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辦理 

「108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教育訓練時數抵

免、認定作業」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推廣說明會計畫書 

一、 說明： 

（一）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本會辦理之「108年身心障礙者職重服務專

業人員資格審查、教育訓練時數抵免、認定作業」計畫需求書辦理。 

（二） 針對有意加入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領域或欲瞭解職業重建服務體系之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之學生或社會人士等，以廣納服務人才為辦理主軸，邀

請 2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工作領域之實務工作者分享相關實務工作

經驗，以及互動交流。 

（三）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及其相關專業人員資格認證應具備條件、申請流

程說明。 

 

二、 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 高雄場： 

1. 時間：108年 9月 16日（一），上午 10：00～12：00。 

2. 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6樓第三會議室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3. 預計人數：60人 

（二） 台中場： 

1. 時間：108年 9月 20日（五），上午 10：00～12：00。 

2.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校本部/正心樓大型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3. 預計人數：60人 

（三） 台北場： 

1. 時間：108年 9月 27日（五），上午 10：00～12：00。 

2.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臺北民生校區/教學大樓專業教室-503教室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3. 預計人數：60人 



三、 參加對象： 

（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代表人員、計畫主持人、職業重建實務工作分享者。 

（二） 相關服務身心障礙者領域如復健諮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

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大專院校學生。 

1. 相關科系南部大專院校：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高雄市立空中

大學、義守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樹德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樹人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屏東大學、大仁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慈

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台東大學、國立中正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

學院、國立嘉義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南大學、

長榮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嘉南藥理大學。 

2. 相關科系中部大專院校： 

國立中央大學、中原大學、長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玄奘大學、育達

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東海大學、靜宜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學大學、亞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

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大葉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3. 相關科系北部大專院校：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東吳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

空中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佛光大學、國立

東華大學、慈濟大學、國立金門大學。 

（三） 對於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領域有興趣的社會人士以及其他科系的學

生。 

四、 報名方式：本推廣說明會採線上報名方式，請至「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專業

人員管理應用系統」之「最新消息」連結報名網址或電洽本會專員瞭解線上報

名作業事宜。 

五、 訊息披露方式： 

（一） 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重要訊息區公告。 

（二） E-mail活動海報及訊息至相關領域大專院校科系。 



（三） E-mail活動海報及訊息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五區分署及身心障礙者職業

重建服務資源中心、職業重建相關機構等。 

六、 聯絡方式： 

（一） 專線：07-752267(1)~(3) 

（二） 傳真：07-7522675 

（三） 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網址：

https://vrs2.wda.gov.tw/eVRS/ 

（四） 專案信箱：tvra99@gmail.com 

（五） 專案聯絡人：吳垂螢、顏秀容 

七、 推廣說明會之網路報名內容檢附如下： 

「108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教育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作業」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推廣說明會 

一、 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 高雄場 

1. 時間：108年 9月 16日（一）上午 10：00～12：00 

2. 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6樓第三會議室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3. 預計人數：60人。 

（二） 台中場 

1. 時間：108年 9月 20日（五）上午 10：00～12：00 

2.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校本部/正心樓大型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3. 預計人數：60人。 

（三） 台北場 

1. 時間：108年 9月 27日（五）上午 10：00～12：00 

2.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臺北民生校區/教學大樓專業教室-503教室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3. 預計人數：60人。 

二、 活動流程 

https://vrs2.wda.gov.tw/eVRS/
mailto:tvra99@gmail.com


（一） 高雄場-108年 9月 16日(一)上午 10：00~12：00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1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10：10 - 10：3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與專業資格取得簡介 

10：30 - 11：0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一） 

11：00 - 11：3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11：30 - 12：00 綜合座談 

   *截止報名時間：108 年 9月 9日 

   *備註 1：請參與者自備環保杯 

   *備註 2：本推廣說明會提供餐點 

（二） 台中場-108年 9月 20日(五)上午 10：00~12：00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1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10：10 - 10：3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與專業資格取得簡介 

