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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與母系近聞 

 母系 9～10 月慶生聯誼活動： 

 母系 9～10 月慶生聯誼於 9 月 29 日中午，在聯誼室舉行。 

 
 

母校近聞： 

 日前李嗣涔校長因身體不適住院，經臺大醫療團隊悉心診治，順利完成手

術，術後恢復情形良好，並已到校上班。 
 臺大國際事務處近年積極拓展國際學術交流，且積極推動與世界各國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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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合作關係，現已與全球 31 個國家，超過 147 所學校建立交換學生計

畫，以提供學生為時一學期或一學年的海外研修機會。 
 臺灣大學全校教職員生發揮愛心捐款賑災持續推動多項援助行動藥學系

校友許照惠

 
捐贈一千萬賑災設立急難基金各項助學專案陸續展開。 

母系近聞：（由林克忠主任提供） 

 林克忠主任，榮升教授。 
 薛漪平老師，榮升副教授。 
 本系碩士班甄試將於 98 年 10 月 19 日下午五時截止報名（請

見 http://homepage.ntu.edu.tw/~otntu/recruit3.htm），歡迎有意就讀者保握機

會，踴躍報考。 
 本系於今年 9 月 6 日舉行新生家長迎新座談，並於 9 月 13 日舉行新生入

學典禮，歡迎大一新鮮人。  
 新聘行政助理李淑馨小姐，9 月 11 日到職服務，為本系之服務工作注入新

血。 
 新加坡政府衛生部代表來訪，10 月 1 日於台北與林克忠主任會面，就新加

坡與臺灣雙邊合作交流，展開會談。 
  

系友近聞：（由系友會龔宇聲會長提供）  

 恭賀 82 級吳佳音系友榮升臺大醫院精神部職能治療室主任，盼她能繼黃

老師之後，帶領OT團隊將臺大精神部OT發揚光大。 
 恭賀臺大輔具中心 83 級林佳琪系友於今年 5 月完婚，盼她能早生貴子，

為國爭光！ 
 恭賀 85 級李冠逸系友於今年初至長庚OT系擔任助理教授一職，盼她在杏

壇作育英才，能將臺大人的氣質帶到長庚中。 
 恭賀臺大醫院復健科 86 級羅彬心系友於今年 8 月底喜獲麟兒，為我國嬰

兒出生率再度貢獻一份心力。 
 恭賀 86 級杜婉茹系友榮升永誠復健科診所副組長。 
 恭賀馬偕精神科 87 級歐欣怡在今年 5 月喜獲千金。 
 恭賀 94 級應屆畢業生鍾子涵順利進入臺大OT所，繼續鑽研OT更深一層的

領域。 
 恭喜 94 級應屆畢業生黃鈺雯

 

順利通過國考，成為臺北榮總精神科職能治

療的成員。 

系學會近聞：（由系學會王瑋恩會長提供） 

http://homepage.ntu.edu.tw/~otntu/recruit3.htm�


 12/5(六)、12/6(日) 由台大職治系男女排球隊主辦第一屆北復盃(NPOT 
cup)，地點在醫體，邀請台大、陽明、長庚、輔大四校物職治系隊 共襄

盛舉，以祈促進系上運動風氣，藉此增進與他校交流  
 小復盃日期已訂於12/12(六)、12/13(日)，地點在醫體，等待第一次籌備會。  
 系學會將於12月25日(五)晚上舉辦一年一度2009耶誕晚會，地點暫定系

館，總召為九七級林怡廷、副召吳宜潔。  
 系學會在98學年度創新嘗試發行周報，兩個禮拜出刊一次，每刊皆有主題， 

另有系上近況分享、各活動報告與宣傳…等，歡迎欲訂購此刊物的校友

們，寄信至系學會信箱ntuotwork@gmail.com，標明主旨：週報訂閱，謝

謝。  
 2010台大職治營籌備開跑了，於9/15(二)開始第一籌，總召為97級翁丹洵、

邱亭

 
，盼望校友們多多支持。  

系友園地（由系友會高鈺琪副會長邀稿） 

  
受訪人：吳端文

台大ＯＴ畢業後致力於小兒 OT 的發展迄今，每天仍努力為小兒ＯＴ領域

服務，實為全體系友之表率。 

老師 

學歷： 
台大 OT 第一屆畢業 
台大兒童心理衛生中心職能治療師 
美國 1~6 歲特殊教育碩士 
美國南加大愛爾斯診所 SI 訓練課程 

現任： 
台北縣私立全人兒童發展中心院長 

訪問內容： 
1. 請問老師是什麼樣的因緣進入ＯＴ，在求學期間是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Q： 
大學聯考考上ＯＴ是老天爺的安排，唸了四年的ＯＴ後，立志擔任小兒

ＯＴ，幫助小朋友，畢業後， 陳美津老師說：「台大兒心有缺」，我便一頭

栽進小兒ＯＴ服務，迄今已逾 35 年，我這一輩子都要感謝 陳美津老師的

指引，讓我進入小兒ＯＴ的領域服務迄今，擔任小兒ＯＴ，讓我每天都非常

的快樂，從早上９點晚上９點，都是我的快樂時光！ 
求學時，我們的外國老師十分嚴格，在課業上要求非常高，全班都戰戰

兢兢的唸書，但老師卻主動的邀請同學到老師家作客，而且用心的準備與招

待，與我們閒話家常，讓我體會到培養治療病人的專業是必需嚴格要求的，

但老師對我們的關心卻更溫馨，也讓我銘記在心，期勉自己用最專業的ＯＴ



治療個案，以最大的關心幫助個案及所有照顧的團隊！ 
 
2. 請老師與我們分享您身為第一屆ＯＴ畢業，一路都在小兒ＯＴ發展，一路走

來的歷程！ 
畢業後在 陳美津

 

