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111 年度「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研討會」報名簡章
一、目的
本會為探討國內外各種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模式，了解哪種模式最適合
我國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的發展，並提升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人員及相關專
業人員之專業知能，探索精神康復者同儕支持如何在不同就業服務模式中有
所助益，以提供精神障礙者適切的就業服務，特申請勞動部 111 年度公益彩
券回饋金補助本會辦理 2 天「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國外主講者邀請美國、澳洲、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
6 國 8 位專家學者進行各國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模式線上直播或實體講授分
享。國內師資邀請 18 位實務工作者與職業重建學術先進主持、與談、回應及
討論交流。國內參與人員則以現場實體大會及視訊方式與會。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共同主辦：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
友聯盟

三、參加對象
(一)地方政府業務承辦人員及委辦職重服務單位：直轄市政府 3 名、其他縣
市 2 名，並以職重個管員、就業服務員、督導、職評員、就業服務人員
為原則。
(二)五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各 1 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五
分署各 1 名。
(三)國內促進精神障礙者就業之精神醫療與精神復健專業人員：醫師、職能
治療師、社工師、護理師、心理師、負責人、專管員等。
(四)民間團體相關業務之工作人員等。
四、辦理日期：111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及 8 月 9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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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地點：凱達大飯店 3 樓宴會廳 II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電話：02-23066777)
六、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24：00 截止報名。
(二)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hXvJiK1j1yiH9qdA
或掃描 QR code

(三)實體出席：受疫情及場地座位有限，上限正取 60 人，備取 5 人。
(四)線上視訊參與：主辦單位確認符合參加對象資格，不限名額。
(五)主辦單位將於 111 年 8 月 1 日寄發課前通知，報名確認後，如不克出席
請於 8 月 3 日前來電告知研討會承辦人員。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承辦人
黃小姐 email：mhat.LTCP@gmail.com 電話：02-23820113
七、研討會議程表
第一天 111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
時間

分鐘

內容

08:30-09:00

30

報到

主持人/主講者
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秘書處

開幕式
09:00-09:20

20

主持人：

主席致詞

呂淑貞 理事長

長官致詞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官

貴賓致詞
09:20-09:50

30

國內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之過去、 主講者：呂淑貞理事長
現在與未來展望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主持人：呂淑貞 理事長

09:50-10:40

50

專題演講（1）
精神障礙者就業日本模式之探討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主講者：Tsuyoshi Akiyama 教授
下屆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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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內容

10:40-10:50

10

茶敘時間

主持人/主講者
主辦單位
主持人：張自強 主任
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

主題（1）
10:50-11: 50

60

與談人：

精神障礙者支持性和庇護性就業發 1.陳冠斌總幹事
展現況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2.徐淑婷醫師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11:50-13:10

80

午餐

主辦單位
主持人：陳貞夙 副教授

13:10-14:00

專題演講（2）

50

精神障礙者就業澳洲模式之探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主講者：Leanne Craze AM 博士
Craze Lateral Solutions 理事長

專題演講（3）
14:00-15:30

90

澳洲精神康復者/倡議者/同儕工作
者模式實務經驗

主持人：張珏 常務監事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主講者：Janet Meagher AM.
澳洲精神康復者/倡議者/同儕工作者
主持人：劉蓉台 理事長
臺灣精神康復者社區服務行動聯盟

15:30-16:30

與談人：

主題（2）

60

同儕工作者模式交流分享

1.鄭淦元主任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復健精神科
2.林淑華負責人兼社工師
祐成康復之家

16:30

賦歸

主辦單位

第二天 111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
時間

分鐘

內容

08:30-09:00

30

報到

主持人/主講者
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秘書處

3

時間

分鐘

內容

主持人/主講者
主持人：徐淑婷 醫師

09:00-09:50

50

專題演講（4）
精神障礙者就業美國模式之探討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社區精神科主任
主講者：E. Sally Rogers 博士
波士頓大學精神康復中心主任
主持人：王增勇 教授

09:50-10:40

50

專題演講（5）
精神障礙者就業香港模式之探討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主講者：Deborah Wan 博士
前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

10:40-10:50

10

茶敘時間

主辦單位
主持人：褚增輝 副主任
桃竹苗分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
務資源中心

10:50-11:50

60

主題（3）
精神障礙者過渡性就業經驗分享

與談人：
1.張朝翔總幹事
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
2.侯玉珍主任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慈芳關懷中心

11:50-13:10

80

午餐

主辦單位
主持人：呂淑貞 理事長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13:10-14:00

50

專題演講（6）
精神障礙者就業韓國模式之探討

主講者：Dr. Woon Hwan Na、Dr. Min
Kim
韓國大邱大學職業重建系教授、助
理教授
主持人：吳亭芳 教授

14:00-14:50

50

專題演講（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精神障礙者就業新加坡模式之探討 主講者：Dr. Su Hsin Chuan Alex
新加坡心理衛生研究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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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內容

