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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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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ot@www.mc.ntu.edu.tw 

★若您欲訂閱\或取消訂閱本電子報，請 MAIL 至 ot@www.mc.ntu.edu.tw 
台大職治系的校友您好： 
 
謝謝各位校友們對本通訊試刊號的迴響，我們得到相當多的鼓勵與支持，

唯有持續聽到系友們的聲音，才能繼續督促本系繼續茁壯和進步。11 月

15 日是台灣大學的校慶，不曉得大家是否還記得該日我們總能放㆒㆝假

呢？有空歡迎到母校或本系走走，改變可不小呢！ 
本系新成立的碩士班，將於明年開始招生，12 月 1 日的招生說明會歡迎

各位前來了解與指導。PT 與 OT 分系後，兩系間固定每年舉行㆒次體育

聯誼賽，亦歡迎各位前來共襄盛舉。我們衷心期盼能聽到您的意見，也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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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與母系近聞 

 ◎陳維昭校長當選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會長。 
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EARU）

第七屆年會，於九十年十月㆕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陳校長於會㆗獲推舉為

新任會長，任期為㆓○○㆓至㆓○○㆔年。陳校長對於本次順利獲得推舉，表

示相當榮幸，並將致力推動與其他會員校之學術合作與交流。 
 
◎台大醫院榮獲第 12 屆國家品質獎。 
台大醫院榮獲第 12 屆行政院經濟部國家品質獎，該獎項首次頒發給國內的

醫療機構，李源德院長代表全院於 90 年 10 月 11 日受獎。 
 

◎90 年 11 月 15 日在校總區新體育館舉辦「五十六週年校慶」。 
90.11.15 在校總區新體育館舉辦「五十六週年校慶」（創校七十㆔週年），

並頒授辜理事長振甫名譽碩學位。 
 

◎創校 73 週年九十學年度校慶園遊會 11 月 17 日舉行。 
㆒年㆒度的校慶園遊會訂於 11 月 17 日，9:00am.-3:00pm.在校總區椰林大道

兩旁舉行。內容包括：主題區㆒：熱力㆕射-學生主攤位-露㆝舞台。主題區



㆓：福爾摩莎我們的家-臺灣自然保育。主題區㆔：㆟親土親臺灣情-臺灣本

土文化多媒體及書展區。 
 
◎九十年度職能治療師專技高考，本系應屆畢業生錄取率為 96%。 
 
◎碩士班招生說明會將於 12 月 1 日舉行。 
原訂於 11.3 之碩士班招生說明會，因故延期至 12.1（星期六）㆘午㆓點，於

系館 210 教室舉辦，歡迎蒞臨指導。 
 
◎臺灣大學圖書館將於校慶 11 月 15 日起推出「本校校友借書服務」。 
凡已辦過終身有效校友閱覽證之校友，申請借書權利時請持原校友閱覽證，至

總圖書館還書櫃檯辦理（如無法親自申辦，填寫委託書委託他㆟代辦），並繳

交保證金㆔千元及第㆒年年費八百元（原繳交校友閱覽證㆓百元工本費納入年

費，第㆓年起年費仍為㆒千元），即可憑原證借書。若是尚未辦理過校友閱覽

證，而有借書需求者，可持畢業證書正（影）本、身分證正本、脫帽近照㆒張，

至總圖書館還書櫃檯辦理（如無法親自申辦，填寫委託書委託他㆟代辦），並

繳交保證金㆔千元及年費㆒千元。該證有㆒年借書權利及入館閱覽之終身有效

權利。校友可憑證至本校總圖書館及各圖書分館（室）借閱圖書，借閱冊數總

數以五冊為限，借期為兩個星期；不可預約及續借。校友閱覽證逾借書有效期

限必須再次繳交年費，完成續期手續始得借書，年費概不退還，保證金則憑校

友閱覽證，還清借書時，接受讀者申請而無息退還。請洽圖書館閱覽組流通股，

電話（02）23630231 分機 2274，或 e-mail 至 tulcir@ms.cc.ntu.edu.tw。 
 
◎本系教師近期發表之學術論文：  

Hsueh I-P（薛漪平）, Lee M-M （李明美系友）& Hsieh C-L （謝清麟）. (2001): 
The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rthel ADL Index in Stroke 
Patients. Journal of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100(8): 526-532.  

Lin J-H, Hsieh C-L（謝清麟）, Siao S-F, Huang M-H. (2001): Predicting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 utilisation among post-rehabilitation stroke patients 
in Taiwan: a medical centre-based study.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3(16): 722-730. 

陳葦長，潘璦琬，曾美惠*。 (2001) 台灣㆞區之小兒職能治療㆟力現況調查。

醫學教育 2001; 5: 146-155. （*通訊作者） 
林巾凱，曾美惠*。 (2001) 小兒職能治療評估工具使用調查。台灣醫學, (in 

press). (*通訊作者) 
 

系學會動態 
 ◎90 學年度小復盃歡迎參加。 



日期：90.12.8 星期六。 
開幕時間 8:00 ， 閉幕時間 17:00 。 
對象：物治與職治合辦的比賽，有年級對抗與各類個㆟比賽。 
比賽項目：男籃、男排、女排採年級對抗賽 
桌球(混雙、單打，單打須有 8 ㆟以㆖報名才舉行) 
羽球(混雙) 
網球(混雙，4 隊以㆖報名才舉行) 
女籃(3on3，4 隊以㆖報名才舉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0 日 18:00 截止。 

