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治療之教育精進與準則建立』線上研討會-PT11020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二、 協辦單位：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 

四、 課程時間： 110年11月7日（星期日）09:3016:20  (09:00開始報到) 

五、 課程簡介：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更是專業發展的基礎，不僅對每年新進的物理

治療師素質有密切的關係，更是對臨床工作者專業範疇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因此物理治療之教育精進與準則建立攸關所有學校教師與臨床工作的物理治

療師的日常作業，值得大家共同來參與。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於 110年委託臺灣物理治療學會辦理『物理治療

之教育精進與準則建立計畫』，藉由全國各物理治療學系與臨床專家們的參

與，營造觀摩分享之平台，共同訂定物理治療專業各領域教育課程之內容與

準則。本次線上研討會將邀請『物理治療之教育精進與準則建立計畫』各組

召集人及專家群，就執行成果進行報告與分享。 

      『物理治療之教育精進與準則建立計畫』執行共分為六組進行，包括肌

肉骨骼系統組（含競技運動）、神經肌肉系統組、呼吸循環系統組、兒童

組、高齡暨長照組，以及輔助科技組等，就先進國家物理治療專業和我國各

物理治療學系訂定之物理治療養成教育所涵蓋內容，例如核心課程、實習實

施原則…..等，進行文獻回顧與討論，並對於國內各學制之物理治療養成教

育作出建議，期待培養出具有進入不同場域物理治療師之基本能力，強化物

理治療專業發展基礎，造福病患與民眾。 

六、 課程安排： 

『物理治療之教育精進與準則建立』線上研討會-PT11020 

9:30~10:00 
物理治療之教育精進計畫與引言 

王子娟理事長、張雅如教授 

10:00~10:40 
神經肌肉系統領域 

連恆裕助理教授、田慧勳物理治療師 

10:40~10:50 休息 

10:50~11:30 
高齡暨長照領域 

廖麗君副教授、黃文妮副教授 

11:30~12:10 
兒童領域 

劉文瑜副教授、鄭曉倩副教授 

12:10~13:30 午休時間 

13:30~14:10 
肌肉骨骼系統領域 

林居正教授、徐瑋勵教授 

14:10~14:50 
呼吸循環系統領域 

陳喬男副教授、蔡昆霖副教授 

14:50~15:00 休息 

15:00~15:40 
輔助科技領域 

李惠敏助理教授、李淑貞副教授 

15:40~16:00 
精進教育建議與展望未來 

蔡美文副教授 

16:00~16:20 
綜合座談 

王子娟理事長、張雅如教授 



 

七、 講師介紹:(依姓氏筆劃排列) 

 

王子娟 教授 

現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教授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理事長 

學歷：美國德州女子大學 博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物理治療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田慧勳 物理治療師 

現職：亞東醫院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理事 

學歷：長庚大學復健科學研究所 碩士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李淑貞 副教授 

現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物理治療 博士 

             美國紐約大學物理治療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李惠敏 助理教授  

現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ICF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研究員 

學歷：美國德拉瓦大學生物力學暨動作科學研究所 博士 

             美國德拉瓦大學生物力學暨動作科學研究所 碩士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林居正 教授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兼副主任 

                      臺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 主任 

學歷：美國德州女子大學物理治療學 博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治療學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張雅如 教授 

現職：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教授兼長庚大學教務長 

學歷：美國愛荷華大學 博士 

             美國愛荷華大學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徐瑋勵 教授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兼任物理治療師 

學歷：美國德拉威州大學生物力學與動作科學 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碩士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http://www.pt.ntu.edu.tw/
http://www.pt.ntu.edu.tw/


連恒裕 助理教授 

現職：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紐約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博士 

             紐約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碩士 

             中山醫學院復健醫學系 學士 

 
陳喬男 副教授 

現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學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復健科學研究所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碩士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黃文妮 副教授 

現職：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學歷：美國匹茲堡大學復健科學 博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神經物理治療 碩士 

             加拿大皇后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蔡美文 副教授 

現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生理學研究所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 學士 