主持人/主講者
主持人：崔鴻義 主任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職能治療科
與談人：

14:50-15:50

60

主題（4）
精神障礙者精神復健經驗分享

1.王三平主任
玉里醫院職能治療科
2.陳淑美負責人
草屯療養院附設生活旗艦店
社區復健中心

15:50-16:20

30

綜合座談

呂淑貞 理事長、徐淑婷 醫師、
劉蓉台 理事長、周美華 秘書長
主持人：

16:2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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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呂淑貞 理事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官

八、研討會注意事項
(一)本次研討會將申請職業重建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認證、職能治療師繼續教
育積分、公務人員教育積分(申請中)，並於研討會後 2 週內寄發出席證
明，認證時數依審核結果為準，如有需積分時數者，請按規定完成簽到
退。
(二)兩天研討會請與會者確實簽到退，不得代簽，以便發給認證時數。線上
簽到退表單開放時限為 30 分鐘，如遲到 30 分鐘以上，或在研討會過程
中提早離開，則不予發給該時段繼續教育時數證明。
(三)本次研討會特邀澳洲 Janet Meagher AM.、Leanne Craze AM 博士來台
蒞臨實體分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核備其「入境防疫泡泡專案」
，該
兩位專家學者因入境 7 天後才出席本研討會，本會將依照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相關防疫規定辦理，請報名時確認是否報名實體出席或報名線
上參與。
(四)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防疫，本研討會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規
定，請實體出席人員施打過至少 3 劑疫苗，並於報名時提供證明，如小
黃卡或健保卡上註記貼紙，請配戴口罩參與且配合確實量測體溫、使用
酒精消毒雙手，並協助登載旅遊史資訊。耳溫≧38℃或額溫≧37.5℃者，
請盡快就醫後返家休息，避免繼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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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體出席本研討會者，將由主辦單位代為投保公共意外險。
(六)實體出席本研討會者，2 天中午將提供餐盒，如有特殊飲食需求，請於
報名表單上備註。
九、代訂住宿
(一)如有需代訂住宿者，請於報名表單上登記，由本會代為統計後向凱達大
飯店(辦理地點)預定房間。
(二)房型：1 大床/2 小床客房，新臺幣 2,600 元/房/晚，含 1-2 客早餐，費
用於入住時由凱達大飯店櫃台收取，本會將不經手相關費用。
(三)入住時間：下午 3：00 後，退房時間：次日中午 12：00 前。
(四)宿友：
1.若未特別要求，將一律安排 2 人房。
2.如已確認同住宿友，請於報名表單備註說明，或於報名截止日 7 月 31
日前來信/來電告知本會。
3.若未提供同住者資訊，將由本會安排同性別之報名者同房。
十、研討會地點交通資訊
(一)凱達大飯店網站：https://www.caesarmetro.com/zh-tw
(二)台鐵：搭乘至台鐵萬華站，步行約 1 分鐘。

(三)捷運：搭乘捷運板南線至龍山寺站 2 號出口下車後，步行約 3 分鐘。
步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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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山寺 2 號出口右轉→於大理街右轉→於西園路一段 306 巷左轉→
往 306 巷走到底，即抵達凱達大飯店。
2. 龍山寺 2 號出口右轉→往大理街 42 巷直走→於西園路一段 203 巷
右轉→往西園路一段 306 巷走即抵達凱達大飯店。
(四)高鐵：搭乘高鐵至台北車站，轉搭乘區間火車至萬華站，或轉搭乘捷運
板南線至龍山寺站 2 號出口下車。
(五)公車：搭乘公車至龍山寺站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六)自行開車：沿國道一號往台北方向，於環河南北快速道路/環河快速道路
桂林路出口下交流道後，左轉桂林路直行再右轉康定路，於艋舺大道右
轉後即可抵達飯店。GPS 定位設定請輸入 (25.033223, 121.499696) 進
行定位。
(七)停車場資訊：
1. 飯店附屬停車場於飯店斜對面設有機械式停車塔，入口位於艋舺大
道 260 號。停車位限高 1.85 米、限寬 1.95 米、限長 5.05 米、底
盤須高於 10 公分。若遇額滿可參考附近自費停車場。
2. 萬華車站停車場-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306 巷 1 號 (距離 10 公
尺)。
3. 長揚停車場康定站-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317 巷 1 號 (距離 350 公
尺)。
4. 俥亭停車場萬華場-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57 號(距離 3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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