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繼續教育課程（PT11017） 

主題：兒童物理治療之教育精進與準則共識會議 

一、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碩博士班、臨床技能與模擬中心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 北院區 復健部 物理治療組 

二、課程簡介 

隨著醫療、健康照顧發展與社會變遷，兒童物理治療師服務的對象、場域與執業

所需的知能也有很大的改變；特別是在 COVID-19 疫情出現後，很多過去學生的見習

和實習也都受到衝擊，因此需要經由定期地審視與討論，使得物理治療師的養成教育

能與時俱進，培養出符合社會需要，具備良好專業素養與能力的物理治療新血。定期

審視兒童物理治療教育內容，是提升國內兒童物理治療的教育與臨床水準中不可或缺

的一環，為了蒐集兒童物理治療相關的學系授課老師、臨床教師和實務兒童物理治療

師之意見，營造觀摩分享之平台，一起共同訂定兒童物理治療教育之內容與準則，以

及兒童各次領域物理治療專業教育課程重點，因此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和臨床技能

與模擬中心)與台灣物理治療學會(臨床專科委員會兒童組、教育委員會兒童組與繼續

教育委員會)攜手合作舉辦兒童物理治療之教育精進與準則共識會議，希望藉由此次會

議，凝聚對於投身於兒童物理治療服務與教育的老師們之共識，進而一起提升長庚大

學、長庚醫院和國內其他物理治療學系與臨床教育單位在未來兒童物理治療教育的能

量。 

此次研討會分為兩個部分：早上為兒童物理療教育新知分享。邀請美國華盛頓大

學 Sally Westcott McCoy 教授和徐琳雅助理教授搭配國內老師，進行跨海視訊介紹腦

性麻痺的 On Track 研究之應用，並說明如何應用實證與家長共同合作，來幫助腦性

麻痺兒童及其家庭。On Track 重點在藉由年度的全面性評估，配合個別化分析解釋，

可以提供更有效果與效率的以家庭為中心的合作式服務與照護。 

下午則聚焦於檢視和討論台灣的兒童物理治療之教育準則。首先，講師群會根據

在會前所進行國內外文獻回顧整理進行報告說明。其次，將邀請參與的夥伴一同與國

內兒童物理治療教育的專家(鄭素芳、廖華芳、王慧儀、成戎珠老師)對談，共同依據

國外兒童物理治療入門及養成教育的情況及兒童物理治療各次領域之文獻整理結果，

一起討論國內未來兒童物理治療教育畢業時應具備核心基礎能力，進而建立入門養成

教育的準則與建議，並藉此討論對於學生實習前的準備、實習能力要求、以及後續的

繼續教育規劃。此外，因應 COVID-19 衝擊，若未來必須減少實體接觸時，如何教育

和評估學生臨床技能，以及模擬學習的教育也會納入討論和考量。 

 

 

 

 

 

 

 

 

 



 

三、課程時間與地點  

時間：110 年 08 月 15 日星期日 09:00-16:30 (08:30 開始報到)  

地點：線上視訊討論會議 (網址連結最晚於 08/13(五)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提供) 

 

 

 

 

 

 

 

 

 

 

 

 

 

 

時  間 主    題 講者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10 長官致詞 鄭智修 

09:10 – 10:00 On Track Study Dr. McCoy & 徐琳雅 

10:00 – 10:10 休息時間  

10:10 – 11:00 
On Track Measures & On 

Track Calculator 

Dr. McCoy  

助教：徐琳雅 & 劉文瑜 

11:00 – 12:00 Practicum 
助教：劉文瑜、羅鴻基、 

陳麗秋、鄭曉倩、潘懿玲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3:10 教育精進計畫緣起說明 王子娟、張雅如 

13:10 – 14:00 
國內外兒童物理治療教育

課程規劃回顧 
劉文瑜、吳晏慈 

14:00 – 14:10 分組/休息時間  

14:10 – 15:30 文獻回顧與小組討論 

 講者 座長 

新生兒 徐碧真 鄭素芳 

早療 羅鴻基 廖華芳 

學校系統 陳昭縈 王慧儀 

替代實習 陳麗秋 成戎珠 

15:30 – 16:30 小組報告和綜合討論 
劉文瑜、徐碧真、羅鴻基、 

陳昭縈、陳麗秋 



四、講師簡介 (依講題順序)： 

Sarah Westcott McCoy, PT, PhD, FAPTA 

Professor Emeritus of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Division 

of Physical Therapy,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徐琳雅 (Lin-Ya Hsu), PT,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Division of 

