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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衛生福利部補助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研發與人才培訓計畫」 

活氧健腦增肌實證應用方案課程簡章 

 

面對高齡化社會來臨，未來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加劇，失能與行動障礙困難的高齡

者人口也逐漸攀升，配合國家長照政策推動，為減少醫療與養護的沉重負擔，在

高齡者邁向衰弱與嚴重失能之前，積極進行預防與延緩失能是我們當前重要的課

題之一。 

本計畫目標在培養國內專業人才投入社區，在社區建立預防失能及延緩失智之創

新服務，建置具連續性、整合性之社區整體預防照護模式，故推動此計畫之課程

培育專業師資、活動指導員及協助員。通過培訓者將搭配此方案一併推薦至衛生

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師資人才資料庫，將來社區據點使用此介入方案時必

須聘用此方案的受訓合格師資，因此，將來有意有社區服務機會的人員，必須接

受這樣的培訓課程。 

 

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三、 協辦單位：台灣物理治療學會、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長庚大

學、林口長庚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組 

四、 參加資格：（本會具有審核報名資格之權利） 

「專業師資」（擇一）(培訓 10名)：未來擔任培訓社區方案帶領人(含活動

指導員及協助員)之師資，且具備課程設計能力者。於受訓期間需完成一堂

衛教和運動課程的設計及 PRESENT 以通過測驗評核。同時也希望盡量可以

來參與 9/9-10 的課程。 

1. 具物理治療師執照。有兩年以上資歷或社區服務經驗者優先。 

2. 具物理治療師執照。 

「活動指導員」（擇一）(培訓 30名)：未來擔任至社區特約單位提供預防

照護之主要社區帶領專業人才 

1. 具物理治療師證書或相關運動指導證書者（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會員優先）  

2. 長期照顧據點社工師或護理師  

3. 物理治療相關科系之畢業生  

4. 其他相關科系畢業生，並有社區 1年以上工作經驗 

「協助員」（擇一）(培訓 30名)：未來擔任至社區特約單位提供預防照護之

協同帶領人才 

1. 長期照顧據點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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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協助找者健康促進活動有興趣者  

3. 相關科系實習學生 

4. 物理治療相關科系之學生 

註：依條件順序錄取，高階員額已滿將錄取為下一階員額，將通知是否接受。

完成高階資格培訓者（如專業師資）可執行下一階人員(如活動指導員)

的工作，以此類推。 

五、 培訓課程說明： 

「專業師資」：需參與初階、進階課程共計 24 小時 

「活動指導員」：需參與初階、進階課程共計 32 小時，含實習實作 

               課程 8 小時 

「協助員」：需參與初階、進階課程共計 16 小時 

六、 培訓時間： 

 理論知識 帶領技巧 實務實習 

專業師資 106/09/09(六) 

09:00-17:15 

(課程設計) 

106/09/24(日) 

09:00-17:15 

 

106/09/10(日) 

09:00-17:15 

活動指導員 106/09/09(六) 

09:00-17:15 

106/09/30(六) 

13:30-17:15 

106/10-106/11 

任選四小時 

106/09/10(日) 

09:00-17:15 

106/10/01(日) 

09:00-17:15 

協助員  106/09/30(六) 

13:30-17:15 

106/10-106/11 

任選四小時 

106/10/01(日) 

09:00-17:15 

 

七、 課程表： 

專業師資及指導員共同培訓課程 - 理論知識 

106/09/09(六) 

時間 主題 講師 

8:00-8:30 報到 

8:30-10:10 老年人生心變化 林佩欣  

衰弱老人問題、評估與介入 

認知障礙(失智)老人問題、評估與介入 

10:10-10:20 休息時間 

10:20-12:00 老人認知功能訓練 蘇珮綺 職能治療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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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30 運動課程設計理論與實務 

運動器材介紹及經驗分享 

林晉利 

15:30-15:40 休息時間 

15:40-17:00 生活功能重建概念及應用 毛慧芬 

17:00-17:15 測驗及簽退 

 

 

專業師資及指導員共同培訓課程 - 理論知識 

106/09/10(日) 

時間 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 

9:00-10:40 預防及延緩失能的營養照護  黃翠華執行長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1:40 預防及延緩失能的營養照護實務 黃翠華執行長 

11:40-12:30 老人運動安全評估 林佩欣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10 專業師資場：課程大綱設計及撰寫 

 

指導員場：體適能評估與實作 

李郡鳳 

 

曾采柔、邱敏莉、黃

于榛及助教群 

15:10-15:20 休息時間 

15:20-17:00 「自癒力」概念及應用 許華倚執行長 

17:00-17:15 測驗及簽退 

 

專業師資培訓課程 –課程設計 

106/09/24(日) 

時間 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 

9:00-10:40 運動課程設計實作 林佩欣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30 設計成果分享及回饋 I 李郡鳳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10 設計成果分享及回饋 II 李郡鳳 

15:10-15:20 休息時間 

15:20-17:00 運動課程設計實作分享 李郡鳳 

17:00-17:15 測驗及簽退 

 

指導員及協助員共同培訓課程 – 帶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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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30(六)下午 

時間 主題 講師 

13:00-13:30 報到 

13:30-15:10 團體活動帶領技巧 陳雅玲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溝通與團隊增能 陳雅玲 

17:00-17:15 測驗及簽退 

 

 

 

指導員及協助員共同培訓課程 – 帶領技巧 

106/10/01(日) 

