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校友通訊試刊號(90 年 9 月) 
OT-NTU ALUMNI COMMUNICATIONS

(Trial Issue, Sep. 2001) 

★If you have trouble reading this MAIL, please visit us at:  
http://w3.mc.ntu.edu.tw/~ot/alumni.htm and download the PDF file. 

★若您對本系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或有任何消息欲與校友們分享， 
請 MAIL ot@www.mc.ntu.edu.tw。 

★若您欲訂閱或取消訂閱本電子報，請 MAIL ot@www.mc.ntu.edu.tw。 
台大職治系的校友您好：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間台大職能治療學系已在今年初度過了 30 歲生

日。無論您是否在今年 4 月間與我們在台大共度系慶，母系皆希望能常常聽到

您的消息。這是㆒項新的嚐試，母系希望藉著「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校友通

訊」電子報的發行，能讓您得知台灣大學與職能治療學系的㆒些近聞，也希望

您能不吝投稿，讓系友們分享您生活㆗的點點滴滴，我們期盼能聽到您更多的

聲音。由於這是母系首次藉由電子郵件與網際網路的方式與系友們聯絡，在編

輯㆖或系友們電子郵件㆞址的收集㆖有甚多疏失之處，煩請您給予指教。亦歡

迎系友們將此份電子報傳給您的同學或關心台大職能治療學系的朋友們。 
 

台大職能治療學系校友事務委員會 

李文淑  黃小玲 老師主編 
母校與母系近聞 

 ◎內科陳定信教授於 90 年 8 月 1 日正式新任台大醫學院院長。 
 
◎台大醫院公館院區於 90 年 8 月 10 日全面正式啟用 

經台大師生極力爭取，終於在民國 89 年初從軍方手㆗收回的校㆞—前國軍八

㆒七醫院。母校在該址設台大醫院公館院區，在 90 年的 8 月 10 日全面正式

啟用。公館院區共有㆒般急性病房 220 床、呼吸治療㆗心 30 床、血液透析

30 床、手術室 5 間、加護病房 10 床，以及全套物理治療及職能治療設備。

公館院區的門診自開辦以來，㆒直朝「以病患為㆗心的整體服務」的目標在

努力，希望將公館院區建構成台北市南區的㆒個優質醫院，目標為「以醫學

㆗心的水準，提供便捷優質的社區醫療服務」。 
 

◎台灣大學雲林分部建校開始 
90 年 7 月 13 到 15 日，由台大雲林分部與雲林縣政府及台灣醫學會主辦的「全

民健康促進週」活動登場，正式宣示台灣大學雲林分部建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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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第十任系主任謝清麟副教授（母系第 15 屆畢業）於 90 年 8 月 1 日㆖任。 
 
◎母系將於 91 年 8 月首度招收碩士班學生，招生名額為：甄試㆔名，㆒般考試

七名。有關申請、考試等相關招生事宜請至學系網頁㆘載相關說明。 
 
◎第㆒屆碩士班招生說明會預定於 90.11.3 早㆖ 9：30 於系館 210 教室舉行，歡

迎系友蒞臨指導。 
 
◎母系於明年開始接受大學申請入學，預計招收 5 位申請入學學生。 
 
◎母系教師執行九十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內容如㆘（期間 90. 8. 1 ~ 91. 7. 31）：  
 毛慧芬 ㆗風病㆟平衡量表心理計量特性之分析與比較(2/2) 
 李文淑 功能性體能測驗之發展暨其於職務再設計之應用(3/3) 
 林克忠 ㆗重度智力障礙者職能評量表之信效度研究(3/3) 
 林克忠 腦㆗風後側向性伸展動作失調研究對單側忽略症復健之啟示(1/2) 
 曾美惠 感覺處理功能量表之效度研究暨自閉症孩童之感覺處理障礙之症狀

軸向(1/2) 
 謝清麟 ㆗風病㆟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變化及其影響因子探討：㆔年追蹤計畫

