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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中文版WORQ之信效度研究 
– 研究一 第一類身心障礙者 
– 研究二 思覺失調症 

 
• ICF 職業重建核心碼的運用 
• 在職業重建服務系統之運用 

 



前言 

 Work Rehabilitation Questionnaire（WORQ）是利用ICF的職業重建核心編
碼所編製出的問卷，以了解身心障礙者之工作能力及就業準備度。 
 

 本研究將檢驗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信、效度，期未來能供國內的職業重
建人員評估身心障礙者之工作能力、就業準備度是否 可至職場，且方便
其他的專業人員使用，提升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協助身心障礙者至合適
的單位接受後續之服務。 



中文版問卷的發展 

– 由雙和醫院團隊翻譯自Work Rehabilitation Questionnaire 
Interviewer Administered – Version2 
 

– 第一部分(17)，個人工作背景和社經地位的基本資料 
– 第二部分(42)，評估個人職業復健工作功能 

 
– 計分量尺： 

• 問題選項-從0到10，0（沒有問題）和10（完全有問題）以代表功能程度 
• 若個案認為問題不適合自己的狀況，則勾選不適用。 



研究一WORQ於第一類身心障礙者的信效度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方便取樣的方式，來源為某縣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

務中心，篩選條件如下： 

 （1）領有第一類身心障礙證明；領有智能障礙、精神障礙、自閉
症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至少有包含第一類或心智障礙之多重障
礙者求職者； 

 （2）年齡介於18~50歲的男女性皆可； 

 （3）能夠以語言溝通、表達自我感受者； 

 （4）透由職管員轉介，同意接受訪問者。 



  背景變項 人次 百分比（%） 

性別 男 79 51.3 

女 75 48.7 

    

年齡 18-20歲 37 24.0 

21-30歲 78 50.6 

31-40歲 29 18.8 

41-50歲 10 6.5 

    

學歷 國中以下 30 19.5 

高中職 108 70.1 

大學以上 16 10.4 

    

障礙類別 智能障礙 95 61.7 

慢性精神疾病 29 18.8 

自閉症 30 19.5 

    

障礙等級 輕度 88 57.1 

中度以上 66 42.9 

    

是否有工作經驗 無 47 30.5 

有 107 69.5 

個案基本資料一覽表（N=154） 
 



研究步驟 
蒐集和整理文獻資料 

確認問卷內容 

進行預試 

取得受試者同意並進行正式施測 

2週後針對20名受試者進行再測 

資料整理與進行統計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效度-建構效度 
• 問卷是否具備高效度，與其構成問卷的題項及內容品質有密切的

關係。因素分析前，可先進行項目分析，選擇品質優良的題項，
刪除功能品質欠佳的題項。 

• 本研究使用的項目分析方法為常用的遺漏值判斷法、項目描述統
計檢驗、極端值比較法等，刪除品質欠佳的題項。依據Kaiser於
1974年提出的KMO判斷標準，當KMO越接近1時，表示變相間有
高相關，適宜進行因素分析，通常，KMO≧.70以上才會進行因素
分析。 

 
 

KMO 統計量 因素分析適合性 
.90 以上 極佳的（marvelous） 
.80 以上 良好的（meritorious） 
.70 以上 中度的（middling） 
.60 以上 普通的（mediocre） 
.50 以上 不樂觀的（miserable） 
.50 以下 不接受的（unacceptable） 

 



• 本研究經分析其KMO統計量值為.718，此數值表示
表示「中度的」標準，Barlett的球形檢定值為
2135.05，p<.001達顯著水準，由兩項檢定統計量可
知，本研究資料適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故採用
主軸因子法，配合斜交轉軸之Promax法進行分析。 

•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KMO 與 Bartlett’s檢定 
 
 
 
 

• ***p<.001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18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135.054  

     df 780.00  
   顯著性 0.00  

 



