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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治療中緊急事故應變能力之學與教工作坊 

 

I. 主辦單位： 

• 長庚大學 臨床技能與模擬中心 

•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碩(博)士班 

 

II. 合作規劃單位： 

•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林口長庚醫院 復健部 物理治療組 

•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桃園長庚醫院 復健科系 物理治療組 

•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III. 課程簡介： 

接受復健治療中的個案可能因其健康情形改變而出現一些緊急的狀況，隨著復健

相關專業人員所能提供服務的場域越來越多、能夠服務健康情況增多、復健相關

器材創新，未來復健相關專業人員將在不同的場域中面臨更多元性的緊急事故，

如何在事件發生前提供相關的教育訓練對於教師和學生都是很大的挑戰。因此，

本工作坊將就復健治療中緊急事故應變能力進行討論和分組教案設計。 

 

IV. 課程目的： 

1. 增強復健的相關專業人員(含實習學生)對於復健治療中偶發緊急事件之

辨識能力。 

2. 增強復健的相關專業人員(含實習學生)對於復健治療中偶發緊急事件之

應變能力。 

3. 避免或減輕個案在復健治療中緊急事故的發生或傷害的程度。 

4. 發展專業跨領域團隊 OSCE 教案，並製作評量物理治療實習生的評分

表。 

 

V. 地點與時間： 

1. 時間：2020 年 10 月 31 日（六）上午 08:00-16:00 

2. 地點：長庚大學第二醫學大樓 B2 臨床技能與模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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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課程表： 

時 間 主題 主講者  

08:00 08:10 報到 & 長官致詞   

08:10 09:00 緣起 & 復健中常見緊急事故  劉文瑜  

09:00 10:00 復健中的緊急事故經驗如何轉成

跨領域團隊合作教案 

張玉喆  

10:00 11:00 OSCE 試題撰寫方法與藍圖設計  謝明儒  

11:00 12:00 OSCE 評分表與及格標準制定 謝明儒  

12:00 13:00 復健中常見緊急事故案例分組討

論  

王子娟 

連恒裕 

林燕慧 

跨領域：王子娟 

N：連恒裕、陳貞吟 

O：林燕慧、李言貞 

P：劉文瑜、葉國光 

13:00 14:00 練習：教案書寫與修正  N：陳貞吟 

O：李言貞 

P：葉國光 

 

14:00 15:00 練習：OSCE評分表與及格標準制

定  

N：陳貞吟 

O：李言貞 

P：葉國光 

 

15:00 16:00 “緊急事故應變能力之學與教”

成果討論 

王子娟 

謝明儒 

張玉喆 

劉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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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講員介紹：（依筆畫姓氏) 

 現職 最高學歷  

王子娟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

系 教授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理事長 

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兼任物理治療師 

美國 德州女子大學 物理治療研究

所 博士 

美國 明尼蘇達大學 物理治療碩士 

台灣大學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

學士 

https://www.y

m.edu.tw/ptat/

peoples.htm 

李言貞 桃園長庚醫院 物理治療組長 

長庚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兼任講

師 

美國 華盛頓大學 物理治療臨床博

士 

美國 Hahnemann 大學 物理治療

碩士 

 

林燕慧 長庚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陽明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博士  

美國 匹茲堡大學 物理治療研究所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 學士 

https://pt.cgu.e

du.tw/var/file/7

5/1075/img/liny

h.pdf 

張玉喆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副系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 急診醫學科 副科主任 

長庚醫學 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 

國立 陽明大學醫學系 學士 

國立 陽明大學急重症醫學研究所 

碩士 

澳洲 福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臨床教育碩士 

https://med.cg

u.edu.tw/p/412

-1068-5014-

1.php 

連恒裕 長庚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助理教

授 

美國 紐約大學 博士  

美國 紐約大學 碩士  

中山醫學院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

組 學士 

https://pt.cgu.e

du.tw/var/file/7

5/1075/img/Lie

n.pdf 

陳貞吟 林口長庚醫院 復健部 物理治療組組長 

長庚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兼任講

師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

博士班 博士候選人 

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碩士 

中山醫學院 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

組 學士 

 

葉國光 林口長庚醫院 復健部 復健資深專業物

理治療師 

長庚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臨床教

師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

博士班 博士 候選人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

碩士班碩士 

中山醫學 大學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

療組學士 

 

劉文瑜 長庚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美國 MCP Hahnemann University 

(Now Drexel University) 博士 

https://pt.cgu.e

du.tw/var/file/7

https://www.ym.edu.tw/ptat/peoples.htm
https://www.ym.edu.tw/ptat/peoples.htm
https://www.ym.edu.tw/ptat/peoples.htm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linyh.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linyh.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linyh.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linyh.pdf
https://med.cgu.edu.tw/p/412-1068-5014-1.php
https://med.cgu.edu.tw/p/412-1068-5014-1.php
https://med.cgu.edu.tw/p/412-1068-5014-1.php
https://med.cgu.edu.tw/p/412-1068-5014-1.php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Lien.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Lien.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Lien.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Lien.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CVwenyuliu20180507-2.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CVwenyuliu2018050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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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紐約大學 碩士  

中山醫學院 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

組 學士 

5/1075/img/CV

wenyuliu20180

507-2.pdf  

謝明儒 長庚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系主任 

長庚大學 外科 副教授 

長庚醫院 外科 副教授 

長庚紀念醫院 師資培訓中心 主任 

長庚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澳洲 FLINDERS UNIVERSITY 醫學

教育碩士 

高雄醫學院 醫學系 

臺灣大學 復健醫學系 

https://med.cg

u.edu.tw/p/412

-1068-1263.php 

 

VII. 費用： 

長庚大學校內師生(含臨床教師及相關實習單位)、長庚醫院醫事人員及社團法人臺

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免費 

 

VIII. 報名方式與資格： 

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ddf5f709e3587717 

 

IX. 交通： 

甲、長庚大學第二醫學大樓 B2 臨床技能與模擬中心 

https://www.cgu.edu.tw/p/404-1000-75402.php?Lang=zh-tw 

 

X. 參加人數與繼續教育時數認證： 

人數限制 60 人，物理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9.4 積分。 

 

XI. 備註: 

⚫ 為配合防疫，課程期間請學員全程配戴口罩，及進場入座前量體溫、酒精消毒雙

手。 

⚫ 為響應環保，煩請學員自備環保杯，現場均有飲水機可使用。 

⚫ 課程附午餐餐盒。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CVwenyuliu20180507-2.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CVwenyuliu20180507-2.pdf
https://pt.cgu.edu.tw/var/file/75/1075/img/CVwenyuliu20180507-2.pdf
https://med.cgu.edu.tw/p/412-1068-1263.php
https://med.cgu.edu.tw/p/412-1068-1263.php
https://med.cgu.edu.tw/p/412-1068-1263.php
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ddf5f709e3587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