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次TREATS學會暨第五次TSICF學會聯合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大會 
報名簡章(2015) 

指導單位：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邀請中) 
衛生福利部 
勞動部 (邀請中) 
教育部 (邀請中)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TREATS)  
社團法人臺灣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繼續教育學分申請】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申請中)、臺灣復健醫學會(申請中)、臺灣聽力語言學會(申請中)、中華民

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中)、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中)、社團

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申請中)、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中)、公

務人員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大會主題：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及輔助科技政策如何回應ICF社會參與的精神 

日期：民國 104年4月18日(週六全天) 

地點：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 

大會議程如下： 
 

 2015年4月18日(六) 
時間 主題「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及輔助科技政策如何回應ICF社會參與的精神」 

08:20-08:40 報到 
08:40-08:50 開幕式 理事長致詞 

08:50-09:40 
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之發展與

應用 
廖華芳 常務理事 

座長： 邱弘毅 理事長 

09:40-10:30 
規劃國家級輔助科技中心之 

研究發展計畫 
陳適卿 理事長 

座長：杜紫軍 行政院科技政委 
(邀請中) 

 



 
10:30-10:50                        休息時間暨海報展示 

10:50-12:30 

 
圓桌論壇    Chairman：兩會理事長 

 
主題：如何促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 

引言 
1. 政府促進身心障礙者之法源與政策(社會及家庭署 簡慧娟 署長)  
2. 待定(勞動力發展署 劉佳鈞 署長)  
  (兩位講者邀請中) 
與談者 
1.促進障礙者社會參與之策略(呂淑貞 常務理事) 
2.身心障礙者對社會參與之共識(楊聖弘 秘書長)  
3.產官學研界如何藉由研發增加障礙者之社會參與(賴建宏 教授)  
4.輔具資源中心如何提升服務促進社會參與實例分享(楊忠一 主任)  
5.輔具科技促進社會參與實例分享(施啟明 主任) 
6.社會企業如何促社會參與實例分享(林進興 董事長) 
7.職能再重建(黃慶鑽 常務理事)  
 
專論 
身心障礙者的理想國(楊玉欣 立委) (邀請中) 
 
討論 
簡慧娟、劉佳鈞、楊玉欣、陳適卿、邱弘毅、呂淑貞、楊聖弘、王榮璋、賴

建宏、林進興、章良渭、陳家進、楊忠一、施啟明、黃慶鑽、李淑貞…等。 
(邀請中) 

12:30-13:30 
午餐/ ICF研究學會 會員大會 (room A) 暨海報展示 
午餐/輔具科技學會 會員大會 (room B) 暨海報展示 

13:30-14:20 

A場 B場 

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

表於工作評估之應用 
 

呂淑貞 常務理事 

座長： 
吳亭芳 
教授 

輔具服務新制：各縣市輔具

資源中心服務創新與特色 
李淑貞教授  

(13:30-14:10)  

座長： 
林光華  
常務理事 

 
輔具中心之服務品質 

提升與認證   
魏大森 常務理事  

(14:10-14:40) 

座長: 
彭志維 
秘書長 

 
14:20-15:10 

 
如何應用FUNDES及
引導模式來促進社會

參與 
康琳茹 教授 

 
座長： 
黃慶鑚 
常務理事 

輔助科技研發趨勢與策略 
陳家進 教授 

 (14:40-15:10) 

座長： 
章良渭 
常務理事 



 

15:10-15:30 休息時間暨海報展示 

15:30-16:30 
ICF學會論文發表 

大會 
(3篇口頭報告) 

座長： 
劉燦宏  
常務理事 

Leading Talk  
輔具科技研發與商品化及新

思維  
李明義 教授  
(15:30-15:55) 

座長： 
李明義  
教授 

 
邱創乾 
副校長 

 
 

 

漸凍人之全面性問題與輔

具需求  
黃啟訓 主任 
(15:55-16:20) 

四肢癱瘓者之輔助科技 
研發  

陳友倫 教授 
(16:20-16:45) 

 
座長： 
羅錦興  
教授 

 
呂東武  
教授 

16:30-17:00 

台灣地區成年人口群

與身心障礙者活動及

社會參與功能現況與

比較 
嚴嘉楓 教授 

座長： 
張光華 
理事 

 

腦控科技在輔助科技之應

用—現在與未來 
郭重顯 所長  
(16:45-17:10) 

17:00-17:30 

由資料庫看台灣身心

障礙者之失能分布 
 

紀彣宙 教授 
Panel Discussion  
輔助科技研發趨勢 

以上四位講者與座長及全體與會者

(17:10-17:30) 
17:30 頒獎與賦歸 



 
【收費標準】 

＊ 民國 104 年 3 月 9 日(含)以前報名並完成繳費者，非會員新臺幣 800 元；學會會員新臺幣 500
元，學生新臺幣 3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 民國 104 年 3 月 9 日以後報名者，非會員新臺幣 1,000 元，學會會員新臺幣 600 元，學生新臺

幣 4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 現場報名者，費用皆酌增 200 元。非會員新臺幣 1,200 元，學會會員新臺幣 800 元，學生新臺

幣 500 元(附學生證影本)。 
＊ 若學生投稿入選海報發表後免報名費!! 

