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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ICF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報名簡章(2022) 
The 12th ICF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2022) 

 

大會主題(Theme)：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及融合環境支持 

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ve Environment Support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指導單位(Advisors)：衛生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主辦單位(Organizer)：台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究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TSICF) 

合辦單位(Primary co-organizer)：中華民國傷殘重建協會(Association of Disability 

Rehabilit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協辦單位(Co-organizer)：臺北醫學大學(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 Shuang Ho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北基宜花金馬

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Resource Center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Taiwan Physical Therapy Association) 

日期(Date)：民國 111年10月1日週六(October 01, 2022, Saturday) 

地點(Place)：台北市非政府組織會館 (台北市青島東路8號1樓) 

(Taipei NGO House, 1st floor, No.8, Qingdao E.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A. ICF學術研討會流程 (Schedule)： 

*大會保留議程變動權利，相關議程以當天公告為主 

 2022年10月01日(六) 
時間 
Time 項目 

11:30-12:50 
午餐/ICF研究學會會員大會 (僅限會員參加) 

Lunch/TSICF Member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12:50-13:00 報到 (Registration)  

13:00-13:10 開幕式致辭(Opening speech) 

廖華芳 理事長  
Hua-Fang (Lily) Liao 

President, TSICF
來賓致辭 

To be invited

13:10-14:40 

The role of the environment across the 
lifespan - evidence and practice to address 
disability 
環境於生命各階段所扮演的角色-面對失

能的實證與實踐 
Dr. Reuben Escorpizo,  
Clinica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座長：劉燦宏 
ICF 學會常務理事 

Chair: Tsan-Hon Liou 
Executive Director, TSICF 

翻譯: 潘懿玲  
(Interpreter: Yi-Ling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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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and Movement Science, 
University of Vermont

14:40-15:00 
休息時間  

Break Time

15:00-16:00 

兒童權利與共融遊戲場推動現況與展望 
Children's rights and inclusive 
playgrounds: promotion and visions 
 
周淑菁 
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理事長 
Shu-Ching Chou 
Chairman (President), Taiwan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座長：張美美 

社家署副署長 

 
Chair: Mei-Mei Chang 

Deputy Director, 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 Administration 

(SFAA),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16:00-17:00 

身心障礙者成人及老年社會支持與照顧

-政策與實踐 

The social supports and care for adults and 
elders with disabilities-policy and practice 
 

張美美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副署長 

Mei-Mei Chang 
Deputy Director, 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 
Administration (SFAA),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座長：廖華芳  
ICF 學會理事長 

 
Chair: Hua-Fang (Lily) Liao 

President, TSICF 

17:00-17:20 
綜合討論-各主講者及座長 (主持人: 邱弘毅教授)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 Speakers and Chairs  
(Moderator: Pro. Hung- Yi, Ch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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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主題(Workshop theme)：身心障礙者的多元評估與支持 

Multiple Assessment and Support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工作坊簡介  

 生活與工作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與人互動，成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也在

生活工作中獲得成就感與自我價值的肯定。 

 本次大會的工作坊(一)，邀請到Reuben Escorpizo教授，介紹如何在人生不同階段進行身

心障礙評估，講者將以工作、學校和運動為例，說明如何評估與分析身障者面臨的困難，並

找出介入的方法，使其更能獨立且投入於所從事的活動。 

 工作坊(二)將邀請吳亭芳教授，探討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之相關議題。從身障者面臨的

就業現況與困境、生涯發展與職涯輔導，進而協助身心障礙者進行職涯探索與運用多元介入

策略促進就業。 

透過這兩場工作坊，相信學員們能更加了解「參與」的重要性，對於支持身障者參與生活

與工作能有更佳策略，並應用於您的工作場域。 

 

Introduction of Workshop： 

Life and work are crucial to our lives. In addition to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and becoming a part 

of society, we also enjoy a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affirm our own value in life and work. 

In the workshop I, Dr. Reuben Escorpizo is invited to introduce how to conduct disability 

assessment throughout the lifespan. He will take work, school and sports as examples to explain 

how to assess and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order to develop 

strategies to make them be more independent and engaged in those activities. 

In workshop II, Dr. Ting-Fang Wu will discuss issues about employment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career exploration and use multipl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employmen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these two workshops, the participants wi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strategies to suppor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life an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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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作坊 (一) (Workshop I) 

日期(Date)：民國 111年10月2日週日上午 (October 02, 2022, Sunday Morning)  

地點(Place)：台北市非政府組織會館 (台北市青島東路8號1樓) 

(Taipei NGO House, 1st floor, No.8, Qingdao E.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時間 (Time) 活動內容 (Schedule) 講師 (Speaker) 

08:40-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10:20 

在人生不同階段進行障礙評估： 
-工作評估 

-轉銜期的考量 
Assessing disability throughout the lifespan: 

-Work assessment, 
-Transitional ages 

Reuben 
Escorpizo 教授

(Dr. Reuben 
Escorpizo) 

 
翻譯：邱慈穎 

(Interpreter: 
Tzu-Ying Chiu)

10:20-10:30 休息時間 (Break Time) 

