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OTUROC ANNUAL CONFERENCE
2019 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日

期：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星期日）

地

點：亞洲大學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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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組織
主席：
張自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林鋐宇（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系主任）
議程主席：
蔡沛潔（職能治療師公全全聯會研發會委員、新光醫院職能治療師）
顏吟珊（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研發會委員、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職能治療師）
議程委員會：
尤菀薈、林鋐宇、吳姿誼、李雅珍、高穎家、陳芝萍、楊尚育【依姓氏筆劃排列】

學術主席：
吳菁宜（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研發會主委、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特聘教授兼主
任）
學術委員會：
朱嘉芬、吳益芳、李亭儀、李冠逸、周詩涵、林克忠、柯瑋婷、張雅棻、詹佩穎、
蔡沛潔、鄭百翔、諶冠潔、謝彥緯、簡才傑、顏吟珊【依姓氏筆劃排列】
大會執行委員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處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全體委員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協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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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專題演講

表
地點：國際會議廳 A101 室

08:45~09:15

報到暨張貼壁報論文

大會執行委員會

09:15~09:30

大會開幕、主席暨來賓致詞

主持人：顏吟珊

專題演講
主
09:30~10:30

題：Financing Long-Term Care
（長期照護資金籌募管理）
演講者：梁浙西 教授
Depart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and
Policy,Univerity of Michigan

10:30~11:00

休息

11:00~11:30

廠商報告：大裕儀器有限公司

論文報告

12:30~13:30

14:30~15:30

14:30~15:30

主持人：吳菁宜

主持人： 林鋐宇

地點： L004 室、L005 室、L006 室、L010 室
口頭報告 1

主持人：高穎家

口頭報告 2

主持人：李雅珍

口頭報告 3

主持人：陳芝萍

口頭報告 4

主持人：楊尚育

口頭報告 5

主持人：吳姿誼

口頭報告 6

主持人：尤菀薈

創新設計科技輔具口頭報告

主持人：李亭儀

壁報論文

地點：壁報展示區

11:30~12:30

壁報論文展示

主持人：吳益芳

13:30~14:30

壁報論文發表與競賽 Poster Presentation and Contest

主持人：吳益芳

地點： L008、 L011 室
15:30~16:00

綜合討論與頒發壁報論文獎

主持人：顏吟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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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報告 1

主持人：高穎家 地點： L004 室

12:30~12:50

不同姿勢電動車訓練對孩童移行與動機之成效
張景皓、蔡婉盈、謝雨芯、史明可、陳嘉玲、黃湘涵

12:50~13:10

透過品管圈手法改善兒童復健治療之滿意度
石旻諺、俞佳鈴、童俊欽

13:10~13:30

一位中班幼兒負面情緒調節策略之探究
林妮燕、何祖華、吳念庭

論文報告 2

主持人：李雅珍 地點： L005 室

12:30~12:50

運用模擬日常生活活動進行上肢功能評估
吳菁宜、陳彥維

12:50~13:10

心像練習在中風個案患側上肢動作功能恢復的療效探討：系統性回顧
陳語婕、紀彣宙

13:10~13:30

神經回饋訓練於大學生之視奏與注意力效果
李富筠、呂主愛、陳柏伃

論文報告 3

主持人：陳芝萍 地點： L006 室

12:30~12:50

正念介入法於老人認知、生理與心理健康之成效: 文獻回顧
黃怡軒、林宥彣、李雅珍、周大禾、尤菀薈

12:50~13:10

精神障礙者對於復元導向服務之看法初探
徐宏毓、張雁晴

13:10~13:30

高齡者憂鬱情緒、健康行為與睡眠品質相關性之初探
王俐庭、楊尚育

論文報告 4

主持人：楊尚育 地點： L004 室

14:30~14:50

加賀谷音樂療法應用於思覺失調症患者之情緒和人際互動成效
林尚樺、廖珮淇、林宗瑩

14:50~15:10

某精神專科醫院由龍發堂入院病人之五階職能復健模式成效初探
周旻君、蔡佳瑜

15:10~15:30

驗證短版電腦數字警醒測驗於思覺失調症患者
張自強、劉雪玲、李沛綺、林恭宏、謝清麟

論文報告 5

14:30~14:50

主持人：吳姿誼 地點： L005 室
特質焦慮者之抑制功能探討: 以事件相關電位記錄停止訊號任務及反應/不
反應任務
吳卉婷 周郁秀 鄭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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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10