10：30 - 11：0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一） 

11：00 - 11：3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11：30 - 12：00 綜合座談 

   *截止報名時間：108 年 9月 16日 

   *備註 1：請參與者自備環保杯 

   *備註 2：本推廣說明會提供餐點 

（三） 台北場-108年 9月 27日(五)上午 10：00~12：00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1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10：10 - 10：3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與專業資格取得簡介 

10：30 - 11：0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一） 

11：00 - 11：3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11：30 - 12：00 綜合座談 

   *截止報名時間：108 年 9月 20日 

   *備註 1：請參與者自備環保杯 

   *備註 2：本推廣說明會提供餐點 

三、 聯絡方式 

（一） 專線：07-752267(1)~(3) 

（二） 傳真：07-7522675 

（三） 系統網站：https://vrs2.wda.gov.tw/eVRS/ 

（四） 專案信箱：tvra99@gmail.com 

（五） 專案聯絡人：吳垂螢、顏秀容 

https://vrs2.wda.gov.tw/eVRS/
mailto:tvra99@gmail.com


四、 網路報名畫面 

 



 



 

  



八、 場地位置圖及交通資訊： 

（一） 高雄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08年 9月 16日 

交通資訊： 

火車轉乘 
於火車站搭 52、248路公車，中正文化中心站下車後再步行約 4分鐘。72路公車

於高雄師範大學門口下車。 

高鐵或捷運 
請搭乘高雄捷運紅線（往小港方向）至美麗島站再轉搭橘線（往大寮方向）至文化

中心站 3號（高雄師範大學）出口，約步行 10分至本校。 

騎車或 

自行開車 

1. 路線資訊 

（1）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燕巢系統轉（西向）國道 10號→ 仁武交

流道→ 鼎金系統接中山高（南下）（承下第 2點）。 

（2）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 鼎金系統→ 中正路出口（注意：位於建國路

出口後方約 100公尺）→ 右轉中正一路→（約 1.5公尺）看到鐵路平交道

（走中間車道)→（轉左上方）五福一路→ 左轉和平一路→ 高雄師範大學。 

2. 停車資訊 

（1）機車請停在大門口旁的人行道停車格。  

（2）自行開車者可停車在學校外圍，凱旋路、和平路、同慶路（每小時 30元）。 

車輛停放校園內，全天停車費 120元，12點後停車費 60 元。當時段若需多

次出入校園，請提示收據，方便進出。 

電話：07-752267(1)~(3) 

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6樓-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行政大樓 



（二） 台中場-中山醫學大學-108年 9月 20日 

1.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校本部/正心樓大型教室-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2. 自行開車：GPS 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1) 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 

於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南路右轉--->直行文心南路

(未過平交道)--> 左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2) 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接中投公路：台 63 線) 

中投公路(3.5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左轉文心南路往台中市---

>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3) 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烏日交流道) 

於烏日交流道下--->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直行上路橋環中路七段--->下路橋後靠右側

接慢車道繼續直行環中路七段--->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中山路一段)往台中市--->

直行復興路一段左轉文心南路--->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

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3. 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 轉乘統聯客運 159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步行約

5分鐘 

(2) 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

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8%AD%E5%B1%B1%E9%86%AB%E5%AD%B8%E5%A4%A7%E5%AD%B8/@24.122771,120.65154,15z/data=!4m2!3m1!1s0x0:0x40e5d305e67d95d0


(3) 搭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分鐘) 

4. 搭乘台鐵：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 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

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2) 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5. 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號、73號、159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再步行約 6分

鐘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6. 停車資訊： 

  



（三） 台北場-國立臺北大學-108年 9月 27日 



1.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臺北民生校區/教學大樓專業 503教室-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2. 大眾交通工具 