【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開始報名，請由各自學會網路報名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復 健 工 程 暨 輔 具 科 技 學 會 (TREATS) ， 請 上 網 填 寫 報 名 表

(http://www.treats.org.tw)劃撥帳號：50192874；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

會。或 使用銀行臨櫃繳費或ATM繳費，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銀行帳

號 : 154-100090364 華銀臺大分行。若用ATM繳費者，請來信告知您轉帳的後4碼帳號

(treats.tw@gmail.com)，以方便寄給您正式收據 

2. 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內容、舉辦日期之權利。 

3. 報名後，請於報名三日內繳費。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於會議二週前(104/4/4以前)申請

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7成；於104/4/5~4/14申請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5成；於會議前三天

內(104/4/15~4/17)申請者，恕不退費。 

4. 民國104/4/15(含)以後繳費者，麻煩請於會議當天攜帶繳費收據至報到處，以節省工作人員查

詢的時間。 

5. TREATS學會洽詢電話：(02)27372181#1241再轉15，秘書處 范小姐。 
Email： treats.tw@gmail.com，學會官網：www.treats.org.tw。 

 
 

 

 

 

 

 

http://www.treats.org.tw/
mailto:treats.tw@gmail.com
mailto:treats.tw@gmail.com
http://www.treats.org.tw/


 

2015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會員大會暨研討會 
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單 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單位)      ─               (手機)                       

E - M a i l   

用 餐 □ 葷食  □ 素食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600  □早鳥 500 (3/9前) 

□1000 □早鳥 800 (3/9前) 

學生會員    □ 400□300(3/9前) 

學生非會員  □ 500 

學生會員投稿□ 免費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帳號：50192874 

華南轉帳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帳號：154-100090364 

附註：華南銀行為台大分行 
請於完成繳費後，將此報名表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回覆主辦單位以完成報名。 
聯絡資訊：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 號 2 樓 復健科輔具室 范怡寧 小姐   
電話：02-27372181 轉 1241 再轉 15  傳真：02-55589880 電子郵件：treats.tw@gmail.com 

 

繳費單據黏貼處 

（繳費單據收執聯，請填寫姓名後黏貼） 

 

 



 

論文投稿辦法： 
論文徵選時間：即日起至民國104年3月20日截止。 

徵求論文種類與領域：促進有關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及ICF在學術研究與實務技術方面之相關
領域論文。 

論文發表與評選： 
海報論文發表者應在本會指定區域展示海報，並於論文發表大會海報展示時段派人出席接受

參與聽眾的提問與討論。 
投稿本次甄選活動之作者，視同同意授權「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台灣國際功能與

身心障礙與健康分類(ICF)研究學會」，將所著論文摘要彙整為論文集形式出版，並同意接受本會

之攝影、拍照、錄音等各種影音圖像處理，及後續各種形式非營利之公開展示與發行，以利相關資

訊之流傳。為適合論文集之收錄，本會有編輯所有文章版面之權利。若學生會員投稿海報論文發表

入選者則免報名費。 

論文摘要投稿說明： 
1. 投稿稿件應以尚未正式發表之論文為限，有增修者不限。 

2. 海報展示報告者之姓名下畫線標示。 
3. 中或英文摘要皆可，但皆應有中文及英文標題與作者中、英文姓名(作者為外國人時則用英文姓

名即可)；其先後順序為中文排在英文前面。 

4. 論文詳細格式及內容請參照附件「中文摘要格式範例」與「英文摘要格式範例」。 
請注意：摘要格式請務必依照本徵選辦法規定，若格式不對，將於不予受理。 

5. 論文投稿一律採通信投稿，通信作者請以 E-mail 傳送「論文摘要」及「作者基本資料表」(如後

附)，並於主旨（subject）處註明「論文發表大會論文摘要(通信作者: xxx 寄)-台灣復健工程暨

輔具科技學會收」，通信投稿之信箱為:（treats.tw@gmail.com）。  

6. 今年的論文發表將有評審機制，擇優頒發獎狀以示獎勵。 

摘要寄出後三個工作天投稿者應會獲得回覆。若無，請洽秘書處(02-27372181轉1241再轉

15，范怡寧小姐)或email至(treats.tw@gmail.com)查詢。後續有關該論文摘要之相關事宜（如報告

時間及方式等）本會將以電子郵件通知作者。摘要格式不符者，本會將以電子信箱回覆，請於徵選

期限內重新投稿。 

入選海報論文發表公告：預定民國104年3月23日以網站公告及電子郵件通知並行。 
 
 
 
