行工作强化成效追
踪。



职灾劳工职业辅导评量

•职业病或职业伤害之劳工。

•病理状况已达医疗复健稳定者。

•有工作意愿但无法返回原职场，并需进行职业探
索与评估，重新拟定就业目标。

•个案接受工作能力评估或职业辅导评量，不得同
时进行，并需间隔3个月以上。

•个案不得与县市政府委托办理职评单位之个案重
复。

未來展望

•人力資源投入

•培訓課程開設

•政策擬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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