網 路 成 癮 問 卷 ： 社 交 媒 體 成 癮 問 卷 (BSMAS) ，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成 癮 問 卷
(SABAS)和電玩成癮短式問卷(IGDS-SF9)
林宗瑩

15:10~15:30

心智理論與症狀嚴重度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孩童社交互動的相關因子
毛詩堯、邱琇蔓、尤姿婷、陳官琳

論文報告 6

主持人：尤菀薈 地點： L006 室

14:30~14:50

臺灣職能治療專業的遠景與展望
薛惠勻

14:50~15:10

台灣復元導向心理衛生服務之作法與困境
黃孟雯、張雁晴

15:10~15:30

職能治療的職場服務模式-以瀚宇彩晶為例
王笠軒、張哲豪、張瀞文

創新設計科技輔具競賽報告
主持人：李亭儀 地點: L010 室
評審：王珩生副理事長、吳明順職能治療師、陳坤村職能治療師
14:30~14:40

「職想睡好覺」桌上遊戲
余筱萱、陳明德

14:40~14:50

一手搞定「單手工作輔具組」
許莉莉、許馨宜、沈毓甡、林浩棟

14:50~15:00

連動式肩關節半脫位矯正設備
陳明義

15:00~15:10

"cue"我--視覺提示輔助器
紀以柔、洪珮瑄、吳峻騰、何彥頡

15:10~15:30

綜合討論與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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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專業人員組

PH-P001

臺灣職能治療師休閒參與和職能平衡的關聯性
洪珮瑄、李孟蓉、尤姿婷、黃雅淑、林玲伊、陳官琳、張雁晴、張哲豪

PH-P002

彈力帶對於中風患者步態的訓練之效應－個案報告
林佩儀

PH-P003

探討鏡像視覺回饋對動作皮質區活化與動作-認知神經迴路之功能性連結網絡的
調節機制
林思宏、鄭嘉雄、吳菁宜

PH-P004

口腔癌住院病人團體治療之經驗分享
蘇尚文、連淑惠、吳芷瑄、梁維安、林琦容、林上英、王茹玉、張嘉琪

PH-P005

機器輔助療法於腦傷上肢動作表現復健成效之交叉試驗: 前驅研究
吳菁宜、蔣瑋齊、張嘉玲、羅適銘、賴慧慈

PH-P006

對掌副木應用於慢性中風病人手功能回復成效之初探
陳詩珊 孫揚琇 鄭憲霖 高婕螢

PH-P007

後天學者症候群-腦中風病例報告
蔡佩君

PE-P001

探討職能治療運用教練於兒童及家庭介入成效:文獻回顧
邱牧恩、曾美惠

PE-P002

口腔刺激介入對早產兒口腔進食表現的療效探討
黃士瑋、楊珮渝

PE-P003

發展遲緩兒童偏鄉早療成果-以桃園市為例
莊偉男、陳冠伯、梁佳莉、劉燕

PE-P004

以家庭為中心實務運用對兒童功能表現之影響
郭穠榛、林琬鈞、許雅婷、莊偉男、梁佳莉、葉采青、劉燕、賴欣瑀、陳冠
伯、汪玉珍、黃婉琦、吳予丹

PE-P005

學齡兒童情緒行為問題電腦適性化測驗題庫之初步發展
陳柏宇、陳官琳、陳聖雄、黃千瑀

PE-P006

感覺統合治療-前庭刺激在自閉症兒童的姿勢控制介入成效：個案報告
何明娟、簡錦蓉、陳安濘

PE-P007

建構網路篩檢平台以提升發展遲緩兒的發現率
郭穠榛、賴欣瑀、李宇軒、胡軒榕、蕭素真

PE-P008

視動整合與兒童書寫之關聯性
邱筱涵、蔡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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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專業人員組

