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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與母系近聞 

 ◎ 本校將與㆗山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等校合作成立『臺灣大學系統』 
基於未來高等教育發展之共同信念，並為促進交流合作，本校與㆗山大學於

3 月 5 日正式簽訂合作備忘錄。雙方同意進行交流合作項目包括：通識教育

與㆒般專業課程、學術研究、網路教學、行政管理、圖書館際合作、社團與

體育交流。會㆗確定兩校策略聯盟之㆗文名稱為『臺灣大學系統』，英文名

稱為『Taiwan University System(TUS)』。 
另外在 3 月 10 日週日㆖午，陳維昭校長邀集㆗山劉維琪校長、成功大學高強

校長、政大鄭瑞城校長及各校主管座談，研商共組「臺灣大學系統」成員、

組織架構、教學合作等各項相關事宜。會㆗各校均肯定這項策略聯盟規劃，

並針對交流合作事項提出意見，將於近期內，正式向外界公布合作事項、時

程、意願書等具體作法。 
 
◎ 第 52 屆全校運動會暨綜合體育館開館剪綵典禮於 3 月 23、24 日舉行 

90 學年度(第 52 屆)全校運動會暨開館剪綵典禮訂於 3 月 23、24 日舉行。綜

合體育館開館剪綵典禮於 3 月 23 日㆖午 9 時 30 分舉行，並於醒獅團表演㆗

揭開序幕，陳校長維昭與教育部黃部長榮村及各界貴賓將共同主持剪綵儀式。 
本次活動特色為首次舉辦全校運動會在綜合體育館內進行，23 日㆖午 10 時

於綜合體育館㆔樓主球場舉行開幕典禮及繞場儀式，本次報名比賽㆟數為

4536 ㆟。會㆗並為參加 90 年大專運動會運動代表隊授旗，期勉代表隊能秉

持本校㆒貫傳統再創佳績。會後將由體育室陳㆝香教授授課班級同學，及北

安國㆗啦啦隊表演，共同為運動會揭開表演序幕。隨後將舉行『同心協力』(十
㆟十㆒腳) 趣味競賽。本屆校運活動另㆒項特色，在田徑場週邊草㆞有社團

攤位的展示，參展單位除運動有關學生社團外，合作社、台大農場及摩斯漢

堡也將在場服務師生，此外，白蘭氏雞精、Adidas、Head、New Balance、可

口可樂等贊助廠商也會設攤服務。 

會場㆗另有舞台表演節目於 23 日㆗午 12:00 至 13:00；24 日㆖午 11:00 至 13:00
進行表演。運動會閉幕典禮訂於 24 日(星期日)㆘午 15:30 舉行並進行摸彩，

主辦單位誠摯邀請全校師生共同參與本屆校運饗宴。各項活動訊息歡迎㆖網

查詢。網址： http://ccsun57.cc.ntu.edu.tw/~ntupe/。 
 

http://ccsun57.cc.ntu.edu.tw/~ntupe/


◎ 第六屆臺大杜鵑花節暨學系博覽會於 3 月 9、10 日舉行 
 

◎ 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正式開放啟用 
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已正式落成啟用，歡迎各位系友們前往使用各項設備，系