表 4-10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因素分析樣式矩陣–萃取四因素 

測量變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q15 肌肉力量 .665 -.027 -.111 .242 
q28 拿 5kg 上 .659 -.062 .053 -.027 
q14 體能耐力 .618 .141 -.124 .308 
q12 維持姿勢 .584 -.076 -.121 .253 
q27 拿 5kg 下 .524 -.163 -.084 .097 
q32 移動能力 .500 -.054 .072 .063 
q24 肢體語言 .450 .176 .054 -.296 
q10 分析解決問題 .424 .181 .150 -.084 
q20 做決定 .400 -.026 .301 -.107 
q35 穿衣服 .376 -.179 .112 .329 
q36 照顧健康 .351 .016 -.097 .141 
q21 開始完成事情 .320 .081 .307 .065 
q34 駕駛車輛 .305 -.067 .013 -.021 
q5 擔心無法活動 -.237 .810 .071 .243 
q4 傷心無法活動 -.214 .715 .009 .205 
q6 煩躁 -.137 .656 -.082 .016 
q7 情緒 .139 .539 -.158 -.166 
q37 人群關係 .062 .424 .227 -.016 
q1 充分休息 -.109 .390 -.011 .367 
q8 自信心 .326 .385 -.130 -.081 
q3 記得重要事 .309 .376 -.073 -.039 
q18 注意力 .267 .349 .194 -.059 
q2 睡眠 .040 .340 -.168 .265 
q9 思緒清晰 .078 .339 .185 -.196 
q23 處理壓力 -.116 -.065 .789 -.115 
q30 走短距離 -.128 -.207 .756 .111 
q25 開始持續對話 -.127 .083 .489 .211 
q31 走長距離 .212 -.073 .424 .082 
q33 搭乘大眾運輸 .151 -.051 .402 .119 
q22 例行活動 .144 .191 .320 .089 
q26 溝通設備 -.126 -.022 .302 .231 
q19 閱讀困難 .187 .190 .291 -.036 
q17 學習新事物 .255 .174 .283 -.078 

 （接下頁） 



表 4-10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因素分析樣式矩陣–萃取四因素（續） 

測量變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q11 聽力 .203 -.212 .173 .579 
q13 身體疼痛 -.065 .212 .095 .552 
q39 短視力 .082 -.084 .128 .412 
q16 皮膚 .080 .104 .011 .382 
q38 足夠金錢 .140 .020 -.039 .274 
q40 遠視力 .149 .203 -.066 .206 
q29 手部精細 .176 .119 .162 .197 

 

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與Tatham（2006）主張選取因素負荷量最低值時，
應一併考慮樣本數，當樣本數人數為200人時，因素負荷量可採用高於.4的
標準，當樣本數為150人時，則因素負荷量應提高為.45的標準（引自凃金堂
、2012）。有鑑於此，本研究原將採取大於.45之因素負荷量，但考量本研

究之目的，期結果能與國際接軌，故不刪除因素負荷量低之題項，以比較
某題項的所有因素負荷量大小，將其歸屬至負荷量較高的因素。 
故由表4-10得知，因素一含13題，因素二含11題，因素三含9題，因素四含7
題。 



• 本研究考量題項描述的潛在特質之相似性
，決定以四個因素為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
之因素選取數目，故四個因素分別命名， 
–因素一為「基本工作能力及體耐力」 

–因素二為「情緒管理及人格特質」 

–因素三為「適應能力及人際互動」 

–因素四為「感官與身體狀況」 



信度-內部一致之信度 
• 本研究之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以SPSS 22.0統計軟體分析

該問卷之Cronbach's α係數考驗內部一致性，結果為.84
，大於0.7，代表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修正的項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q1 .25 .84 
q2 .20 .84 
q3 .44 .84 
q4 .34 .84 
q5 .44 .84 
q6 .28 .84 
q7 .34 .84 
q8 .41 .84 
q9 .40 .84 
q10 .56 .83 
q11 .20 .84 
q12 .35 .84 
q13 .25 .84 
q14 .54 .83 
q15 .45 .84 
q16 .21 .84 
q17 .49 .83 
q18 .57 .83 
q19 .47 .83 
q20 .46 .84 
q21 .54 .83 
q22 .49 .84 
q23 .28 .87 
q24 .47 .83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內部一致性(續) 

  修正的項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q25 .33 .84 
q26 .12 .84 
q27 .23 .84 
q28 .51 .83 
q29 .35 .84 
q30 .29 .84 
q31 .40 .84 
q32 .38 .84 
q33 .37 .84 
q34 .18 .84 
q35 .28 .84 
q36 .50 .83 
q37 .14 .84 
q38 .16 .84 
q39 .25 .84 
q40 .27 .84 

 



信度-再測信度 

• 其兩次施測結果總分之再測信度，其組
間相關係數（ICC）為.93，顯示整體量
表在第一次評量分數與第二次評量分數
有高度相關。 



研究討論-信度分析 
• 本研究之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針對18-50歲之領有第一類身心障礙

證明之智能障礙、慢性精神疾病及自閉症者施測共154位，研究結
果為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為0.84；其中經初試二星期後針
對有意願者再施測20人，再測信度（ICC）為0.93。 

• 相較於Finger等人於瑞士某一職業重建機構進行使用德文版問卷，
其研究結果為再測信度達0.79，內部一致性為0.88（Finger et al., 
2014）。 

• 綜上所述，顯示德文版及中文版之問卷皆具備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及
再測信度。 

 



