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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咪是「職務再設計」 Job Accommodation ?

• 職務再設計的定義：
配合員工之特性條件如：體力、感覺能力、職業經驗及期望

，並且找出其在職場上所遭遇之困難，以改變作業方法、

調整職務內容或提供輔具等方式，使工作不會對其產生負擔

，進而提昇工作效率與產能。



職務再設計(job accommodation) 概念來自一般職場。

企業為了因應產業結構自動化、現代化的趨勢，試圖透過一些
科學的方法，提高生產效能，並降低雇用成本。

每個員工都需要個別化的職務再設計。

將職務再設計的概念，應用在排除身心障礙者就業障礙的工作上，稱
為「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應用在排除中高齡者就業障礙的
工作上，稱之為「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服務。

政府補助的職務再設計服務包含：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以及
因應貿易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指定產業所屬事業單位之員工。



Low Cost, High Impact

根據美國近年許多的研究顯示

職務再設計對企業的效益

低成本，高效益



美國JAN 研究統計結果：Low Cost

進行職務再設計需要花很多錢嗎？

 將近一半(46%)的職務再設計是不需花費的

 統計只從事一次職務再設計的企業，其中有45% 企業在

每位接受職務再設計的員工身上，大約花費500美元

(約NT15,000元)



研究統計結果：High Impact

進行職務再設計是有效益的嗎?

 為每個雇主進行「五等第」的問卷調查，探討執行職務再設計
的效益。

 在所有回覆的問卷中, 75% 的雇主認為職務再設計的效益是
「很有效益」或「非常有效益」。



研究統計結果：效益何在？

在對雇主的問卷調查中，統計出具體的
「直接效益」與「間接效益」

直接的效益:
 10% 有利於新進員工的招募

 18% 順利任用合適的身心障礙員工

 86% 協助有價值的員工繼續留任



企業進行職務再設計後的直接效益

協助有價值的員工繼續留任 86%

提高員工的生產力 71%

削減新進員工訓練所花費的成本 56%

提高員工的出勤率 49%

增加公司員工的多元性 42%

減省員工的保險理賠金額，降低保險費 39%

順利任用合適的身心障礙員工 18%

有利於新進員工的招募 10%



企業進行職務再設計後的間接效益

促進同事之間彼此的互動 67%

提昇公司的整體士氣 58%

提昇公司的整體生產力 56%

促進與客戶之間彼此的互動 43%

提昇工作場所的安全性 41%

提高公司整體的出勤率 34%

增加公司獲利 32%

增加客戶群 16%



4. 開始進行職務再設計

進行職務再設計的流程

2. 多方探索調整或改善的可能性

5. 監測職務再設計的成效

1. 釐清目前遭遇的問題

3. 選定改善的策略



進行職務再設計的流程

1. 釐清目前遭遇的問題

這個員工遇到的限制或障礙是什麼？

這個員工的職務是什麼？

什麼事讓這個員工在執行職務時遭到困難？

這件事是否是進行職務再設計的重點？

是否能找到這員工的醫療報告？

目前遭遇的問題是否在繼續惡化？



案例一: 紙廠領班的困擾

兩名智障青年，受推薦至衛生紙工
廠工作；雇主雖滿意他們的勤快與
忠誠，卻苦惱他們不會計算產量及
安排倉儲…。

你如何定義他們遇到的問題？

注意力持續時間、算數能力、邏輯策略….