 
 
 
 
 



 
2014 TREATS研討會摘要投稿中文格式(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12點，單行間距，粗體) 

 
1程欣儀, 2彭志維, 3,*鄭智修(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1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2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復健學科 

3長庚大學物理治療系暨研究所 (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 通訊作者email:treats.tw@gmail.com 

 
簡介(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粗體) 
本研討會希望藉由參與之學者專家在專業經驗之

交流，進而促進有關ICF及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

之學術研究與實務技術，並藉此聯絡彼此之情

誼。大會將以論文摘要集方式發行紙本，論文摘

要可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了能有一致的格式，

故以本文做為準備中文論文摘要時之準則，論文

請包含本格式上所提到之章節，英文論文請另外

根據英文格式撰寫。摘要以一頁A4大小為限。請

以PDF檔案型式上傳至官方網站所載明之信箱。 
(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本中文摘要格式承襲英文摘要，相關格式、內容

若有不盡詳細之處請以英文摘要為準。 
 
方法 
敘明研究方法。 
 
分段請空一列。 

 
結果與討論 
文中若有圖表參考，請標示(圖1)或者(表1)。  
 
參考文獻用方括弧註明出處 [1,2]. 參考文獻格

式如本格式所樣本。請注意期刋名或書名用斜

體，期刋卷數用粗體。  
 
表1:(粗體) 表頭請頂置表上方 (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圖 1:(粗體) 圖說 (標楷體12點，單行間距) 
 
 
結論 
文章結論。 
 
誌謝 
若有誌謝，請指明。國科會計畫請註明編號。 
 
參考文獻 
1. Lin CL, et al.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30:423-8, 2012. 
2. Chen HB, et 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2010 World 
Congress, Leipzig, Germany, 2010. 

3. 陳顥齡等人，第三屆職能治療師全國聯合會學
術研討會，台北，台灣，2008。(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 12 點，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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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GUIDELINES FOR 2014 TREATS ANNUAL SYMPOSIUM 

 
1Hsin-Yi Kathy Cheng, 2Chih-Wei Peng, 3,*Chih-Hsiu Cheng 

1Graduate Institute of Early Intervention,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Gu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School of Medicine,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Gu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email:treats.tw@gmail.com 
INTRODUCTION 
These instructions con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per submission process and represent a 
template for paper formatting. All papers must 
be submitted as PDF files.  
 
METHODS 
The abstract is limited to one page in A4 size 
paper. Top and bottom margins should be 20 
mm with both left and right margins kept in 15 
mm. All abstracts should be formatted using 
this document as a template. The title (in bold 
caps), authors, and author affiliations should be 
centered across the top of the page. The body 
of the manuscrip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sections specifically titled as follows: 
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Text within each section 
should be justified for both right and left sides, 
with no indentation of each paragraph. Use 
single line spaced between paragraph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Figures and tables may be incorporated within 
the document and must be referenced in the 
text (see Figure 1). Captions must be legible 
and placed below each Figure, and above each 
Table. Tables may extend across two columns 
when needed (see Table 1).  
 
Reference citations within the text are to be 
made with numbers in square brackets [1,2]. 
References are to be formatted as illustrated on 
this page. Place the journal or book title in 
Italics, with volume  
 
Table 1: Captions are above each Table. 
 
 
 
 
 
 

 
 
numbers in bold. Do not forget to remove 
citation formatting codes when using reference 
software as Endnote© or Reference Manager©.  
 
 
 
 
 
 
 
 
 
 
Figure 1:  Ensure text is readable. 
 
CONCLUSIONS 
Contributions will be peer-reviewed and 
presented as either a poster or an oral 
presentation within the scientific program.  
 
ACKNOWLEDGEMENTS 
Acknowledgments are optional, and research 
funding resources including funding 
organizations with a reference number should 
be specified. 
 