Physical Therap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劉文瑜 PT, PhD 

長庚大學 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碩(博)士班 副教授 

羅鴻基 PT, PhD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陳麗秋 PT, PhD 

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副教授 

鄭曉倩 PT, PhD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物理治療師；長庚大學 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碩(博)士班   

兼任助理教授 

潘懿玲 PT, MS 

台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   物理治療師 

吳晏慈 PT, PhD 

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徐碧真 PT, PhD 

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鄭素芳 PT, ScD 

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教授  

廖華芳 PT, MS 

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 

陳昭縈 PT, PhD 

長庚大學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碩(博)士班 助理教授 

王慧儀 PT, PhD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教授 

成戎珠 PT, PhD 

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教授 

 

 

 

 

 

 

 

 



參與文獻回顧和資料整理名單 

 

課程規劃與設計 劉文瑜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碩博士班  

 潘懿玲 台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  

 吳晏慈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郭曉意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趙婉君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物理治療科  

   

早療 羅鴻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含醫療和社區] 鄭曉倩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陳麗秋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王湘慧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復健科 物理治療組  

 李曜全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劉妍羚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復健科 

 蔡瑋祺 臺北榮民總醫院 復健醫學部 兒童物理治療  

   

新生兒 徐碧真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劉天慧 奇美醫學中心  

 吳盈瑾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王慧儀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邱秀靜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學校系統 陳昭縈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碩博士班  

[含發展中心] 賀葳 新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黃維彬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汪佩蓉 亞洲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施教諭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黃湘茹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王雅瑜  

 王一珺  

   

替代實習 陳麗秋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邱秀靜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劉天慧 奇美醫學中心   

 葉采青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復健部兒童復健科  

   

 

 

 

 

 

 

 



五、繼續教育積分點數：專業 7.4 點(上下午全程參加) 

六、報名注意事項 

1. 人數上限 100 人。 

開放報名日期:110 年 07 月 16 日中午 12:30 

2. 因為線上課程，有小考以確認出席。 

3. 報名請直接上學會網站報名候補(統一先排候補)完成後，請務必至

https://forms.office.com/r/cuEMSu6Bpx 此連結詳填學員資料以利核對，並等候通

知。 

4. 費用： 

(1)學會會員-免費 

(2)國內物理治療學系教師及臨床實習單位老師-免費 

(3)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師生-免費 

   備註: (2) & (3) 請在報名時輸入優惠碼 1234，非前述對象，請勿使用 

(4)非上述身份者-500元 

5. 本課程因為成本計算，開課前 20 個工作日前取消者，可退款學費*70%； 於

開課前 20 個工作日內取消者，恕不退款，可找人遞補。此退費標準請報名者

務必先確認後再報名。已繳費者即表示願意遵守本規定，接受本簡章文字之

契約規範。 

6. 報名課程的 FAQ 

    本課程參訓對象優先順序為國內物理治療學系教師及臨床實習單位老師、

學會會員、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師生參加。 

    為確保資格符合，報名課程統一排候補，當學員報名完成後會是候補狀

態，請待秘書依序確認傳送通知的連結給符合參訓學員的 E-mail信箱，再煩

請在信件內回點確認鈕，將會自動列為正取，而非會員者須待秘書傳送繳費通

知連結，待繳費完成後系統會幫已繳費的學員自動列為正取。 

  七、關於本課報名須注意的地方 

(1).新申請加入學會者注意事項： 

*   新申請加入學會者，需待審核確認通過後，始為有效會員，報名課程才

享有會員價。 

*   因須審核會籍(原則上 1週內會完成)而尚未審核通過者，系統仍然會以

非會員價計算。 

(2).會員會費繳交將屆期或已逾期者注意事項: 

*   只要會費屆期未繳，則無法享有會員價，敬請先完成線上補繳年會費

後，請登出後-再登入系統後-再去報名課程。 

*   如會費屆期未繳已逾期多年欲採用重新入會 2500元做繳納再次入會

者，請注意，重新入會仍然需要 1週工作日時間審核會籍。 

八、學會洽詢電話: (02)27719631。網址：http://www.tpt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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