解決方案

• 提供半自動封箱機，並在機器上加

裝光電計數器以計算產量。

• 地上繪製動線導引之彩色線條，並

在推車掛上相同顏色的吊牌。



進行職務再設計的流程

2.多方探索調整或改善的可能性

工作場所是否需要修改或調整？

是否該員工的職務需要調整？

是否公司原本要求的條件需要進行修正？

是否機器設備需要僅行局部改裝，或購置新的？

是否需要導入一些福利服務（如按摩舒壓）？

為該員工所做的重新安排是否合宜？



案例二: 易受驚嚇的辦事員

一位坐在辦公室裡的辦事員，當有同
事去找他洽辦業務或經過身旁時，常
會受到驚嚇而心神不寧

我們能試圖找出出一些可能的改善策
略嗎？



可能的解決策略？

一面鏡子？ 一片圍籬？



進行職務再設計的流程

3. 選定改善的策略

實際執行的員工有何想法？

改善的策略是否合理可行？

改善的策略是針對員工的受限的功能嗎？

選定的改善策略是否會降低作業的困難程度

或可能的危害 ？



進行職務再設計的流程

4. 開始進行職務再設計

從那裡開始？接著呢？

需不需要進行教育訓練？

是否已經漸漸見到成效？

相關的人員是否都已充分溝通，並且有被

清楚告知即將要進行的改變？



進行職務再設計的流程

5.監測職務再設計的成效

由誰來負責檢視執行的成效？

有無持續進行下去呢？

改善計畫是否需要進行修正？

接受職務再設計的員工有表達他的感受嗎？

員工原本受限的職能有受到改變了嗎？



職務再設計服務服務計劃



職務再設計服務

• 為排除工作障礙、提升員工工作效能，透過專業諮詢輔導及
費用補助，所進行之改善工作設備、工作條件、工作環境、
提供就業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

• 改善的工作障礙包括

–進入職場的障礙＋穩定就業的障礙



職務再設計服務服務計劃
• 適用對象：
1.身心障礙者。
2.年滿45歲至65歲之中高齡者，及逾65歲之高齡者。
4.經醫療院所診斷為失智症，且尚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者。
5.原因應貿易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指定產業所屬事業單位勞工。

• 應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本國國民。
(二)與在本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在臺灣地區居留之

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三)前款對象與其配偶離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

地區繼續居留工作。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啟動時機

(一)有意願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於辦理招募面試作業時，需要評量工具或
相關專業人力協助。

(二)因生理或心理功能之限制，無法達到預期工作績效。

(三)初進職場，有職務再設計之需要。

(四)工作上需要輔具或其他與工作職務相關之職場人力協助。

(五)工作地點變更或職場遷移。

(六)因職務調整或工作流程變更，致工作有困難。

(七)因職業災害致身心障礙者重返職場或轉換工作。

(八)接受以就業為目標之職業訓練，而有職務再設計之需要。

(九)居家就業，而有職務再設計之需要。

(十)失智症尚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因有就業意願而有職務再設計之需要。



中高齡及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啟動時機

• 有意提供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機會，進行招募並確定僱用。

•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因年齡漸增，生理及心理改變，致工作有障
礙或無法達到預期工作績效。

•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工作上需要輔具協助。

•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因職務調整或工作流程變更，致工作有困難

受理窗口：工作所在地
公立就業服務機構



職務再設計任務分工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勞發署各分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
(地方政府) 

專案單位

計畫訂定、統籌規劃、召開聯繫會報
核定專家學者名冊

預算編列、執行及管控
補助地方政府受理、審查及核定費

徵選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

研訂執行實施計畫自行或委託辦理
受理申請案之諮詢與補助審核及核定

核撥申請案補助經費

專業支援

權責
分工



申請時機
• 有意願提供就業機會，於辦理招募面試作業時，需要評量工具或相關專業人力協助。

• 因生理或心理功能之限制，無法達到預期工作績效。

• 初進職場，有職務再設計之需要。

• 工作上需要輔具或其他與工作職務相關之職場人力協助。

• 工作地點變更或職場遷移。

• 因職務調整或工作流程變更，致工作有困難。

• 因職業災害致身心障礙者重返職場或轉換工作。

• 接受以就業為目標之職業訓練，而有職務再設計之需要。

• 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而有職務再設計之需要。

• 經確診但尚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的失智症者，有就業意願時



誰可以提出申請

• 受僱的身心障礙員工。

• 僱用身心障礙者之公民營事業機構、政府機關、學校或團體。

• 自營作業者。

• 公私立職業訓練機構。

• 接受政府委辦之職訓單位。

• 接受政府委辦或補助之居家就業服務單位。



服務流程

打通電話給受理窗口



職務再設計補助的改善項目(1/5)
•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 改善工作條件

• 調整工作方法

為穩定在職勞工就業，所進行
與工作場所環境有關之改善。



職務再設計補助的改善項目(2/5)
•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 改善工作條件

• 調整工作方法

為促進在職勞工適性就業、提高
個案工作效能及生產力，進行工
作設備或機具之改善。



案例：更改工作機台的高度



職務再設計補助的改善項目(3/5)
•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 改善工作條件

• 調整工作方法

為排除個案工作障礙，增加、
維持、改善在職勞工就業能力
之輔助器具



案例：用手指閱讀的全盲資訊教師

– 全盲的李老師，擔任私立醫大資管系的電腦教師，專門教導學生
編寫程式。

– 利用攜帶式輔具
「盲用觸摸顯示器」
協助在電腦教室
授課時，以手指
觸摸「閱讀」程式
內容。



職務再設計補助的改善項目(4/5)
•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 改善工作條件

• 調整工作方法

為改善個案工作狀況，提供必要之
工作協助，如職場適應輔導、彈性
工作安排等。

為身心障礙者就業提供所需手語翻
譯、聽打服務、視力協助或其他與
工作職務相關之職場人力協助。



職場人力協助 (Workplace Personal Assistance)

