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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ICF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大會報名簡章(2016) 
The Sixth National ICF and ICF-CY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2016) 

主辦單位：台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究學會、臺北醫學大學 

協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台灣復健醫學會 

大會主題：身心障礙鑑定與評估之現況與省思 

日期：民國 105年3月19日（週六全天）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誠樸廳（11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前棟4樓） 

大會內容流程： 
 2016年3月19日(六) 

時間 主題：「身心障礙鑑定與評估之現況與省思」 
08:30-08:50                           報 到 
08:50-09:00 開幕式 理事長致詞 

09:00-09:50 
 身心障礙鑑定端(政策)執行現況- 

照護司-蔡誾誾 副司長 邱弘毅理事長 

09:50-10:40 
 身心障礙需求評估端(政策)現況- 

社家署-陳志如 視察 邱弘毅理事長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1:40 
 身心障礙鑑定經驗分享- 

宜蘭縣府衛政生局-林菊 技士 
鑑定專員-劉妍羚老師、李國隆 主任 

劉燦宏 常務理事 

11:40-12:30 
 身心障礙需求評估經驗分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蔡筱郁 督導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張欣潔 專員 

嚴嘉楓 理事 

12:30-13:40                   午餐/ICF研究學會 會員大會(選舉) 

13:40-14:40 
A場-論文發表大會(3篇口頭報告)  
    座長:廖華芳 教授 

B場-身心障礙醫療鑑定bs評估說明 
    劉燦宏 主任 

14:40-15:10 
 從家庭觀點看身心障礙評估與需求

接軌 
邱春瑜 教授、許朝富 總幹事 

柯平順 監事 

15:10-15:30 休息時間/茶敘 

15:30-16:00 
 身心障礙評估與需求的接軌-就業 

黃慶鑽 常務理事 吳亭芳 理事 

16:00-16:30 
 身心障礙評估與需求的接軌-就學 

張蓓莉 教授  丘彥南 醫師 

16:30-17:00 
 身心障礙老年族群的決策支援系統

初探-廖華芳常務理事 邱弘毅 理事長 

17:00-17:30 綜合討論 邱弘毅 理事長 
17:30-17:40 優秀論文頒獎及閉幕式 邱弘毅 理事長 

*大會保留議程變動權利，相關議程以當天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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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學分申請】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臺灣復健醫學會、臺灣聽力語言學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務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學分申請中) 

【收費標準】 

＊ 民國 105 年 1 月 31 日(含)以前報名並完成繳費者，非會員新台幣 700 元；學會會員新台
幣 400 元，學生新台幣 150 元(附學生證影本)，非學生之團體報名(≧5 人)報名費 8 折。 

＊ 民國 105 年 1 月 31 日以後報名者，非會員新台幣 800 元，學會會員新台幣 500 元， 
學生新台幣200元(附學生證影本) ，非學生之團體報名(≧5人)報名費8折。 

＊ 現場報名者，費用皆酌增。(非會員新台幣 1,800 元，學會會員新台幣 1,300 元，學生新台
幣 6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開始報名，僅限網路報名(http://www.icf.org.tw)，請上網填寫報名表。 

2. 報名費請直接匯款或轉帳至「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究
學會」帳戶（台北富邦莊敬分行，銀行代號：012，分行代號：4612，帳號：461102021786），
並將下頁報名繳費資料填妥後 (學生請附上學生證影本)傳真至學會，傳真電話：
(02)2248-0577。 

3. 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舉辦日期之權利。 

4. 報名後，請於報名三日內繳費。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於開課日二週前(105/3/4以前)
申請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7成；於105/3/5~3/15申請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5成；於開課
前三天內(105/3/16~3/18)申請者，恕不退費。 

5. 105/3/16(含)以後繳費者，麻請上課當天攜帶繳費收據至報到處，以節省工作人員查詢的
時間。 

6. 台灣ICF研究學會洽詢電話: (02)2249-0088#1607，黃小姐。Email：
taiwansocietyicf@gmail.com，學會網址： http://www.icf.org.tw。 

http://www.icf.org.tw/
http://www.i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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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徵求論文摘要啟事】 
論文徵選時間：即日起至民國105年2月5日止。 

徵求論文種類與領域：身心障礙鑑定與評估之現況與省思 

論文發表與評選： 

本會將邀請學者專家就投稿之論文摘要進行初步審查，自作者選擇口頭發表之論文中選

取三篇，進行口頭發表報告，其餘論文摘要改邀請以海報展示的方式發表。 

口頭論文發表者應依照排定時間於論文發表大會中進行口頭報告發表。海報論文發表者

應在本會指定區域展示海報，並於論文發表大會海報展示時段派人出席接受參與聽眾的提問

與討論。 

投稿本次甄選活動之作者，視同同意授權「台灣國際功能、身心障礙與健康分類(ICF)