 
蔡昆霖 副教授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廖麗君 副教授 

現職：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學歷：成功大學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 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 學士 

 
鄭曉倩 副教授 

現職：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物理治療師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兼任副教授 

學歷：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復健科學研究所 博士 

 
劉文瑜 副教授 

現職：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學歷：MCP Hahnemann University (現併入 Drexel University) 博士 

             紐約大學物理治療 碩士 

             中山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八、 報名及費用： 

1. 報名人數：250人 

2. 報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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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10月29日23:59:59。 

3. 報名費用： 

(1)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免費 

(2) 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800元(詳見備註) 

(3) 非上述身份者：1000元 

 

備註: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報名提醒事項： 

(1)請先登入系統後到個人資料的畫面，確認隸屬友會欄位有無設

公會，若無，請先選擇自己隸屬的縣市公會(此欄位若選無，則不

會產生公會價) 

(2)選好隸屬的縣市公會後點選送出資料 

(3)登出後，再進行第二次登入 

(4)第二次登入後點選繼續教育，找到本課程，確認生效費用欄位

是公會價 

(5)請準備好您的信用卡及手機，開始點選我要報名進行刷卡，金

流畫面操作有時間限制，若畫面等太久或不慎跳掉，需等十分鐘後

再重新操作一次 

 

 

九、 繼續教育積分：預計6.2點 

1. 本課程已進行物理治療專業人員專業品質積分申請中。 

2. 本課程全部內容符合醫策會臨床醫事人員師資培育暨社團法人臺灣物理

治療學會物理治療臨床教師之認證。 

十、 注意事項：                   

1. 本次研討會將以 WebEx線上平台進行： 

(1)使用電腦版學員可直接點選第二頁之課程連結或複製連結至瀏覽器

網址列即可。 

(2) 使用手機平板學員則請務必於開課前先下載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APP)完成初始設定。 

行動裝置 app 下載連結 

 Android 安卓系統                     IOS 蘋果系統 

https://reurl.cc/VE778Z                  https://reurl.cc/Nrnnn5 

               

https://reurl.cc/VE778Z
https://reurl.cc/Nrnnn5


 

2. 上下午皆需進行簽到及簽退，請留意課程時間與簽到簽退時間，簽到簽

退逾時者，恕不予補簽，僅參與部分繼續教育者亦將不做積分登錄。簽

到簽退及課程連結將會另以 E-mail通知，報名時請再確認您基本資料上

E-mail是否正確，相關連結請勿再提供給第三方使用或分享至網路。 

3. 開放簽到簽退開放時間 

(1)上午：簽到-09:00-10:00、簽退-12:10-13:00。 

(2)下午：簽到-13:00-14:00、簽退-16:20-16:50。 

4. 為確實查核出席人員登錄學分，登入線上會議室時，電子郵件欄位請務

必填上您報名時所留 EMAIL(會員資料庫上所留)，姓名欄會員請務必填

寫「真實姓名(會員編號)」，非會員則請填寫「真實姓名(非會員)」。 

(1) 若使用瀏覽器進入課程，點選連結後「從您的瀏覽器加入」，填寫

相關欄位完畢後，請點選「以訪客身份加入」 

(2) 若使用行動裝置請先下載 APP，同上述步驟點選連結後進入介面。 

     

5. 如成功報名課程後欲取消課程者，敬請於 11/01(一)17:00 前來電 02-2771-9631

提出申請，將酌收行政處理費 100 元及外加金流手續費，逾期恕不受理。 

6. 本課程若因疫情或天災事變而做修正或調整，相關訊息將會盡速公告於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官網，敬請密切注意官網上之最新消息。 

7. 本研討會內容受著作權法保護，如有超越自我學習以外之使用，應先取

得授權，不得未經授權自行側錄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公開傳輸、散布，

以免觸法。 

8. 當天技術問題請電洽 02-27719631或於學會官方 LINE留言，加入社團法

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官方 LINE：https://line.me/R/ti/p/%40244zosly。 

https://line.me/R/ti/p/%40244zos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