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治療長照復能專業服務 (PT10922) 

 
1、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2、 協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3、 課程簡介： 

    我國已在 2018年 3 月邁入高齡社會之列(老年人口比率達 14.05%)，對長期照顧的需

求遽增。衛福部刻正推動長照 2.0與復能多元服務，物理治療師在長照復能跨領域專業合

作服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思維及實務上早已從傳統「復健-強調機能缺損訓練」跳

脫，強調的是「復能-協助個案自立生活」，如：訓練與透過輔具讓個案日常生活功能自

立，促使個案現有能力最佳化等，以期達到最大的生活與社會參與。 

    若您目前還沒有、或是正準備從事復能服務，應該藉此機會瞭解復能服務的重要政

策、觀念與實務層面的運作，做好準備。對於已經在從事復能服務的伙伴們，本課程安

排優質、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講師團隊，以講授各種居家實務現場常見個案種類的復能

介入原則及案例分享，實際提供目前衛福部要求復能服務需登錄的「照管資訊平台專業

服務紀錄」表單，包含復能照顧目標、訓練目標及內容的撰寫範例，以為案例分享脈

絡，引導您深入直擊復能服務的核心。 

    本課程協助您在政府長照政策、長照復能服務及操作指引（含支付碼）、需求評估、

目標及計劃擬定、復能實務運作、個案轉介流程及跨專業資源連結有進一步的瞭解，另

外透過各種復能實務案例分享，包含：小兒、臥床、失智(合併失能)、骨科合併多重問題

衰老個案及促進個案社區參與的復能介入，一手掌握講師們的寶貴經驗，強化自身實務

運作的專業識能。透過一天的課程，讓您獲得復能服務的精髓，千萬不能錯過！ 

 

4、 課程日期及時間：109年 9月 20日 上午 08:30~下午 17:10 

時間 內容 演講者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10 min) 
引言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王子娟理事長 

09:10~10:00 

(50 min) 

長照 2.0 政策與物

理治療角色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連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 

林佩欣主委 

弘光科技大學 

醫療健康學院 

吳錫昆副院長 

10:00~10:50 

(50 min) 

長照復能概念及操

作指引（含目標及

計劃擬定）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連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 

廖麗君副主委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陳翰裕主任 

10:50-11:00 Break 

11:00-11:50 

(50 min) 

長照復能服務實務

運作（含給支付碼、

個案轉介流程及跨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連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 

游曉微執行秘書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陳翰裕主任 



專業資源連結） 

11:50-12:00 

(10 min) 
Q & A 

林佩欣主委 

廖麗君副主委 

游曉微執行祕書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陳翰裕主任 

12:00-13:00 午餐 

13:00~13:40 

(40 min) 

小兒個案復能介入

原則及案例分享 

康齡永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林佩萱所長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陳志鳴副教授 

13:40~14:20 

(40 min) 

臥床個案復能介入

原則及案例分享 

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許靜儀理事長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陳志鳴副教授 

14:20~15:00 

(40 min) 

個案社區參與復能

介入原則及案例分

享 

純居家物理治療所 

鍾詩偉所長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陳志鳴副教授 

15:00~15:20 Break 

15:20~16:00 

(40 min) 

骨科合併多重問題

衰老個案復能介入

原則及案例分享 

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沈傳凱復能督導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陳綉儀助理教授 

16:00~16:40 

(40 min) 

失智 (合併失能 )個

案復能介入原則及

案例分享 

康齡安健物裡治療所 

陳雅玲所長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陳綉儀助理教授 

16:40~17:10 

(30 min) 
綜合討論 所有與會者 

 

5、 課程講師：(依演講順序) 

林佩欣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連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 主委 

廖麗君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連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 副主委 

游曉微 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 助理教授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連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 執行祕書 

    許靜儀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衛福部台中醫院 資深物理治療師 

林佩萱 康齡永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所長 

鍾詩偉 純居家物理治療所 所長 

沈傳凱 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復能督導 

       衛福部台中醫院 資深物理治療師 

陳雅玲 康齡安健物理治療所 所長 

6、 課程地點：弘光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大樓 L棟 B2 國際會議廳 



7、 課程地址：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號 

8、 費用及報名方式： 

(1) 報名人數：人數上限 160人，請攜帶身分證報到及環保杯。 

(2) 報名方式： 

A.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網站線上報名，並以信用卡繳費，線上報名截止期限

為 109 年 09月 04日。 

B. 現場報名：未事先報名者不發給講義，亦不保證有座位。 

(3) 報名費用： 

A.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800元 

B. 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1,000元 

C. 非上述身份者：1,200元 

9、 繼續教育積分點數：8.2 點繼續教育積分(物理治療及長照專業人員)。 

10、 交通方式： 

1.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號 (生活應用大樓 B2) 