研究學會」，將所著論文摘要彙整為論文集形式出版，並同意接受本會之攝影、拍照、錄音

等各種影音圖像處理，及後續各種形式非營利之公開展示與發行，以利相關資訊之流傳。為

適合論文集之收錄，本會有編輯所有文章版面之權利。獲甄選口頭及海報論文發表者需完成

報名繳費程序，否則論文摘要集將不會刊登該發表者報告之論文摘要，本論文摘要集將申請

ISBN號碼。 

論文摘要投稿說明： 

1. 投稿稿件應以尚未正式發表之論文為限，有增修者不限。 

2. 口頭報告之講員、或海報展示報告者之姓名下畫線標示。 

3. 中或英文摘要皆可，但皆應有中文及英文標題與作者中、英文姓名(作者為外國人時則用

英文姓名即可)；其先後順序為中文排在英文前面。 

4. 論文標題請用 14 號粗體打字，摘要作者、作者服務機構及摘要內容則請用 12 號字體。

全文以單行間格打字，長度限 1000 字以內，上下左右邊界(margin)皆設為 2.54 公分。英

文請用 Time New Roman 字體，中文則請用新細明體打字。摘要標題與作者姓名間，作

者姓名與作者服務機構間，以及作者服務機構與摘要內容間，摘要內容與關鍵字間，皆請

留一行空白行。摘要標題、作者姓名及作者服務機構均請置中排列。詳細格式請參照附件

「中文摘要格式範例」與「英文摘要格式範例」。 

5. 研究論文摘要內容依序應包含：背景與目的（Background and Purpose）、方法

（Methods）、結果（Results）、結論（Conclusions）等部分。並請以粗體標出這些字(請

參照附件「中文摘要格式範例」與「英文摘要格式範例」)。病例報告與描述性研究等不

在此限。 

請注意：摘要格式請務必依照本徵選辦法規定，若格式不對，將於不予受理。 

6. 論文投稿一律採通信投稿，通信作者請以 E-mail 傳送「論文摘要」及「作者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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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後附)，並於主旨（subject）處註明「論文發表大會論文摘要(通信作者: xxx 寄)-廖華

芳主委收」，通信投稿之信箱為:（taiwansocietyicf@gmail.com）。  

7. 今年的論文發表將有評審機制，並發給獎金及獎狀： 

口頭報告第一名:三千元、第二、三名:獎狀乙紙 

海報報告第一名:兩千元、第二、三名:獎狀乙紙 

 

摘要寄出後三個工作天投稿者應會獲得回覆。若無，請洽秘書處(02-2249-0088 #1607，

黃裕惠)或email至(taiwansocietyicf@gmail.com)查詢。後續有關該論文摘要之相關事宜（如

報告時間及方式等）本會將以電子郵件通知作者。摘要格式不符者，本會將以電子信箱回覆，

請於徵選期限內重新投稿。 

入選口頭及海報論文發表公告：預定民國105年2月26日下班前以網站公告及電子郵件通知並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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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遲緩嬰幼兒以ICF-CY為基礎之假設模型 

-以行動(d4)及身體功能為成果指標 
The Hypothetic Models Based on ICF-CY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Motor Delays-with Mobility (d4) and Body Functions as the Outcomes 
 

黃靄雯1、廖華芳2、翁儷禎3、李旺祚4、曾美惠5、盧璐6 

Ai-Wen Hwang1, Hua-Fang Liao2, Li-Jen Weng3, Wang-Tso Lee4, Mei-Hui Tseng5, Lu Lu6 

 
1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2台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研究所、3台大心理學系暨研究所、4台大

醫院小兒部、5台大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研究所 

、6台大醫院復健醫學部  
 

1Graduate Institute of Early Intervention,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Physical Therap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5Schoo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6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研究背景與目的: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ICF)與其兒童及青少年版」(ICF-CY)分
別於2001年與2007年由世界衛生組織正式發行。其內容包括「健康情形」、「身體功能及構

造」(Body Functions and Structures, b, s)、「活動及參與」(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d)、
「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 e) 及「個人因素」五個部份。其中「環境因素」與「個

人因素」統稱為「情境因素」。ICF架構強調b, s, d 是「健康情形」與「情境因素」互動的

結果；但此概念層次(conceptual level)，尚無針對發展遲緩兒童之實證資料。因此，本研究

針對動作發展遲緩嬰幼兒，以行動 (Mobility) (d4)及身體功能為d部分之成果指標，提出一個

適用於動作發展遲緩嬰幼兒以ICF-CY架構為基礎之假設模型，並收集資料來驗證此假設模型

之正確性。 
方法: 先針對影響動作發展因素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以確立可代表ICF-CY架構中各部份的

重要變項及測量，並建構以行動及身體功能為成果指標之假設模型。接著，以方便取樣收集

北台灣之130名6-24個月動作發展遲緩嬰幼兒及其家庭之資料。收集變項包括：(1)動作嚴重

度(健康情形)；(2)身體功能(肌肉力量(b730)、肌肉張力(b735)、不自主動作反應(b755)、基

本認知能力(b163)、精熟動機(b130))；(3)活動(皮巴迪動作量表第二版之靜態姿勢維持(d415)
及基本移動能力(d450-469)分量表；中文版「兒童日常功能量表」中文版之功能性移動性領

