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 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 

講題: 物理治療結合音樂藝術與舞蹈治療的活動設計/ 

復健病患常見的感染疾病介紹與預防 

主辦單位：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上課地點：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二樓復健科會議室(二樓南四電梯旁) 

上課時間：103年 12月 7日 (星期日) 上午 8點 30分至下午 5 點 20分 

 
【課程說明】 

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此次特別邀請在復健領域有傑出表現的相關專業人員,提

供各位治療師能在現狀的治療下激發出不同的思維,此次課程也包含換照需要的

通識感控學分,名額有限機會難得,請有興趣的會員們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音樂治療簡介及其在復健科的運用 

可曾有一首歌，總是讓你不經意地想起某一個人？可曾有一段樂曲，總是讓你情

不自禁想隨之起舞？音樂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否可以藉著聽

音樂就達到所謂的療效？此次課程將概略介紹音樂治療，並闡述音樂治療師如何

運用音樂元素，進而達到治療的目的! 

圖像會說「畫」- 藝術治療概論與實務應用 

「在文字誔生之前，人們是如何記錄生活點滴的呢？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的顏

色、線條、形狀、與圖像是否有其特殊意義？又「藝術」與「治療」，人文與科

學之間又是如何產生關聯？課程中將淺談藝術治療的起源與發展，接著透過簡單

的創作媒材體驗與臨床實務分享，學員們將對藝術治療有更具體的認識。」 

「舞蹈動作治療的發展與應用-- 當身體遇上心理」 

「舞蹈動作治療在國外廣泛應用在精神醫學與復健醫學的專業中，究竟這是一種

特別的舞蹈課？還是什麼樣的療育方式？她所適用的對象是哪些病患？本單元

將會從舞蹈動作治療的發展過程，應用層面與到目前研究之方向為學員做介紹，

並且簡單的體驗。」 

復健病患常見的感染疾病介紹與預防 

1. 常見傳染病之感染途徑與生理變化 

2. 肺結核定義及傳染途徑：結核病的分類依侵害的器官來區分肺內結核與肺外

結核兩種肺外結核(extrapulmonarytuberculosis)--血行性傳播，包括 

3. 肺結核病種類 

4. 結核病的傳染途徑：飛沫傳染(患者咳嗽、打噴嚏時噴出內含結核桿菌的飛沫

肺結核病經由飛沫傳染，有點像感冒每個人都有機會感染到肺結核病但受到

感染的人，不一定會發生結核病終其一生大約有 1/10 發病的機會) 



5. 肺結核傳染期 

6. 肺結核症狀及治療原則 

7. 暴露者定義 平常如何預防保健 

8. 疥瘡感染症致病原 

9. 流行病學 

10. 傳染窩 

11. 傳染方式-接觸患者的皮膚、衣物、床舖或傢俱皆可能被傳染，疥蟎在成人

間常透過身體親密接觸傳染。疥瘡傳染性很高，患者應格外注重個人清潔衛

生。 

12. 臨床症狀 

預防方法及手部衛生 

【講師簡介】 

彭鈺翔，MT-BC   音樂治療師 

學歷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 (University of Missouri — Kansas City, U.S.A.)

藝術碩士(音樂治療)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士(音樂/大提琴主修)       

證照 

 Music Therapist–Board Certified (MT–BC) 

美國音樂治療協會 (American Music Therapy Association) 檢定合格

音樂治療師 

 Newborn Intensive Care Unit Music Therapist (NICU MT) 

新生兒加護中心音樂治療師，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嬰幼兒醫學音樂治

療學會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ant and Child Medical Music Therapy) 授證之音樂治療師 

 Neurologic Music Therapist (NMT) 

神經音樂治療師，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音樂生物醫學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 Music at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神經音樂治療課程  

經歷 

長庚紀念醫院北院區 

專任音樂治療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專任研究助理  協助音樂治療研究計畫執行，提供早期療育音樂治療服務 

台中市特教資源中心 

兼任音樂治療師   

美國堪薩斯州彩虹精神療養機構(州立醫院) (Rainbow Mental Health Facility) 

專任治療師（音樂治療）       

王莉鈞   藝術治療師 

學歷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藝術治療研究所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2008-2011 

現職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藝術治療師  

經歷 

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藝術治療師 2012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成人急性精神病房療癒活動諮商師 2010-2011 

證照 

台灣藝術治療學會專業認證會員（TRAT第 2012-031號）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諮心字第 002125號） 

程芝鳯   舞蹈動作治療師 

學經歷: 倫敦大學 Goldsmiths學院舞蹈動作治療碩士; 

 英國合格舞蹈動作治療師(RDMT 0912),台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認證治療師  