時間 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 

9:00-10:40 慢性病者運動處方及注意事項 陳喬男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30 急救及緊急狀況處理能力 劉國印 理事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10 運動課程分組實作演練(一) 陳雅玲、林淑惠 

15:10-15:20 休息時間 

15:20-17:00 運動課程分組實作演練(二) 陳雅玲、林淑惠 

17:00-17:15 測驗及簽退 

 

八、 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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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教授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理事兼連續性照護推動委員會主委 

蘇珮綺 

高雄醫學大學「身心障礙者居家復健服務」專案治療師 

台南 YMCA職能治療師 

林晉利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系副教授 

毛慧芬 

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系助理教授 

黃翠華 

營養師 

財團法人癌症關懷基金會執行長 

許華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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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生慈善基金會執行長 

李郡鳳 

高雄地區專職社區物理治療師 

陳雅玲 

台北市南港、新北市永和、頤安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物理治療師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區復健方案」特約物理治療師 

陳喬男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學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劉國印 

台中慈濟醫院急診醫學科專科護理師 

中華民國急救技能推廣協會理事 

林淑惠 

台北榮總新竹分院復健科物理治療師 

 

九、 培訓收費： 

報名者請繳交 1000 元保證金，參訓完成並通過評核方可退費(未完整參加

培訓或未通過階段考核者不予退費)。 

十、 報名及繳費步驟： 

A. 繳費  

戶名：社團法人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郵局代碼 700 

局號-帳號：0121219-0227392  

劃撥帳號：50053410 

B. 至 google表單填寫報名  https://goo.gl/RRU3mJ 

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及物理治療人員們，請於報名前先繳保證金，

報名時載明轉帳銀行代號(三碼)及帳號後五碼，以便於確認。非物理治療

職類人員，請先報名，待通知錄取後再行繳費，而後以 E-MAIL通知轉帳資

訊。 

C. 非物理治療職類人員請檢附證明(例如：認證證書、課程證明等)寄至

E-MAIL信箱【rozoidssaga@yahoo.com.tw】，收到後兩個工作天內回覆 

D. 若需來電確認本會收到相關報名資料，請電 0910752901張先生 

 

十一、 培訓場地： 

9/9-10, 9/24 於林口長庚復健大樓五樓物理治療討論室 

9/30-10/1 於長庚大學第二醫學大樓教室(待確定) 

十一、 學分：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認證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十二、 注意事項： 

1. 通知錄取名單將於 8月 31日公布。 

https://goo.gl/RRU3mJ
mailto:rozoidssaga@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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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錄取學員若不克前來受訓，請於 106 年 9 月 6 日中午前通知本會

取消以遞補候補者，但恕不退費。 

3. 公會會員報名者請務必出席，以免影響日後免費課程報名權益。 

4. 為尊重上課講師及品質，不可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課程中請關閉手機

或調為靜音。若遲到超過 20分鐘雖仍可以進入講堂上課，但請諒察將

無法發給當堂課學分，因此將無法合格通過受訓。 

5. 每半日上課時需簽到、簽退。 

6. 物理治療師課程學分將在課後登錄「衛生福利部積分管理系統」審查，

通過後會 email通知學員，學員亦可自行登入查詢。 

7. 本次課程不提供餐點，請自備飲水。場地內禁止飲食。 

8. 請自備環保餐具、茶杯及文具。 

 

一、前往長庚大學交通位置圖(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號) 

 

 

 

 

 

 

 

 

 

 

 

 

●開車往長庚大學 

1.由中山高速公路，出林口交流道後從文化一路往體育園區，開車進入直行至志清

湖前左轉，即可看見位於左前方之長庚大學校門。 

2.由桃園市長壽路左轉振興路，至文化一路右轉進入體育園區；或由忠義路直行右

轉復興一路，再右轉文化一路進入體育園區。 

3.由新北市新莊經二省道(新北大道)右轉青山路，至文化一路左轉進入體育園區。 

4.由新北市樹林、迴龍經第二省道(新北大道)左轉青山路，至文化一路左轉進入體

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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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汎航通運區間車，往返長庚大學、林口長庚醫院、長庚醫護社區 

1.長庚大學→林口長庚醫院、長庚醫護社區的免費校車候車處：學生活動中心外

候車亭 

2.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長庚醫護社區的免費校車候車處：林口長庚醫院醫

學大樓外候車處 

林口總院←→校區交通車時刻表 

林口總院←→醫護社區交通車時刻表 

3.往返台北車站(2001)、台北長庚(2000)、桃園車站(2003)、中壢車站(2004)、

基隆長庚(2002，在台北長庚轉車)，行車路線及時刻請參考 汎航通運網站。 

 

●大眾交通工具往長庚大學 

1.搭乘機場捷運 

  至 A7站(體育大學站)下車，步行約 15分鐘即可抵達長庚大學。 

 2.搭乘台鐵 

  至桃園車站，再轉乘汎航通運(2003)至林口長庚醫院，再轉乘汎航通運(往長

庚大學)。行車路線及時刻請參考汎航通運網站。 

3.搭乘高鐵 

  至桃園青埔站，再轉乘機場捷運線至 A7站(體育大學站)下車，步行約 15分鐘

即可抵達長庚大學。 

 4.搭乘其他客運(國光號、統聯、尊龍等) 

  至林口長庚醫院(復興一路、文化二路)，再轉乘汎航通運(往長庚大學)。行車

路線及時刻請參考汎航通運網站。 

二、長庚大學校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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