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性後期照護與居家物理治療訓練課程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二、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三、課程簡介：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3 年起，實施「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計畫」(以

下簡稱 PAC 計劃)，建構急性後期照護模式與病人垂直整合轉銜系統，依個別病人失能程度，

在治療黃金期內立即給予積極性之整合性照護，目前已將「腦中風」、「創傷性腦損傷」、「脆

弱性骨折」、「心臟衰竭」與「高齡衰弱」納入其中。目前除住院模式、日間照護模式之萬，

亦積極推廣居家照護模式，讓民眾依據其需求進入不同之照護模式，以期藉由復健治療減少

失能的程度，進而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其日常生活功能。 

參與急性後期照護計畫之治療師須完成 6 小時急性後期照護與居家治療訓練課程，因此

希望藉由辦理此次訓練課程，讓更多治療師熟稔 PAC 計畫之內容以及居家模式服務需注意事

項。因此特邀請多位專責 PAC 領域之治療師，講授疾病範疇的照護及復健計劃執行內容，協

助學員精進各疾病的照護能力與分享居家 PAC 的介入概念，未來有機會在 PAC 領域為民眾服

務，進而實現在地老化及落實社區醫療之理想。 

 

四、課程時間與地點： 

  時間： 111 年 05 月 28 日（星期六） 

    < 開放澎湖區之物理治療師報名 – 採視訊上課，地點: 澎湖衛生局>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第一講堂 (啟川大樓 6F)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五、費用：台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有效會員免費。 

午餐及交通請自理。 

六、繼續教育積分：物理治療專業 8.1 學分（申請中） 

七、課程人數： 150 人 (會依疫情變化調整) 

 



八、課程內容  

  111年 05月 28日（星期六）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 – 09:00 報   到 

09:00 – 09:50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說明 陳佳玟 科員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1:00 心臟衰竭急性後期物理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黃心怡 治療長 

11:00 – 12:00 燒燙傷社區與居家物理治療評估與照顧計畫 李映琪 講師 

12:00 – 13:00 午   餐  

13:00 – 14:00 高齡衰弱居家物理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蕭世芬 副理事長 

14:00 – 14:55 脆弱性骨折居家物理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蕭世芬 副理事長 

14:55 – 15:00  休    息  

15:00 – 16:00  創傷性神經損傷居家物理治療評估與照護計畫 廖麗君 系主任 

16:0 – 17:00 腦中風社區與居家物理治療評估與照顧計畫 廖麗君 系主任 

九、講師介紹：(依主講先後排序) 

黃心怡 振興醫院心臟醫學中心心臟重建科 物理治療長 

李映琪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 講師 

蕭世芬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副理事長 

助理教授  

廖麗君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高雄市衛生局長照推動小組 

系主任暨副教授 

委員  

   

十、 報名時間及方式： 

1.報名時間: 111 年 5月 2 日(一) 12:30 起 至 111 年 5 月 9 日 12:30 止或者 

   (額滿為止)。 

2.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Y9xDXx )或掃描 QR Code  

 

https://reurl.cc/Y9xDXx


 

十一、上課注意事項： 

1. 本次課程目前可採「實體會議」舉辦，以利於統計參與人數及遵循政府規範防疫 

措施，來院參加者須採實名制，並由主辦單位造冊存檔。 

2. 與會人員須符合政府防疫政策和醫院的防疫政策，需接種新冠疫苗三劑滿 14 天或者

3 日內採檢陰性(核酸或抗原)。*報名表中請附上 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證明 

 (健康存摺 or 黃卡) 

