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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對於職災勞工權益之重視與日俱增，尤其民國 98年勞保年
金施行後，職災勞工合乎普通事故失能年金請領資格者，除請領失能
年金後，亦請領一次 20個月之職業傷病失能補償一次金 ；但對失能
者職業重建未有明確規範，僅於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10條規定，
事業單位、職業訓練機構及相關團體辦理職業災害勞工之職業重建，
得向勞保局申請補助。 唯申請身份界定上仍有模糊地帶，造成醫療
資源、社會福利等社會成本之浪費。因此，唯有建立明確的職災訓練
機制與流程才能杜絕資源不當的浪費。 
    而國內職災勞工之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服務的法源根據民
國九十年十月三十日所公布之職災勞工保護法，第十條之規定，該法
條所訂的八項「加強職災預防及職災勞工重建服務」補助服務內容；
勞保局接著於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發佈「職災勞工職業重建補助
辦法」，此辦法明文規定「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服務」為七項「職
災勞工職業重建服務中的一項。」  
    由七項職災勞工職業重建服務補助項目中，唯有「工作能力評估
與工作能力強化」為積極性的工作能力重建服務，然而該服務的提供
卻是所有服務中起步最慢的一項，台灣積極的協助職災勞工重返職場
相關服務為職業傷病診治中心，民國 92年台大醫院開始設置職業病
防治中心 ，接受勞保局之補助，民國 96年更積極設置職業傷病診治
中心，至民國九十八年為止共設置了九個中心 ，但都集中於台灣本
島，目前診治中心提供的服務大多集中於職業傷病的治療、復健、鑑
定，由醫師主導，少數的診治中心與職災勞工工作強化訓練中心以及
職災勞工職業輔導評量中心有較佳的連結，因此也提供職災勞工重返
工作較積極的轉介協助。但整體而言，由於台灣過去並無醫師以外相
關專業的投入積極的職災勞工工作能力重建服務，因此目前台灣的職
災勞工重返職場促進協助並無積極之模式、系統或標準，其問題包括
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系統鬆散，各領域專業人員對各項服務內容
缺乏具體共識與認識，以致擔任監督管理角色的政府單位也無法發揮
其角色功能。 
一、我國職災勞工災後重返工作相關服務流程 

 參考國外體制及國內現行職災勞工工作能力評估與工作能力強
化訓練機構之執行現況，規劃職災勞工災後重返工作相關服務流程示
意圖如下。這一個系統指出，當職災發生之後，在勞工接受急性醫療
及/或醫療復建的同時，由個案管理員（屬於勞工保險局或職業傷病
診治中心或社福機構、工會組織等）進行初始的評估決定瞭解勞工復
工的困難，如果初始評量結果發現個案有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需
求，則勞工進入積極重返工作準備的服務系統。 

 職災勞工進入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服務的管道包括醫療及
其他通報系統(例如勞保局聯絡處，個案本身)之個案通報以外，接受
轉介提供服務的單位，同時針對職災勞工職災的類別進行初步分類，
當確定個案脫離急性醫療時期，即可轉介至相關機構或單位接受各項
服務，例如：依據個案狀況選擇直接復工、轉介職訓局職業訓練計畫、
勞保局工作能力評估及工作強化訓練或其他安置方案。當職災勞工完
成工作強化訓練後，將協助個案返回職場並依訓練狀況進行調整或進



一步接受職務再設計等相關服務。後續追蹤期設定為 1-3月為限，之
後將依規定完成結案。 

 

圖表 1 職災勞工災後重返工作相關服務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根據對國內外相關服務的分析，在此建議參考美國之作法，職災
勞工於災後醫療穩定後，若有復工的困難，應該提供標準化的工作能
力評估與強化訓練服務。初步建議，工作強化訓練計畫必須以工作能
評估以及復工目標工作之工作分析為基礎，由專業服務人員召集專業
團隊與職災勞工召開擬定工作強化訓練計畫之會議；標準化的工作強
化訓練（包括工作能力評估以及工作分析）期程應為 4週至 6週，但
應視個案狀況所需，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延長(至 8週為限)。規劃工
作能力評估與工作強化訓練服務流程示意圖如下。 

 

