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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第五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7年 01月 13日（六）上午 10:00-中午 12:00 

二、地  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4103教室 

三、出席人員： 

理  事：吳明宜、吳亭芳、林真平、徐淑婷、王柏軒、王宜慧、董鑑德、賴陳秀慧、 

陳靜江 

監  事：范文昇、莊巧玲、陳樺萱 

四、請假人員： 

理  事：黃慶鑽、林幸台、蔡和蓁、王敏行、賴淑華、鳳華 

監    事：林惠芳、賴炳良 

五、列席人員：蔡宜樺 

六、主  席：吳明宜理事長               記錄：江宜靜 

七、報告事項： 

(一)主席與秘書處工作報告 

1. 會員會費繳交通知信已於 107 年 1 月 1 日寄出，秘書處將持續留意繳款狀況，並

寄發後續繳款通知；日後亦會於臉書粉絲專頁每月發文提醒一次繳交會費訊息。 

2. 根據勞發署長官意見，年度研討會更名為「高齡化身心障礙者就業研討會」；研討

會計畫將送件至勞發署申請經費補助。研討會預計於今年度 5 月 19 日或 26 日舉

辦，同時召開第五屆第 2 次會員大會；秘書處將開始邀請講者與主持人、進行簡

章設計及規畫海報論文投稿等相關事宜。 

3. 彰師大將於 107 年 10 月 2 日至 107 年 10 月 5 日於舉辦國際研討會，敬邀各位理

監事參與。 

(二)委員會報告事項 

1. 政策推動委員會： 

(1) 關於「職業重建學分學程」以及「三所自辦復健諮商證照考試」相關事宜，預

計於今年度三所師大年度聚會時一同討論。 

(2) 「職業重建發展十年計畫」白皮書的第一次焦點團體將於 107 年 2 月 23 日在

高屏澎東區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邀請四個單位（喜憨兒、心路、伊甸、博訓）

的代表一同討論，將由王敏行常務理事擬定討論題綱並主持。 

2. 專業教育委員會： 

(1) 今年繼續承辦發展署委託的「職重專業人員資格、專業時數及繼續教育」之專

案。 

(2) 今年度座談會將於 3月 23日於台北、4月 20 日於高雄舉辦，座談會內容將聚

焦於 108年職重專業人員換證申請流程與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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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在北部辦理付費的繼續教育課程，已用電話詢問北部六個辦課單位，相關

建議彙整如下： 

A.  學員對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之偏好 

 課程內容以實務導向為主，能使用實例及提出建議解決方式。 

 課程內容能增加 Q&A，由學員提出實務問題，講師能直接給予回饋及

解決辦法與建議。 

 上課方式希望使用多元媒材教學引發學員上課興趣（例如：園藝治療或

桌遊等）。 

B.  職重專業人員選擇課程之理由 

 僅欲完成繼續教育時數，不太考量課程主題是否為其感興趣或實務需

求。 

 建議多辦理督導課程以及專業倫理或專業品質課程，以符合繼續教育時

數規定。理監事會上建議可以先開設此領域的課程。 

3. 學術研究委員會：目前有 4篇稿件，皆在審查或修改中。 

4. 組織發展委員會：  

(1) 繼續教育時數宣導：為避免專業人員資格不符，導致單位經費補助和專業人力

流失，將進行繼續教育時數宣導。宣導方式以官方說法為主，但可透過知情人

士輔助說明；亦在臉書粉絲專頁與協會網站宣導繼續教育時數查詢方式及注意

事項等。 

(2) 認識理、監事：將在臉書粉絲專頁及協會網站新增理、監事的介紹，讓會員了

解協會營運狀況及認識理、監事。 

(3) 協會賀歲影片：因應農曆新年的到來，將收集各位理、監事簡短的祝賀影片作

為協會今年度賀歲影片。 

(4) 臉書粉絲專頁、網站管理及維護：臉書粉絲專頁小編將不定期公告職重服務相

關資訊，透過粉絲頁及網站管理的維護，讓會員了解會務狀況及資訊傳達。 

(5) 製作會員證：依會員號碼製作會員證，透過會員證參與協會所辦理課程可享有

優惠；未來也可發展集點等優惠活動，以增加其實用性。 

5. 職業重建倫理委員會： 

(1) 已由委員會成員在協會網站上增設「專業倫理 Q&A」頁面，測試後確定頁面

留言及回覆功能可以正常使用。 

(2) 有關專業倫理 Q&A頁面討論事項： 

A.  以 Q&A 討論區的方式呈現是否會有難以管理的問題？ 

因網站為公開的，留言者也不會限定對象，如有人在留言區指名道姓的抱

怨，那網頁的管理就會出現處理上的困難，包括適切的回應及處理人員知

情後的後續處理，恐造成處理上的不便。此外，基於留言者的角度，勢必

會期待協會的回應、甚至介入，目前網站雖可設定不將留言呈現於前台，

但恐造成留言者錯誤解讀協會的處理立場，故討論區的管理須再加以思考

且應形成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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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個別回覆後是否應進一步形成通例，並更新於倫理專區？其機制應如何設

