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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第七十四次學術論文研討會及繼續教育課程 

中風與骨折跨領域國際研討會 

時間：民國 106年 9月 23日   地點：義守大學醫學院(燕巢校區) 

民國 106年 9月 24日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九月二十三日（週六） 九月二十四日（週日） 

上午 9:00-12:50 

 第七十四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多場次活動同步舉行) 

(義守大學醫學院) 

上午 9:00-12:10 

國際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 

講者：Professor Marco Pang 

9:00~9:30 報到 9:00~9:30 報到 

9:30~12:50 

學術論文發表(PTA10603) 

(口頭與壁報) 

點心時間與交流 

9:30~10:40 繼續教育課程(PT10624B) 

課程內容請詳見簡介 

10:40~11:00 Coffee Break 

11:00~12:10 繼續教育課程(PT10624B) 

課程內容請詳見簡介 

下午 13:30-17:00 

專題演講與繼續教育課程 

(義守大學醫學院)  

下午 13:00-17:00 

國際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 

講者：Professor Marco Pang 

13:30~14:00 報到 13:00~13:30 報到 

14:00~15:00 

 

特別演講 (PT10624A) 

主講人:Professor Marco Pang 

主題：Academic writing: how 

to publish in high-impact 

journals 

13:30~15:00 
繼續教育課程(PT10624B) 

課程內容請詳見簡介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00~15:30 Coffee Break 

15:20~17:00 

繼續教育課程 (PT10624A) 

主持人: 林燕慧 

主題：物理治療臨床專業教

學評量工具的一致性 

15:30~17:00 
繼續教育課程(PT10624B) 

課程內容請詳見簡介 

 

參加學術研討會可獲得4點繼續教育積分 

1.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參加學術研討會皆免費，請會員務必於會前完成網路報名以利積分登

記，未事先報名者不發給研討會手冊。 

2.非本會會員之物理治療師或生參加學術研討會需繳交500元，請於網路刷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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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第七十四次學術論文研討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PTA10603 

PT10624A 

 

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3日 

地點：義守大學醫學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8號)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協辦單位：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屏東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活動名稱:第七十四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PTA10603) 

活動時間:106.9.23（週六）上午 9:00-12:50 

活動地點:義守大學醫學院教學大樓 A棟 A0101、教學大樓 C棟 C0145、 

         教學大樓 C棟 C0146 

 

活動名稱: Academic writing: how to publish in high-impact journals (PT10624A) 

活動時間: 106.9.23（週六）下午 14:00-15:00 

活動地點: 義守大學醫學院演講廳(A棟 11樓) 

 

活動名稱: 物理治療臨床專業教學評量工具的一致性 (PT10624A) 

活動時間: 106.9.23（週六）下午 15:20-17:00 

活動地點: 義守大學醫學院演講廳(A棟 1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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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繼續教育課程 (PT10624A) 

一、辦理單位： 

主辦：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協辦：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高雄市物理治

療師公會、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屏東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二、時間：106年9月23日（週六）14:0017:00 

地點：義守大學醫學院A棟11樓演講廳(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8號) 

三、講員與主持人（依演講順序）： 

(1) Dr. Marco Pang (PT, PhD) 
現職: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Honorary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uman Performa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ice President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Hong Kong 

Physiotherapy Association 

 Associate Editor, Physiotherapy Canada 

 Editor-in-Chief, Hong Kong Physiotherapy Journal 

學歷:  

 PhD in Neuroscience,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BSc in Physical Therapy,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2) 林燕慧 副教授 (Yang-Hua Lin, PT, PhD) 

現職: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學歷: 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3) 劉文瑜 副教授 (Wen-Yu Liu, PT, PhD) 

現職: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碩(博)士班 副教授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和桃園長庚紀念 

醫院物理治療師 

學歷: 

 美國 MCP Hahnemann University (現已併入 Drexel University), 

Pediatric Physical Therapy, Programs in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博

士 

(4) 李言貞 物理治療師 (Yen-Chen Li, PT, DPT, MS) 

現職: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物理治療組長 

 長庚大學 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講師 

學歷: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物理

治療臨床博士 

 美國 Hahnemann University物理治療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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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簡介： 

 