職災發生 

急性醫療及/或醫療復健 

個案管理員 

職業輔導評量(評量中

心) 
通報系統 

勞工 雇主 

醫療 社福 

工會 其他 

工 作 能 力 評 估 與 

工 作 強 化 訓 練 

職務再設計 
-原職場原職位  -原職場轉換職位 

-不同職場原職位 -不同職場不同

職位 

就業 

後續追

蹤 

職業訓練 就業 其 他 安 置 

計 畫 

返家 醫療 其他 



 

圖表 2 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服務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當工作強化服務單位接受到個案轉介並「實際報到」起，應召集
相關專業團隊舉行「開案會議」，其職業輔導評量報告及強化訓練適
應性評估報告應包含於會議紀錄之中。開案會議結束後應進行個案
「工作能力評估」及「工作分析」。待上述評估完成後應「擬定工作
強化訓練方案」，透過會議的方式，由專業團隊向雇主與勞工說明訓
練計畫內容以及擬定訓練計畫的原因，在勞工簽署接受工作能力評估
與強化訓練服務的同意書後，開始執行工作強化訓練計畫。 
 後續為實際「工作強化訓練執行期程」，其中每週均應召開「週
間工作能力進度報告」並完成書面記錄，以確實追蹤個案訓練之實際
狀況。訓練最後一次結束之際，應同時完成「結訓工作能力評估報告」；
並召開「結案會議」，建議各案完成結案進行就業、其他安置、或其
他重返工作後之職務再設計或支持策略建議。此外；其結訓工作能力
評估報告應包含於該次會議紀錄之中。下列圖示為本研究截至目前所
研議之職災勞工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流程圖。 
二、作業流程補助準則 

作業流程準則主要根據美國華盛頓州對工作強化之敘述，其性質
為「短期且密集性的工作能力訓練計畫」。配合國內相關工作規定，
並經過兩次專家會議，建議目前國內可行的職災勞工工作能力評估與
強化訓練計畫執行流程準則： 
一、收案標準 
1.進入工作強化之收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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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合法途徑被認定為職業病或職業意外災害之職災勞工。 
（2）最近一次職業病或職業意外災害所造成的病理狀況已達醫療
穩定，不再需要醫療復健者。此一認定，必須依據職業病或職業意
外災害之病理發生部位以及病理類別，應由醫師，醫療復健治療師，
以及工作強化方案負責人共同認定。。 
（3）職災後工作能力與重返工作所需能力有明顯落差之勞工。 
（4）有明確重返工作方向(職種)與重返工作需求之職災勞工。 
（5）願意配合參與每週至少兩次、每次 2小時以上、持續四～八
週不間斷之工作強化訓練，且簽署工作強化訓練同意書之職災勞
工。 

2. 可能造成不接受轉介的原因： 
(1) 個案的病變相關資料並無適當地呈現，且其病情表現尚未穩

定。 
(2) 在職災傷害後的後續損傷或醫學狀況，並未經過適當的醫學評

估記錄。 
(3) 有輕微中風、心血管或胸腔相關疾病，且並無適當的相關病

歷。 
(4) 個案具可能顯著提升安全風險的適應症，如弱視、近期胸痛、

呼吸短促、腳踝水腫、暈眩、癲癇等。 
(5) 有藥物或酒精濫用的症狀。 
(6) 有潛在破壞性或暴力的行為問題。 
(7) 中風或頭部外傷導致如判斷力缺損等顯著後遺症，而使個案需

要持續密切的督導。 
(8) 重鬱症、精神疾患、具自殺傾向等適應症者。 

3.工作強化計畫分為三期： 
初期(2小時/次)、中期(4小時/次)、後期(6小時/次)，最高

以六週為原則，頻率至少每週 2次(含)以上。為參考值，為各執行
單位未來努力之指標。  

4.訓練期間中途退出之因素 
一旦個案進入工作強化計劃，僅會在個案蓄意破壞或具玩樂心

態的行為問題發生時，予以中途退出，且會將其中途退出的表現歸
檔，若其後再次申請加入工作強化計劃，亦會予以回絕： 
(1) 在工作強化介入隔天即以疼痛等症狀為由缺席。 
(2) 有目的地提高症狀呈現或自傷。 
(3) 抗拒嘗試建議內容、在任務中表現漫不經心，且在表現不佳