計？ 

若從網站討論區上獲得新的案例，可有助從業人員理解倫理守則中之規定

及澄清兩難之處，但相關新案例勢必需要經過改寫，而改寫或討論的機制

可能需再討論；甚至其中的議題為求完整可能需要諮詢其他專業人員，如

律師、醫師等，相關機制可能涉及費用支出及編列。理監事會上建議可以

先從目前倫理繼續教育主要講師（鳳華、陳靜江、賴淑華等人）處取得教

案的案例，經修改形成通例後置於協會網站專區。 

C. 網頁是否可納入案例分類及問答討論兩個區塊？ 

未來網頁可能需要在版面上再進行調整，初步的建議為上方可以建置不同

類型倫理議題的通例，下方為動態答詢的 Q&A區塊，如此應可涵蓋目前

對於相關議題的掌握，但這部份會涉及網站修改的費用。 

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會 106年 11月 1日至 106 年 12 月 31日收支表（附件一[AT-1]）、現金出納表、資

產負債表（附件二[AT-2]），提請審查。 

說 明：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協會 106年度收支決算表（附件三[AT-3]）、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附件四[AT-4]）、

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附件五[AT-5]），提請審查。 

說 明：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協會 106年度工作報告（附件六[AT-6]），提請審查。 

說 明：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日期、地點，暫定為 4/28 或 5/5 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綜 

合大樓 4103 教室召開。 

 

十、散   會  



 

附件一 

AT-1



 

附件二 

AT-2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106年度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決算數 預算數 
決算與預算比較數 

款 項 目 科        目 增加 減少 

1 
  

收入 2,584,137 2,160,438 423,699   

 1    會費 108,815 100,000 8,815   

 
2 

 
  捐款 28,824 20,000 8,824   

 
3 

 
  補助計畫收入 285,898 230,438 55,460   

 
4 

 
  專案計畫收入 2,160,000 1,800,000 360,000   

 
5 

 
  其他收入 600 10,000   9,400 

2 
  

支出 2,526,974 2,160,438 366,536   

 1    人事費 104,682 106,000   1,318 

  
1      員工薪給 78,000 96,000   18,000 

  
2      保險費 26,682 10,000 16,682   

 2    辦公費 38,392 11,000 27,392   

  
1      文具用品 288 1,000   712 

  
2      印刷費 27,363 1,000 26,363   

  
3      差旅費 0 5,000   5,000 

  
4      郵電費 5,471 1,000 4,471   

  
5      雜支 5,270 3,000 2,270   

 3    業務推展費 2,358,108 2,030,438 327,670   

  
1      專案計畫支出 2,072,210 1,800,000 272,210   

  
2      補助計畫支出 285,898 230,438 55,460   

 
4 

 
  其他業務費 25,792 10,000 15,792   

 
5 

 
  準備基金 0 3,000 3,000 

 
3 

  
本期餘絀 57,163 0 5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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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106年工作報告 

 

協會會務 

項 目 一：第四、五屆理監事會交接 

工作內容：第四屆理監事任期屆滿改選，辦理內政部、稅務機關以及法人變更等

事宜；進行會員清查 

辦理期間：106/4/25-106/12/31。 

實施狀況：協會已於 106年 10月 11日完成內政部、稅務機關以及法人變更等事

宜；會員清查目前共計有個人會員 129位、學生會員 88位、團體會

員 3位及贊助會員 2位；另有 64 名個人會員、57名學生會員及 3位

團體會員被停權。 

經費收支：包含手續費、郵電費共支出 622 元。 

 

項 目 二：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工作內容：依據規定辦理會員大會 

辦理期間：於 106年 3月 25日與研討會一起辦理。 

實施狀況：協會已於 106年 3月 25日召開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除協會工作

報告外，並辦理第五屆理監事會改選。 

 

項 目 三：會務運作維持以及電子化資訊 

工作內容：協會會務與網頁製作與維護 

辦理期間：106年度全年 

實施狀況：維持會務運作並更新網頁相關訊息及租用網頁空間 

經費收支：包含所有人事相關費用、辦公費及雜支共支出 143,074元整。 

 

項 目 四：復健諮商期刊 

工作內容：復健諮商期刊發行第八期。 

辦理期間：106/01/01-106/12/31 

實施狀況：已於 106 年 3月出版第八期期刊，並進行第九期徵稿、收稿與審查。

目前共計有 4篇稿件審查中。 

經費收支：第八期印刷 26,200元、審稿費 6,000 元、郵電費約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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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業務 