10:30-11:50 

在人生不同階段進行障礙評估： 
-在學校與教育系統的應用 

-運動訓練/適應性運動 
Assessing disability throughout the lifespan: 

-Implication for school and education 
-Sports training/ adaptive sports

Reuben 
Escorpizo 教授

(Dr. Reuben 
Escorpizo) 

 
翻譯：邱慈穎 

(Interpreter: 
Tzu-Ying Chiu)11:50-12:00 問題與討論 (Q & A) 

12:00-12:10  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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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作坊 (二) (Workshop II) 

日期(Date)：民國111年10月2日週日下午(October 02, 2022, Sunday Afternoon) 

地點(Place)：台北市非政府組織會館 (台北市青島東路8號1樓) 

(Taipei NGO House, 1st floor, No.8, Qingdao E.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時間 (Time) 活動內容 (Schedule) 講師 (Speaker) 

13:10-13:30 報到 (Registration) 

13:30-14:00 
身心障礙者就業現況與困境 

(Employm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吳亭芳 教授 
Dr. Ting-Fang 

Wu 
14:00-14:30 

身心障礙者的生涯發展與職涯輔導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areer counseling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14:30-14:40 休息時間 (Break Time) 

14:40-16:20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職涯探索與多元介入策略 
(Facilitating employmen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areer exploration and multipl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吳亭芳 教授 
Dr. Ting-Fang 

Wu 
16:20-16:30 問題與討論 (Q & A) 

16:30-16:40 簽退 

 

一、 講師簡介(Speakers Introduction) 

1. Reuben Escorpizo, PT, M.Sc., D.P.T.  

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復健與運動科學研究所臨床副教授 

瑞士諾特維爾瑞士截癱研究高級顧問/兼任研究員 

 研究興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身障者工作及就業的心理社

會功能評估、職業重建、衛生政策和身心障礙管理、關節炎和肌肉骨骼疾病、工作

生產力成果衡量 

 臨床實踐領域：職業重建、關節置換術和骨折康復、關節炎，腰痛和其他肌肉骨骼

疾病、力量訓練和調節以及運動康復 

國外講師介紹參考網址: 

https://www.uvm.edu/cnhs/rms/profiles/reuben_escorpizo_pt_msc_d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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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亭芳(Ting-Fang Wu, OTR, PhD. )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復健諮商研究所 教授 

北基宜花金馬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主任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究學會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理事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 

美國紐約大學職能治療研究所碩士 

經歷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第四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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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繼續教育學分申請】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臺灣復健醫學會、臺灣聽力語言學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公務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學
分申請中) 

【研討會及工作坊收費標準】 

＊ 10/1 研討會視需要提供手語及聽打服務，英文場次提供中文翻譯。 
＊ 報名截止日為 2022/09/28(三)，請於報名後二天內完成繳費。因人數限制，可能無法接受

當天報名。 
＊ 10/1 研討會(A)及 10/2 兩場工作坊 (B: 工作坊(一)，C: 工作坊(二))之收費如下(新台幣)： 

身份別 會員 非會員 學生/身障(含一位陪伴者)

各場次價格 

A：0 A：600 A：200 

B：500 B：800 B：300 

C：500 C：800 C：300 

多場次優惠價 會員 非會員 學生/身障(含一位陪伴者)

A+B+C 800 1900 600 

A+B/C 400 1100 300 

B+C 800 1400 400 

 

【報名方式】 

1. 每場活動報名人數限制70人，TSICF學會會員及合辦、協辦單位成員優先錄取。 

2. 自即日起開始報名，上網填寫報名表相關訊息，僅限網路報名，報名網址如下：

https://forms.gle/4YvHDwKSuNMGBs5R8，（提醒：請於報名後二天內完成繳費，報名
表上需填寫預計匯款帳號後五碼，學生請附上學生證影本，身障者請附身障者證明，身
障者陪伴者請於備註欄加註被陪伴者姓名）。 

3. 報名費請直接匯款或轉帳至「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
究學會」帳戶（台北富邦莊敬分行，銀行代號：012，分行代號：4612，帳號：
00461102021786）。 

4. 本會在審核通過及收到匯款成功一周後，本會秘書處會以E-Mail通知報名成功及提供研
討會相關資料。若未收到通知煩請來信或來電詢問。 

5. 本會保有取消、調整為線上方式舉辦或更換課程舉辦日期之權利，若有更改將以E-Mail
及網頁公告通知。 

6. 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於111/9/15以前申請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7成；於



 

8 
 

111/9/16~9/26申請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5成，以上退費皆需扣除手續費；於開課前三天
內(111/9/27~9/30)申請者，恕不退費。 

7. 111/9/20(含)以後繳費者，煩請上課當天攜帶繳費收據至報到處，以節省工作人員查詢的
時間。 

8. TSICF研究學會洽詢電話: 0972-458-972，廖小姐。Email：taiwansocietyicf@gmail.com，
學會網址： http://www.icf.org.tw。 

 

『注意事項』 

本研討會及工作坊有提供茶水+小點心，午餐請自理；因應環保，鼓勵自行攜帶水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