友們憑校友證另有優惠。該體育館內有設備完善的溫水游泳池、重量訓練室、

桌球室、壁球室、與羽球場，並附有㆞㆘停車場。場㆞收費與各項活動訊息歡

迎㆖網（網址： http://ccsun57.cc.ntu.edu.tw/~ntupe/）或來電 23630231 轉 4051
轉 4055 洽詢。 

  
◎ 碩士班甄試生得提前註冊入學 

依 91 年 1 月 8 日本校第 2227 次行政會議決議，自本(90)學年度第㆓學期起已

具學士學位之碩士班甄試錄取生，得提前㆒個學期註冊入學。91 學年度碩士

班甄試錄取生提前註冊入學者，其必修科目、畢業學分數及繳費標準依 90 學

年度入學學生規定辦理。 
 

◎ 台大學生活動㆗心可供舉辦活動時借用場㆞ 
本學生活動㆗心備有各類會議場㆞提共校內、外單位借用。第㆒活動㆗心禮

堂可容納 460 ㆟使用，為本校最大表演、演講場㆞，費用低廉，嘉惠使用者。

第㆓學生活動㆗心有多種容量(50 至 360 ㆟)且會議場㆞設備完善，位居台北

市最大交通轉運站(公館)邊，內接管理學院，距校總區甚近，交通便捷，另備

停車場。 有關校內收費認定標準的說明如㆘： 
 校內各單位或系、所及教授，辦理本校公務或承辦外單位委託辦理之專

案、研究計畫，需用本㆗心場第時，經該單位出具公文申請借用，以校

內標準計價。 
 本校學生社團辦理社團活動、校方委託之活動或專案核准之校際交流活

動，以校內標準計價。 
 校外單位主辦之活動，本校單位或個㆟協辦，提出場㆞借用申請者，以

合辦標準收費。 
 校內各單位、系所教授或社團辦理活動，對外收取報名費或入場費者，

其場㆞費以合辦性質計價。 
若需詳細資料，請至http://ccsun57.cc.ntu.edu.tw/~acenter/查看，若需進㆒步服

務，請電洽該㆗心管理組辦公室(㆒活 101 室，校內分機 2227/㆓活 3 樓校內

分機 3800)，活動㆗心將竭誠提供服務。 
 

◎ 母系大學部開放學士班申請入學 
母系大學部第㆒次舉辦學士學位班申請入學，繼大考㆗心基本學力測驗之

後，於 3 月 22 日舉行筆試，3 月 23 日舉行口試，預計錄取 5 名。 
 

http://ccsun57.cc.ntu.edu.tw/~ntupe/
http://ccsun57.cc.ntu.edu.tw/~acenter/


◎ 母系第㆒屆碩士班招生㆒般考試將於 4 月舉行 
母系第㆒屆碩士班招生㆒般考試將於 4 月 13 日至 4 月 14 日舉行筆試，5 月

11 日舉行口試，預計錄取 7 名。 
 
◎ 母系碩士班課程已通過醫學院審核 

母系碩士班課程已通過醫學院審核，必修科目（含碩士論文）4 科共 15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0 學分。學系教師開設之選修課共 11 門，相關課程名稱

及課程大綱訊息詳學系網頁：http://w3.mc.ntu.edu.tw/~ot/mscourses.htm 
 

◎ 第㆓屆職能治療學術研討會徵求論文㆗！ 

今年醫學院院慶日期訂於 2002.4.12（週五），學系與系友會預定 4.20 早㆖於

醫學院 103 講堂舉辦學術研討會，並徵求論文，相關訊息詳學系網頁： 

http://w3.mc.ntu.edu.tw/~ot/symposium.htm 

 

◎ 項目反應理論研習會 

母系系友賴金雪博士（第 15 屆）預定於 6/1（週六）舉辦「項目反應理論之

介紹與應用」(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tem response theory) 研習會，

內容精彩可期，敬請踴躍參與。研習會㆞點暫訂於醫學院 103 講堂或系館教

室，相關訊息詳學系網頁：http://w3.mc.ntu.edu.tw/~ot/workshop.htm 

 

◎ 本系教師近期發表之學術論文： 

Liang H-W, Wang Y-H, Lin Y-N, Wang J-D, Jang Y （張彧）. (2001): Impact of age 
on the injury pattern and survival of people with cervical cord injuries. Spinal 
Cord, 39, 375-80. 

羅鈞令，褚增輝，施陳美津，施杏如，林清良，毛慧芬，黃曼聰，張志仲，呂淑

貞，吳錦喻 (2001)：我國職能治療㆟力現況與分析。職能治療學會雜誌，

19，9-23。 
潘璦琬，鍾麗英 (2001)：復健功能量表之發展與效度研究。臺灣醫學，5，389-400。 
鍾麗英，潘璦琬 (2001)：脊髓損傷病㆟使用復健醫療資源之預測因子。臺灣醫學，

5，497-506。 
劉亦修，張雁晴，江愛華，潘璦琬，陳詞章 (2001)：職能治療專業教育之方向：

文獻回顧與專家意見。醫學教育，5，214-223。 
Wang C-H, Hsieh C-L（謝清麟）, Dai M-H, Chen C-H, Lai Y-F. (2002): Inter-rate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troke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of Movement 
(STREAM) Instrument.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34, 20-24. 

 
期刊論文推薦 

http://w3.mc.ntu.edu.tw/~ot/mscourses.htm
http://w3.mc.ntu.edu.tw/~ot/symposium.htm
http://w3.mc.ntu.edu.tw/~ot/workshop.htm


 ◎ Sze FK, Wong E, Yi X, Woo J. Does acupuncture have additional value to 
standard poststroke motor rehabilitation? Stroke 2002; 33:186-94. （謝清麟提供） 

臨床㆖，許多病㆟或家屬常詢問治療師有關針灸之療效。此研究驗證在傳統

的復健治療模式（包含OT, PT, ST, 醫療照護及護理等）外，加㆖在身體部位

的針灸治療是否可以提高病㆟的動作恢復。共有106位㆗度至嚴重損傷的病㆟

被隨機㆞分配到實驗組（接受傳統治療以及外加10週共35次針灸治療）及傳

統治療組。結果顯示：外加的針灸治療無法顯著提高病㆟的恢復（包含動作

能力及ADL功能等）。然而由於此研究的針灸治療部位，未包含頭部，所以

頭部或耳朵的針灸對於㆗風病㆟的療效仍待進㆒步研究。以㆖結果值得臨床

及研究㆟員參考。系友亦可參考去年發表於STROKE雜誌的相關論文： 
Shiflett SC. Acupuncture and stroke rehabilitation. Stroke 2001; 32:1934-6. 
Johansson BB, Haker E, von Arbin M, et al. Acupuncture and transcutaneous 

nerve stimulation in stroke rehabilita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troke 2001; 32: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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