時有過多藉口。 
(4) 有否認、生氣、逃避等不協調的行為反應。 

二、工作強化流程 
    以整體流程作區分：晤談階段→評估階段→目標擬定階段→強化
階段→結案階段(追蹤)，整體時間限制為240小時，各階段時間上限、
階段任務、建議使用表格請見流程圖，以下針對每一階段主要目的與
完成任務作詳細敘述。 
（一）晤談階段 
 時間上限與比例：5小時，佔總時數 2%。 
 主要目的： 

 由專業人員進行晤談，確認個案是否合於收案標準，且是需



要藉由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服務達到促進或恢復職災勞工
工作能力的目標，判斷是否接受轉介，如接受轉介並開案，即表
示個案需要接受完整工作能力評估與工作強化訓練服務。 

 階段任務： 
   1.確認開案資格接受服務之必要性。 
 2.完成接受轉介之服務流程，包含案主醫療資料會整、轉介表單

回覆、晤談資料記錄、同意書簽署等。 
 執行人員：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就輔員。 
 建議使用表格： 

 
（二）評估階段 
 時間上限與比例：36小時，佔總時數 15%。 
 主要目的： 

針對個案之工作需求進行了解，並分析個案之工作所需要據
能力，並對個案進行工作能力評估，比較工作需要之能力與個案
目前的工作能力之差異，確認需要且可促進之工作能力。 

 階段任務： 
 了解個案工作需求，針對個案工作進行工作分析。 
 評估個案目前工作能力，並與個案工作分析結果對照比較。 
 完成工作需求、工作分析與工作能力評估報告書書寫。 

 執行人員：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建議使用表格： 

表單 
序號 

表單名稱 使用時機與填表說明 

表
A-1 

案主轉介表 

此表適用於職災勞工轉介工作能力
評估及強化訓練時，由轉出單位聯
絡人填寫，並附上相關轉出資料，
如診斷書、相關醫療紀錄。 

表
A-2 

晤談紀錄表 

本表主要供初次接案晤談時使用。不必
完全依照表格上的問題次序來蒐集有
關案主的各項資料，以最自然且可理解
的詞語來進行 

表
A-3 

轉介回覆表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單位使用此表
格回覆轉出單位，是否接受開案。 

表
A-4 

服務同意書 
確認開案時，案主同意接受工作能
力評估服務。 

表單 
序號 

表單名稱 使用時機與填表說明 

表
B-1 

工作需求問卷 
於評估階段，請治療人員協助案主
填寫，以利工作分析時使用。 

表
B-2 

工作分析報告書 
此表於評估階段分析案主工作時使
用。 

表
B-3 

工作能力評估報告書 
紀錄案主工作能力評估結果，並與
案主工作需求作對照，提出案主需
要工作強化訓練之處。 



 
（三）目標擬定階段 
 時間上限與比例：5小時，佔總時數 2%，開案 7天內完成。 
 主要目的： 

針對前一階段評估之結果，透過多專業小組討論個案復工目
標，確認適合個案之介入項目，並擬定工作強化訓練計畫書。需
要向個案與重要關係人說明評估結果與強化訓練計畫內容，個案
知悉計畫內容且願意配合執行時，需簽署同意書。 

 階段任務： 
(1) 此階段包含專業人員會議，並擬定個案復工目標 
(2) 完成「工作強化個別訓練計畫書」撰寫。 
(3) 與個案及關係人召開說明會議，並簽署「執行工作強化訓練

同意書」。 
 執行人員：主要以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其他專業人員如醫

師、社工師、心理師、就輔員等，視必要性加入。 
 建議使用表格： 

 
（四）強化階段 
 時間上限與比例：182小時，佔總時數 76%。 
主要目的：依據前一階段工作能力評估結果，設定需要強化之工作能
力部分進行強化訓練服務。強化訓練內容分為「核心項目」與「輔助
項目」，強化訓練內容中的輔助項目的訓練時間不可超過核心項目的
訓練時間時數的一半，但輔助項目中的「工作現場訓練」時數不在此
限。 
1.「核心項目」：工作體適能訓練、工作模擬與工作樣本操作、工作
安全衛教，總時數不得超過 120小時。 

