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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長期照護醫事人員專業課程繼續教育計畫

物理治療 Level II 專業課程(中區) 

壹、主辦單位：臺中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協辦單位：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 
 

貳、開課目的： 

服務人力是建置完整長期照護服務輸送體系的關鍵因素，預期未來「長期照護保險」實

施之後，長期照護服務需求將大幅增加，因此應及早規劃完整之制度，以培訓足夠的儲備人

力。而為使人力培訓計畫之推動具一致性、連續性及完整性，衛生福利部邀請專家學者及相

關團體召開「長期照護專業人力培訓規劃」會議，完成三階段課程規劃，包括：（1）LevelⅠ 

共同課程：使長照領域之人員能先具備長照基本知能，發展設計以基礎、廣泛之長照理念為

主；（2）LevelⅡ專業課程：因應各專業課程需求不同且列入服務場域考量，各專業領域各

自訂出應訓練時數，再依大方向規劃原則，分別訂定細項課程，發展個別專業領域之長照課

程，強調專業照護能力；（3）LevelⅢ整合性課程：在重視團隊工作及服務品質增進的前提

下，如何與其他專業人員適時合作溝通相當重要，課程設計以強化跨專業及整合能力為主。 

此外，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初審通過之「長期照顧服務法」（草案）第十一條規定經

訓練、認證之人員才能從事長期照顧服務。有鑑於此，此次向衛生福利部爭取辦理 106年度

長期照護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補助計畫Level II專業課程，預計至少培訓100名人員。為服務本

會會員及合(協)辦單位之會員，將以物理治療師為優先報名對象，使有志於從事長期照護服

務之物理治療師得以接受訓練，多餘名額再開放給其他有興趣之物理治療師生，強化其長期照護

能力、知識及技能， 以期建構專業人員投入長期照護服務永續之培育制度。 

*請注意，因本課程為衛福部委辦之年度計畫，需於年底繳交完成訓練的人數，因此必須  同時完成

同一場次四天課程才可獲得結業證明，無法由不同場次時段拼湊累積學分數。 

 

参、上課時間與繼續教育學分： 

106年02月04日(六) 08:30~16:30 (專業課程類 8 積分)  

106年02月05日(日) 08:30~16:30 (專業課程類 8 積分) 

106年02月11日(六) 08:30~16:30 (專業課程類 8 積分) 

106年02月12日(日) 08:30~16:30 (專業課程類 8 積分) 
 

肆、上課地點：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臺中榮總研究大樓一樓) 

106年02月04日(六) 08:30~16:30 (第四會場) 

106年02月05日(日) 08:30~16:30 (第四會場) 

106年02月11日(六) 08:30~16:30 (第四會場) 

106年02月12日(日) 08:30~16:30 (第四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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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內容： 
 

第一日(106/02/04，星期六）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0:10 
居家個案、照顧者與環境的評估與介入-臥床個案居家物

理治療 
江秀玲 理事長 

10:10 – 10:20 Break  

10:20 – 12:00 
長照社區資源_身心功能障礙者之社區整合性照顧(含小規
模多機能服務)及 PT 角色 

廖泰翔 主任 

12:00 – 13:00 Lunch 

13:00 – 14:40 長照個案環境與輔具資源的評估與使用 黃劭瑋主任 

14:40 – 14:50 Break  

14:50 – 16:30 居家個案、照顧者與環境的評估與介入-髖關節骨折患者 黃劭瑋主任 

16:30 – 17:00 測驗/滿意度調查  

 

第二日(106/02/05，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0:10 居家照護服務提供者的安全議題 陳君薇職能治療師 

10:10 – 10:20 Break 

10:20 – 12:00 長照機構內的感染與防護 呂春美 感管師 

12:00 – 13:00 Lunch 

13:00 – 14:40 自立支援理論、實證與零約束導入策略 林金立 執行長 

14:40 – 14:50 Break 

14:50 – 16:30 長照機構個案的評估與介入 邵軒琳物理治療師 

16:30 –17:00 測驗/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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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106/02/11，星期六）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00–08:30 報到 

08:30–10:10 高齡長者運動新選擇-普拉提應用與經驗分享 周琳琳物理治療師 

10:10–10:20 Break 

10:20–12:00 

(1)長照社區個案的評估與介入_身體功能障礙者（健康及亞健康
族群為主） 
(2）PT 社區照顧發展經驗分享 

吳汀原物理治療師 

12:00–13:00 Lunch 

13:00–14:40 與失智患者之溝通技巧 朱育秀教授 

14:40–14:50 Break 

14:50–16:30 認知功能障礙者之溝通技巧 黃鈺婷語言治療師 

16:30–17:00 測驗/滿意度調查 

 

 