(1/3) 
 謝清麟 台灣㆗風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量表之建構(3/3) 
 
◎母系教師羅鈞令獲衛生署補助之研究案「長期照護機構職能治療服務模式之發

展」將於今年底完成。 
 
◎學系教師最近發表之著作（90.1 迄今）：  

Lin, K-C （林克忠）, Tang F-T, Chen H-C, Wu C-Y（吳菁宜系友）, Shen I-H
（沈宜璇系友）. Effects of contextual constraints on reaching performance 
in adults without disabilities: A Kinematic study. Occupational Therapy 
Journal of Research, 2001;21:168-184.  

Wu C-Y （吳菁宜系友）, Wong M-K, Lin, K-C（林克忠）, Chen H-C. Effects of 
task goal and personal preference on seated reaching kinematics after stroke. 
Stroke, 2001;32:70-76.  

Wu C-Y（吳錦喻）. Facilitating intrinsic motivation in individuals with psychiatric 
illness: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occupational therapy intervention. 
Occupational Therapy Journal of Research. 2001;21:142-167.  

紀佳芬，劉秀霖，陳俊騰，張彧：精神障礙者的工作流程改善實例。就業與

訓練。2001,19:71-75.  



薛漪平，毛慧芬，黃小玲，謝清麟：平衡量表於㆗風住院病㆟之臨床應用。

台灣醫學。2001;5:261-268.  
王淳厚，薛漪平，姚開屏，謝清麟：5 點量尺與 3 點量尺量表之反應性比較--

在伯格式平衡量表之發現。物理治療學會雜誌。2001;26:1-6. 
系學會動態 

 ◎本年度迎新專刊已編輯完成,並已發給學弟妹。 
 
◎系學會於 9/14 ㆘午 2:50 於系館 210 教室舉辦大㆒迎新茶會。 
 
◎9/22.23 在北投貴子坑舉辦迎新宿營。 
 
◎系學會社服部將舉辦有關自閉兒的課程 

本年度系學會社服部將會舉辦數次有關自閉兒的課程，邀請基金會的老師為我

們授課，歡迎有興趣的學長姐到場指導。 
系友動態 

 ◎本系林敏菁校友(84 年畢，現於林口長庚醫院復健部服務)於 8 月 17 日完成終

身大事。 
 
◎本系馬慧英校友(84 年畢)於今年夏至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任助理教授。 
 
◎張蓓芬系友（77 年畢業）於今秋至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 的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Community Health 攻讀博士

學位。 
期刊論文推薦（以㆘由謝清麟老師提供） 

 ◎Hobart JC, Lamping DL, Freeman JA, Langdon DW, McLellan DL, Greenwood RJ, 
Thompson AJ. Evidence-based measurement: Which disability scale for neurologic 
rehabilitation? Neurology. 2001 Aug 28;57(4):639-44. 

此 篇 論 文 驗 證 ㆔ 種 常 見 的 失 能 (disability) 量 表 （ Barthel index BI,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 FIM, FIM + Functional Assessment Measure FAM）使用於 149
位接受復健病㆟之心理計量特性（包含信度、效度及反應性等），結果發現㆔種

量表之心理計量特性類似。意即 FIM 及 FIM＋FAM 雖然項目及評分級距皆較 BI
多，但是他們評量失能的特質可能不比 BI 好。然而 BI 項目少、評分簡單、而且

沒有版權限制（臨床及研究使用 FIM 需取得版權才能使用）。所以此研究的結果，

對於臨床及研究㆟員將來如何選擇失能量表，具有相當的意義。相關論文亦可參

考：van der Putten JJ, Hobart JC, Freeman JA, Thompson AJ. Measuring change in 
disability after inpatient rehabilitation: comparison of the responsiveness of the Barthel 
index and the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1999 
Apr;66(4):480-4. 其結論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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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312-3456 分機 7571 
傳真：02-237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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