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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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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主辦單位：臺北榮總桃園分院復健科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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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法」業於106

年6月4日公告實施，其第十一條規定經訓練、認證之人員才能從事長期照顧服務。而為使人

力培訓計畫之推動具一致性、連續性及完整性，衛生福利部於數年前即完成三階段「長期照

護專業人力培訓課程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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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照十年計劃2.0於105年底推展以來，強調擴大服務對象及增加服務項目，長期照護服

務需求將大幅增加，因此培訓足夠的儲備人力是非常需要的。有鑑於此，退輔會編列預算由

本院辦理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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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名

人員。為服務協(合)辦單位及本會會員，將以退輔會醫療體系醫事人員、物理治療學會員及

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之有效會員為優先報名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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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上課時間與繼續教育學分： 

107 年 06 月 02 日 (六)  09:00~17:00  (專業課程類 8積分) 

107 年 06 月 03 日 (日)  09:00~17:00  (專業課程類 8積分) 

107 年 06 月 09 日 (六)  09:00~17:00  (專業課程類 8積分) 

107 年 06 月 10 日 (日)  09:00~17:00  (專業課程類 8積分) 

 

肆、上課地點：台北榮總桃園分院集會堂（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  行政大樓地下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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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內容： 

第一日(107/06/02，星期六）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9:50 長照 2.0 及給付新制 林佩欣 副教授 

9:50 – 10:00 Break  

10:00 – 12:30 
(1)長照社區個案的評估、介入與預防_失智與認知功能障礙者 

(2)失智與認知功能障礙者之 PT 社區發展 
林佩欣 副教授 

12:30 – 13:30 Lunch 

13:30 – 15:10 認知功能障礙者之溝通技巧 王寶英 主任 

 

15:10 – 15:20 Break  

15:20 – 17:00 衰弱症、運動與營養 陳喬男副教授 

17:00 – 17:10 測驗  

 

第二日(107/06/03，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40 長照機構內的感染與防護 翁夢璐 感控護

理師 

10:40 – 10:50 Break  

10:50 – 12:30 居家照護服務提供者的安全議題 唐美華 職能治

療師 

12:30 – 13:30 Lunch  

13:30 – 15:10 長期機構個案的獨立自主訓練及物理治療師的角色 林金立 執行長 

 

15:10 – 15:20 Break  

15:20 – 16:10 長照機構個案的評估與介入 邵軒琳 物理治

療師 

16:10 – 17:00 居家個案、照顧者與環境的評估與介入（1）-髖關節骨折患者 邵軒琳 物理治

療師 

17:00 – 17:10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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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107/06/09，星期六）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40 

（1）長照社區個案的評估與介入_身體功能障礙者(失能者為

主) 

（2）PT 社區照顧發展經驗分享 

陳燕慧 組長 

10:40 – 10:50 Break  

10:50 –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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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宜 經理 

12:30 – 13:30 Lunch 

13:30 –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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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 15:20 Break  

15:20 – 17:00 物理治療師與長照團隊間之溝通與合作(居家與機構) 李梅英 主任 

17:00 – 17:10 測驗  

 

第四日(107/06/10，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1:30 
長照個案環境與輔具資源的評估與使用 徐麒晏  物理治

療師 

11:30 – 11:40 Break  

11:40 – 12:30 
高齡者常見共病症及其常用藥物對物理治療的影響 蘇信昌 物理治

療師 

12:30 – 13:30 Lunch 

13:30 – 15:10 
居家個案、照顧者與環境的評估與介入（2）-中風患者、中樞

神經退化疾病患者 

蘇信昌 物理治

療師 

15:10 – 15:20 Break  

15:20 – 17:00 
居家個案、照顧者與環境的評估與介入（3）-臥床個案居家物

理治療 
蘇信昌 物理治

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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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講師介紹： 

林佩欣   

長庚大學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理事兼連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主委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醫務研究學博士 

蘇信昌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連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委員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研究所 碩士 

台灣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 博士班肄業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所 所長 

王寶英 

    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 機構主任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 碩士 

陳喬男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科技輔具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復健科學研究所 博士 

翁夢璐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感染管制護理師 

    台北榮總桃園分院感染管制護理師 

    八德榮家感染管制護理師 

    台北健康大學護理系 學士 

唐美華 

    台中教育大學早期療育所碩士  

    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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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物理治療師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科技輔具研究 博士候選人 

陳燕慧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復健技術組組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          
王淑宜 
    芮宜健康學堂 事業發展經理 

    歐盟國際碩士-適應身體活動-高齡運動學 碩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衛生學院進修 

廖泰翔 

    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執行長 

17:00 – 17:10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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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復健科學研究所 碩士 
李梅英 
    臺北市中山老人住宅暨服務中心 主任 

    台灣老人暨長期照護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理事長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 

徐麒晏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物理治療師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柒、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人數上限 80 人。 

    二、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 

    三、退輔會醫療體系醫事人員、物理治療學會會員、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之有效會員優先

錄取。 

    四、具長照Level I 證書者優先錄取。 

 

捌、報名時間： 

   開放報名日期為 4 月 18 日 12 時整，至 5 月 14 日截止。 

 

玖、報名方式： 

    一、本課程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網頁(Beclass)線上報名。開放報名日期為 4 月 18 日 12 時整，

至 5 月 14 日截止(網址：https://goo.gl/yBdWmF)。 

    二、須有長照 Level I 證書才能得到長照 Level II 證書和長照學分，請先 E-mail 長照 Level I 證書

電子檔至 E-mail: ptchen77@yahoo.com.tw 信箱。 

    三、Beclass 網頁為提供基本報名, 實際錄取名單會不定期公告於 Beclass 網頁附件檔。 

     

  壹拾、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無收取費用。已錄取學員若不克前往，請於 5月 20 日前通知本院取消。

E-mail:ptchen77@yahoo.com.tw，電 話：03-3384889 分機：3141 

二、 為愛護地球資源，本次大會計畫採用電子講義，請已錄取學員於開課前 2天於所

留 e-mail 收取上課講義，現場即不提供紙本講義，但可提供下載方式。 

三、 請參與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杯，現場無提供紙杯。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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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 4天全程參與，恕不給予學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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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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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分證字號是否正確，以利本院後續積分登錄。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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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本院後續寄發結

業電子證明相關作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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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院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舉辦日期之權利。如遇颱風，且人事行政局公告桃園市

停班訊息，即暫停該場課程。擇期舉辦或取消之訊息，請依本院網站

(http://www.tyvh.gov.tw/)公告為主。 

 

 壹拾壹、聯絡資訊： 

        臺北榮總桃園分院復健科 

        報名聯絡人: 陳俊賢物理治療師 

        地 址: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100號  

        電 話：03-3384889 分機： 3141  

     E-mail: ptchen7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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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交通資訊： 

本院座落於虎頭山畔，交通便利，您可以搭乘： 

1.  公車－105、168、127、125、707、707A、9069 路公車抵達本院(站名：桃園

榮民醫院)。 

2.  計程車－從桃園火車站搭車約 150 元車資(按表計費)。 

3.  自行開車－停車場３０分鐘內不收費／每小時３０元計，「詳細收費規定與

明細，請以現場公告為準」(走入口內側車道，外側為員工車道)。 

4.  桃園市免費市民公車(環狀紅線)，可直接停靠醫療大樓右側入口。 

5.  龜山鄉民免費公車，可直接停靠醫療大樓右側入口。 

6.  大園鄉民免費市民公車，可直接停靠醫療大樓右側入口 

 

 

 
 

上課地點：集會堂位於院區大門車道右側行政大樓地下一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