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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體系推廣說明會 

一、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二、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 台南場： 

1.時間：109 年 10 月 16 日(五)辦理，9：00~12：00 

2.地點：成功大學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專業教室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3.報名截止時間：活動日期前一周(額滿為止) 

(二) 台北場： 

1.時間：109 年 10 月 28 日(三)，13：30～16：30。 

2.地點：輔仁大學 伯達樓 111 教室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3.報名截止時間：活動日期前一周(額滿為止) 

(三) 台中場： 

1.時間：預計 109 年 11 月 2 日(一)辦理，13：30～16：30。 

2.地點：亞洲大學 管理大樓 M004 教室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 號） 

3.報名截止時間：活動日期前一周(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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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絡方式： 

(一) 專線：02-27034529、02-27034389 

(二) 傳真：02-27026360 

(三) 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網址： 

https://vrs2.wda.gov.tw/eVRS/ 

(四) 專案信箱：2020daded@gmail.com 

(五) 專案聯絡人：陳曉甄、江佳諭 

四、報名方式： 

本推廣活動採線上報名方式，請至「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

用系統」之「最新消息」點選連結報名。報名網址如下： 

https://forms.gle/Be4C5euWEYXP44TdA 

五、備註： 

(一)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說明會全程禁止錄影。 

(二) 本活動提供餐點，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及杯子。 

(三) 主辦單位保留此活動之修改、變更之權利，各項變更公告於活動網站，恕

不另行通知。 

(四)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現場備有酒精、體溫計，敬請全程配帶口罩及

自備個人清潔用品，並注意自身健康。 

  

https://vrs2.wda.gov.tw/eVRS/
mailto:2020daded@gmail.com
https://forms.gle/Be4C5euWEYXP44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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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廣說明會議程 

(一) 台南場-辦理日期：109 年 10 月 16 日(五) 地點：成功大學 

時間 會程內容 講者 

7:30~8:30 場佈時間 

8:30~9:00 報到 

9:00~9:1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國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9:10~9:3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與資

格認證取得簡介 

講者：張哲豪 

本計畫審查委員  

9:30~10:2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 

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主題：【職業重建的工作價值】-(個案工

作故事實務分享) 

講者：蘇偉智 

服務單位：財團法人喜憨

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現職：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20 
就業、求職相關主題講座(一) 

主題：求職攻略：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講者：江錦樺 

服務單位：104 人力銀行 

現職：人資處協理 

11:20~12:00 Q&A 時間 
講者：張哲豪 

本計畫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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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北場-辦理日期：109 年 10 月 28 日(三) 地點：輔仁大學 

時間 會程內容 講者 

10:00-12:00 場佈時間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國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13:40~14:0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與資

格認證取得簡介 

講者：張彧 

本計畫顧問 

14:00~14:5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 

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主題：多元化角色：老師？社工？輔導

員？ 

講者：楊以理 

服務單位：三重職重中心 

現職：就業服務員 

14:5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00 
就業、求職相關主題講座(一) 

主題：求職攻略：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講者：鍾文雄 

服務單位：104 人力銀行 

現職：資深副總經理暨人

資長 

16:00~16:30 Q&A 時間 
講者：張彧 

本計畫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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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中場-辦理日期：109 年 11 月 2 日(一) 地點：亞洲大學 

時間 會程內容 講者 

10:00-12:00 場佈時間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長官致詞、活動流程說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國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13:40~14:00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與資

格認證取得簡介 

講者：孫旻暐 

本計畫審查委員  

14:00~14:5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實務工作 

者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二) 

主題：身心障礙就業輔導懶人包 

講者：陳嘉宏 

服務單位：財團法人瑪利

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現職：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14:5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00 
就業、求職相關主題講座(一) 

主題：求職攻略：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講者：鍾文雄 

服務單位：104 人力銀行 

現職：資深副總經理暨人

資長 

16:00~16:30 Q&A 時間 
講者：孫旻暐 

本計畫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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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資訊 

(一) 台南場-成功大學 

交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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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1. 自行開車（國道路線） 

• 南下：沿國道一號南下 →下大灣交流道右轉 → 沿小東路直走即可抵達

本校。 

【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 8 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 北上：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南

市區直走 → 遇林森路或長榮路右轉(北向)，即可抵達本校。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 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北向）】 

2. 搭乘火車 

於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大學路左側即為本校光復校

區。 

3. 搭乘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者，可至高鐵台南站二樓轉乘通廊或一樓大廳 1 號

出口前往台鐵沙崙站搭乘 

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站，約 30 分鐘一班車，20 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