CDT200203161026 

現任長庚醫院復健科舞蹈動作治療師、台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常務理事曾任台安

醫院表達性藝術治療中心舞蹈動作治療師；懷仁全人發展中心兼任舞 

蹈動作治療師；台灣藝術大學表達性藝術治療課程講師；亞東技術學院與長庚醫

學大學護理系早期療育課程講師；曾帶領台灣科技大學、佛光大學生命所等大專

院校做身體動作探索與自我成長團體 

林均穗   感染管制專員 

專長:感染管制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感染管制組專員 

【學員名額】40 人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報名費用】：＊課程結束後,公會將協助會員學分登錄 

 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800 元（限有效會員） 

 其他縣市物理治療公會會員：1000 元 

 其他：1200 元 

【報名方式】 

1、於 ATM轉帳後，由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網站進入網路線上報名系統， 

    資料填寫完畢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公會網址 http://www.typt.org.tw 

    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轉帳帳號 

    郵局代碼 700  局號-帳號 0121219-0227392 

    2、繳交研習費後請將收據貼上傳真報名表單上傳真至公會, 研習費收據如

需寫醫院抬頭或統一編號,請於報名傳真表單上註明。  

3、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03 年 11 月 21 日截止 (額滿即提前截止)。 

 



【交通資訊】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頂湖路 123 號 

可先搭車至林口院區後，再轉搭乘往『桃園分院』免費交通車 

林口長庚─桃園分院 

搭車地點 （林口院區）醫學大樓一樓西側門 

     （桃園分院）一樓雨庇前候車處 

尖峰時段 07：00 ~ 17：00（每 10 ~ 15 分鐘一班） 

離峰時段 17：00 ~ 24：00（每 15 ~ 20 分鐘一班） 

位置及交通車班次連結:https://www1.cgmh.org.tw/branch/hel/map.htm 

 

課程注意事項： 

1. 上課地點有飲水設備，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 

2.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上午課程及下午

課程都分別進行簽到及簽退，需完成全日課程才提供積分登

錄。為維護上課品質。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二樓復健科會議室 

 

【課程表】 

第一天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08:00~08:30 報到 工作人員 

08:30~09:20 音樂治療簡介及其在復健科的運用 I 音樂治療師 

09:20~10:10 音樂治療簡介及其在復健科的運用 II 音樂治療師 

10:10~10:30 Break 工作人員 

10:30~11:20 圖像會說「畫」- 藝術治療概論與實務應用 I 藝術治療師 

11:20~12:10 圖像會說「畫」- 藝術治療概論與實務應用 II 藝術治療師 

12:10~13:20 Lunch  

13:20~14:10 舞蹈動作治療的發展與應用 I 舞蹈治療師 

14:10~15:00 舞蹈動作治療的發展與應用 II 舞蹈治療師 

15:00~15:20 Break 工作人員 

15:20~16:10 復健病患常見的感染疾病與預防I 
感染管制師 

16:10~17:00 復健病患常見的感染疾病與預防II 
感染管制師 

 



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 

一、報名身分：﹙請勾選﹚ 

□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會員編號：__________ 

□協辦單位會員；公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          

□其它公會會員；公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 

二、基本資料：﹙請詳填﹚ 

●姓名： ●行動電話：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務必填寫，以便輸入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聯絡電話：(O) (  )           (H) (  )         

●E-mail：     ●傳真電話：   ___  

●服務單位：                  

●聯絡地址：                  

●退款帳號：﹙若課程已經額滿，我們會將費用退還給您，以下請擇一填寫﹚ 

□銀行，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分行            帳號：              

□郵局，局號      － ，帳號      －                 

三、我要參加：物理治療結合音樂藝術與舞蹈治療的活動設計 

              □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有效會員 800元 

              □外縣市公會會員 1000元 

              □其它 1200元 

四、收據  □不需要     □需要, 抬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黏貼處﹚ 

 

若以網路報名請在此填上

匯款日期及姓名 

謝謝 

注意事項： 

於 ATM轉帳後，由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網站進入

網路線上報名系統，資料填寫完畢才算完成報名手

續 

桃園縣物理治療師公會轉帳帳號 

郵局代碼 700  局號-帳號 0121219-0227392 

● 將收據黏貼在本表左方後，直接傳真至公會

(03)2171049 以完成報名手續。 

● 您可以上網查看錄取名單。 

● 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於開課七天前申請退費，

可退所繳費用之7成；於七天內申請，恕不受理退費。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typt4u/ 

傳真 24小時開放  傳真: (03)2171049 (請打電話至本會確認) 

或 e-mail至公會信箱 typt4u@gmail.com  

電話:(03)2174899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08:30-12:3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ypt4u/
mailto:typt4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