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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PT 學院--長期照顧實務專班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二、 協辦單位：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社團法人雲林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三、 課程介紹： 

台灣正快速的步入老年化社會，長照服務法亦於 104年 5月通過，為因

應未來長照人力需求，國家積極培訓相關照顧服務人力，希望透過各專業

訓練有素的人員，將相關服務普及到每個需要的角落，這也是長照物理治

療服務能否落實到被照顧者的重要關鍵。 

目前國內針對長照專業人員規劃以 Level I~ Level III三階段授課，

主要是從比較概括方式講授長照概念及各專業開授課程到整合性個案討

論。有別於現有國內開設之長照訓練課程，本次培訓認證主要以實務方面

講授，將透過長照相關專業服務內容說明，幫助目前實際在第一線執行長

照服務的物理治療師，以及後續可以培養更多對於長照有興趣的專業人力。 

本次系列課程特別邀請在長照領域服務多年的專業講師，分享物理治療

師較少接觸到的其他專業實務領域，課程內容包含：長照服務項目與未來

方向、身心障礙服務資源、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失智症團體家屋、長期

照顧機構服務及輔具購（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等議題，希冀落實物

理治療師在長期照顧服務之專業能力，受訓期滿將優先做為本會長期照顧

推薦之人力資源。 

四、 開課時間：105年 6/25(六)、6/26(日)、7/2(六)、7/3(日)、7/16(六)  

共計 5天   

五、 上課地點：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11樓學術講堂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路 74 號） 

六、 課程內容： 

http://www.stjoh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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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105年 6月 25日星期六)：                主題：長期照顧政策面面觀 

時  間 課程內容 講員/工作單位 

08：30～09：00 報到 秘書處 

09：00～09：20 致詞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 

楊政峯 理事長 

09：20～10：10 

物理治療師在長照領域的服務現況 

課程說明：說明目前物理治療師在長照服務之角

色與未來發展對策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

全聯會社會福利委員會 

江秀玲 主委 

10：10～10：20 休息 秘書處 

10：20～12：00 

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課程說明：在現有身心障礙與長照輔具雙重標準

下，如何建立完整輔具服務觀念 

雲林縣輔具資源中心 

黃劭瑋 主任 

12：00～13：00 午餐/下午簽到 秘書處 

13：00～14：40 

身心障礙資源概論 

課程說明：說明現有身心障礙資源與相關服務，

以利建立完整福利資源概念。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身心障礙福利科 

周珈羽 科長 

14：40～14：50 休息 秘書處 

14：50～16：30 

我國長期照顧的政策發展 

課程說明：說明現有長照服務項目與相關資源，

及國內未來長照走向與發展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
照護司 

蔡誾誾 副司長 

16：30～16:50 測驗 秘書處 

16:50～ 簽退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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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5年 6月 26日星期日)：                        主題：居家式服務 

時  間 課程內容 講員/工作單位 

08：30～09：00 報到 秘書處 

09：00～10：40 

居家服務Ⅰ 

課程說明：說明政府提供居家服務內容範疇及新

型態照顧服務模式 

弘道老人基金會  

林依瑩 執行長 

10：40～11：00 休息 秘書處 

11：00～11：50 

居家服務Ⅱ 

課程說明：說明政府提供居家服務內容範疇及新

型態照顧服務模式 

弘道老人基金會  

林依瑩 執行長 

11：50～13：00 午餐/下午簽到 秘書處 

13：00～14：40 

居家服務常見危機與跨專業合作 I 

課程說明：以居家服務觀點，論述常見居家相關

服務有關服務者及被服務者之危機 

立心基金會 

張美珠總幹事 

14：40～15：00 休息 秘書處 

15：00～15：50 

居家服務常見危機與跨專業合作Ⅱ 

課程說明：以居家服務觀點，論述常見居家相關

服務有關服務者及被服務者之危機 

立心基金會 

張美珠總幹事 

15：50～16：10 測驗 秘書處 

16：10～ 簽退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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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105年 7月 2日星期六)：                         主題：社區式服務 