PE-P009

影像比對法於腦性麻痺孩童視-動整合能力評估之應用: 初探性研究
陳顥齡、許庭嘉、黃文豐、劉伃書、王湉妮、謝正宜

PE-P010

Galloway-Mowat 症候群：個案報告
黃慶凱、陳思樺

PE-P011

口腔動作介入對管灌餵食早產兒的成效調查
黃麗安

PE-P012

以學生、教師與個案三方評估大四實習臨床課程學習成效 – 社交故事課程
楊琇晴、鄭靜怡、徐秀雲、蔡錦良、謝瑋芸

PE-P013

半側偏癱腦性麻痺孩童之不對稱視覺空間注意力
王湉妮、梁凱傑、陳顥齡、吳建德

MH-P001

某精神專科醫院推動病友自主運動促進方案之第三年成果分析
許涴淇、蔡欣芸、王沛云、陳姿聿、張詠茿、廖子瑞、曾瓊瑤、周旻君、
朱立堯、李英英、李慧玲

MH-P002

音樂活動對於改善慢性精神病患負性症及人際互動之成效
黃蔚翎、洪菁霞

MH-P003

改善思覺失調症患者動機缺損之介入成效探討：文獻回顧
彭婉晴、潘璦琬

MH-P004

生活導向為基礎社交技巧訓練於日間病房之模式探究
楊雅珊、梁秀婷、簡才傑、吳瑞燕

MH-P005

運用音樂治療照護老人憂鬱症因應壓力之成效
吳瑞燕、謝佳欣、楊雅珊、簡才傑

MH-P006

施徐式注意力測驗在思覺失調症患者之信效度初探
胡哲睿

MH-P007

以復元觀點提升內在動機之個案報告
王如琴、簡才傑

MH-P008

當精神障礙患者聽見加賀谷
林尚樺、廖珮淇、林宗瑩

MH-P009

初步驗證思覺失調症之工作社交技巧測驗
許宜珊、李沛綺、林信豪、黃怡靜、謝清麟

MH-P010

精神科日間照護病房的精神疾病患者電腦打字練習執行計畫成果分析
林延璋、何學厚、吳佩玲

-7-

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專業人員組

MH-P011

思覺失調症患者之前瞻性記憶功能缺損與介入－文獻回顧
黃中、邱文粲

MH-P012

運動結合認知訓練模式於精神疾患之療效研究
李思慧、蕭奇偉、于士翔、李正達

MH-P013

職能與園藝治療融合運用於慢性思覺失調症患者之成效-個案報告
楊千儀

MH-P014

「社會認知與互動訓練 SCIT」於精神疾患之臨床介入可行性與成效回顧
楊沐穎、黃百川、劉怡佳、陳柏熹

MH-P015

可信賴專業活動應用於職能治療臨床教學評量之初探
黃玉芬、楊沐穎、劉怡佳、陳柏熹

MH-P016

以 Kirkpatrick 模式運用於臨床實習實證職能治療教學
劉怡佳、黃玉芬、許瑋云、蘇玟禎、陳柏熹

MH-P017

以繪畫教學活動提升職能治療自我成長及反思
許瑋云、劉怡佳、楊維傑、蘇玟禎、黃玉芬、陳柏熹

MH-P018

銀髮族體適能檢測於輕度認知障礙長者之生態效度驗證
陳姿廷、陳其嶸、張明潔、蕭夙伶、吳虹霏、林潔欣、吳明恭

MH-P019

台灣東部某精神專科教學醫院復健病患職能工作訓練與職業復健情形之五年追
蹤分析
吳文揚、陳柏宇、蘇俐文、曾一芳、姚惠文

MH-P020

精神障礙者之數位機會與落差：文獻回顧
劉光興、林千茹、邱媛基

CO-P001

以 SOWT 分析 3D 列印餐盤輔具設計
陳怡如、蔡佩君

CO-P002

自閉症孩童生活功能與照顧者生活品質關聯性初探
蔡宗勳、黃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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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學生組

