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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教育訓練計畫-第一梯 

功能量表鑑定專業人員種子教師暨一般培訓課程 

(7-8月 ICF研究學會主辦課程) 

一、計畫目的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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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現行以疾病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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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100-101年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之經驗及蒐集各家醫院鑑定人員之施測建

議，團隊因而整合種子教師、一般鑑定人員、兒童版教育訓練課程等內容，經過專家

會議重新修改及編定教材，擬定 102年度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本計畫以民國 97年度、98年度、99年度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規劃、100年度「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整備計畫」以及 101年度「新制身心障礙鑑

定計畫」之執行成果為基礎，持續針對新制實施所人力進行教育訓練，以提升鑑定醫

院功能量表之鑑定品質。於 7-8月中台灣 ICF 研究學會將與 5個單位於北、中、南、

東區共同主辦 4場種子課程與 4場一般培訓課程。各縣市於種子課程與一般培訓課程

之員額分配(附件一)，係參考各縣市之身心障礙人數與保障偏遠地區為原則。並考慮

參加學員時間之方便性，同時公布此 8場上課時間及地點，請各縣市衛生局依據分配

員額，推薦貴縣市鑑定醫院派員報名參加。 

二、依據 

    行政院衛生署 102年度「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人員教育訓練計畫」辦理。 

三、課程計畫如下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究學會 

(簡稱：台灣 ICF 研究學會) 

種子教師課程週六一天(8:30-17:30) 

區域 課程編號 時間 地點 合辦單位 人數限制 

北區 T-2013-001 7月 6日 台北市徐州路 17 號 3 樓台

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台大醫學院物理治療

學系 

40 

中區 T-2013-002 8月 24日 預計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復健醫學科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復健醫學科 

30 

南區 T-2013-003 7月 27日 預計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 

40 

東區 T-2013-004 8月 10日 慈濟醫院大愛樓二樓第一

會議室 

花蓮慈濟醫院復健科 2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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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培訓課程週日一天(8:30-18:00) 

區域 課程編號 時間 地點 合辦單位 人數限

制 

北區 G-2013-004 7月 7日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醫

療大樓 13 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

院 

250人 

中區 G-2013-005 8月 25日 預計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100人 

南區 G-2013-006 7月 28日 預計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 

150人 

東區 G-2013-007 8月 11日 慈濟醫院協力樓二樓和氣

會議室 

花蓮慈濟醫院復健科 100人 

 

種子教師課程內容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分鐘 

8:30-9:00 報到  

9:00-10:00 評估工具信效度簡介（大組） 60 

10:00-11:00 FUNDES 7.0 及其信效度簡介（大組） 60 

11 : 0 0 - 11 : 3 0 分組及分配下午工作（大組） 30 

11 : 3 0 -1 2 : 3 0 午餐  

1 2 : 30 -1 3 : 00 講堂教學技巧簡介（大組） 30 

1 3 : 00 -1 4 : 30 講堂教學工作坊 *（分組演練，10人一組） 90 

14:30-15:00 晤談迴饋技巧（大組） 30 

15:00-16:30 晤談迴饋工作坊 **（分組演練，10人一組） 90 

1 6 : 30 -1 7 : 00 課後測驗與公佈答案及交流 30 

17:00-17:30 
課後測驗及格與完成簽到退者始可具有擔任助教之資格，之後才

得領取種子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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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培訓課程內容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分鐘 

8:30-9:00 報到  

9:00-9:30 身心障礙鑑定法規及流程簡介(實體或網路) 30 

9:30-10:00 ICF/ICF-CY簡介(實體或網路) 30 

10:00-10:30 身心障礙鑑定成人第七版內容簡介(實體或網路)-I 30 

10:30-10:40 休息  

10:40-11:10 身心障礙鑑定成人第七版內容簡介(實體或網路)-II 30 

11:10-11:50 身心障礙鑑定兒童第七版內容簡介(實體或網路) 40 

11:50-13:00 午餐  

13:00-15:00 身心障礙鑑定成人第七版演練與討論(實體) 120 

15:00-15:10 休息  

15:10-16:30 身心障礙鑑定兒童第七版演練與討論(實體) 80 

16:30-17:00 測驗 30 

17:00-17:30 
身心障礙鑑定整合平臺簡介與示範（含 Q&A） 

                          (實體或網路) 
30 

17:30-18:00 
公佈答案與交流討論，課後測驗及格與完成簽到退

者始可領取完成訓練課程證明書 
30 

四、報名資格 

種子教師課程報名資格 

*除具以下資格外，於報名時須附上從事身心障礙鑑定之證明文件。* 

參加民國 101年 1月後(含)所舉辦之身心障礙鑑定人員訓練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明

