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物理治療師 

及其他相關醫事人員訓練課程(PT11126)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二、 課程簡介：  

肌肉骨骼疾病是職場普遍常見的職業疾病。我國於民國 102 年頒布之《勞工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中明訂針對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工作環境需採取預防措施。其

中預防措施包含分析作業內容、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等。為了更加全面預防職場肌肉骨骼

危害，《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於民國 106年修訂之條文，首次將物理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

納入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旨在借重治療師的專業，於職場進行健康促進，預防肌肉骨

骼傷病之發生或惡化。法規明訂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可受雇於一定規模之事業單位，

或以特約方式提供物理治療服務。因此培育優良的治療師進入職場提供健康照護工作將是

當務之急。 

近年隨著因不良姿勢或是動作模式而產生肌肉骨骼相關問題的勞工眾多，國家政策中

將物理治療師納入勞工健康照護團隊，是為了讓勞工在健康促進、傷病預防方面能接受更

專業的服務。然而，投入職場健康照護的人員，需要具備許多跨專業的知識，從法規的層

面，需要了解勞工健康服務相關法規與服務內容，才能與雇主或是職醫、職護有良好的溝

通討論；通曉「職業傷害的補償相關法規」，才能夠了解如何為勞工職業傷害申請相關福

利補助；針對工作環境現場環境的評估，從「工作現場巡查訪視」、了解「工作場所毒性

傷害」、工作環境是否符合「人因工程」設計以及協助人因性危害預防等等，這些都是治

療師跨足勞工健康服務所應具備的知識。 

當我們開始進入職場健康服務領域之後，最重要的是彰顯專業價值，讓雇主與受雇者

都能認同治療師帶來的效益，物理治療除了傷害處理與預防之外，如何有制度地提供並且

記錄職場健康管理、健康促進、衛生教育並且擬定物理治療項目於健康服務計畫與品質報

告，也是跨專業服務與溝通重要的技能。 

這個「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物理治療師及其他相關醫事人員訓練課程」要幫助物理治療

師等醫事人員學員在七天 52 小時課程中，從法規、人因工程、職場衛生教育與健康管理

制度，向職醫、職護等專家學習跨領域的相關知識，提升治療師相關知能。 

三、 課程日期： 

111年 12月 11 日(日)、17 日(六)、18日(日)、25日(日) 

112年 1月 8日(日)、14日(六)、15日(日)，共七天 

(每天上午 9:00~下午 5:00，12月 11日 8:30開始報到)。 

四、 名額限制：50位(若報名人數未達 45人，將延後或取消辦理，全額退費) 

五、 報名資格：優先錄取順位如下：(1)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2)臺灣物理治療

學會會員 (3)非前二順位之物理治療師 (4)若仍有名額後續將再開放錄取職能治

療師、心理師及護理師 

(備註：前述醫事人員皆需具備兩年執業資歷；10/14起優先錄取台中市物理治療

師公會會員，若有餘額 10/20 起開始錄取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若有餘額 10/25



起開始錄取其他物理治療師，11/1起若有餘額開始錄取前述其他相關醫事人員) 

六、 課程費用:  

⚫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7500元 

⚫ 非上述身份者 8500元 

七、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 

12/11 

(日) 
08:30-9:00 報到  輔導員 

09:00-10:40 
勞工健康服務工作 4 朱馥祺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人因性危害預防概論 4 王笠軒 

15:20-17:00 
12/17 

(六) 
09:00-10:40 

職業傷病概論 4 王賢和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職業傷病預防策略 2 王賢和 

15:20-17:00 勞工選工、配工及復工概論 2 王賢和 

12/18 

(日) 
09:00-10:40 勞工健康保護相關法規  2 張簡振銘 

10:50-12:30 職業傷病補償相關法規 2 張簡振銘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4 徐儆暉 

15:20-17:00 
12/25 

(日) 
09:00-10:40 職場健康危機事件處理 2 王紫庭 

10:50-12:30 職場心理衛生 2 吳曉萍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工作場所毒性傷害概論 2 徐儆暉 