時  間 課程內容 講員/工作單位 

08：30～09：00 報到 秘書處 

09：00～09：50 

日間照顧與團體家屋Ⅰ 

課程說明：日間照顧及家庭托顧服務內涵及新型

態服務模式 

社團法人雲林縣老人長期

照護協會附設小太陽日間

照顧中心服務發展處 

陳韋庭主任 

09：50～10：10 休息 秘書處 

10：10～11：50 

日間照顧與團體家屋Ⅱ 

課程說明：日間照顧及家庭托顧服務內涵及新型

態服務模式 

社團法人雲林縣老人長期

照護協會附設小太陽日間

照顧中心服務發展處 

陳韋庭主任 

11：50～13：00 午餐/下午簽到 秘書處 

13：00～14：40 

       轉化北歐經驗， 

打造符合老中青需求的台灣長照 I 

課程說明：高齡少子女化是當前多數經濟發達國

家共同面臨的治理難題，全世界唯有

北歐破解少子女化魔咒，締造世界最

高的女性（包括中高齡女性）勞動參

與率，並成為老人天堂，達到三贏局

面。解方為何？台灣轉化北歐與日本

長照經驗的成功案例為何？ 

國立台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王品 助理教授 

14：40～15：00 休息 秘書處 

15：00～15：50 

       轉化北歐經驗， 

打造符合老中青需求的台灣長照 II 

課程說明：同上 

國立台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王品 助理教授 

15：50～16：10 測驗 秘書處 

16：10～ 簽退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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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105年 7月 3日星期日)：           主題：失智症個案照護與介入模式 

時  間 課程內容 講員/工作單位 

09：30～10：00 報到 秘書處 

10：00～10:50 

失智症者的照護與理念Ⅰ 

課程說明：簡介失智症者機構型及社區型照護特

徵及照護要點 

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

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副教授 

李光廷老師 

10：50～11:10 休息 秘書處 

11：10～12:00 

失智症者的照護與理念Ⅱ 

課程說明：簡介失智症者機構型及社區型照護特

徵及照護要點 

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

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副教授 

李光廷老師 

12：00～13：00 午餐/下午簽到 秘書處 

13：00～14：40 
失智症照護與活動 

課程說明：常見失智症的醫療、照護與生活支援 

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

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副教授 

李光廷老師 

14：40～15：00 休息 秘書處 

15：00～16：40 

失智症照護個案討論實例 

課程說明：分組討論實際案例病情症狀 

分組討論課題分析 

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

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副教授 

李光廷老師 

16:40～17:00 測驗 秘書處 

17:00～ 簽退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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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105年 7月 16日星期六)：              主題：資源整合與長照機構服務 

時  間 課程內容 講員/工作單位 

09：30～10：00 報到 秘書處 

10：00～10：50 

長照據點專員的角色與任務 I 

課程說明：以偏鄉長照據點專員的角度談資源的發

展與整合 

牡丹鄉長期照護服務據點 

評估專員高雅琴護理師 

10：50～11：10 休息 秘書處 

11：10～12：00 

長照據點專員的角色與任務 II 

課程說明：以偏鄉長照據點專員的角度談資源的發

展與整合 

牡丹鄉長期照護服務據點 

評估專員高雅琴護理師 

12：00～13：00 午餐/下午簽到 秘書處 

13：00～14：40 
長照機構服務 I 

課程說明：物理治療師在機構服務的角色 

悠然山莊 

郭姵伶 主任 

14：40～15：00 休息 秘書處 

15：00～16：40 
長照機構服務 II 

課程說明：機構服務實例分享 

悠然山莊 

郭姵伶 主任 

16:40～17:00 測驗 秘書處 

17:00～ 簽退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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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講師介紹：(依授課順序) 

江秀玲  主委 現任：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會福利委員會主委  

學歷：國立臺北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 

經歷：偏遠(及山地離島)及長照資源不足地區長照據點輔導委員 

      天主教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物理治療師 

黃劭瑋  主任 現任：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中心主任 

學歷：國立中正大學高階主管研究所碩士 

專長：服務設計、資源整合 

協助雲林縣政府辦理全國第一個輔具單一整合服務窗口 

周珈羽  科長 現任：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科長 

學歷：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專技高考社工師 

專長：身心障礙福利資源管理、社會福利資源統合 

蔡誾誾  副司長 現任：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副司長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博士 

專長：長期照護政策、醫療品質、健康照護指標之發展與應用 

林依瑩  執行長 現任：弘道老人基金會執行長 

學歷：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經歷：推動「不老夢想」方案，2007年帶領 17位平均 81歲不老

騎士完成環島創舉。 

推動「All in One 走動式照顧服務」 

張美珠  總幹事 現任：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總幹事 

學歷：中興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 

曾待過公部門 10年，具有居家服務管理多年經驗 

可以稱為居家服務的推手，有說不完的令人感動故事。 

陳韋庭  主任 現任：雲林縣老人長照協會附設小太陽日間照顧中心服務發展處主

任 

學歷：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碩士 

在偏鄉的雲林，成功的小太陽日照中心-居家服務、日間照顧、短

期住宿三合一功能的小規模多機能居家照顧以及失智症團體家

屋，成功樹立了台灣長照服務的特色。 

王品    教授 現任：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哲學博士 

協助推動托育、長照、婦女就業三合一照顧政策 

李光廷  教授 現任：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副教授 

學歷：日本櫻美林大學國際學研究科博士 

專長：長期照護產業經營管理、失智症照護人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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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琴  護理師 現任：牡丹鄉長期照護服務據點評估專員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口衛所/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 

