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 108 年度現制身心障礙鑑定
FUNDES 種子教師繼續教育課程簡章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民國 96 年 7 月 11 日奉

總統公

布。主要改變包含：第一，本法對於身心障礙者之定義，分類係以身體功能與結構
之「八大身心功能障礙類別」，替代過去以疾病名稱（16 類）之分類方式。第二，
而未來身心障礙證明除需要鑑定之外，亦須經過需求評估方能取得身心障礙證明並
享有法定服務。第三，鑑定人員由過去的醫師改為由醫事、社工、特教、職評等人
員籌組專業團隊人員進行鑑定。
因鑑定制度更改幅度甚鉅，且影響廣泛，衛生福利部自 97 年起陸續委託「德
澤基金會」
、「台北醫學大學」、「台灣復健醫學會」以及「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健康功
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究學會」(以下簡稱台灣 ICF 研究學會)進行規劃與推
動，以期使現制身心障礙鑑定制度能順利推動，減少對社會的有害衝擊，並促進身
心障礙者社會參與。
自 2010 年開始，臺北醫學大學、台灣復健醫學會及臺灣 ICF 研究學會接受衛
生福利部委託進行人員訓練規劃與推動，至 2018 年底已培訓約 10,000 位及格之「身
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FUNDES)鑑定人員。根據現制鑑定資料，平均每月鑑定量
約為 1 萬至 1.5 萬人次(包含新申請鑑定以及手冊或證明屆期換證)，尚不包括社家署
統計永久免鑑定之個案 90 萬人。由於 FUNDES 採滾動式修正，104 年至 107 年使
用 FUNDES8.0 版進行施測，預計 109 年將使用 FUNDES 10.0 版，為提供充足人力，
因此持續辦理功能量表最新版本之培訓課程。
為儲備 FUNDES 10.0 版一般培訓課程講師與助教人選，辦理現制身心障礙鑑定
功能量表之種子教師繼續教育課程 1 場，重點為加強監督 FUNDES 10.0 版測試之技
巧與能力。本課程以 FUNDES 10.0 版草案為教材(評估內容和 FUNDES 8.0 版有大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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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方式
過去種子教師培訓課程已包括身心障礙福利政策與法規及 FUNDES 心理
計量學相關課程。因此如何強化實際施測人員熟悉 FUNDES 新版本或強化種子
教師，由熟悉 FUNDES 第七版或以上之種子教師擔任各縣市 FUNDES 評估工作
之督導及一般培訓課程助教及講師為第一要務。
由於 2013 年之前所訓練出來之種子教師，皆是受過 FUNDES7.0 版或之前
版本，且了解 FUNDES 之信效度，也接受過如何進行 FUNDES 演講與實習指導
之人員，若對這些種子教師中有實務評估經驗者，進一步教導 FUNDES 10.0 版
增修部分，並由課堂演練討論去了解 FUNDES 10.0 評估之各項問題，乃規劃並
舉辦 108 年度 FUNDES 種子教師繼續教育課程。
參加種子教師完全免費，且可獲得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
分類系統(ICF)研究學會繼續教育學分。

2

種子教師繼續教育課程 (R-2019-001)

時間：108 年 10 月 19 日 (週六) 13:00-16:00
地點：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9 樓 901 教室(台北市青島西路 7 號)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人數限制 30 人
時間 (分)

課程內容

講師

13:00-14:20 FUNDES 10.0 與 8.0 版差異

廖華芳

14:20-14:30 差異 Q &A

廖華芳

14:30-14:40 休息
14:40-15:20 FUNDES 10.0 成人版練習演練 (2 人一組)
15:20-15:40 FUNDES 10.0 兒童版練習演練 (2 人一組)
15:20-16:00 小組分享及綜合討論
16:00~

填寫問卷及感受回應表並繳回

報名方式
於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6 日止開放網路報名(http://swis.sfaa.gov.tw/icecweb/rectify.jsp)，
詳情請參閱台灣 ICF 研究學會網頁(http://www.icf.org.tw/)

聯繫洽詢單位
課程聯絡人及電話：董旻欣小姐(02)2249-0088 #1604

二、報名資格
1. 此課程限種子教師報名，並以過去 5 年在鑑定醫院從事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
表評估者為優先。
2. 此課程提供當日來回交通費(限自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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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師介紹
姓

名

廖華芳

張本聖

現

職

經

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二
屆委員
台灣 ICF 研究學會 常務理事
台大物理治療學系 兼任副教授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 監事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常務理事

歷

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兼主任
台大醫院復健科 兼任物理治療師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理事長
政治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授
東吳大學心理系系主任
台北市立療養院臨床心理師

台灣 ICF 研究學會 理事
東吳大學心理系 副教授

台北榮總臨床 心理師

呂淑貞

台灣 ICF 研究學會 常務理事
桃園療養院職能治療科 主任
桃竹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 理事長
中心 主任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理事長
台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 顧問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台灣減害協會 理事長

台灣 ICF 研究學會 常務理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副教授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講師 助理教授
吳亭芳 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常務理事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 講師
北基宜花金馬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
美國馬西尼特殊學校 職能治療師
服務資源中心 主任

嚴嘉楓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私立馬偕醫護管理學校老人保健科兼任講師
中華啟能基金會附設台灣智能障礙研究中心
研究員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在職專班兼任講師

台灣 ICF 研究學會 理事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新光醫院 職能治療師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社區復 專案督導
臺大醫院輔具中心 職能治療師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 秘書長
雙和醫院復健部 醫學研究員（ICF）

紀彣宙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 助理教授

台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 總治療長
台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 物理
潘懿玲
臺大醫院早期療育中心 治療組長
治療師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 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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