研究討論-效度 

• 該問卷施測過程中，皆由研究者以口語施測詢問受試者對該工作
能力感受困難、嚴重程度為何。但限於受試者之障礙特質，其理
解或表達能力較為不佳，故需將題項內容轉換成簡單其易懂的內
容、或轉換成正向的問法，鼓勵受試者願意表達自己感受或困難 
 

• 另亦發現問卷中有很多題項，如有關肢體、感官功能之工作能力
等，此部分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而言，是較無感受到困難，甚
至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研究二: 
WORQ於思覺失調症患者的信效度 



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抽樣方法為立意性抽樣，在工
作坊、日間留院、復健病房以及門診招募個案。研究
架構圖如下： 

 



就業組 庇護組(工作坊) 無業組 

招募數 三十位 三十位 三十位 

操作 
定義 

支持性就業或一般性就
業，每周工作滿二十小
時，成功就業滿三個月
以上者 

每周參加工作訓練滿
二十小時以上者 

目前沒有正式工作者 

招募個
案來源 

工作坊或門診回診 
 

工作坊 日間留院、復健病房
或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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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招募對象篩選標準，是由精神科醫師診斷為思覺失
調症者，年齡在20歲至65歲之間，研究者在工作坊、日間
留院、復健病房以及門診招募個案。個案將分為以下三組。 

2項排除標準：(1) 個案有嚴重腦傷和認知障礙之病史，以
MMSE篩選，得分24分以下者不納入研究對象；(2) 個案有
物質濫用之診斷。 



中文「慢性精神病患者工作行為量表」(Work Behavior Inventory) 

 源自Bryson & Bell(1997)的Work Behavior Inventory工作行為量表  

 針對慢性精神病患的工作行為而發展。內容分為「社交技巧」(5題)、「合
作性」(5題)、「工作習慣」(5題)、「工作品質」(5題)、「個人表現」(5
題)以及「工作行為的整體分數」(1題)，合計36題。 

 評分採用五點量表，評量層面包含問題行為的頻率和嚴重性，評分5分代表
「良好」，表示工作行為對就業為有利的條件，評分1分代表「需要改善」 

 廣泛運用在職業復健相關的研究，如進行精神疾病症狀及功能與工作行為表
現關係的探討。 

 評量者直接觀察個案的工作行為10-15分鐘，再訪談個案管理師，以了解個
案平日的工作行為，綜合後做為計分之依據。 

 「慢性精神病患者工作行為量表」具良好之信效度，包括再測信度高（皮爾
森相關係數r值範圍0.84-0.95）（N =40）和內部一致性佳（Cronbach’s 
Alpha 0.89-0.95）（N =40），可用於瞭解慢性精神病患之工作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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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驗證前後測分數之相關程度 

再測信度 

• Cronbach Alpha檢驗量表項目的內部一致性 

內部一致性信度 



•ANOVA驗證就業、庇護、無業三組在「中文
版工作復健問卷」分數之差異 

•若顯著，再以 Tukey事後檢定驗證組間差
異 

區辨效度    

•Pearson r 驗證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總分
與慢性精神病患者工作行為量表總分的相
關程度 

•Pearson r 驗證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總分
與工作自我效能量表總分的相關程度 

效標關聯效度
(同時效度) 



實際接觸了77位參與者，2位因簡易心智量表
評估未達收案標準而未招募，最後共招募75位
參與對象 

診斷皆為思覺失調症，年齡從20歲至50歲，共
有無業組、庇護組以及就業組三組，每組各25
位個案， 

24 

 
-4.1無業組、庇護組、就業組三組得分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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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信度檢測 
 

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值.95 

再測信度 

ICC組內相關係數.82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應用於思覺失調症者 
全量表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值.95) 
良好的再測信度(ICC組內相關係數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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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區辨效度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對於描敘及評估思覺失調症有沒有工

作狀態是具有區辨效度的。無業組分別與庇護組以及就業組分

數達顯著差異，庇護組與就業組分數則未達顯著差異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對於描敘及評估思覺失調症者沒有工作狀態及有工

作 (含工作訓練) 狀態是具有區辨效度的。 

 無業組＞就業組 

 無業組＞庇護組 

 

 

  無業組(A) 庇護組(B) 就業組(C) 總計 
F值 事後比較 

  (N=25) (N=25) (N=25)   
量表總
分平均 

137.64 
(62.69) 

56.04 
(23.65) 

30.76 
(15.40) 

74.81 
(60.34) 39.48*** A＞B  

A＞C 
***p＜.001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同時效度 
 

•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與「工作自我效能量表」 
• Pearson’s r= -.60(p=.001)呈現顯著高度相關 

 
•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與「慢性精神病患者工作行為量表」 
• Pearson’s r=.07 (p=.73)呈現沒有相關 

 
•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與「工作自我效能量表」呈現顯著高
度相關(p＜.001)，兩量表是具有同時效度。 
 