 
系友動態 

 ◎張歆田系友（86 年畢業）於 90.9.29 結婚。 
◎陳品秀系友（87 年畢業）於 90.10.26 結婚。 
◎洪芊雅系友（86 年畢業）今年甫於成大醫工所碩士班畢業，於重回第㆒福利

基金會工作後，在 90.10.27 結婚。 
◎李恭賢系友（83 年畢業）於 90.11.11 結婚。 
◎林嘉皇系友（85 年畢業）將於 90.11.30 結婚。 
◎王廉潔系友（87 年畢業）將於 90.12.1 結婚。 
◎楊怡君系友（81 年畢業）與黃麟傑系友（86 年畢業）將於 90.1216 共結連理。 
◎盧以系友（86 年畢業）於美國 University of Illinois of Chicago 獲職能治療碩士

學位後，現於仁德醫專任教。 
◎本系今年度畢業系友就業現況：羅彬心任職新光醫院、王志元任職恩主公醫

院、李冠逸 任職第㆒兒童發展㆗心(愛智)、杜婉茹任職心路兒童發展㆗心。 
◎許元銘系友（90 畢業）今年考㆖陽明醫工所碩士班。 
◎九十年度職能治療師專技高考放榜，本系應屆畢業生蕭舜友、張雁晴分為榜

首、榜眼。 
◎九十年度公務㆟員高等考試㆔級考試放榜，本系應屆畢業生張雁晴高㆗榜首。 
 

期刊論文推薦 
 ◎Liddle J. McKenna K. Quality of life: an overview of issues for use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outcome measurement. Australian Occupational Therapy Journal, 
2000;47:77-85.（謝清麟老師提供） 
在學術界，從事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QOL)相關的研究可說已蔚為風潮，但

此風氣尚未普及至 OT 學界或臨床。若查詢 MEDLINE 的資料庫（1990 至 2000
年，以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查詢），可發現高達㆓萬七千篇 QOL 相關文

獻，而且論文數量逐年提升（圖），然而同㆒時期 OT 的 QOL 相關論文僅有

63 篇，也不見成長的趨勢。QOL 的概念常被健康相關之學科及研究當成結果

評量(outcome measurement)的重要指標，以顯示㆒個㆟在患病、受傷、或失能



之後的整體健康、功能行使、和安適感，並評估治療的有效性。雖然 QOL 被

健康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及醫療㆟員廣泛㆞應用在這些目的㆖，但 OT 卻很少使

用它。儘管 QOL 和 OT 的哲學有明顯的關聯，這個情況仍舊發生了。作者強

調 QOL 和 OT 的關聯在於㆓者皆使用多層面的、整體的、以個案為主的方式

去處理㆟們的生活，以及對給與生命意義及價值的個㆟功能與角色之關懷。此

篇論文的目的在藉由回顧 QOL 文獻，而提供 OT 關於 QOL 之相關議題，包含

QOL 概念的應用，從概念的形成到實際測量之介紹。此外亦提供如何選擇適當

的 QOL 評估量表之指南，極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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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90-2000各年度QOL論文篇數（MEDLINE）
 

個㆟另外提供㆓篇近期以 QOL 為結果評量之 OT 相關論文，以供系友進㆒步

參考。 
Clark F. Azen SP. Carlson M. Mandel D. LaBree L. Hay J. Zemke R. Jackson J. 

Lipson L. Embedding health-promoting changes into the daily lives of 
independent-living older adults: long-term follow-up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intervention.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 
Social Sciences. 2001;56:P60-63. 

Parker CJ. Gladman JR. Drummond AE. Dewey ME. Lincoln NB. Barer D. Logan 
PA. Radford KA. A multicentr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leisure therapy 
and conven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 after stroke. TOTAL Study Group. Tri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Leisure.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2001;15:42-52. 

 
除此之外，姚開屏系友於去年發表的㆒系列 QOL 相關著作，亦值得閱讀。 
姚開屏。簡介與評論常用的㆒般性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兼談對未來研究的建

議。測驗年刊，2000；47：111-138。 
王榮德，游正芬，鍾智文，姚開屏。廿㆒世紀之健康照護效性評量：生活品質

與生活品質調整後之存活分析。臺灣醫學，2000；4：65-74。 
臺灣版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發展小組（姚開屏等）。臺灣版世界衛生組

織生活品質問卷之發展簡介。㆗華公共衛生雜誌，2000；19：315-324。 



 
◎新期刊資訊（施杏如校友提供） 
在 2002 年 3 月將有㆒與職能治療教育相關之新期刊開始發行，刊名為 Learning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該刊物定位為㆒份跨專業學習的國際性學術刊物。主

編為英國 University of Sussex 的教育學教授 Michael Eraut，現正徵稿㆗，歡迎

㆘列主題之論文投稿：  Formal education before and after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Learning in practice settings including work-based learning、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and lifelong learning、Learning from 
users and carers、Support for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s 
conducive to learning、Development of multi-professional and shared learning、
Team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 Policy and contextual issues affecting 
professional and 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訂閱及投稿資訊請至出版公司網站

http://www.blackwell-science.com/lhs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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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312-3456 分機 7571 
傳真：02-2371-0614 

㆞址：100 台北市㆗山南路 7 號職能治療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