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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7107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鑒於當今社會變遷、國人健康意識提升
與人口老化之趨勢，職能治療師之專業運用領域，亦從傳統
侷限於醫療機構之內，至近年逐漸走向社區。為使職能治療
師之專業服務符合國人所需，協助生理、心理、發展障礙或
社會功能上存有障礙及需要之人，使其於日常生活之活動能
獲得最大之獨立與自主性。爰擬具「職能治療師法第十二條
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職能為日常生活中有目的之活動，係人類存在、角色及環境需求所需要。職能治療師運用任
務分析及環境審視，來確保與個人能力適合之職能，使服務對象能實現功能性目標及參與
社會。
依據美國職能治療學會（AOTA）與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WFOT）對於職能治療之定義，
除疾病治療之醫療外，更涵蓋健康促進（promoting health and well being）與傷病預防（
prevent injury, illness or disability）之範疇，透過職能專業促使服務對象達到健康及滿意的生
活，以協助其能夠參與日常生活活動為最大目標。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於 2016 年更新版之《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職能治療師教育最低標準》
指出，台灣職能治療實務傳統侷限於機構之內，近年逐漸走向社區，從以疾病治療、恢復
失能者功能為主，擴展到重視健康促進與失能預防，與社區、組織共同合作促進全體國人
之職能參與，此趨勢與國際職能治療發展方向一致。
惟 1992 年衛生福利部針對醫療行為頒布「衛署醫字第 8156514 號」，該函釋稱「醫療行為
，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
之範疇。又，我國《職能治療師法》於 1997 年立法至今，對於職能治療師執行業務均須醫
囑之規範，不僅與前揭各國職能治療專業發展方向相悖，前揭相關相關函釋及立法理由亦
已無法因應當今社會變遷、人口老化之趨勢，以及國人健康意識提升之需求，而有調整修
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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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擬具「職能治療師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俾利職能治療師之專業服務符合國
人所需，協助生理、心理、發展障礙或社會功能上存有障礙及需要之人，使其於日常生活
之活動能獲得最大之獨立與自主性。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邱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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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二條

條

文

職能治療師業務如

現

行

第十二條

條

文

職能治療師業務如

說

明

一、原第一項第一款之規範未

下：
一、職能治療評估、指導及

下：
一、職能治療評估。

涵蓋民眾（含照顧者）對於
職能治療專業有需要之指導

諮詢。
二、作業治療。

二、作業治療。
三、產業治療。

與諮詢，增加民眾對於職能
治療相關之諮詢或洽詢指導

三、產業治療。
四、娛樂治療。

四、娛樂治療。
五、感覺統合治療。

之管道，俾利協助與鼓勵對
病人身分敏感之民眾，盡早

五、感覺統合治療。
六、日常職能訓練及指導。

六、人造肢體使用之訓練及
指導。

接受正規醫療體系之服務。
爰參酌《護理人員法》第二

七、人造肢體使用之訓練及
指導。

七、副木及功能性輔具之設
計、製作、使用訓練及指

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體例
，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一款為

八、副木及功能性輔具之設
計、製作、使用訓練及指

導。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職能治療評估、指導及諮
詢」。

導。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職能治療業務。
職能治療師執行業務，

二、職能為日常生活中有目的
之活動，係人類存在、角色

可之職能治療業務。
職能治療師執行前項第

應依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
或醫囑為之。

及環境需求所需要。職能治
療師運用任務分析及環境審

二款至第五款業務，應依醫
師開具之診斷、照會或醫囑

視，來確保與個人能力適合
之職能，使服務對象能實現

為之。
職能治療師執行前項所

功能性目標及參與社會，職
能治療師醫療專業與臨床知

定以外之業務，應取得對象
之知情同意。

能，治療或協助生理、心理
、發展障礙或社會功能上存
有障礙及需要之人，使其能
獲得最大之生活獨立性。涵
蓋面向有三，一為基礎性日
常生活（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為照顧自
己身體且常規須完成的活動
，包含盥洗、如廁、穿脫衣
物、進食、移動、個人衛生
及美容、性活動等之評估與
訓練；二為「工具性日常生
活（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s），為在
家中或社區中維持日常生活
的活動，包含照顧寵物、養
育孩童、通信管理、駕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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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移動、金錢管理、家
庭環境的維持與管理、餐食
準備及清理、宗教和信仰表
達、安全和緊急維護、購物
等之評估與訓練；三為「健
康 管 理 」 （ Health
management）、休息及睡眠
、教育、工作、遊戲、休閒
娛樂（Leisure），及社交參
與（Social participation）等
領域。爰於第一項新增第六
款「日常職能訓練及指導」
，其為職能治療師之專業主
軸，係指功能性之變化造成
個案需要協助，進而提供訓
練計畫或方案，於現今醫療
系統、早期療育與特殊教育
、職業重建與職業安全、身
障與長照服務、國民健康促
進等領域，均已持續提供職
能治療之專業介入。
三、依據美國職能治療學會（
AOTA）與世界職能治療師
聯盟（WFOT）對於職能治
療之定義，除疾病治療之醫
療外，更涵蓋健康促進（
promoting health and well
being ） 與 傷 病 預 防 （
prevent injury, illness or
disability）之範疇，意即以
「 個 案 為 中 心 （ clientcentred）」之醫療專業，並
且透過職能專業促使服務對
象達到健康及滿意的生活，
以協助其能夠參與日常生活
活動為最大目標。惟 1992
年衛生福利部針對醫療行為
頒布「衛署醫字第 8156514
號」，該函釋稱「醫療行為
，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
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
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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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之範疇，又本條於
1997 年之立法理由，稱「
職能治療乃為復健醫療之一
種方式，於醫療過程中是否
須對病人作職能治療，應由
醫師依病人病情需要作診斷
，如須施行職能治療，再交
由職能治療人員為之」，前
揭相關函釋及立法理由顯已
無法因應當今社會變遷、國
人健康意識提升與人口老化
之趨勢，而有調整修正之必
要，各領域例如《特殊教育
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長期照顧服務法
》、《老人福利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等相關法規，業已涵蓋職能
治療師之重要角色。爰於第
二項敘明職能治療師應依醫
師開具診斷及書面指示所為
之業務範圍，並新增第三項
，規範職能治療師於執行第
二項所定以外之業務時，應
遵行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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