第四日(106/02/12，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00–08:30 報到 

08:30–10:10 老化及疾病介紹 黃駿翰物理治療師 

10:10–10:20 Break 

10:20–12:00 老年運動與功能檢測 黃駿翰物理治療師 

12:00–13:00 Lunch 

13:00–14:00 高齡者常見共病症及其常用藥物對物理治療的影響 董侑淳藥師 

14:00 –14:20 Break 

14:20–15:20 衰弱及肌少症病患之評估與處置 林鉅勝醫師 

15:20-16:10 腦中風復健在長期照護中扮演的角色 程遠揚醫師 

16:10–16:40 測驗/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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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講師介紹： 

 

江秀玲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復健科技術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 碩士 

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廖泰翔 

雙連基金會附設雙連新莊社會福利中心 主任 

長庚大學復健科學研究所 碩士 

台北榮總復健醫學部物理治療師 

高雄縣樹人醫護專科管理學校物理治療科兼任講師 

 

黃劭瑋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系   

國立中正大學高階主管管理研究所 碩士 

雲林輔具資源中心 主任 

雲林縣物理治療公會理事長 

 

陳君薇 

亞洲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 

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呂春美 

台南市立醫院護理長及感染管制師 

社團法人台南感染管制學會南區會長 

社團法人台南感染管制學會理事 

台灣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查核委員 

 

林金立 

社團法人雲林縣老人福利保護協會 執行長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 碩士 

 

邵軒琳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系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物理治療師 

 

周琳琳 

周琳琳物理治療師  

STOTT PILATES - Lv1-IMP、IR、ICCB認證訓練師 

 

吳汀原 

高雄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碩士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現任理事 

前高雄市衛生局長期照顧計畫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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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育秀 

台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黃鈺婷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語障礙科學所語言病理組碩士 

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語言治療師 

 

黃駿翰 

中興大學 運動與健康管理 碩士 

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師 

 

董侑淳 

台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藥師  

醫策會「醫療品質競賽」文獻查證用藥組 銅獎 

醫策會「第十一屆全面品質提昇競賽」文獻查證用藥組 金獎 

 

林鉅勝 

台中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士 

 

程遠揚 

台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柒、參加對象及人數： 

一、人數上限 70 人。 

二、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 

 

捌、報名時間： 

身分別 開放報名時間 

物理治療學會、 

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之有效會員 

即日起~105年12月30日 

(106年01月15日前報名者優先錄取) 

其他有興趣之物理治療專業人員 106年01月09日~106年01月18日 

 
玖、報名方式： 

本課程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臺中榮民總醫院學術活動訊息網頁線上報名。 

 
壹拾、注意事項： 

一、報名課程缺席者將不予以學分。已錄取學員若不克前往，請於106年01月20日前通知本單

位取消。本單位 mail：hsinyu@vghtc.gov.tw 電話:04-23592525 分機:3397 

二、為尊重上課講師及品質，不可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若遲到仍可以進入講堂上課，但請諒

察無法發給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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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課程上下課之簽到、退，採本人親自簽到退。於簽到退時請確認簽到退表單後之身分證

字號是否正確，以利學會後續積分登錄。 

四、於簽到退時請確認簽到退表單後之個人郵件信箱是否正確，以利學會後續寄發結業證明電

子表單相關作業。若學員需結業證明之紙本，煩請於課程期間繳交填具個人郵寄地址、姓

名、電話之 A4 回郵信封(請貼足掛號郵資 30 元)，以利學會於課後郵寄。日後若還有需求， 

將酌收 100 元行政作業費。 

五、課程學分將在課後一個月內登錄「衛生福利部積分管理系統」審查，學員可自行登入查詢。 

六、 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舉辦日期之權利。如遇颱風，且人事行政局公告台中市停班訊 

息，即取消該場課程。擇期舉辦或取消之訊息，請依本會公告為主。 

 

壹拾壹、聯絡資訊： 

臺中榮總高齡醫學中心 

地 址: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電 話：04-2359-2525 分機： 3397 

E-mail: hsinyu@vghtc.gov.tw 

壹拾貳、交通資訊： 

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二樓第四會場(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一、國道一號(中山高)→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12號省道(臺灣大道) →臺中榮總  

二、國道三號(中二高)→龍井交流道下(往台中方向) →12號省道(臺灣大道) →臺中榮總 

三、台中火車站下車  

1.至建國路(火車站前)搭巨業客運往海線，【大甲-鹿寮-台中】、【清水-梧棲-台中】。 

2.台中客運60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88號【新民高中-沙鹿】、106號【台中車站-監

理所】及147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四、沙鹿火車站下車：可搭巨業客運往台中市區的公車，【大甲-鹿寮-台中】、【清水-梧棲-台

中】。 

五、公共汽車：在豐原、東勢可搭豐原客運63號【豐原－逢甲大學－臺中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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