15:20-17:00 工作現場巡查訪視 2 徐儆暉 

1/8 

(日) 
09:00-10:40 

健康監測及健檢資料之分析運用 4 吳偉涵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品質管理及稽核 2 錢美芝 

1/14 

(六) 
09:00-10:40 

職場健康管理 4 王紫庭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00 職場健康管理實作 4 王紫庭 

1/15 

(日) 
09:00-10:40 

職場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含實作 1小時） 4 朱馥祺 
10:50-12:30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職場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實作 2 朱馥祺 

15:30-16:30 
評量 

1 
輔導員 

課程檢討 輔導員 



八、 講師簡介 

講師 現職/經歷 

朱馥祺 盛順健康事業有限公司執行長 

前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護理師 

王笠軒 米立職能治療所職能治療師 

前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職能治療師 

王賢和 童醫院職業醫學科主任 

前三軍總醫院基隆醫療部內科主任 

前國軍基隆醫院潛醫科主任 

張簡振銘 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職業醫學組組長 

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技正 

徐儆暉 前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簡任研究員兼組長 

王紫庭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常務監事 

勞動部職安署北中南三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專家講師 

前高雄醫學附設中和醫院護理師 

前盛餘股份有限公司高級管理師 

吳曉萍 忘憂森林身心診所諮商心理師/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特約心理師/中區

健康職場推動中心 

前澄清醫院中港院區諮商心理師 

吳偉涵 聖馬爾定醫院職業醫學中心主任 

前中國醫藥大學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錢美芝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業經理 

前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理事 

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長 

九、 課程注意事項（影響教育積分與職安署核發證明，請仔細閱讀）： 

1.優先報名者須具備物理治療師資格，並應於報名時上傳繳交兩年以上服務證明+兩年

以上執業證明 

(1) 兩年以上服務證明(工作證明、離職證明或勞保投保證明，證明年資合計需滿兩

年)  

(2) 兩年以上執業證明(請檢附「執業執照」)；若歇業中目前無執業執照，或者服務

證明年資不全，可向當地衛生局申請「醫事人員年資證明」(約需 6個工作天)，

以證明兩年工作資歷。 

(3) 請自行將「兩年以上服務證明+兩年以上執業證明」合併成 1個 pdf檔，上傳報

名系統，請注意檔案內容必須清晰。 

(4) 若開放職能治療師、心理師及護理師報名，亦請於開課前繳交各該醫事人員兩年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srf=ALiCzsZEtmSuwlC5zmUkFhYGjS63eq5XUQ:1665564845934&q=%E4%B8%AD%E5%8D%80%E5%81%A5%E5%BA%B7%E8%81%B7%E5%A0%B4%E6%8E%A8%E5%8B%95%E4%B8%AD%E5%BF%83&spell=1&sa=X&ved=2ahUKEwi6zPfHqNr6AhVGEYgKHcG5CD4QkeECKAB6BAgIEA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srf=ALiCzsZEtmSuwlC5zmUkFhYGjS63eq5XUQ:1665564845934&q=%E4%B8%AD%E5%8D%80%E5%81%A5%E5%BA%B7%E8%81%B7%E5%A0%B4%E6%8E%A8%E5%8B%95%E4%B8%AD%E5%BF%83&spell=1&sa=X&ved=2ahUKEwi6zPfHqNr6AhVGEYgKHcG5CD4QkeECKAB6BAgIEAE


服務證明以及兩年執業證明。 

2.課程當日請繳交最近 2 年內 2吋光面相片 1張，並於相片背面註明姓名。 

3.上課遲到以 15分鐘內為限，缺課時數達應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者，或未實習