者，即視為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1.物理治療師: 具有物理治療師之本國合格證照、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

務經驗者，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2.職能治療師: 具有職能治療師之本國合格證照、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

務經驗者，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3.語言治療師: 具有語言治療師之本國合格證照、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

務經驗者，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4.社會工作師: 具有社會工作師之本國合格證照、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

務經驗者，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5.臨床心理師: 具有臨床心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

務經驗者，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6.諮商心理師: 具有諮商心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

服務經驗者，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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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護理師: 具有護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

者，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8.聽力師: 具有聽力師之本國合格證照、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

者，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9.特殊教育教師: 具有特殊教育教師之本國合格證照、從事特殊教育教學服務者，服務

五年以上資歷，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10.職業輔導評量員: 具備職業輔導評量員資格者、從事就業服務或職業重建個案管理相

關工作五年以上，且具有效之「鑑定人員」資格。  

一般培訓課程報名資格 

1.物理治療師: 具有物理治療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

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2.職能治療師: 具有職能治療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

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3.語言治療師: 具有語言治療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

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4.社會工作師: 具有社會工作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

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5.臨床心理師: 具有臨床心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

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6.諮商心理師: 具有諮商心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

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7.護理師: 具有護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

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8.聽力師: 具有聽力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

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9.特殊教育教師: 具有特殊教育教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從事特殊教育教學服務者，服務

三年以上資歷。 

10.職業輔導評量員: 具備職業輔導評量員資格者，且從事就業服務或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相關工作三年以上。 

 

如超過報名人數限制，以目前各縣市衛生局推薦之人員為第一優先，執業場所係屬

身心障礙指定鑑定醫院者為第二優先。 

 

五、身心障礙鑑定人員結業證明取得 

種子教師: 

除完成種子教師課程並通過考核外，尚需當助教協助一般培訓課程一次，方得

取得種子教師資格者，於取得種子教師資格後可擔任 ICF研究學會一般培訓課程之講

師或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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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鑑定人員 

完成一般培訓課程並通過考核者，即可登錄於台灣 ICF 研究學會一般鑑定人員

資料庫，以供各縣市身心障礙鑑定單位之參考。 

 

六、報名方式 

於 6 月 15 日後開放網路報名，詳情請參閱台灣 ICF 研究學會網頁

(http://www.icf.org.tw/) 

備註：報名表格因認證因素，請學員填寫詳細資料，因以免影響個人權益。謝謝！！ 

詳情請恰台灣 ICF研究學會  研究助理 廖雅慧 (02)2834-1318。 

 

七、收費標準 

種子教師課程 

免報名費，然若報名經錄取而無故缺席者，將取消往後 ICF研究學會辦理相關課程

之報名資格。 

 

一般鑑定人員 

免報名費，然若報名經錄取而無故缺席者，將取消往後 ICF研究學會辦理相關課程

之報名資格。 

 

八、備註 

 

http://www.i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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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課程師資(不依順序) 

姓 名 現      職 經      歷 

廖華芳 

台大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

會理事長 

ICF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科兼任物理治療師 

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講師 

嚴嘉楓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所助理教授 

ICF研究學會理事 

中華啟能基金會附設台灣智能障礙研究中心

研究員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黃靄雯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

會理事 

ICF研究學會理事 

臺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師 

台北市早期療育發展評估中心物理治療師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復健組副組長 

台北市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師 

張本聖 

東吳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台北榮總兼任副研究員 

ICF研究學會理事 

政治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授 

東吳大學心理系系主任 

台北張老師辦公室專任張老師 

呂淑貞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資源中心副主任 

ICF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桃園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 理事長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紀彣宙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秘書長 

中正大學資管系博士候選人 

中正大學醫療資訊管理研究中心研

究員 

新光醫院職能治療師 

台北縣社區復健治療師及督導 

臺大醫院輔具中心職能治療師 

義守大學兼任教師 

吳亭芳 
師大復健諮商所助理教授 

ICF研究學會理事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講師 

美國馬西尼特殊學校職能治療師 

康琳茹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助理教授 

永和復康醫院物理治療師 

台北榮總早療評估中心兼任物理治療師 

蔡詩力 臺大醫院教學部暨家庭醫學部主治

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