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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106年菸害相關癌症防治專業人員培訓或品質提升輔導計畫」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委託辦理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承辦 (PT10625ABC) 

 

一、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二、承辦機關：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協辦單位：臺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三、經費來源：菸品健康福利捐補助 

四、課程簡介：  

本會執行「101年癌症復健相關人員培訓計畫」及「102年度癌症防治專業人員培訓或品

質提升輔導計畫」後，癌症照顧相關專業人員已具備照護癌症病人之相關知能；此外，為提升

癌症醫療專業人員照護安寧緩和病患不適症狀及生活品質促進能力，本會執行「105年度癌症

防治專業人員培訓或品質提升輔導計畫」，讓癌症醫療專業人員思考安寧緩和醫療中各專業所

扮演的角色以及所需具備的正確態度與能力。由於國內癌症整體照護水準提升，癌症存活患者

日益增多，復健運動在癌症各治療階段計畫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癌症照護專業人員對於病患

在不同階段的復健運動需求與限制，均應具備彈性調整能力，才能設計符合患者意願接受度的

有效活動。特別是日前舉辦之系列課程中，學員回饋希望能加強癌症復健運動設計能力，因此

本會將舉辦本課程，期望提供癌症照護團隊對癌症復健運動設計有更專業的認識與實務練習，

並期待所有團隊專業人員均能在各階段照護計畫中協助病患維持活動，減緩不適，促進生活品

質。 

本次課程將介紹運動設計基本理論與實務、各階段癌症患者之運動處方原則，並介紹各種

癌症運動設計注意事項，最重要的是強調運動設計的實務練習。另外將安排小班分組教學，邀

請運動實務規畫專家帶領各小組實際設計癌症患者常見不適症狀之減緩運動。經由此課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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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專業人員能實際練習在各階段癌症照護醫療中如何協助患者運動，以及應具備的正確態度與

能力。 

 

五、時間、地點、課程表： 

PT10626A臺北場時間：106年 9月 2、3日 8:00- 17:00 

  地點：臺灣大學醫學院 501講堂 

PT10626B 臺中場時間：106年 9月 16、17日 8:00- 17: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01講堂 

PT10626C高雄場時間：106年 10月 14、15日 8:00- 17:00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 CS301教室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講師  

第一天      

08:00-08:30 報到   工作人員 

08:30-09:00 課前核心能力測驗  30 分鐘 工作人員 

09:00-10:30  各階段癌症之運動處方原則 90 分鐘 王儷穎助理教授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各種癌症運動設計注意事項 90 分鐘 林慧芬治療師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運動設計理論與實務 90 分鐘 俞齊親講師 (臺北、高雄) 

蔡秀華副教授(臺中)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運動設計實務運用(互動練習) 90 分鐘 彭伊君治療師(臺北) 

王思涵治療師(臺中) 

梁華容治療師 

16:40-17:00 課後評值及課程意見調查  20 分鐘 工作人員 

第二天    
  

08:00-08:30 報到   
工作人員 

08:30-09:00 課前核心能力測驗  30 分鐘 工作人員 

09:00-10:00  乳癌運動設計示範 60 分鐘 楊靜蘭治療師(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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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講員介紹：(依授課順序) 

 王儷穎物理治療師：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物理治療暨運動科學系博士 

  經歷：台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講師 

     台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部兼任物理治療師 

  現職：台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台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物理治療中心兼任物理治療師 

  專長：呼吸循環物理治療、運動生理學、胸腔物理治療、癌症復健 

 

 林慧芬物理治療師：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 

  經歷：台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物理治療師 

  現職：台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物理治療師 

  專長：骨骼肌肉系統物理治療、癌症物理治療 

  

 俞齊親講師： 

學歷：臺北市立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2003. 2004 亞洲盃女子健美錦標賽第三名 

教育部第一代及第二代健康操高中職組、國中組教材編製委員 

林慧芬治療師(臺中、高雄) 

10:00-10:10  休息  
 

10:10-11:10  頭頸部癌症運動設計示範 60 分鐘 楊靜蘭治療師(臺北、臺中) 

林慧芬治療師(高雄) 

11:10-12:10  內臟癌症運動設計示範 60 分鐘 林怡慧治療師(臺北) 

梁華容治療師(臺中) 

蘇柏羽治療師(高雄)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分組教學 120 分鐘 林怡慧、林慧芬、楊靜蘭、

王儷穎(臺北) 

梁華容、林慧芬 (臺中) 

蘇柏羽、林慧芬、王儷穎(高

雄) 

15:30-15:40 休息  
 

15:40-16:40 成果發表與分析討論 60 分鐘 林怡慧治療師(臺北) 

梁華容治療師(臺中) 

蘇柏羽治療師(高雄) 

16:40-17:00 課後評值及課程意見調查  20 分鐘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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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民健身操主編 

1993~2017年北一女中健身操主編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運動操主編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健康體適能指導員證照考試教官 

教育部體育署 SUPER STAR 體育表演會節目總監 

  現職：中華全民運動健康管理協會理事 

中華全民運動健康管理協會重量訓練與墊上核心訓練教官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體育科專任教師 

臺北市立大學兼任講師 

  專長：健身體適能教學、創意健身操編排、重量訓練、核心肌群訓練 

  榮譽獎項：102學年度臺北市藝術藝能類優良教師 

 