PH-S001

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評估於職能治療大學教育之應用
曾淑敏、吳姿誼

PH-S002

應用於職能治療系大學生之教學方法文獻回顧
吳若琪、吳姿誼

PH-S003

動作觀察對大腦運動皮質活性的調控: 文獻回顧
鍾明芬、鄭嘉雄

PH-S004

鏡像治療用於中風患者之成效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
林裕恩、楊尚育

PH-S005

運動介入對於失智患者成效之探討
謝佩君、石尹華、楊尚育

PH-S006

虛擬實境技術應用於中風個案復健介入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王俐庭、林裕恩、林姿妤、李雅珍、林耘佑

PH-S007

巴氏量表與中文版改良式巴氏量表應用於中風病人之再測信度與同時效度
陳昶任、楊詠楨、謝瑋、李勇璋

PH-S008

瑜珈介入在輕度至中度巴金森氏症之效果探討
張哲嘉、廖宏恩

PH-S009

音樂治療介入對失智症患者進食之成效探討
黃昱儒、石尹華、楊尚育

PH-S010

侷限-誘發運動治療對中風患者上肢功能之療效：文獻回顧
羅蓁蓁、黃亦菲、賴亭諭、吳兆丰、周葆諭、蔡淯珊、邱曉澄、謝敏玲、
游子瑩

PH-S011

我國職業重建服務成效分析模式的探討
張佳華

PH-S012

多感官環境治療用於失智症患者行為及情緒症狀之成效探討
李玲梅、李秋儒

PH-S013

久站工作者足部主觀安適感及鞋墊使用情形之初步探討
潘乙伶、洪佳慧

PH-S014

失智症的非藥物療法-懷舊治療的成效探討：系統性回顧
黃晨茵、紀彣宙

PH-S015

左利年輕成人之執行功能探討
李永則、江振寧、孟令夫、王靜誼、柯孟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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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學生組

PH-S016

探討工作強化訓練之成效
洪怡婷、陳美香

PH-S017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及簡易心智狀態問卷調查表於中風病人之再測信度及最小可
偵測變化值探討
黃思敏、陳美香、王怡晴

PE-S001

ADHD 孩童衝動控制相關機轉與介入策略-文獻回顧
賴映璇、楊子鑫

PE-S002

發展障礙兒童自我照顧表現電腦適性測驗系統之信效度驗證
蔡瓊瑩、陳聖雄、黃千瑀

PE-S003

人際發展介入應用於自閉症障礙類群患者之成效:文獻回顧
陳詩雅、黃千瑀

PE-S004

全身性震動療法於神經退行性病患之療效：系統性回顧及後設分析
洪浚哲、鄧雅凌、羅世忠

PE-S005

5~6 歲典型兒童生活自理表現里程碑
沈昕儀、林秋婷、黃千瑀

PE-S006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之情緒調節簡介
莊宜樺、蔡昕原

PE-S007

探討國小低年級學童中英文字書寫表現之預測因子
王姝婷、陳顥齡、王湉妮

PE-S008

PE-S009

虛擬實境對腦性麻痺兒童平衡及粗大動作的介入療效：文獻回顧
葉佳盈、王凌毓、謝錦標、沈昕儀、李婷湘、倫沛琪、何婉瑤、陳雨彎、
鄭曉兵、游子瑩
虛擬實境對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的社交技巧之療效
侯懿真、高玉姍、陳毅軒、林柏安、許萌純、鍾蕎伊、孫懋淇、李美嘉、
游子瑩

PE-S010

虛擬實境對於腦性麻痺孩童動作控制的治療成效
邱亦麒、易宛葶、陳庭燕、陳鈺涵、徐浩庭、李佳玲、張晶菱、梁詠怡、
游子瑩

PE-S011

馬術治療於自閉症兒童之應用
李香誼、周雨柔、郭可萱、張家瑜、陳郁欣、林郁庭、陳姿樺、赫子揚、
游子瑩

PE-S012

自閉症孩童學習模式及介入策略之簡介
李加歡、陳子瑜

PE-S013

互動式螢幕遊戲於發展協調障礙學齡兒童之使用狀況與成效:文獻回顧
施涴婷、吳曼萱、尤菀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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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014

