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第 19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第 4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 3屆台日職能治療論壇暨教育部 

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健康福祉論壇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共同主辦 

合辦單位：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大會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能治療學系(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號) 

大會日期：2022 年 12 月 03 日(六)至 12 月 04 日(日) 

聯絡方式：秘書處 02-2382-0103 或 tota@ot.org.tw 

繼續教育積分：職能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認證申請中，需於早上、中午、下午簽到，始核發學

分證明 

註冊/報名方式：經通知確定被收錄海報/口頭/工作坊之發表者，每篇作者群至少一位務必至本

會官網另外報名參與研討會，如投稿為口頭報告，當日報告者亦需報名，並於

報名時備註填寫投稿稿件編號(1110XXX) 

※投稿成功不等同於完成報名研討會 

 

報名網址： 

(一) 發表者：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26 

(二) 非發表者-早鳥：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27 

(三) 非發表者-一般：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28 

(四) 非本國人士：https://forms.gle/3KdNP6CucPSehV6UA 

註冊資訊 

發表者註冊 2022 年 10 月 01 日至 10 月 30 日 

早鳥註冊(優惠) 2022 年 10 月 07 日至 10 月 30 日 

一般註冊 2022 年 11 月 01 日至 12 月 02 日  

現場註冊 2022 年 12 月 03 日至 12 月 04 日 

 

活動日程 

開幕式 2022 年 12 月 03 日 14:00 

學術研討會 2022 年 12 月 03 日至 04 日 

 

報名費用 

台日職能治療論壇暨學術研討會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會員 免費 

非本會會員 

JAOT 會員 NTD 500 

早鳥優惠 NTD 800 

一般價格 NTD 1200 

現場價格 NTD 1500 

tota@ot.org.tw
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26
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27
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28
https://forms.gle/3KdNP6CucPSehV6UA


繳費方式：一律以線上報名後並直接以虛擬帳號方式至 ATM 或網路銀行繳費，未繳費者視同

未完成報名手續。繳費方式如下： 

代碼 006-合作金庫虛擬帳號 1347112-身分證字號後 9 碼(不含英文)，共 16 碼。 

例如：學員身分證號為 A123456789，繳款帳號則為 006-1347112-123456789 

 

論文發表形式： 

一、 口頭報告： 

（一） 發表語言：繁體中文或英文。 

（二） 發表時間：將於本會網站與研討會網站另行公告與通知 

（三） 報告者必須為作者群之一，並需報名研討會。 

二、 海報展示： 

（一） 發表語言：繁體中文或英文。 

（二） 發表格式：將於本會網站與研討會網站另行公告與通知 

（三） 張貼時間、方式：研討會當天現場自行張貼，開放張貼與展示時間將另行公告 

三、 工作坊 

（一） 發表語言：繁體中文或英文。 

（二） 發表時間：將於本會網站與研討會網站另行公告與通知 

（三） 報告者需報名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優良論文評選 

有關學術研討會獎勵優良論文獎，參與人須為本會有效之個人會員、準會員或學生會員，均以

第一作者身分為認定，分為學生組或專業組評分。優良論文評選將於閉幕式時公告，奬狀與獎

勵金將於現場發給。如得獎作品之作者群現場無人出席，將保留其名次但取消其獎金之獎勵。 

 

注意事項:  

1. 因應疫情可能之調整，相關訊息將於學會網頁『最新公告』公告，不再另行通知。 

2. 本次會議不提供午餐，會員參加可獲得紀念品一份。 

※各發表場次待議程確認後將另行公布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第 19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第 4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 3屆台日職能治療論壇暨教育部 

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健康福祉論壇 

 

日期：111年 12月 3日(星期六)、12月 4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8時 10分至下午 5時 00分 

地點：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10-14:00 會員報到 報到組  

12 

月 

3 

日 

 

星 

期 

六 

08:10-08:40 台日論壇報到(1樓大廳) 報到組 

台

日

職

能

治

療

論

壇 

 

08:40-08:45 台日論壇開幕致詞 
主持人：陳韻玲 

兩會理事長 

08:45-9:15 健康福址與精準醫療 

座長：吳菁宜 

主講人：Chih-Hung Chang, Prof.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醫學院 

09:15-09:45 
職能治療在後急性病患照護

的角色功能：日本經驗 

座長：張玲慧 

主講人：Sakai Yasutoshi 

09:45-10:15 
職能治療在後急性病患照護

的角色功能：台灣經驗 

座長：張玲慧 

主講人：張婉嫈 

10:15-10:30 中場休息 

10:30-11:00 

對發展障礙兒童的職能治療

服務-從醫療到社區及學校：

日本經驗 

座長：陳顥齡 

主講人：Nakama Chihiro 

11:00-11:30 

對發展障礙兒童的職能治療

服務-從醫療到社區及學校：

台灣經驗 

座長：陳顥齡 

主講人：黃俐貞 

11:30-12:00 綜合討論 

座長：張玲慧、陳顥齡 

Sakai Yasutoshi、張婉嫈 

Nakama Chihiro、黃俐貞 

12:00-12:30 簽署台日合作備忘錄 

 12:30-14:00 午餐  



14:00-14:20 開幕典禮 (101講堂) 吳理事長菁宜  

廠

商

與

壁

報

展

示 

14:20-15:20 

Keynote Speech 1(101講堂) 

Dynamic Rehabilitation to 

Empower Ability Management 

(DREAM) 

主持人：吳理事長菁宜 

主講人：Chih-Hung Chang, Prof. 

15:20-15:30 休息 

15:30-17:00 學術研討會 
教育高峰會 

(16:30-17:30)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2 

月 

4 

日 

 

星 

期 

日 

08:30-11:50 會員報到(1樓大廳) 報到組 

廠

商

與

壁

報

展

示 

09:30-10:30 

Keynote speech 2(101講堂) 

建構智慧醫療與醫養合一連續

型照護模式 

主持人：吳理事長菁宜 

主講人：邱弘毅 所長 

國衛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10:30-10:40 休息 

10:40 會員大會開幕 

吳理事長菁宜 10:40-10:50 主席致詞 

10:50-11:20 長官與貴賓致詞 

11:20-11:50 黃曼聰紀念講座暨頒獎 
主持人：吳理事長菁宜 

主講人：羅理事鈞令 

11:50-11:55 
會務報告 

各委員會報告 
呂秘書長家誌 

11:55-12:00 監察報告 楊常務監事國德 

12:00-12:10 第 19屆理、監事選舉方式說明 選舉委員會 

12:10-12:25 提案討論與臨時動議 吳理事長菁宜 
進行第 19屆

理、監事選

舉(2樓教室) 12:25-13:30 午餐 

13:30-14:20 開票(2樓教室) 選舉委員會 

14:20-14:30 公布第 19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吳理事長菁宜 

14:30-15:20 
召開第 19屆第 1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4樓教室) 

第 19屆理、監事聯席會議主

持人 

13:30-16:20 

學術研討會 

口頭報告 輔具競賽 人力論壇 
準職治師論壇 

(12:50-16:20) 
工作坊 

16:20-16:30 休息與評分計算 

16:30-17:00 
閉幕式暨頒獎 

(101講堂) 
吳理事長菁宜 

 



專題演講： 

 

 

 

  



台日職能治療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