 蔡秀華副教授：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減肥班課程講師 

              國立臺灣大學 EMBA體適能與健康管理課程講師 

              體育署 2014 仁川亞帕運/ 2017聽奧代表隊 訓輔委員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副教授 田徑代表隊教練 

  專長：運動管理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 體適能規劃與管理 

 

 彭伊君物理治療師： 

學歷：臺灣大學物理治療碩士 

  經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社區復健物理治療師 

      啟明學校物理治療師 

      加拿大 STOTT PILATES復健系統講師 

  現職：群康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專長：特殊族群運動治療、動作控制訓練、核心運動 

   

 楊靜蘭物理治療師： 

學歷：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碩士 

  經歷：杏和醫院物理治療組長 

  現職：台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物理治療師 

      台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肌肉骨骼系統物理治療、肩部疾患物理治療、淋巴水腫物理治療 

  

王思涵物理治療師： 

學歷：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碩士 

  經歷：振興醫院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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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群康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彼拉提斯老師 

專長：彼拉提斯墊上、各類器械運動/姿勢評估及調整、姿態評估與調整、塑身美體

運動訓練、肌內效貼紮 

 

林怡慧物理治療師：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經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分院物理治療師 

        現職：群康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彼拉提斯老師 

  專長：運動動作評估、專項運動訓練、小兒彼拉提斯 

 

梁華容物理治療師： 

學歷：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經歷：永安骨科復健科診所彼拉提斯老師 

      健雄診所彼拉提斯老師 

  現職：群康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彼拉提斯老師 

  專長：墊上彼拉提斯、器械彼拉提斯、姿勢評估與調整、脊椎側彎矯正運動訓練、 

核心肌群運動訓練、體態雕塑運動訓練、孕產婦及特殊族群運動訓練 

 

 蘇柏羽物理治療師： 

學歷：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經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物理治療師 

      永安骨科復健科診所物理治療師 

      龍合骨科診所物理治療師 

  現職：群康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彼拉提斯老師 

        專長：墊上彼拉提斯、器械彼拉提斯、姿勢評估與調整、特殊族群運動治療、動作控

制訓練、肌內效貼紮 

 

七、交通： 

臺北場：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1. 捷運：淡水線（紅線）至台大醫院站下車，於 2 號出口經台大醫院入口進入 

2. 公車： 

台大醫院站：2, 18, 27, 30, 37, 64, 216, 222, 224, 261, 615, 648, 中山幹線 

捷運臺大醫院站：0東, 2, 5, 18, 20, 37, 222, 236, 241, 243, 245, 249, 251, 263, 295, 513, 604, 

621, 640, 644, 648, 651, 656, 657, 670, 706, 835, 信義幹線, 信義新幹線, 烏來-台北, 坪

林-台北 

仁愛林森路口：15, 22, 37, 208, 245, 249, 261, 263, 270, 621, 630, 651, 665, 671 

3. 自行開車前往者，可至徐州路與仁愛路交叉口臺北市青少年活動中心(y17)臺北市仁愛

路一段 17號地下停車場(30元/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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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場 

1. 高鐵台中站： 

免費接駁專車（統聯客運 159 號），分別於【台中站 6號出口 13號月台】及【學士路

「中國醫藥大學」市公車站牌（中山堂前）】上車 

2. 公車： 

中國醫藥大學站： 統聯客運 18 號，25號，61 號，77號。台中客運 35 號，131號。 

中山堂站：統聯客運 159 號。東南客運 67號。 

3. 自行開車： 

走國道 1 號 

南下：由 174.2K大雅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 

北上：由 178.6K台中交流道下，經中港

路左轉英才路。 

走國道 3 號 

南下：由 176.1K沙鹿交流道下，經中清

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 

北上：由 209.0K中投交流道下，經中投

快速道路→五權南路→五權路左轉學士

路。 

停車資訊： 

(1) 復建大樓停車場(機械式車位：每小時 40

元)  

(2) 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平面車位：每小時

40元)  

(3) 五權立體停車場(平面車位：汽車每小時

30元；機車每次 20元)  

 

 

高雄場 

高雄場：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 CS301教室(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1. 搭乘捷運：由後驛站 2 號出口出站後轉搭乘紅 29 接駁公車 

2. 搭乘火車：由高雄車站後站出站，車程約 5分鐘  

3. 自行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行駛，下「鼎金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 同盟路右轉；

或下「九如交流道」沿九如路往火車站方向，於自由路右轉，遇同盟路右轉   

4. 搭乘高鐵：出高鐵左營站後轉搭計程車約需 17 分鐘，沿大中路於自由路右轉，再於同

盟路左轉即達 

5. 搭乘飛機：由小港機場出站，轉搭計程車約需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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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費用：免費 

 

九、注意事項：本次需實施課前核心能力測驗與課後評量，請學員務必準時出席。 

 

十、報名方式與資格：請上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網站報名，歡迎物理治療師/生、職能治療師/生、

護理師/士、醫師、社工師、心理師等癌症相關專業人員報名參加。 

 

十一、參加人數與繼續教育時數認證： 

參加全程將核發繼續教育時數 16點 

臺北場人數限制 180人，臺中場人數限制 250人，高雄場人數限制 23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