• 非指替代員工職務所需之核心能力，而是包含：

協助處理工作流程中之必要庶務（例如設備操作）

協助身心障礙員工職場中之必要活動（例如會議、訓練協助）

協助身心障礙員工出差時之交通或活動

• 非工作支持相關者，轉介社政資源提供生活照顧（個人助理）協助



職場人力協助 (Workplace Personal Assistance)

• 手語翻譯服務：
一般性會議及課程、簡易面談、職場溝通及輔導、職業訓練

• 同步聽打服務：
一般性會議及課程、簡易面談、職場溝通及輔導、職業訓練

• 視力協助服務：
職場協助、職場定向行動訓練、職場適應訓練

• 職場人力協助（限重度肢障含多重障）：
職場中之交通陪同、溝通、與工作相關之會議、訓練或與工
作職務相關之活動參與協助



案例：連董事長都不准停的地下車位

• 電子工廠的腦性麻痺品管員，可用助行器勉強步行，有能力駕駛改

裝汽車上下班；但是公司停車場步行至辦公室動線太遠。

• 老闆體恤員工行動不便

特准駕車進入地下室

於倉儲區貨梯旁，可直

接搭乘貨梯直達工作樓層



職務再設計補助的改善項目(5/5)

•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 改善工作條件

• 調整工作方法

依在職勞工特性，透過評量分析及
訓練，規劃調整工作流程、分派適
當工作職位，以提高其工作穩定性
及效率。



調整工作方法

• 透過職業評量及訓練，按身心障礙者的特性，分派適當工作，包括
– 工作重組
– 調派其他員工和身心障礙員工合作
– 簡化工作流程
– 調整工作場所
– 避免危險性工作等



Right person in Right position

媒合身障者/中高齡職缺應注意的事項



對釋出的職缺進行職能盤點(1/2)

• 各項職能要求在工作中的比重

• 對肢體粗動作與精細動作的能力要求
需搬運？提舉？繫繩？蓋印？數鈔？摺紙？

• 對視覺功能的要求
需要遠距離/近距離視力？辨色力？光線調適？

• 對聽覺功能的要求
面對面談話？接聽電話？會議聆聽？噪音環境下？

• 對口語溝通能力的要求
說話音量/清晰度速度？容許手語/文字書寫替代？



對釋出的職缺進行職能盤點(2/2)
• 對行動能力的要求
遞送文件/如廁需移動距離？樓層？出差洽公？

• 關於無障礙設施設置的狀況
廁所？通道？床鋪？斜坡道？升降機？停車位？

• 辦公設備操作的能力要求
檔案櫃高度？哪些事務機器？高度與可近性？

• 職場作息時間的要求
上下班時間的配合？休息時間足夠用餐/如廁？

• 是否允許使用職場人力協助
自然/外聘支持者？管制區域不容外人？



評估應徵者的身心功能

針對前來求職的應徵者…
• 身心功能目前足以應付？有點勉強？

• 身心功能將會持續惡化？改善？維持？

• 藉由熟練/協調人力分工/輔具應用，他就可以勝任這個職缺？

• 需尋求專業人員協助我判斷是否有機會勝任？

• 他的核心競爭力是足夠的，只是需要專業人員幫助我排除面臨
的一些障礙？



感謝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及中彰投區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提供以下案例資料





45歲，肢障/重度。A
罹患脊髓腫瘤導致下半
身運動及括約肌控制失
常、高張力反射，雖目
前尚能持雙腋下柺於平
地短距離緩慢步行，然
主要仍以電動輪椅為主
要行動輔具。

B

受聘於人力顧問公司任
內勤職務，主要負責電
話聯繫、資料繕打…等
辦公室內行政業務。C

括約肌無法控制、小便
無法自解，故每日上班
時間需進行數次的導尿
作業。 D



狹窄的廁所空間













38歲，肢障/重度。A
因車禍導致脊髓損傷後遺
症，目前神經功能為T12
完全型截癱，上肢及軀幹
控制能力正常、坐姿平衡
與移位能力佳，可自推輪
椅並駕駛改裝油門煞車連
桿的自小客上下班。

