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職能治療可信賴專業活動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研習課程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醫療財團法人羅

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二、 課程目的：近年來，以勝任能力為導向的醫學教育 (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 CBME)已成為醫學教育改革的趨勢。CBME是以學習者為中心，運用

學習者所需具備的結構化勝任能力 (competence)為架構，以成果為導向來設計、

實施、評量與評估的醫學教育訓練方式，但在臨床上要落實 CBME並不容易。荷

蘭學者 Ollen ten Cate所提出的可信賴專業活動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s)則是目前臨床最廣泛用來將 CBME由核心能力架構，落實到臨床教學評量

工具及課程設計的具體策略。EPAs的定義為當學習者具備足夠的核心能力時，

他能夠被信任且在不被監督下獨立執行的醫療行為。因此，本課程將介紹 CBME

的發展脈絡，EPA之原理與內涵，並以如何建置兒童職能治療 EPAs及在臨床教

學的應用為例，期待能讓職能治療師更瞭解 CBME及 EPAs的理論發展及臨床教

學應用。 

三、 課程日期  

1. 北部：2023年 3月 11日(六) 下午 13:40-17:00 

2. 東部：2023年 3月 19日(日) 上午 08:40-12:00 

3. 南部：2023年 4月 08日(六) 下午 13:40-17:00 

4. 中部：2023年 4月 15日(六) 下午 13:40-17:00 

四、 課程地點 

1. 北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大樓八樓大禮堂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 

2. 東部：羅東博愛醫院-住院醫療大樓五樓大禮堂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號) 

3. 南部：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啟川大樓(EN)六樓第一會議室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4. 中部：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醫療大樓 12樓大禮堂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號) 

五、 參加對象： 

1. 職能治療臨床教學計劃主持人。 

2. 職能治療臨床教師。 

3. 有意了解 CBME 及 EPA之職能治療師。 

https://www.kmuh.org.tw/


 

六、 參加名額：具醫策會職能治療臨床教師證書者優先錄取，請務必在報名同時提供

臨床教師證明。 

1. 北部：150名 

2. 東部：100名 

3. 中部：100名 

4. 南部：100名 

七、 資格佐證：報名後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以 E-MAIL信件標題:  

【資格證明】112年度職能治療 EPA研習課程- 北部班-姓名  (以北部班為

例，請自行更換成報名班別)； 

並以附檔寄送『臨床教師證書』至臺灣職能治療學會(tota@ot.org.tw)。 

八、 報名費用：免費 

九、 報名期限： 

1. 北部：2023年 3月 04日(六)止 

2. 東部：2023年 3月 11日(六)止 

3. 南部：2023年 4月 01日(六)止 

4. 中部：2023年 4月 08日(六)止 

十、 報名網址： 

1. 北部：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40 

2. 東部：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41 

3. 南部：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42 

4. 中部：http://www.ot.org.tw/index.php?action=physical-course-apply&id=43 

十一、 教育積分：全程參與並通過課後測驗 (通過標準為 70分以上)者，核給以下積

分。 

1. 醫事人員職能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3點 

2. 本學會職能治療師臨床教師培育課程積分：3點  

3.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1年 6月 6日局考字

0910022204號函核准為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學習機構，可認證學習時數。 

十二、 課程負責人：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復健科  張婉嫈 技術長/職能治療師  

電話：(02)22765566轉 1128    電子郵件：wanying0928@gmail.com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專業教育委員會    周映君  主委 

電話：(02)2832-0103     電子郵件：tota@o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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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可信賴專業活動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研習課程表 

日期/地點 時間 主題 講師 

北部班 

2023/3/11(六)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急診大樓八樓大禮堂 

13:40-14:00 報到 

14:00-14:50 CBME下的臨床教學及評估 劉子弘醫師 

14:50-15:40 
畢業前 EPAs的臨床教學應用： 

國際經驗 
劉子弘醫師 

15:40-16:00 休息 

16:00-16:50 兒童職能治療 EPAs介紹 郭穠榛主任 

16:50-17:00 
兒童職能治療 EPAs評值問卷 

及臨床教學評量 
傅中珮副教授 

 

日期/地點 時間 主題 講師 

東部班 

2023/3/19(日) 

羅東博愛醫院 

住院大樓五樓大禮堂 

8:40-9:00 報到 

9:00-9:50 CBME下的臨床教學及評估 陳正文主任 

9:50-10:40 EPAs的建置與臨床教學應用 陳正文主任 

10:40-11:00 休息 

11:00-11:50 兒童職能治療 EPAs介紹 陳玉蘭治療師 

11:50-12:00 
兒童職能治療 EPAs評值問卷 

及臨床教學評量 
傅中珮副教授 

 

日期/地點 時間 主題 講師 

南部班 

2023/4/8(六)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啟川大樓(EN)六樓 

第一會議室 

13:40-14:00 報到 

14:00-14:50 CBME下的臨床教學及評估 劉子弘醫師 

14:50-15:40 
「畢業前 EPAs的臨床教學應用： 

國際經驗」 
劉子弘醫師 

15:40-16:00 休息 

16:00-16:50 兒童職能治療 EPAs介紹 李佳宜治療師 

16:50-17:00 
兒童職能治療 EPAs評值問卷 

及臨床教學評量 
傅中珮副教授 

 

 

 

 



 

日期/地點 時間 主題 講師 

中部班 

2023/4/15(六)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醫療大樓 12樓 

大禮堂 

13:40-14:00 報到 

14:00-14:50 CBME下的臨床教學及評估 陳正文主任 

14:50-15:40 EPAs的建置與臨床教學應用 陳正文主任 

15:40-16:00 休息 

16:00-16:50 兒童職能治療 EPAs介紹 吳金龍組長 

16:50-17:00 
兒童職能治療 EPAs評值問卷 

及臨床教學評量 
傅中珮副教授 

 

講師介紹： 

劉子弘 醫師 

台北慈濟醫院教學部教學型主治醫師 

台北慈濟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陳正文 醫師/主任 

耕莘醫院教學研究部副主任兼耳鼻喉科主任 

 

郭穠榛 治療師/主任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李佳宜 治療師/組長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組長 

 

吳金龍 治療師/組長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醫學部職能治療組長 

 

陳玉蘭 治療師/組長 

台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醫學部兒童職能治療組長 

 

傅中珮 副教授 

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上課位置圖： 

北部班(3/11)：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急診大樓八樓大禮堂 

 

 

東部班(3/19)：羅東博愛醫院(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號) 住院醫療大樓五樓大禮堂 

 



南部班(4/8)：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啟川大樓(EN)六樓第一會議室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中部班(4/15)：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醫療大樓 12樓大禮堂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