2.「輔助項目」：心理適應性輔導、社會功能訓練、工作現場訓練、
轉銜服務、其他，總時數不得超過 62小時。 

 階段任務： 
1.執行工作強化服務計畫。 
2將每次強化內容記錄於「訓練執行紀錄」。 
3.每週紀錄個案進步狀況於「週進展紀錄」。 

 執行人員： 
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就服員或參與工作強化之各專業人員。 

 建議使用表格： 

表單 
序號 

表單名稱 使用時機與填表說明 

表
C-1 

工作強化個別訓練計畫
書 

此表適用於目標擬定階段時使用，
用以紀錄復工目標與個別計畫內
容。 

表
C-2 

執行工作強化訓練同意
書 

此表附於表 C-1之後，用以確認案
主同意參與並配合工作強化訓練計
畫。 

表單 
序號 

表單名稱 使用時機與填表說明 



 
（五）結案 
 時間上限與比例：12小時，佔總時數 5%。 
 主要目的： 

    針對個案進行過工作訓練強化服務後成果進行評估決定是否
結案，並針對個案整體訓練過程內容與成效撰寫結案報告，並與
相關人說明整體結果與未來須注意事項。 

 階段任務： 
1.進行結案評估並撰寫結案報告書。 
2.結案七天內對個案及相關人員召開結案說明會議。 
3.於結案後 1、3、6個月後進行工作強化成效追蹤。 

 執行人員： 
結案報告書總結：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追蹤成效：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或就輔員。 

 建議使用表格： 

  

表
D-1 

訓練執行紀錄 
此表適用於職災勞工進行工作強化
計畫時，紀錄每次訓練執行內容。 

表
D-2 

週進展紀錄 
此表適用於職災勞工進行工作強化
計畫時，紀錄案主每週進展使用。 

表單 
序號 

表單名稱 使用時機與填表說明 

表 E 
結案報告書與追蹤紀錄
單 

此表適用於職災勞工於訓練計畫結
束時，總結訓練過程與追蹤使用。 



 



 

 



 
 



結論 
為徹底了解現行強化作業之職能復健治療師與雇主及職災勞工

之互動模式及執行成效，研究特針對「一般勞工對工作能力評估與強
化服務認知」議題進行調查。藉此了解一般勞工對於該服務之認識、
了解程度或需求，作為日後推廣該服務時之參考依據。並做為制度建
立之參考。其結論顯示：42.9%受訪者認為交通問題是接受工作強化
服務可能將面臨的阻礙因素。也有 17.6%的受訪者車資與餐費等經濟
負擔會對其造成困擾。高達 81.5%的受訪者更表示，未來遇到需要相
關服務的民眾也樂意為其轉介。有 62.8%的雇主認為發生職災勞工在
「人格」上和一般同事有些許差異，67.0%雇主認為勞工在受傷前之
工作能力與一般同事相比沒有不同；在「職災後生產力」方面，有
45.7%雇主認為勞工受傷後其生產力與同事會稍微降低，30.9的雇主
認為沒有不同。對於「是否願意僱用職災勞工」的問題，55.3%的雇
主表示稍有保留，41.5%的雇主表示完全無保留願意僱用職災勞工。
針對雇主僱用職災勞工有所保留的原因，以再次發生職災機率較高
(19.1%)最高，其次依序為對其工作能力沒有信心(16.0%)及降低事業
生產力(14.9%)。更有有半數以上的的僱主認為應增加宣傳增加民眾
對該服務的認識(50.%)，建議勞保局提供訓練補助(27.7%)或勞保局
與僱主簽訂認用契約，保障完訓員工崇返職場就業(13.8%)等方式，
透過這些方式將可以提升職災勞工對於工作強化的認識與接受度，避
免資源的空轉與浪費。在「雇主對職災勞工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服務
的認識」問卷中反映有 60.6%的雇主表示不知道勞保局提供職業重建
相關訓練。有 60.6%的僱主表示不清楚職業重建服務相關服務項目，
此為未來制度建立時應加強的地方。 
在制度模擬方面，本計畫強調應該針對強化的成效及個案的困難度提
出不同的補助標準，並且在針對人力投入項目間的補助限制時，應注
意項目投入之替代關係與項目投入之邊際生產效率之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