思覺失調症者主觀與專業人員客觀之間存在一些不一致 

思覺失調症者特殊性及需求性 

是否同時使用兩量表來協助個案，建議在未來可進一步
透過研究驗證。 

28 
評估項目 呈現分數方式 

中文版工作復
健問卷 

ICF評估概念，包含 (健康、環境及身體功
能和身體結構，活動和參與)評估 

個案對自己本身工作
狀態的評估 

慢性精神病患
者工作行為量
表 

工作技能的面向為主(社交技巧、合作性、
工作習慣、工作品質、個人表現、工作行為
的整體分數) 

施測者客觀的觀察評
估 



 
 

「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之優點 
可同時評估到個案健康和活動參與和環境因素 
能掌握職業復健相關功能的特殊性 
能描敘及評估思覺失調症者目前處於能否工作的狀態 
由思覺失調症者個案的主觀觀點反應出個案功能問題的嚴重度及職業
復健能力 
讓精神復健或職業重建不同專業人員更能瞭解個案整體的功能及掌握
個案之問題 
運用在協助思覺失調症者所需的精神醫療、社區復健及職業重建連續
服務各個時間點上 
 
本研究結果將可提供「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應用在思覺失調症者之心
理計量特性證據，以奠立此評估工具應用於研究與臨床之實證基礎，進
一步協助思覺失調症者在適合的時機點上重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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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應用於職業重建服務系統： 
• 本研究之「中文版工作復健問卷」經分析後是具有信
、效度的，未來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研究者，應可嘗試
檢驗該問卷之總分結果，於職業重建管理員於評估身
心障礙者就業能力時，判斷不開案、開案後不同安置
建議之身心障礙者。 
 



北基宜花金馬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團隊成員：吳亭芳主任、陳貞夙副主任 

  陳家倫、馬宗妮、鄭雅玲 

  劉思佳、吳靜怡、張淳貞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評估和國際健康功能
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接軌之可行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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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目的 

•職業重建服務發展 

–民國75年支持性就業服務 

–民國92年職業重建個案輔導評量 

–民國98年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 

–民國103年職管手冊的推行，強調全人觀點的思維 

 

•ICF(2001年提出，WHO) 

–由過去的醫療診斷模式轉變為重視個體的功能表現 

–注重全人觀點，障礙是個體功能表現與環境交互影響結果 

–因編碼數眾多，故開始發展職業重建核心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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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目的(續) 

本研究透過透過研究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評估表與ICF職業重建核心
碼之連結情形為何？ 

•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評估表與 ICF 架構中非職業
重建核心碼之連結情形為何？ 

• 職業重建服務個案管理評估歷程中融入ICF職業重建核心碼之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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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包含功能與情境，其架構圖
如下： (WHO, 2001) 
 Cieza等人(2005)提出在

ICF代碼連結時可運用的概
念。 
因ICF全部分類碼共有

1454種類別。Escorpizo等
人於2009年開始發展職業
重建核心碼。 
WHO於2010年公告職重
核心碼，共90個代碼，其
中13個為簡短核心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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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 碼 

1454碼 

ICF職業重建
核心碼 

90碼 

ICF職業重建
核心碼短版 

13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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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分為兩階段： 
• 第一階段以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評估表為文
本，採用內容分析法，以ICF職業重建核心碼為主，ICF
其他非職業重建核心編碼為輔；分析文本內容與編碼之連
結情形。 
 

• 第二階段邀請資深工作人員參與焦點團體，以蒐集實務工
作者對於職管評估歷程中融入ICF職重核心碼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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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研究 

• 母群：針對104-105年於臺北市、新北市開案服務個案為母
群。 

• 考慮分析內容豐富性與完整度，立意抽樣34份文本資料。 
 
 
 
 
 
 
 
圖：文本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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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逐一檢視所抽選之文本內容，將職管員所登載
之評估表內容，對照職業重建核心碼之定義，檢視其連
結並進行編碼。 
 

• 每一份文本於編碼後，皆經過團隊成員討論確認及修改
，再依據ICF架構圖登錄，共形成34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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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研究 

• 採用焦點團體蒐集職業重建個案實務工作者意見。經邀請
後，共八名資深工作人員參與。 
 
 
 
 
 
 
 

圖：資深工作人員背景分析 

專業背景 相關年資 相關訓練 

8位皆為相關科系畢業 平均職重服務年資為
12年又7.5個月 

8位皆接受過職管員36小時訓練與職評員
160小時訓練 

1位有特教師證 平均職管員年資為5
年3個月 

7位曾接受就服員36小時訓練 
3位曾接受督導36小時訓練 

1位有就服乙級證照 7位有接受職業個案管理員手冊表格介紹、
撰寫相關研習 
3位接受過ICF概念、需求評估相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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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 