域(d450-469))； (4)環境(玩具與器具(e115)、學習材料(e130)、家中物理環境 (e155)、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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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關係(e310)及社會服務符合需求程度(e410))；(5)個人因素之年齡。本研究以部分樣本

檢驗各測量之信度。最後，以年齡為共變量，以行動及身體功能成果指標，使用麥克阿瑟中

介變項方法、多中介變項法及多重插補法進行資料分析 (alpha值設在0.10)以驗證假設模型。 
結果: 在以行動為成果指標之ICF-CY模型中，肌肉力量(b730)及肌肉張力(b735)為「健康情

形」與靜態姿勢維持(d415)之中介變項；肌肉力量(b730)也為「健康情形」與功能性移動

(d450-469)之中介變項；精熟動機(b130)及不自主動作反應(b755)為「健康情形」與所有行

動指標(d4)之中介變項。若以身體功能為成效指標，社會服務符合需求程度(e410)為「健康

情形」與精熟動機(b130)之中介變項。家長參與程度(e310)則能獨立預測基本認知能力(b163)
與精熟動機(b130)；學習材料(e130)能獨立預測靜態姿勢維持(d415)。本研究結果部份支持

以行動及身體功能為成果指標之ICF-CY架構。臨床應用方面，於介入計畫中應同時考慮「身

體功能」、「活動」、與家庭環境三個部份。 
結論:本研究提出一個以行動及身體功能為指標之CF-CY模型，支持ICF-CY架構可為臨床決

策之參考。 

關鍵字：動作、發展遲緩、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兒童版、兒童 



 

7 
 

第6次ICF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大會 
【作者基本資料表】 

論

文

資

料 

論文中文名稱：發展遲緩嬰幼兒以ICF-CY為基礎之假設模型 
-以行動(d4)及身體功能為成果指標 

論文英文名稱：The Hypothetic Models Based on ICF-CY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Motor Delays-with Mobility (d4) and Body Functions as the 

Outcomes 

論文關鍵字：動作、發展遲緩、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兒童版、兒童 

希望發表方式：○口頭 ○海報 ●二者 

第一作者： 黃靄雯 服務單位: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第二作者： 廖華芳 服務單位: 台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研究所 

第三作者： 翁儷禎 服務單位: 台大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第四作者： 李旺祚 服務單位： 台大醫院小兒部 

第五作者： 曾美惠 服務單位： 台大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研究所 

第六作者： 盧璐 服務單位： 台大醫院復健醫學部 

報告者： 黃靄雯   

聯

絡

資

料 

通訊作者： 廖華芳 電話(公)： 02-33****36 

行動電話： 093******* 電話(宅)： 02-27******3 

傳真電話： 02-33****61 電子信箱： Hf****@ntu.edu.tw 

郵寄地址： 100台北市**路**號**樓 

請務必完整填寫，並寄至信箱（taiwansocietyicf@gmail.com），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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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ICF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大會報名繳費資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單 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單位)      ─               (手機)                       

E - M a i l   

用 餐 □ 葷食  □ 素食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500  □早鳥 400 (1/31 前) 

□800 □早鳥 700 (1/31前) 

學生 

 

□ 200 

□早鳥 150(1/31前) 

劃撥帳號  

● 請直接至銀行匯款或轉帳報名費﹙台北富邦莊敬分行，銀行代號：012，分行代號：4612，
帳號：461102021786，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究

學會﹚。 
● 請先上網填寫報名表，再將上述資料填妥，直接傳真至學會(02)2248-0577，便完成報名

手續。 
● 學生請另外附上學生證影本，黏貼在本表下方後，再傳真至學會以完成報名手續。 
● 繳費後一週內會以email寄發繳費成功通知。 

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依簡章之報名方式辦理。 

 

劃撥單據黏貼處 

（劃撥單據收執聯，填寫姓名後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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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訊息 
會場：臺北醫學大學 誠樸廳（11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捷運 捷運市政府站，轉乘公車266、藍5或臺北醫學大學免費接駁車 

(週六 7:15-16:00，15分鐘一班)。 

捷運六張犁站，轉乘公車1或臺北醫學大學免費接駁車 

(週六 8:00- 1615，15分鐘一班)。 

捷運臺北車站，西3門出口轉乘公車22。 

公車 搭乘1、22、22(區間車)、226、266、266(區間車)、288、33、37、38、藍5 於

臺北醫學大學站下車。 

開車 (國道3號) 由信義快速道路下來進入信義路，左轉松仁路，右轉松勤街，左轉松

智路後直行過莊敬路約再300公尺，左側即可見臺北醫學大學校園。 

(環東大道)由基隆路下，直行往臺北市政府方向，左轉松高路、右轉松智路。 

地圖 

 

 

 

 

 

 

 

 

 

 

資料來源：臺北醫學大學 

http://www.tmu.edu.tw/v3/about/super_pages.php?I

D=about4&Sn=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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