3. 若因疫情嚴峻，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課程將會改為視訊課程。  

4. 報名資格  (依以下順序優先錄取)： 

 (1)您服務的醫院有參與 111 年輔導訪查之醫院，且您尚未取得 6 小時 [急性後期照

護與居家物理治療訓練課程證書]者。 

(2)您從未取得 6 小時 [急性後期照護與居家物理治療訓練課程證書]者。 

(3)有興趣參與此研習會之學員。 

5.主辦單位保留所有審查報名及錄取學員資格之權利，報名成功不代表為錄取，錄取名

單公布網站 (5/13)：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pt1110528  

6.為尊重講師及上課品質，請務必準時上下課，如遲到早退或中途離開，可以上課但無

法登錄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7.如報名人數不足或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並將於課前寄

mail 通知。 

8.參加課程之學員，須完成簽到及簽退 (上午及下午都需要簽到、簽退，總計 4次)， 

  未能於指定時間完成恕不受理。 

★ 上午簽到  08:30 開放至 09:10 截止 

★ 下午簽到  12:30 開放至 13:10 截止 

★ 上、下午簽退 於課程結束後 10 分鐘截止。 

9.主辦單位僅協助積分申請，學分累積及認可依各學分規定認定給予。 

10.課程結束後，請填寫滿意度調查 (QR code)，將可取得此課程之證書。 

11.若有任何疑問請洽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易聖妮個管師或 

  研究助理陳星穎電話：07-3121101分機 5323/6614。E-mail: cindylove0903@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pt1110528


十一、交通資訊： 

高醫路線 

 自行開車路線： 

1.下「鼎金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達本院。 

2.下「九如交流道」沿九如路往火車站方向，於自由路右轉，遇同盟路右轉，即達本院。 

 

 公車路線(往高醫)： 

28  05:45~23:00 15-35 分鐘一班   

33  05:53~22:10 30-80 分鐘一班 行經捷運後驛站 

53B  06:00~22:00 20-40 分鐘一班   

92  05:50~22:35 15-25 分鐘一班   

紅 29  06:00~24:01 12~25 分鐘一班 行經捷運後驛站 

紅 30  05:50~18:37 15~20 分鐘一班 行經捷運後驛站 

 

 客運路線： 

班次編號 行經車站 

8008  岡山-高醫-高雄客運 

8009  旗山北站-高醫-高雄客運 

8023  旗山轉運-高醫-高雄客運 

E25 高旗六龜快線  六龜-美濃-旗山-榮總-高醫-高雄客運 

E28 高旗美濃快線  美濃-旗山-榮總-高醫-高雄客運 

E32 高旗甲仙快線  甲仙-旗山北-旗山轉運-榮總-高醫-高雄客運 

8040  岡山區公所-高醫-高雄客運 

8041A  林園-高醫-自立站 

8046A  台南火車站-空軍醫院-大湖火車站-高醫-高雄客運 

 

 高鐵、捷運路線： 

1.搭自高鐵左營站，出站後至捷運 1號出口(轉乘捷運紅線) 

2.捷運站搭車處(後驛站)：2號出口(轉乘公車)，搭乘(紅 29、紅 30)至自由一路公車站

下車，穿越自由一路，即可到達本院。 

http://www.stbus.com.tw/cityroute28.htm
http://www.ibus.com.tw/city-bus/khh/route-33/
http://www.gdbus.com.tw/route/bus_info/53.htm
http://www.ibus.com.tw/city-bus/khh/route-92/
http://www.stbus.com.tw/mrtredroute29.htm
http://www.ibus.com.tw/city-bus/khh/r30/
http://www.ksbus.com.tw/bus_info.asp?id=134
http://www.ksbus.com.tw/bus_info.asp?id=168
http://www.ksbus.com.tw/bus_info.asp?id=144
http://www.ksbus.com.tw/bus_info.asp?id=146
http://www.ksbus.com.tw/bus_info.asp?id=148
http://www.ksbus.com.tw/bus_info.asp?id=150
http://www.ksbus.com.tw/bus_info.asp?id=155
https://www.kbus.com.tw/bus_info.asp?id=156
http://www.kbus.com.tw/bus_info.asp?id=185


 高醫示意圖及位置圖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高醫停車場 

民族路往楠梓方向直走，左轉十全一路後直走，在肯德基右轉，直走到第一停車場，或往

前右轉行徑醫院入口(自由大樓門口)，再往前至第二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