站；成功大學自台南火車站後站步行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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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北場-輔仁大學 

1. 交通示意圖 

 

2. 公車站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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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捷運站及公車轉乘班次資訊 

捷運站 轉乘公車 

輔大站 

(輔大週邊公車) 

《捷運接駁公車》： 

藍 2(新莊-捷運西門站)、橘 21(迴龍-新北產業園區)、橘 22(瓊林-捷運新莊站) 

《台北--輔大》： 

111(新莊-陽明山)(例假日行駛)、235(國父紀念館-新莊)、299(輔大-永春高中)、

299 區間車(輔大-台北車站)、513(輔大-捷運台大醫院站)、615(丹鳳-台北車站)、

618(新莊-士林)、635(迴龍-台北)、636(迴龍-圓環)、637(五股-台北)、638(五股-

捷運南京復興站)、639(樹林-北門)、663(國父紀念館-新莊)、797(五股-市政府)、

799(樹林-台北)、801(五股-松山機場)、1501(五股-動物園)、1503(五股-動物園) 

《板橋--輔大》： 

99(板橋-新莊)、802 區間車(新莊-捷運新埔站)、810(土城-迴龍)、842(新莊-捷運

新埔站)、845(新莊-捷運新埔站) 

《新莊--輔大》： 

F201(新莊區公所-福德宮) 

《樹林--輔大》： 

800(樹林-捷運輔大站)、859(泰山-樹林)、985 萬大樹林線(捷運輔大站-捷運龍山

寺站) 

《三峽--輔大》： 

802(三峽-捷運新埔站) 

《淡水--輔大》： 

880(樹林-淡海)、883(樹林-淡海) 

《桃園--輔大》： 

5009(桃園-新莊)、9102(桃園-台北)、1803(中壢-基隆) 

台北車站 
513(輔大-捷運台大醫院站)、299(輔大-永春高中)、299 區間車(輔大-台北車站)、

615(丹鳳-台北車站) 

台大醫院站 513(輔大-捷運台大醫院站) 

西門站 

235(國父紀念館-新莊)、513(輔大-捷運台大醫院站)、635(迴龍-台北)、637(五股

-台北)、663(國父紀念館-新莊)、797(五股-市政府)、799(樹林-西門)、藍 2(新莊-

捷運西門站) 

民權西路站 
618(新莊-士林)、636(迴龍-圓環)、638(五股-捷運南京東路站)、801(五股-松山

機場) 

新埔站 
99(板橋-新莊)、802(三峽-捷運新埔站)、802 區間車(新莊-捷運新埔站)、842(新

莊-捷運新埔站)、845(新莊-捷運新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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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中場-亞洲大學 

交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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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1. 台中高鐵站到本校： 

搭乘高鐵至台中烏日站，由一樓大廳層 6 號出口方向轉搭乘中台灣客運 151 路

公車(請注意往亞洲大學/往市區為不同月台)至亞洲大學站下車即可。 

2. 台中火車站到本校： 

搭乘台鐵至台中站，由舊站出口步行至對面台灣大道與綠川東街路口，轉搭乘

台中客運 201 號或 108 號公車到亞洲大學站下車；或由東站(復興路)出口搭乘

總達客運 6322 號公車到亞洲大學安藤館站下車，約 40 分鐘即可抵達。 

3. 其他： 

行經本校直達路線另有 243 公車；或可搭乘 6871、6899 號公車至光復新村站

下車，轉搭 201、108、151 號公車至亞大下車。 

4. 自行開車 

(1)經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 

經國道一號轉國道三號南下草屯方向，於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下，經

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鄉道右

轉即可到達。 

(2)經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經國道三號，於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

省道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3)經國道六號： 



12 

經「國道六號」往台中方向，接中二高往北，於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

下，經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4)經中投公路(63 號快速道路)： 

經「中投公路(63 號快速道路)」，於 9.5 公里處「丁台匝道」下，轉丁台路

後途經福新路往霧峰市區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後右轉即可到達。 

(5)經中彰公路(74 號快速道路)： 

從 74 號快速道路往西，於 200 公里處「快官交流道」下，接中二高往南由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

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6)東行(潭子、北屯、太平、大里)： 

經 74 號快速道路往東，於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後

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7)經東西向快速道路(76 號快速道路)： 

經 76 號快速道路往南投(32.6 公里)接中二高往北，於 211 公里處「霧峰交

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後右轉台三線省道往草屯方向，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1 右轉即可到達。 

(8)經台三省道： 

循台三線省道，由霧峰中正路往霧峰/草屯方向行駛，直行遇柳豐路/中 110-

1 轉入即可到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