專題演講 

時間 題目 講員 

13:30~14:00 Registration  

14:00~15:00 
學術論文撰寫: 如何寫出一篇發表在

高影響力期刊的論文 
Prof. Marco Pang 

學習目標: 在完成本次專題演講後，參與學員應該能: 

1. 描述撰寫一篇高品質文章所該具備的核心要素。 

2. 在準備撰寫一篇文章時，找到避免一般常遭遇寫作陷阱的策

略。 

 

繼續教育課程 

時間 題目 主持人 

15:00~15:20 中場休息  

15:20~17:00 
主題：物理治療臨床專業教學評量工

具的一致性 
林燕慧 副教授 

課程目標: 在參與本次專題研討後，學員應該能: 

1. 認識物理治療臨床專業教學評量工具 

2. 了解物理治療臨床專業教學評量工具其實施之一致性。 

3. 分享當前物理治療臨床教學評估與相關實務的經驗 

      臨床教學評量是教學的重要過程，實施過程中評量的一致性有著重

要的意義。本課程的第一部份為介紹美國物理治療學會所發展的臨床

教學評量工具-Physical Therapist Clinical Performance Instrument (PT 

CPI)，其實施與成效;第二部分為介紹國內臨床教學評量工具實施的一致

性。第三部分則進行臨床專業教學於實務上的經驗分享，本研討盼能提

供臨床專業教學於評量實施的一致性的參考，並作為師資培育的重要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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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 

 義守大學 

1. 地址: 82445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8號 

No.8, Yida Rd., Jiaosu Village, Yanchao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2445, Taiwan 

 
 

2.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當天抵達高鐵(左營站)/台鐵(新左營站)建議之最後班次： 

台北出發高鐵—06:30 (車次0203) 

台中出發高鐵—07:20 (車次0203) 

台鐵自強號—05:42 (台中出發，車次101) 

 

(1) 利用義大客運公車系統(註1、2)： 

高鐵(左營站)/台鐵(新左營站) 義大客運E03(A) 或 E03(B) 義大

醫院站下車 沿著義大路旁人行道往西步行5~10分鐘至義守大學

燕巢分部  

(臺北高鐵預計總花費時間:2小時25分) 

(台中高鐵預計總花費時間:1小時37分) 

(2) 利用捷運系統轉高雄市公車(註3)： 

高鐵(左營站)/台鐵(新左營站)高雄捷運(捷運都會公園站)  高雄

市公車(7A 或 紅58B) 義大醫院站下車 沿著義大路人行道往西

步行5~10分鐘至義守大學燕巢分部 

(臺北高鐵預計總花費時間:2小時28分) 

(台中高鐵預計總花費時間:1小時40分) 

 

義大醫院 

停車場 

義大醫院

公車站 

義大醫院收費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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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高鐵左營站義大客運搭乘處: 1樓外的公車停車處 

註2:義大客運公車時刻表請參閱: http://www.edabus.com.tw/  

註3:高雄市公車時刻表請參閱: http://ibus.tbkc.gov.tw/bus/Default.aspx 

 

3. 自行開車: 義守大學醫學院提供免費停車場 (請攜帶研討會通知單或

告知警衛參加物理治療學術研討會) 

(1) 國道1號(北上/南下)於鼎金系統轉國道10號高速公路，下燕巢交流

道，沿義大路直行穿過義大醫院院區即可抵達  

(2) 國道3號(北上/南下)於燕巢系統轉國道10號高速公路，下燕巢交流

道，沿義大路直行穿過義大醫院院區即可抵達 

(3) 國道1號(南下)於楠梓交流道出口(355km 第一出口)，左轉旗楠公路 

(台22線) 往旗山方向直行約 4.5 公里 

(4) 國道1號(北上)於楠梓交流道出口(375km 第一出口)，沿著高速公路

旁便道直行至旗楠路路(台22線)，右轉台22線往旗山方向4.5公里，

約5分鐘車程。 

 

六、報名與繳費方式：本課程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社團法人臺灣物理

治療學會網頁(http://www.tpta.org.tw/)線上報名並

線上刷卡。報到時請攜帶身分證報到。不包含午

餐，請帶環保杯，現場報名不保證有座位及講義。 

七、費用： 

PTA10603: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免費；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及非上述身份者 500元 

PT10624A：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免費； 

非上述身份者500元 

八、繼續教育積分：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http://www.edabus.com.tw/
http://ibus.tbkc.gov.tw/bus/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