或實作並完成臨場服務報告書、工作相關疾病預防計畫或實務做法報告書者不得核

發結業證書，並依職安署規定予以退訓。 

4.有急事需請假時，向工作人員報備並填寫請假單。 

      5.請假超過三小時或曠課者，請自行於一年內完成補課程序，方能參加測驗。 

      6.若預期請假會超過三小時者，請慎重報名。 

      7.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簽到分為上、下午簽到及下午簽退，每堂課程開始前需課程

簽到，全程需本人親自簽到簽退；課程期間採不定期抽點名，未到者以缺課論。 

      8.課程結束後針對合乎下列所有條件者，將於結訓後發給結業證書。 

(1)合乎物理治療師(或其他醫事人員)資格之學員。 

(2)完成課程訓練，請假 3-10小時者已完成補課者，無缺課 1/5 以上，並完成實作課程。 

(3)測驗合格。 

(4)繳交臨場服務報告書、工作相關疾病預防計畫或實務做法報告書。 

   9.為響應環保，講義僅供電子檔，不提供紙本，講義電子檔將於課前以 E-mail 寄送。 

   10.本課程費用不含午餐及點心，請自備。 

十、 繼續教育積分點數：專業 52點(申請中) 

十一、 報名方式與開放報名日期： 

1.課程請直接上物理治療學會網站線上報名，將採統一報名候補，先列入候補，待確認，並依

本課程之優先錄取順位及時間序進行錄取通知。 

錄取者系統將發送繳費信，繳費完成後，會自動轉為正取。 

2.開放報名日期:111年 10 月 14日中午 12:30 

3.報名截止日期:111年 11月 24日 23:59:59 

4.非學會會員請先在網頁上申請帳號後，即可報名。 

5.退費標準: 

  於 111/10/25前取消者，將退款扣除刷卡手續費後之 70%； 

  於 111/11/07前取消者，將退款扣除刷卡手續費後之 50%； 

  於 111/11/08後取消者，恕不予退款 

  另不可找人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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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於開課前染疫，請遵守下列規範並主動與學會聯繫申請退費相關事宜 

(1)請拍照並回傳快篩陽性證明於學會，在快篩劑上註明篩檢日期與姓名 

(2)請拍照並回傳給學會政府相關主管單位寄發的居家隔離通知書或其他相關證明 

完成 (1)+(2)步驟者，學會將扣除 250元行政手續費後餘額退還給學員 

課程聯絡人:徐姝涵秘書 E-mail:cjk1995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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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pta.org.tw/


十二、 上課地點： 

◎台中世貿中心 203會議室 

1、 地址： 407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號 

2、 交通方式： 

(1) 自行開車 

1 號國道 ( 中山高速公路 )：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經過台中澄清醫

院，左轉進入台中工業區後，左轉 天佑街，右轉中工 2路。 

3 號國道 （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區方向，經過東海

大學，右轉進入台中工業區後，左轉 天佑街，右轉中工 2路。 

中彰快速道路 

南下：從朝馬路出口，右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北上：從市政路出口，左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2) 大眾交通工具 

乘坐公車，請於中港路澄清醫院站牌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可達世貿中心。 

高鐵快捷公車 161號(高鐵台中站→朝馬→福華飯店→中港澄清醫院) 

臺灣大道路廊公車路線 302路、303 路、304路、323路、324 路、325路、

326路 

台中客運 60路 

統聯客運 75 路 

東南客運 67 號 

 

https://www.thsrc.com.tw/tw/StationInfo/tbusshortcut/3301e395-46b8-47aa-aa37-139e15708779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asp?Parser=3,7,161,52,,,,,,,1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3,7,161,52,,,1818,212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3,7,161,52,,,1819,212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3,7,161,52,,,1865,212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3,7,161,52,,,1825,212,,,2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3,7,161,52,,,2309,212,,,2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3,7,161,52,,,1827,212,,,2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3,7,161,52,,,1828,212,,,2
http://www.tcbus.com.tw/1.php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form/index-1.asp?Parser=3,7,161,52,,,157,16,,,8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80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80&route=75
http://southeastbus.com/index/taichunge/6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