鏡像書寫：現象、機制與介入的文獻回顧
林筠筑、許馨慧、孟令夫、王靜誼、柯孟蓁

PE-S015

視知覺和視動整合介入對書寫障礙孩童的中文書寫改善成效
張哲瑋、鄭雅淇、談姵含、陳嘉瑜、簡錦蓉

MH-S001

運動對長者之生活各層面影響之文獻回顧
邱鈺書、 陳芝萍

MH-S002

施徐氏注意力測驗之再側信度初探
陳睫婷、黃況造、王聖傑、李沅蓉、謝健寬、陳璟婷、黃翊寧、謝昕頻、
施以諾、岑珮琦

MH-S003

中等強度有氧運動對於思覺失調症患者體重之影響
石芳潔

MH-S004

特質焦慮對錯誤訊息處理之影響：事件相關電位研究
陳凝一、張寧勻、鄭嘉雄

MH-S005

MH-S006

MH-S007

MH-S008

MH-S009

太極拳對失智症患者的身心健康之成效-文獻回顧
李汶強、鍾岳霖、林冠廷、陳品辰、黃鈺婷、李昶毅、劉俊維、林淨池、
黃俊博、游子瑩
運動治療對於憂鬱症之療效
陳素茹、高奕安、蔡佳頎、鄭祐琦、高嫚晨、曹雅婷、林苡珊、王芝薔、
游子瑩
桌遊與電腦遊戲對失智症的預防及影響
潘庭、張念琛、利駿東、卓鈺映、林詩穎、葉卉彬、張獻仁、游子瑩
虛擬實境治療對於失智症患者之影響
張瑋哲、劉虹妙、吳孟津、彭昭嘉、江宜謙、何思賢、余紀萱、戴辰恩、
陳俞安、游子瑩
園藝治療對認知障礙症之成效：文獻回顧
林佳蓉、林秋婷、洪渝棻、陳亞菁、黃智生、楊善竹、詹馥甄、蕭月馨、
游子瑩

MH-S010

以預測編碼模型角度探討思覺失調患者的外在訊息處理歷程—系統性回顧研究
黃翊媛、趙陳懷、吳建德

MH-S011

高敏感人格特質的感覺處理問題:文獻回顧
銀苡茜、劉冠伶、鄭嘉雄

MH-S012

心身日間病房智慧型手機使用現況調查
范思晴、吳佳音、柯瑋婷

MH-S013

彈力帶運動對精神疾病患者體適能促進的成效
梁曉琳、柯瑋婷、吳佳音、顏吟珊、李亭儀、吳益芳、陳姸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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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001

藝術治療應用於失智症患者之生活品質成效探討
王冠婷、石尹華、楊尚育

CO-S002

全身震動運動對高齡者生活品質影響
丁詠姍、石尹華、楊尚育

CO-S003

輔具介入對高齡者生活品質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陳孟琦、石尹華、楊尚育

CO-S004

病床高度以及轉位策略對照服員下肢肌肉骨骼之影響
莊博雅、羅世忠、陳瓊玲、鄧雅凌

CO-S005

臺灣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存在因素之初探
鍾宛家

CO-S006

照服員工作負荷之肌肉骨骼姿勢評估
洪瑩雯、羅世忠

CO-S007

中高齡成人上肢肌肉特性:年齡與性別之影響
孫苡馨、謝妤葳
創新設計/科技輔具書面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

AD-001

手拉式全方位假牙清洗盒
廖珮涵

AD-002

換尿布學步車
張詠誌、江紫菱、詹茵琇、饒孟容、陳泰鈞

AD-003

雙層控制生理回饋之姿勢控制系統
史紋嫣

AD-004

具速度顯示之感覺統合介入轉盤
郭姮妤、羅翔莙、蕭品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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