•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b碼(17碼)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身體功能 

評估可連結
項目 

  b210視覺功能(100%)               b230聽覺功能(91.2%)、 
  b152情緒功能(76.5%)              b235前庭功能(67.6%)、 
*b455運動耐受功能(67.6%)     b126氣質與人格功能(61.8%)、 
  b144記憶功能(55.9%)              b740肌肉耐力功能(41.2%)、 
  b140注意力功能(35.3%)       *b164高階認知功能(32.4%)、 
  b117智力功能(26.5%)              b730肌肉力量功能(20.6%)、 
  b160思考功能(14.7%) 

文本未連結 *b130精力與驅力功能         b134睡眠功能 
  b280痛覺                                b810皮膚的保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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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 

•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b碼(17碼)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身體功能 

評估可連結
項目 

  b210視覺功能(100%)               b230聽覺功能(91.2%)、 
  b152情緒功能(76.5%)              b235前庭功能(67.6%)、 
*b455運動耐受功能(67.6%)     b126氣質與人格功能(61.8%)、 
  b144記憶功能(55.9%)              b740肌肉耐力功能(41.2%)、 
  b140注意力功能(35.3%)       *b164高階認知功能(32.4%)、 
  b117智力功能(26.5%)              b730肌肉力量功能(20.6%)、 
  b160思考功能(14.7%) 

文本未連結 *b130精力與驅力功能         b134睡眠功能 
  b280痛覺                                b810皮膚的保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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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ICF職業重建核心碼-d碼(40碼)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活動與參與 

80%以上 80%-40% 

評估可連
結項目 
 

*d240處理壓力與其他心理需求(100%)  
 d540穿著(100%)  
 d710基本人際互動(100%) 
*d845取得、保有與終止一份工作(100%) 
 d415維持身體姿勢(97.1%) 
 d160集中注意力(91.2%) 
 d410改變身體基本姿勢(91.2%) 
 d440手部的精細使用(91.2%) 
 d450步行(91.2%) 
*d155學得技能(88.2%) 
 d175解決問題(88.2%)  
 d445手與手臂的使用 (88.2%) 
 d530如廁 (82.4%) 

 d210從事單項任務(79.4%) 
 d350交談(79.4%) 
 d470使用運輸工具(79.4%) 
 d172計算(76.5%) 
 d310口語訊息的溝通-接受(73.5%) 
 d166閱讀(67.6%) 
 d170書寫(61.8%) 
*d850有報酬的工作(58.8%) 
 d430舉起與攜帶物品(55.9%) 
 d570照料個人健康(47.1%) 
 d870經濟自給自足(47.1%) 
 d455四處移動(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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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ICF職業重建核心碼-d碼(40碼)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活動與參與 

80%以上 80%-40% 

評估可連
結項目 
 

*d240處理壓力與其他心理需求(100%)  
 d540穿著(100%)  
 d710基本人際互動(100%) 
*d845取得、保有與終止一份工作(100%) 
 d415維持身體姿勢(97.1%) 
 d160集中注意力(91.2%) 
 d410改變身體基本姿勢(91.2%) 
 d440手部的精細使用(91.2%) 
 d450步行(91.2%) 
*d155學得技能(88.2%) 
 d175解決問題(88.2%)  
 d445手與手臂的使用 (88.2%) 
 d530如廁 (82.4%) 

 d210從事單項任務(79.4%) 
 d350交談(79.4%) 
 d470使用運輸工具(79.4%) 
 d172計算(76.5%) 
 d310口語訊息的溝通-接受(73.5%) 
 d166閱讀(67.6%) 
 d170書寫(61.8%) 
*d850有報酬的工作(58.8%) 
 d430舉起與攜帶物品(55.9%) 
 d570照料個人健康(47.1%) 
 d870經濟自給自足(47.1%) 
 d455四處移動(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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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ICF職業重建核心碼-d碼(40碼)(續)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活動與參與 (20%以下) 

評估可連
結項目 

  d163思考(20.6%) 
*d720複雜人際互動(20.6%) 
  d315非口語訊息的溝通-接受(14.7%) 
  d740正式人際關係(14.7%)  
  d230執行日常例行事務(11.8%) 

 d360使用溝通裝置與技術(8.8%) 
 d820學校教育(8.8%) 
 d830高等教育(8.8%)  
 d840學徒(職前準備)(5.9%) 
 d220從事多項任務(5.9%) 
 d475駕駛(8.8%) 
 d465使用設備四處移動(2.9%) 
 d825職業訓練(2.9%) 
*d855無報酬的工作(2.9%) 

文本未連
結 

  d177做決定 



p.47 
 

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ICF職業重建核心碼-d碼(40碼)(續)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活動與參與 (20%以下) 