(1) 捷運： 

請於台北車站進入捷運車站後，搭乘捷運「板南線」〈藍線〉，於「忠孝復興站」下車後

再轉搭「文湖線」，第一月台即為往「中山國中站」（中山國中站出站後，請右轉沿復興

北路直行至民生東路再右轉步行十分鐘即至國立臺北大學）。 

(2) 公車： 

台北市公車路線 286、277、518，至「台北大學」站下車。 

※ 公車資訊可至「台北市大眾運輸及公車路線查詢系統」查詢 

 （網址：http://www.5284.com.tw/?aspxerrorpath=/）。 

(3) 火車： 

搭乘火車者可於台北火車站下車後，依「捷運路線」至國立台北大學；於松山火車站下

車者，可搭乘「63 路」公車至「復興北路口」站下車，沿復興北路直行至民生東路口右

轉步行約十分鐘即至國立台北大學。 

(4) 計程車： 

台北火車站至國立台北大學，車費約 230元，正常車程約 30分鐘。  

松山火車站至國立台北大學，車費約 230元內，正常車程約 30分鐘。 

3. 停車資訊： 

榮星花園地下停車場：台北市建國北路三段 39 號地下，電話：(02)2455-1299。 

4. 台北市停車資訊導引系統（網址：http://tpis.pma.gov.tw/ParkInfo/realinfo） 

  

http://www.5284.com.tw/?aspxerrorpath=/
http://tpis.pma.gov.tw/ParkInfo/realinfo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辦理 

「108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教育訓練時數抵免、認定作業」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推廣說明會流程表 

高雄場-辦理日期：108年 9月 16日（一） 

 

  

時間 會程內容 講者 

09：30 - 10：00 報   到 

10：00 - 10：1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代表人員、計畫主

持人 

10：10 - 10：3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 

與資格認證取得簡介 
計畫主持人 

10：30 - 11：0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 

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一） 

主題：【Show出真實的職業重建世界】 

-﹝破解!! 職業重建的五大迷思﹞- 

實務工作者： 

【黃士柏】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

理復健協會就業服

務員 

11：00 - 11：3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 

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主題：【我對職業重建不滅的愛】 

-﹝超帥氣就業服務員大解密﹞- 

實務工作者： 

【鄭志釗】 

高雄市聲暉協會就

業服務員 

11：30 - 12：00 綜合座談 計畫主持人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辦理 

「108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教育訓練時數抵免、認定作業」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推廣說明會流程表 

台中場-辦理日期：108年 9月 20日（五） 

 

  

時間 會程內容 講者 

09：30 - 10：00 報   到 

10：00 - 10：1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代表人

員、計畫主持人 

10：10 - 10：3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 

與資格認證取得簡介 
計畫主持人 

10：30 - 11：0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 

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一） 

主題：【我的職業重建魔法】 

-﹝助人心方向-發揮你的影響力﹞- 

實務工作者： 

【廖佩雯】 

彰化縣政府勞

工處職業重建

個案管理員 

11：00 - 11：3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 

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主題：【身心障礙就業服務的工作哲學】 

-﹝身障就業的幕後推手﹞- 

實務工作者： 

【林麗娜】 

台中市瑪利亞

社會福利基金

會支持性就業

服務組組長 

11：30 - 12：00 綜合座談 計畫主持人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辦理 

「108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教育訓練時數抵免、認定作業」

推廣說明會流程表 

台北場-辦理日期：108年 9月 27日（五） 

 

時間 會程內容 講者 

09：30 -  

10：00 
報   到 

10：00 -  

10：1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代表人員、計畫

主持人 

10：10 -  

10：3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 

與資格認證取得簡介 
計畫主持人 

10：30 -  

11：0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 

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一） 

主題：【我與職業重建的故事】 

-﹝資深職重人員-踏入職業重建服務的開始與堅持﹞- 

實務工作者： 

【鍾淑君】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

職業重建服務中心

(三重區)職業重建

個案管理員 

11：00 -  

11：3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者 

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主題：【職業重建工作價值的體悟】 

-﹝從職業重建服務的酸甜苦辣看見助人工作的價值﹞- 

實務工作者： 

【董鑑德】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

職業重建服務中心

(新店區)主任 

11：30 - 

12：00 
綜合座談 計畫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