老師的安排下，進入台大兒心擔任ＯＴ，當時即建立

了兒心與ＯＴ合作的模式，也幫助了許多的小朋友及其家長，後來因故離

職，擔任康泰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即現在全人的前身）的ＯＴ，1986 年到美

國深造學習，在美除了取得 1~6 歲的特教碩士學位外，更重要的是接受了美

國南加大愛爾斯診所SI訓練課程，訓練包括了上午的專業課程的入門研習，

以及下午的臨床實作以接觸驗證學理的應用，後來更學習到更多進階的ＳＩ

專業應用，而我在美國近 7 年的學習，讓我充份的瞭解如何透過ＯＴ的專業

協同其他領域的團隊，共同協助個案，讓個案得到最佳的治療與照顧，以求

得最大的治療成效！ 

回國後，即回到康泰兒童心理衛生中心服務，後改名為現在的「全人兒

童發展中心」，一直從事小兒ＯＴ迄今；在臨床治療的經驗中，讓我和個案

及其家長，學校或幼稚園老師，都成為密不可分的合作團隊，個案的成長過

程中，總是不會忘了我們這群ＯＴ，我們協助的個案中，還有人後來成為全

國游泳的冠軍回來與我們分享；而印象最深的一個個案即為一位嫁到法國的

台灣媽媽，帶著他那有感覺統合異常的小朋友，在法國及世界各國遍尋治療

不可得後，輾轉來到台灣的第一兒發尋求治療，後轉介到全人；在一個月密

集的感覺統合治療後，小朋友明顯的進步非常的多，讓前來接送的法國爸爸

驚訝不己，而小朋友透過ＯＴ的專業治療，變得更有自信，更加成長，回法

國前還捨不得回去，讓人印象十分深刻，透過這個個案，讓我們感到ＯＴ幫

助人的快樂，而全人目前的寒暑假都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小朋友尋求ＯＴ的協

助，更加說明了ＯＴ專業對小兒的幫助！ 
 
「很愛當小兒ＯＴ，當ＯＴ非常快樂，很有價值」，這是我一路走來的感

受，我也一直與大家分享，在當任小兒ＯＴ時，個案本身的問題可以靠ＳＩ

協助，但其主要照顧者，包括家長，學校老師等，更是個案進步的最大助力，

因此ＯＴ一定要善用ＯＴ的專業，協助家長，學校老師等其他的專業伙伴，

共同來幫助個案，怎麼做對小朋友最好，這是ＯＴ要去思考與提供的專業治

療服務！ 
 
「運用ＯＴ的專業，建構主要照顧者，學校老師等，成為和諧的照顧團

隊，共同來幫助小朋友」，這是小兒ＯＴ非常重要的工作，讓家長瞭解小朋

友的進步情況，回家如何與小朋友互動，學校老師如何安排適合這個小朋友

的活動等，都需要ＯＴ運用專業來完成，共同來幫助小朋友成長，這也是我



在美國訓練時學習到的專業文化特色！從回國及現在的ＯＴ治療中，我都會

主動的和家長討論並擬定協助小朋友的治療計劃，更會主動的與學校老師溝

通，甚至到學校好好的向老師說明如何幫助小朋友，讓所有的專業與支持系

統共同成為個案治療進步的最佳推手！ 
 
在回國服務的這幾年裏，我個人也舉辦了許多場的 workshop，期盼藉由

大家的互相學習及經驗傳承下，讓ＯＴ可以幫助更多的個案；在台灣，有許

多在家教育的小朋友找不到適合的學校就讀，這群小朋友最是讓我掛念的，

期盼能全力幫助他們；在美國就有好幾所由ＯＴ主持的學校，收容許多無法

進入一般學校的小朋友，將他們納入ＯＴ學校中學習並接受療育，在此學校

中，每個教室都裝置感覺統合的治療器材，包括盪秋千，球池及按摩刷等等，

運用ＯＴ的專業，引領小朋友出來接受大家的關懷，學校中當然包括了各種

專業人員，大家一起來協助小朋友，因材施教，創造最有利的學習環境！ 
 
3. 請老師與學弟妹共勉： 

ＯＴ是一個要活出人生的品質的專業，從治療師本身的健康與人生的目

標與意義的追求都是相同的，而ＯＴ在治療病人時，都要提昇個案生活的價

值，期許每個ＯＴ都能在自己身上提升健康及生活滿意度；也提升自己的生

活品質，包括了工作、休閒及家庭的全面均衡人生，以達到人生意義及滿意，

在自己達成這樣的滿意後，才能進而協助每位個案達到人生滿意的目標！ 
 

學系教師2009年 SCI/SSCI 新近著作（由林克忠主任提供） 

 1. Lin, K-C. (林克忠老師), Chen, Y-A., Chen, C-L., Wu, C-Y., & Chang, Y-F. 
(2009). The effects of bilateral arm training on motor control and functional 
performance in chronic strok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Neurorehabilitation and Neural repair. DOI: 10.1177/154596830934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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