評估可連
結項目 

  d163思考(20.6%) 
*d720複雜人際互動(20.6%) 
  d315非口語訊息的溝通-接受(14.7%) 
  d740正式人際關係(14.7%)  
  d230執行日常例行事務(11.8%) 

 d360使用溝通裝置與技術(8.8%) 
 d820學校教育(8.8%) 
 d830高等教育(8.8%)  
 d840學徒(職前準備)(5.9%) 
 d220從事多項任務(5.9%) 
 d475駕駛(8.8%) 
 d465使用設備四處移動(2.9%) 
 d825職業訓練(2.9%) 
*d855無報酬的工作(2.9%) 

文本未連
結 

  d177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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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e碼(33碼)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環境因素 

評估可連結項目  e310核心家庭(100.0%) 
 e570社會安全服務、體系與政策(97.1%) 
*e590勞動與就業服務、體系與政策(85.3%)    
 e1101藥品(73.5%) 

 e320朋友(47.1%)                                     
 e555社團與組織的服務、體系與政策(35.3%)  
 e360其他專業人員(32.4%)                    
 e325熟人、同儕、同事、鄰居與社群成員(29.4%) 
 e355健康專業人員(23.5%)   
*e580健康服務、體系與政策(20.6%) 
 e120個人用於室內外行動與運輸的產品與科技
(8.8%) 
*e330權威者(8.8%)                                     
 e135就業用產品與科技(2.9%) 
 e450健康專業人員的個人態度(2.9%) 
 e585教育與訓練服務、體系與政策(2.9%) 

文本未連結 e115個人用於日常生活的產品與科技    
e125溝通用產品與科技 
e130教育用產品與科技 
e150公共建築之設計、建造及建築的產品
與科技 
e155私用建築之設計、建造及建築的產品
與科技 
e225氣候           e240光線     
e250聲音           e260空氣品質 

e340個人照護提供者與個人助理            
e430權威者的個人態度 
e460社會的態度                                           
e465社會規範、作法與意識形態 
e525住宅服務、體系與政策                     
e535通訊服務、體系與政策 
e540運輸服務、體系與政策                     
e550法律服務、體系與政策 
e565經濟服務、體系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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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e碼(33碼)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環境因素 

評估可連結項目  e310核心家庭(100.0%) 
 e570社會安全服務、體系與政策(97.1%) 
*e590勞動與就業服務、體系與政策(85.3%)    
 e1101藥品(73.5%) 

 e320朋友(47.1%)                                     
 e555社團與組織的服務、體系與政策(35.3%)  
 e360其他專業人員(32.4%)                    
 e325熟人、同儕、同事、鄰居與社群成員(29.4%) 
 e355健康專業人員(23.5%)   
*e580健康服務、體系與政策(20.6%) 
 e120個人用於室內外行動與運輸的產品與科技
(8.8%) 
*e330權威者(8.8%)                                     
 e135就業用產品與科技(2.9%) 
 e450健康專業人員的個人態度(2.9%) 
 e585教育與訓練服務、體系與政策(2.9%) 

文本未連結 e115個人用於日常生活的產品與科技    
e125溝通用產品與科技 
e130教育用產品與科技 
e150公共建築之設計、建造及建築的產品
與科技 
e155私用建築之設計、建造及建築的產品
與科技 
e225氣候           e240光線     
e250聲音           e260空氣品質 

e340個人照護提供者與個人助理            
e430權威者的個人態度 
e460社會的態度                                           
e465社會規範、作法與意識形態 
e525住宅服務、體系與政策                     
e535通訊服務、體系與政策 
e540運輸服務、體系與政策                     
e550法律服務、體系與政策 
e565經濟服務、體系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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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與非職業重建核心碼連結 
• ICF非職業重建碼-b碼、s碼 
 ICF碼-身體功能、身體結構 
評估可連結項目 b110意識功能(14.7%) 

b122整體心理社會功能(8.8%) 
b156知覺功能(20.6%) 
b167語言的心智功能(23.5%) 
b265觸覺功能(52.9%) 
b320構音功能(2.9%) 
b430血液系統功能(2.9%) 

b525排便功能(2.9%) 
b620膀胱功能 (2.9%) 
b710關節穩定性的功能(2.9%) 
b780肌肉與動作功能的感覺
(2.9%) 
 
s730上肢構造(5.9%) 
s750下肢構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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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與非職業重建核心碼連結 
• ICF非職業重建碼-d碼 

 
 
 
 
 

• ICF非職業重建碼-e碼 
 
 