交通指引：(https://www.hk.edu.tw/intro1/super_pages.php?ID=intro106) 

(1) 自行開車 

A. 國道一號：南下/北上 

自中山高速公路 →請下 178.6KM中港/沙鹿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出口→接省

道  往沙鹿方向沿臺灣大道→臺灣大道六段→約 10公里即可抵達。 

B. 國道三號： 

北上- 自第二高速公路→請下 182.8KM 龍井/臺中交流道→往臺中方向出口→

第一個紅綠燈(約 700公尺)左轉→往省道 沙鹿方向行駛→至臺灣大道六段→約

3公里即可抵達。 

南下- 自第二高速公路→請下 176.1KM 沙鹿/沙鹿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出口→

往省道 至臺灣大道六段左轉→約 3公里即可抵達。 

C. 中彰快速道路：請下 11KM西屯 3交流道(西屯交流道)→經西屯路→至玉門路

左轉→至臺灣大道右轉→臺灣大道→約 8公里即可抵達。 

(2) 搭乘公車或火車 

https://www.hk.edu.tw/intro1/super_pages.php?ID=intro106


A. 搭客運公車往台中者：請搭乘經中港交流道(或台中車站)的班次，下交流道後

至臺灣大道再轉乘市區公車 300~310號(300號為原來 BRT公車)，在「弘光科

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20分鐘)。 

(公車路線圖連結：https://www.hk.edu.tw/intro1/super_pages.php?ID=intro106) 

B. 自外縣市搭山線火車或搭客運至臺中火車站者：請搭乘臺中火車站的市區公車

300~310號(300號為原來 BRT公車)或往大甲、清水、梧棲的班車在「弘光科

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50分鐘)。 

C. 搭海線火車者：請在沙鹿火車站下車後，至巨業客運沙鹿總站(沙鹿火車站－步

行中正路－左轉沙田路－右轉中山路)搭往臺中的班車，在「弘光科技大學」站

下車(車程約 10 分鐘)。 

(3) 搭乘高鐵 

抵達高鐵台中站後，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 30 鐘；亦可搭乘高鐵台中站和欣客運 161

路至臺中榮總(東海大學站)，再轉乘市區公車 300~310號，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

車(車程約 5分鐘)。 

2. 停車資訊： 

臨時停車證請於課程網頁下載

(http://www.tpta.org.tw/articles.php?type=courses&pid=2193)，並請列印後置於前擋風

玻璃處，即可開車進入校園，車輛可停於第 5停車場與第 15停車場。進入校園沿著

道路前行，通過 D 棟食品科技大樓後左轉前行，即可抵達。 

 

11.  注意事項： 

1. 為尊重上課講師及品質，不可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若遲到仍可進入講堂上課，但

請諒察無法發給學分。 

2. 本課程上下課之簽到、退，採身分證正本刷卡簽到、退。 

3. 報名時請提供有效之 email 信箱，以利本會於課後以 email 寄發證書。若學員需結業

證明之紙本，煩請於課程期間提供個人郵寄地址、姓名、電話，並將酌收 100元行

政作業費。 

4. 物理治療長照復能服務課程將於當天提供紙本講義。 

5. 講堂內禁止飲食。講堂外備有飲用水及點心，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6. 因應疫情變化，請所有學員自備口罩並全程佩戴。 

7. 當天提供午餐代訂，請於當天報到時登記。 

8. 臨時停車證請下載並列印後置於前擋風玻璃處，即可開車進入校園，詳情請見簡

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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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本會網站公告為主。 

10. 由於防疫及校園安全的需求，所有進入弘光的來賓都需申請數位識別證，需要上系

統申請( https://iscom.hk.edu.tw/HK_WEB/HK_L05/L05_Login.aspx )，申請說明請參考

活動網頁( http://www.tpta.org.tw/articles.php?type=courses&pid=2191 )。 

https://www.hk.edu.tw/intro1/super_pages.php?ID=intro106
http://www.tpta.org.tw/articles.php?type=courses&pid=2193
https://iscom.hk.edu.tw/HK_WEB/HK_L05/L05_Login.aspx
file:///D:/share/物理治療研討會_秋季/articles.php%3ftype=courses&pid=2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