項 目 一：106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職業輔導評量知能訓練-

「第一類身心障礙者注意力評估與介入以提升工作表現」研習 

工作內容：辦理「非語文性注意力測驗」工作坊、「第一類身心障礙者注意力之

強化與介入」工作坊暨「第一類身心障礙者認知功能之訓練與提升」

研討會，以提升職業重建專業人員對身心障礙者注意力缺失之專業知

能，強化職業輔導評量員或具有特定資格之職業重建專業人員使用測

驗工具之實作能力，對身心障礙者提供更精準、適切的評估，並具備

針對服務對象各項缺失之強化與介入之專業知能，提升整體職業重建

服務之品質及效能。 

辦理期間：106年 3 月 17日、3月 24日、3 月 25日，共 3日。 

經費收支：勞動力發展署核定金額為 225,798 元，協會自籌款為 16,392 元，結餘

金額為 25,474 元，本案實際核銷金額為 267,664元整。 

 

項 目 二：辦理「106 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專業訓練

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 

工作內容：在勞動力發展署督導下，執行「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

理應用系統」資料庫之資料建構與管理，並運用該資料庫系統辦理專

業人員資格審查、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等結果之登錄

與管理作業。 

辦理期間：106/01/01-106/12/31 

經費收支：106年度共支出 2,072,210元。 

 

項 目 三：辦理「106年度國際經驗交流活動：職業重建專業證照與制度發展」 

工作內容：邀請國際學者進行專題演講與經驗分享，並透過與國內行政主管機關

代表、學術界及實務界代表交流座談，針對我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

人員專業證照制度的發展提供國際發展經驗與未來建議。 

參加對象包括：國內職業重建專業人員代表、職業重建執行機構代

表、學術單位代表、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人員、主辦單位陪同人員、

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與特定對象就業組代表等，共計 31人參與。 

辦理期間：106/5/16 

經費收支：實際支出 65,422元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 60,100 元，本協會

自籌 5,3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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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北部熱門繼續教育課程調查 

辦理單位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 備註（單位辦理繼續教育經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桃竹苗分署 

生涯諮商與評量 6 李克翰 1. 專業人員希望繼續教育課程能以實務為導向之內容為

主，課程能舉例實例及建議解決方式更佳。 

2. 專業人員希望課程內容若能增加 Q&A的部分，將專業人

員提出實務問題，講師能直接給予回饋及解決辦法建議。 

職業重建服務面面觀-談職業重建理論、發展

趨勢及服務系統與流程 
3 邱英哲 

督導能力的養成-如何有效反饋受督者以及

找出受督者在督導中學習風格之方法 
3 邱英哲 

北基宜花金馬區身心

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資源中心 

讓我們放鬆一下-園藝治療 6 黃盛璘 1. 轄區督導反應督導必修課程較少，希望可以多加辦理。 

2. 轄區內分兩類上課的專業人員，一類人員以自身所需挑選

課程，一類人員以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完成時數為目標。 

3. 所提供課程名單為學員參與較踴躍、講師使用多元媒材教

學引起人員上課興趣。 

4. 部分專業人員尚未完成專業倫理或專業品質課程之時數

要求，仍需辦理相關課程。 

桌遊在輔導實務之運用 6 謝明耀 

視覺障礙者心理特質與輔導策略 6 朱芯儀 

服務對象情緒、問題行為之輔導原則及策略 6 張文嬿 

心智障礙者兩性交往 6 周亮君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

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

心 

就業市場分析與視覺障礙者適性就業 3 謝曼莉 1. 所提供的名單為報名人數較多的課程。 

2. 該轄區未有熱門課程，原因如下： 

（1）專業人員報名課程僅欲完成繼續教育時數，所以不太

考量報名的課程主題是否為其感興趣或實務需求，只

要是繼續教育的課程即可。 

（2）因此 106年的下半年度辦理的課程報名及參加的人數

增多。 

（3）預估 107年度的報名人數會較今年更多。 

3. 轄區督導反應督導必修課程較少，希望可以多加辦理。 

視覺障礙者工作傷害的預防與管理策略 3 謝曼莉 

視覺障礙者的生活需求重建與自我接納 3 廖美枝 

視覺障礙者的職業重建服務需求評估 3 廖美枝 

性別平等法與職場性別主流化 3 郭玲惠 

勞資爭議與處理策略 3 郭玲惠 

新北市（新店區）身心

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中心 

職業重建人員專業倫理與實務 6 賴淑華 部分專業人員尚未完成專業倫理或專業品質課程之時數要

求，仍需辦理相關課程。 
認知障礙者注意力與記憶力的評估與訓練 6 郭乃文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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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身心

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中心 

障礙者個別化教學策略與輔助科技應用-以

提昇產能為例 
3 林珮如 

1. 轄區督導反應督導必修課程較少，希望可以多加辦理。 

2. 部分專業人員尚未完成專業倫理或專業品質課程之時數

要求，仍需辦理相關課程。 

3. 鳳華所授課之自閉症者情緒與特殊需求評估課程時數較

短，需再安排更長的時間方足夠。 

職業重建專業倫理守則、重要性與實踐 3 王智弘 

生涯諮商卡片於身心障礙者晤談與諮商之應

用（生涯卡、能力強項卡、職業憧憬卡） 

6 
林素妃 

自閉症者情緒與特殊需求評估 3 鳳華 

情緒、行為問題處理與正向支持 6 張文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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