B

下肢癱瘓無知覺、無自
主排尿能力，有能力自
主進行間歇性導尿。C

主要職務為辦公室行政
工作，包括操作電腦文
書、接聽電話、追蹤訂
單生產進度與出貨等；
每日於上班時間需要進
行2-3次間歇性導尿。

D



這種廁所環境有解嗎？













43歲，肢障/重度。A
浴室跌倒導致第6頸位完
全型脊髓損傷，肩部以下
肢體癱瘓、感覺喪失，無
法站立。平時可自行駕駛
電動輪椅(霹靂馬)外出、
搭乘大眾運輸，但仍須外
籍看護工陪同以便提供移
位、如廁等生活協助。

B

手功能不全(無法執行精
細動作)，但利用腕部動
作牽引手指肌腱
(tenodesis)的方式，仍
能順利拾取輕薄文件、
持筆寫字及打字等職能。

C
前參加身障特考錄取，並
經分發於本市某司法機關
擔任錄事，主責公文收文，
需操作電腦、分發信件。 D



頸髓6截癱功能損傷概況
 上肢功能：

肩關節活動部分保留
肘關節可彎曲但無法伸直
腕關節可翹起但無法彎曲
拇指及各手指動作完全喪失

 軀幹功能：
頸部以下肌肉癱瘓、無法挺直
軀幹、臀部皮膚及本體感覺喪失

 下肢功能：
肌肉完全癱瘓
皮膚及本體感覺完全喪失

 經過訓練有機會以剩餘肌肉功能自行移位、
以代償方式推行輪椅



看得到卻用不了



手功能不全本麼辦？











觸控滑鼠鍵盤組

Kensington 軌跡球

紙本打卡機 拆除鍵盤架、
主機移至桌上、電腦輔具

環型把手



電話話筒
自動升起裝置



製作滾軸式
捲紙手動工具







第7頸位不完全型
脊髓損傷，運動功能
上肢粗動作幾近正常，
精細動作、軀幹控制
及下肢功能完全癱瘓。
有職災認定。

A
手動輪椅為主要移行輔具。
經一年多的復健及生活功能
重建訓練後
具備良好的輪椅操作能力，
並能自行移位、間歇性導尿、
減壓及駕車活動。

B

新職務為教育訓練專員
以處理文書資料為主
部分工時(14-18)：上午
復健，未來視復健狀況調
整工時及分配工作

C D
受傷前為該公司健身教練，
109年返回原公司上班，
現使用高活動型輪椅輔助
移行，自駕改裝汽車。
雇主調整職務及上班地點
(桃園-台中)



職場遭遇之困境

 交通/停車問題

 職場無障礙(進大樓、進辦公室、使用廁所)

 操作電腦(使用滑鼠)

* 公司辦公室為租賃，租期至今年12月



職場地點
職場地點：精華商圈住商混合大樓B1



職場進出動線

大
樓
車
道
小
階
差





噓~~
悄悄的偷天換日



職場進出動線

坡
度
太
陡
的
短
坡



B1職場進出動線：到B1有電梯



75CM高平台

辦公室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進出辦公室前：請登上衛冕者寶座



不然用這種方法改善可以嗎?



健身
器材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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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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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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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器材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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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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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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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斜坡
地面長280CM

或者…



健身
器材

健身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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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器材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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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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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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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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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
升降
平台

還是…





廁所使用的困擾：輪椅根本進不去



廁所使用的困擾：輪椅根本進不去







交通/停車問題
公司位在住商混合大樓：僅有機械式停車位

低底盤公車站牌：離住家3公里



商圈找停車場不難，真正的困難是在





多溝通總會找到解決方案！



電腦文書作業的困擾
第6頸髓完全性損傷者：手部無法做精細動作

操作滑鼠左右鍵及捲軸效率奇差



執行業務時需大量使用電腦，目前係使用標準鍵盤及滑鼠介面，但案主操作
滑鼠需要雙手同時使用（右手移動/左手以指背執行點擊），加上軀幹癱瘓
的影響，長時間以此姿勢作業易導致疲勞。

電腦文書作業的困擾



更簡單的改善策略



電腦文書作業最終改善方案



THANK YOU!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