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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105 年長期照護專業課程物理治療職類（Level Ⅱ）培訓計畫 

一、 開課目的： 
    因應未來長照保險計畫的推行，以及培養物理治療師在長期照護領域的人力，以豐富物理治

療人力資源之普及性，最終能夠滿足高雄市當地民眾未來長期照護物理治療之需求。依循長照訓

練規劃原則，發展物理治療專業領域照護能力並提供臨床物理治療師之專業進階能力，以提升實

務照護功能。 

課程內容涵蓋長期照護所需具備之評估與介入處理知識，在每場的個案討論中更有難得的經驗分

享與臨床的思考討論，期望在課程中給予成員完整的長期照護資訊與能力培養。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委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醫院復健科 

三、 課程日期： 

105年 07月 31日  09:00~17:00 

105年 08月 21日  09:00~17:00 

105年 08月 28日  09:00~17:00 

105年 09月 04日  09:00~17:00 

四、 受訓對象：1.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2.對長期照護感興趣的其他縣市物理治療師 
五、 名額限制：200 名(優先錄取順序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六、 報名費用：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1200 元/4 日，其他縣市物 

                   理治療師: 2000 元/4 日，不接受單日報名。  
七、 授課地點：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醫院 6 樓大禮堂(82445高雄市燕 

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21號)  

八、 課程內容：以衛生福利部「長期照護專業人力培訓規劃」會議之 Level 

Ⅱ專業課程規劃為依據，培訓課程共 32小時，分 4天辦理，須全

程參與通過測驗者，使得認證。 
 
【第一天】105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第一日(105/07/31，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主講者 

08:30 – 08:50 報到  

08:50 – 09:00 長官致詞  

09:00 – 10:4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概說                    

黃文妮 長期照護需求者之評估與介入－ 

(1)動作功能 (2)日常生活                

10:40 – 10:50 討論與休息 黃文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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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 12:30 

 

長期照護需求者之評估與介入－ 

跌倒防治 黃文妮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的傷口照護 

12:30 – 12:40 測驗 黃文妮 

12:40 – 13:30 Lunch 

13:30 – 15:1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發展障礙領域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神經肌肉領域 
吳宏嘉 

15:10 – 15:20 討論與休息 吳宏嘉 

15:20 – 17:0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神經肌肉領域 
吳宏嘉 

17:00 – 17:30 測驗 吳宏嘉 

 

第二日(105/08/21，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主講者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40 

家庭照顧者功能與角色- 

(1) 照顧者功能評估 

(2) 個案及家屬衛教 

鄭怡娟 

10:40 – 10:50 討論與休息 鄭怡娟 

10:50 – 12:30 長期照護患者之環境與輔具評估介入與資源現況 曾芸家 

12:30 – 12:40 測驗 鄭怡娟 

12:40 – 13:30 Lunch  

13:30 – 15:1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發展障礙領域 曾芸家 

15:10 – 15:20 討論與休息 曾芸家 

15:20 – 17:0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發展障礙領域 曾芸家 

17:10 – 17:30 測驗 曾芸家 

 

第三日(105/08/28，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主講者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40 

長期照護領域感染控制 

(1) 感染與防護(長期照護之醫療風險/危機處  

 理) 

(2) 正確使用個人裝備 

鄭怡娟 

10:40 – 10:50 討論與休息 鄭怡娟 

10:50 – 12:30 長期照護品質之指標、監測與管理 鄭怡娟 

12:30 – 12:40 測驗 鄭怡娟 

12:40 – 13:30 Lunch 

13:30 – 15:1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呼吸循環領域 陳健智 

15:10 – 15:20 討論與休息 陳健智 

15:20 – 17:0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呼吸循環領域 

(高血壓、糖尿病及心臟病病人的注意事項及運動
陳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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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 

17:00 – 17:30 測驗 陳健智 

 

九、 講師簡介(依課程時間順序) 
黃文妮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吳宏嘉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物理治療師 

鄭怡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心理學性別平等教育與國際志工培   

           訓課程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副秘書長 

曾芸家     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主任 

陳健智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講師 

謝孟倉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神經科 主治醫師 

林桑伊     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侯傑議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物理治療師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十、 相關教育時數認證及相關注意事項： 

1. 訓練期間，參訓學員須全程參與訓練課程，並依規定本人親自簽到／簽退，且

於課程規範時間內完成並通過測驗者(以 70分通過)，始取得完訓資格。取得

資格者由本市衛生局頒發認證證明書。 

2. 為尊重上課講師及品質，不可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本課程採固定式座位，學

員需按照座位入席，上課期間採不定時點名，以維護專業品質，出席率不佳者，

第四日(105/09/04，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主講者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40 
長期照護需求者之評估與介入－ 

(1) 尿失禁 (2) 心智問題 
謝孟倉 

10:40 – 10:50 討論與休息 謝孟倉 

10:50 – 12:30 
長期照護年度專題及新興議題－失智症與其

復健。 
謝孟倉 

12:30 – 12:40 測驗 謝孟倉 

12:40 – 13:30 Lunch 

13:30 – 15:1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骨骼肌肉領域 林桑伊/侯傑議 

15:10 – 15:20 討論與休息 林桑伊/侯傑議 

15:20 – 17:00 長期照護物理治療個案研討－骨骼肌肉領域 林桑伊/侯傑議 

17:00 – 17:30 測驗 林桑伊/侯傑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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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完訓資格。 

3. 本課程物理治療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4. 報名後請務必出席，以確保其他參與者權益，若不克出席，請於 3日前來電取

消報名，俾安排學員遞補。 

5. 本課程提供午餐，勿攜帶飲料、食物進入大禮堂，並請自備環保杯。 

6. 本課程不提供停車優惠，鼓勵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前往。 

7. 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舉辦日期之權利。如遇颱風，且人事行政局 

公告高雄市停班訊息，即取消該場課程。擇期舉辦或取消之訊息，請 

        依本會網站公告為主。 

8. 本計畫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得由本會隨時修（增）訂之。 

十一、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即日起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截止至 105年 7月 20日止，本會會員優先報名至 105

年 7月 17日止(請把握優先錄取時間)，7/18開放其他公學會會員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www.pt.org.tw/courses/進入網頁後請確認課程名稱點選"

檢視"，下拉至最下方"我要報名"處填寫相關資料進行報名)。PS:左側之帳號密碼

處不必理會，報名者請務必詳細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後可直接網站下方查詢是否

登錄成功(呈現報名中)，登錄成功於三天後同報名網址再確認是否錄取，已錄取

者請於 7天內完成繳交報名費。 

十二、繳費方式： 

a.劃撥繳費:帳號「41990076」，戶名：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b.匯款或轉帳：代號 700帳號 0041748- 0014242匯款手續費自行負擔。已完成

繳費者須通知秘書處轉帳款帳戶末五碼數字，以利核對匯款人。 

本會 mail：kaohsiungpt@gmail.com  

本會電話:07-3414815     本會傳真:07-3470540 

c.逕至會館繳交（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901巷 26弄 6號 5樓之 1）若是您已

完成繳費，但因故需取消報名，請於 7月 25日前電話 07-3414815取消，扣

除行政手續費 100元後，可退還您其餘全部費用，7月 27日以後取消報名恕

不予退費。 

十三、上課交通資訊: 

       請參考: http://www.edch.org.tw/index.asp?set=92 

mailto:kaohsiungpt@gmail.com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