ICF碼-活動與參與 

評估可連結項目 d320正式手語的溝通-接受(8.8%) 
d325書面文字訊息的溝通-接受
(23.5%) 
d330說話(8.8%) 
d460在不同地方四處移動(82.4%) 
d510清洗個人(82.4%) 
d520照顧身體部位(82.4%) 

d550進食(79.4%) 
d560飲用液態食物(29.4%) 
d620取得商品與服務(41.2%) 
d640做家事(5.9%) 
d760家庭關係(97.1%) 
d920娛樂和休閒(85.3%) 
 

ICF碼-環境因素 
評估可連結項目 e410核心家庭成員的個人態度(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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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與非職業重建核心碼連結 
• ICF非職業重建碼-d碼 

 
 
 
 
 
 

• ICF非職業重建碼-e碼 
 
 

ICF碼-活動與參與 

評估可連結項目 d320正式手語的溝通-接受(8.8%) 
d325書面文字訊息的溝通-接受
(23.5%) 
d330說話(8.8%) 
d460在不同地方四處移動(82.4%) 
d510清洗個人(82.4%) 
d520照顧身體部位(82.4%) 

d550進食(79.4%) 
d560飲用液態食物(29.4%) 
d620取得商品與服務(41.2%) 
d640做家事(5.9%) 
d760家庭關係(97.1%) 
d920娛樂和休閒(85.3%) 
 

ICF碼-環境因素 
評估可連結項目 e410核心家庭成員的個人態度(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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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續) 
• 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 
評估可連結項目 學歷(100%) 

職訓經驗(14.7%) 
專業證照(17.6%) 
實習經驗(23.5%) 
工作經驗(85.2%) 
醫療史(76.4%) 
 
時間概念/生活作息安排(100%) 
個人特質/價值觀(79.4%) 
職業興趣/職場概念/對於工作想法(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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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結果與發現-職重核心碼簡版 

•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評估表 vs  簡短版 
1.簡短版有超過八成以上的連結，可瞭解個體的情緒與壓力因應
技巧、求職相關能力、家庭狀況、認知學習表現、在生活中與
勞政相關的環境表現都是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關注的重點。 

2.僅有「*b130精力與驅力功能」核心碼未出現連結的內容。 

使個體以持久態度邁向滿足特定需要及一般目標之生理和心理機制的一般心智功能。 
 
包含：精力程度、動機、食慾、渴望(包括對可被濫用物質的渴望)、及衝動控制的功能 
 
排除：意識功能(b110)、氣質和人格功能(b126)、睡眠功能(b134)、心理動作功能
(b147)、情緒功能(b152) 



研究對象 
• 第二階段研究對象為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計抽取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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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專業背景 職重年資 職重相關訓練 
成員A 社會工作系畢 共計11年3個月 

庇護性就業服務員4年8個月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1年9個月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4年 
督導一年迄今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36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輔導評量員初階訓練160小時 
 督導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個案管理員手冊表格介紹、撰寫 

成員B 幼兒教育系輔
系特殊教育系
畢 
(學前階段特殊
教育教師證) 

共計12年 
職前方案就服員1年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8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4年迄
今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36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輔導評量員初階訓練160小時 
 督導專業訓練36小時 

成員C 日文系輔系社
會工作系畢 
  

共計14年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11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3年迄
今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36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輔導評量員初階訓練160小時 
 督導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個案管理員手冊表格介紹、撰寫 

成員D 社會科學系畢 
  

共計7年3個月 
庇護性就業服務員2年 
庇護性商店店長3個月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5年迄
今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36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輔導評量員初階訓練160小時 
 在職訓練-ICF概念(心智障礙類鑑定一般人員) 
 職業個案管理員手冊表格介紹、撰寫 



研究對象(續) 
成員 專業背景 職重年資 職重相關訓練 

成員E 社會工作系畢 共計11年 
庇護性就業服務員5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6年迄
今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36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輔導評量員初階訓練160小時 
 職業個案管理員手冊表格介紹、撰寫 

成員F 社會工作系畢 共計12年 
站台就業服務員及個案管理
員5年 
就業服務員1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6年迄
今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輔導評量員初階訓練160小時 
 職業個案管理員手冊表格介紹、撰寫 

成員G 社會系畢 共計17年 
庇護性就業服務員及個案管
理員5年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4年 
職業輔導評量員2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6年迄
今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36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輔導評量員初階訓練160小時 
 在職訓練-ICF概念、職業重建個管員表格撰寫及個案

討論工作坊 

成員H 哲學系輔系應
用心理系畢 
(就業服務員乙
級技術士證) 

共計16年6個月 
大學資源教室輔導老師4年 
就業服務員2年 
職業輔導評量員2.5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8年迄
今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36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 
 職業輔導評量員初階訓練160小時 
 在職訓練-ICF概念、職業重建個管員表格撰寫及個案

討論工作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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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結果與發現 