在偏鄉部落將一個資源貧瘠的地方，慢慢的建立了屬於自己在地化

的長照據點，還讓大家看到如何以在地人照顧在地人的創新整合模

式。 

郭姵伶  主任 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 

經歷：專技高考合格社工師/財團法人鴻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樹河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悠然山莊主任 

八、 學分：需全程參與課程者始給予繼續教育 30積分 

九、 費用及報名資格： 

1. 本期課程費用：新台幣 8,000元整 

2. 課程補助：為培養長照物理治療專業人力，若學員完成所有課程及測驗，並取得結業

證書且願意加入全聯會長期照顧發展團隊者，將獲得全聯會補助課程費用 6000元！  

3. 本次上課學員限已完成長照人員訓練任一課程者報名(Level I、II、III擇一即可)  

十、 人數限制：120人 

十一、 繳交資料：(1)報名費用郵政劃撥收據 

               (2)學員本人金融帳戶存簿封面 

               (3)長照人員訓練(Level I、II、III)任一上課證明 

*長照人員訓練(Level I、II、III)任一上課證明，可至積分管理系統匯出。 

十二、 報名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1. 請至全聯會網頁線上報名，(左上角)登入會員後點選”最新課程”報名。 

帳號為身份證字號，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後 4碼加生日(月日)。 

例: 身份證字號 A123456789、生日 1月 23日，密碼為 67890123。 

2. 完成線上報名後，請將報名表、劃撥收據、本人金融帳戶存簿封面及長照人員訓練

證明，以 E-mail或傳真方式傳至行政中心。請確實繳交相關資料，以利後續作業! 

劃撥帳號「31419515」，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mail：nfapt1@gmail.com 傳真：(02)25678329。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行政中心電話：(02)25623967。聯絡人：羅秘書。 

mailto:nfapt1@gmail.com


 9 

*報名資料僅供本課程使用，報名後於全聯會網頁以全名顯示錄取及備取名單。 

3. 全聯會依各縣市公會報名狀況，有權決定錄取名單，錄取名單將登載於全聯會網頁

上 http://www.pt.org.t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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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登錄學分證明。 

5. 為響應環保觀念，本會不提供紙杯，請自備水杯使用，謝謝合作! 

6. 本次課程因場地限制將不供應午餐！ 

十三、 截止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06月 05日 

※如報名人數不足或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並將於課前一週內公告

於本會網站 http://www.pt.org.tw/ 

http://www.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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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1. 客運： 

(1) 臺西客運時間表請參考臺西客運網站(http://www.taisibus.com/) -> 路線/

時刻/票價查詢 

(2) 虎尾－斗南：請移至從虎尾站發車，點選虎尾－斗南車站圖示即可查詢。 

(3) 虎尾－斗六(經大學路)：請移至從斗六站發車，點選斗六－大學路－虎尾圖示

即可查詢。 

(4) 虎尾－斗六(經田頭)：請移至從虎尾站發車，點選虎尾－斗六圖示即可查詢 

客運乘車地點 

斗六公車站 位於斗六火車站後方(後站)，出火車站後，經由右方地下道往後站方向，即可到達。 

斗南公車站 
位於斗南火車站前廣場右側，出火車站後，經過站前廣場(大約 30公尺)右方即可

到達。 

虎尾圓環站 位於虎尾園環旁，下車後步行約 5分鐘即可到達。 

虎尾公車站 位於虎尾土地銀行旁，下車後依照下列圖示步行約 10分鐘可到達。 

 

2. 高鐵 
可搭乘高鐵快捷公車 7102虎尾斗南線，至虎尾圓環站下車，步行約 3 分鐘即可到達。 

 

 
3. 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請由斗南交流道下，往虎尾市區方向。 

(2) 78號快速道路，請由虎尾交流道下，往虎尾市區方向。 

(3) 國道三號： 

A. 請由古坑交流道往台西方向接國道一號，再由斗南交流道下，往虎尾市區

方向並依照相關位置圖即可到達本院，約 20公里。 

B. 國道三號，請由古坑交流道往台西方向接 78號快速道路，再由虎尾交流道

下，往市區方向並依照相關位置圖即可到達本院，約 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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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學院--長期照顧實務專班 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執業機構  

E-mail  

通訊地址  

所屬公會                            縣/市公會 

收據抬頭 □個人 □其它： 

檢附資料 

1.報名費用劃撥收據 

2.本人金融帳戶存簿封面  

3.長照人員訓練(Level I、II、III)任一上課證明 

 

劃撥收據黏貼處 

劃撥帳號「31419515」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mail：nfapt1@gmail.com 

傳真：(02)25678329。 

 

 

 

 

金融帳戶存簿封面黏貼處 

mailto:nfapt1@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