焦點團體討論結果 
現象： 
• 現階段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對評估表的內容撰寫不一致。 
•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對環境因素的評估較侷限。 
肯定： 
• ICF職業重建核心碼可提升職業重建評估項目的全面性。 
• ICF限定值可提升職管評估表內容的一致性。 
難處： 
•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對ICF架構與職業重建核心碼專業知能
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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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 身體功能17個核心碼中，13個代碼與文本內容連結，未被連結
到的代碼有：*b130精力與趨力功能、b134睡眠功能、b280痛
覺、b810皮膚的保護功能。 
 

• 有關*b130精力與趨力功能與文本內容未有直接連結，檢視職
管服務開案審查表中已有可連結題項，故推斷未再於評估階段
記載。 
 

• 另外，雖然睡眠、疼痛、皮膚功能對於個體都會產生影響，檢
視此次所抽樣的文本資料中，服務對象均未有「疼痛與皮膚相
關診斷」，可知職管員現階段在評估表記載之重點仍會以個別
的障礙特性為主，而其餘相關功能性之考量，較無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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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40個活動與參與核心碼中，僅有d177做決定，未能與文本內
容進行連結，顯示有9成以上的活動與參與職業重建核心碼概
念會與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的評估內容重疊。 
 

• 而在「d820學校教育、d825職業訓練、d830高等教育、d840
學徒(職前準備)、*d855無報酬工作」等數個低度連結的核心
碼，主因應為相關資訊於文本中呈現時，內容較接近於背景或
經歷之描述，故大多歸類於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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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在ICF環境因素的33個職業重建核心碼中，有15個代碼可與抽
樣文本進行連結，顯示職管員的評估內容已與近五成的環境因
素核心碼相連結。 
 

• 由文本呈現內容可知，現行實務對於環境因素的評估與紀載仍
較為侷限，焦點團體中成員也提到職重評估重點會以就業、社
福、輔具相關資訊為主，對於其他教育、自然環境等未深入評
估，且蒐集時會受到當事人對於資訊提供的意願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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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環境因素(續) 

• 從「*e310核心家庭；e570社會安全服務、體系與政策；
*e590勞動與就業服務、體系與政策；e1101藥品」的連結情
形，可以發現藥物、家庭、社會福利、勞政就業相關的因素會
是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於評估階段中最重視的環境因素表現。 

 
• 環境因素在職業重建中，往往被認為是可以幫助障礙者回到工
作的關鍵中介因素。例如提供工作教練協助障礙者達到工作適
應與提供工作環境支持等。 

• ICF架構定義障礙是由個體和環境互動所產生的結果，但從文
本分析結果中可發現，職管員對於環境因素的考量仍需再擴增
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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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ICF其他非職業重建核心碼 
• 與ICF其他非職業重建核心碼的代碼進行檢視，11個身體功能
代碼、2個身體構造代碼、12個活動與參與代碼、1個環境因素
代碼可與評估表的內容進行連結，從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職管
員的評估內容會依據服務對象的障礙狀況進行調整，涵蓋代碼
範圍超過ICF職業重建核心碼。 
 



p.65 
 

建議 

•提供ICF職業重建核心碼相關訓練 

–ICF分類系統培訓較缺乏針對職重核心碼應用的部分。 

 

•培養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對於ICF架構的掌握 

–國內身心障礙鑑定已採用ICF架構。 

–職管員相關訓練內容之補充。 

 

•強化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對於評估的敏感度 

–對於評估過程中，優勢觀點及相關內容撰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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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 
•研究工具：本次研究分析係以ICF職業重建核心碼作為主要連結
的工具。 

–ICF雖期待能建立通用之標準，但仍可能需要考量本土化之內涵。 

–職管服務評估表為開放式表格，欄位內容較難以對應單一代碼，
該如何歸類需再進一步考量。 

 

•研究取樣：為求分析文本之資料豐富程度與完整性考量，可抽取
的文本資料受到限制，部分類別僅抽取一份文本資料。 

–代表性：無法逐一釐清是未評估還是僅未呈現於文本資料。 

–涵蓋核心碼廣度：文本數限制，可能導致部分核心碼之連結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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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建議 

• 對於ICF職業重建核心碼的概念仍陌生，建議後續可採工作坊
或是個別討論形式安排相關訓練，於提升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對於職業重建核心碼的瞭解後，再追蹤是否提升職業重建評估
表內容之深度與廣度。 
 

• 國內現制的身心障礙者之分級與鑑定標準是採納國際健康功能
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若未來能取得「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
估」相關資料，可進一步分析兩端的評估內容，以探討資料銜
接運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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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業重建之運用 

•在個人層面 

–全面描繪個案之樣貌 

–訂定復健或重建目標 

•在系統層面 

–供未來統計使用 



報告完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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