REFERENCES 
1. Lin CL, et al.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30:423-8, 2012. 
2. Chen HB, et 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rosthetics and Orthotics 2010 World 
Congress, Leipzig, German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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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本資料表】 

論

文

資

料 

論文中文名稱： 
 

論文英文名稱：  

論文關鍵字：  

發表方式：海報  

第一作者：  服務單位:  

第二作者：  服務單位:  

第三作者：  服務單位:  

第四作者：  服務單位：  

第五作者：  服務單位：  

第六作者：  服務單位：  

報告者：    

聯

絡

資

料 

通訊作者：  電話(公)：  

行動電話：  電話(宅)：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  

郵寄地址：  

請務必填寫完整，並寄至信箱（ treats.tw@gmail.com）謝謝您！ 
  



 

 

臺大公衛學院地圖及交通指南: 

  

 

搭捷運者： 
淡水線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出來→沿常德街直行到達中山南路口過馬路(對面是台大醫院大

門)→左轉中山南路到達第 1個路口徐州路口→右轉徐州路，過了林森南路口左手邊，即是公

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10分鐘。 

板南線善導寺站-2號或 3號出口出來→走到林森南路→沿林森南路走到徐州路口 ，左手邊即

是公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8分鐘。 

 

 

 

 

 

 

開車路線： 



 

 

由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  

1. 由中山高南下→下圓山交流道→建國北路高架橋→建國高架橋仁愛路出口下交流道→

右轉仁愛路三段、二段、一段→右轉中山南路→臺大醫院  

2. 由中山高北上→下重慶北路交流道→重慶北路三段→左轉民族西路→右轉中山北路三

段、二段、一段→接中山南路(臺大醫院)後左轉→達第 1個路口徐州路口→右轉徐州

路，過了林森南路口左手邊 ，即是公衛學院大樓 

由經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 

北二高→下安坑交流道，左轉環河路→水源快速道路→於師大路出口下交流道，右轉師大路

→左轉羅斯福路三段、二段、一段→ 接中山南路(臺大醫院)後左轉→達第 1個路口徐州路口

→右轉徐州路，過了林森南路口左手邊 ，即是公衛學院大樓 

 

 
 

 



 

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工作坊課程 

報名簡章 (2015第一季) 

步態與行動輔助科技趨勢工作坊  

在科技的日新月異之下，全球醫界正為了讓脊髓損傷患者可以站起來尋求解決方案，神

經肌肉之生物力學分析結合機電設備，機械外骨骼系統能讓對胸腰椎脊髓損病人重新站起

來，並使用此外骨骼系統重建功能性行走，回到日常生活。 

國內外許多文獻都提及站姿和行走對脊髓損傷病人之重要性，而機械外骨骼系統提供的

不只是患者生理功能的重建及健康的增進；能與社會大眾眼對眼的平視，重建了患者的信心

並提升了心理層面的幸福感，更增進社會參與的意願；同時也有效減低病人及社會在後續的

整體醫療費用支出。 

本次研討會內容包含下肢神經肌肉之步態分析、生物力學與機電科技的結合，同時邀請

國內廠商所引進之機械外骨骼系統至會場講解並示範。「Rewalk友信立可走機器人腳」為全

球第一台通過美國FDA認證之家用機械外骨骼系統，引領亞太、在台灣首播上市。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TREATS)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友信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安川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繼續教育學分申請】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申請中)、臺灣復健醫學會(申請中)、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申請中)、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申請中)、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中)、公務人員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主題：步態與行動輔助科技趨勢 
日期：民國 104年4月19日(週日上午) 
地點：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201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 

【工作坊課程表】 
 2015年4月19日 (週日上午) 

時間 工作坊主題「步態與行動輔助科技趨勢」 

08:20-08:40 報到 

08:40-08:50 
開幕式 

陳適卿理事長 致詞 

8:50~9:35 
Gait Analysis and Neuromechanics 

講者: 呂東武 教授 主持人： 
 

傅立成 教授 
 

陳適卿教授 

9:35~10:20 
Advance Technology for Gait 

講者: 彭志維 教授 

10:20~10:30 Panel Discussion (討論) 

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20 

Balance and Gait Rehabilitation –Clinical 
Aspect 

講者: 賴建宏教授 主持人： 
 

鄧復旦 教授 
 

章良渭 教授 
 

(邀請中) 

11:20~11:50 

ReWalk - more than walking 
講者: Mr. Itai Levinson,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sia of 
Rewalk Robotics Ltd. 

11:50~12:20 
Rewalk system: Hands on (動態操作) 

友信醫療集團 

12:20~12:30 Panel Discussion (討論) 

12:30-12:35 Closing Remark  



 

【講師與主持人簡介】 
姓名 學經歷 專長 

陳適卿 

現職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復健學科 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副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台灣復健工程暨科技輔具學會  理事長 
學歷 
日本東北大學 運動機能再建學 博士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學士 

復健醫學、復健工

程與輔具科技、功

能性電刺激、痙攣

治療 

呂東武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醫學系骨科 合聘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合聘教授 
學歷 
英國牛津大學 醫學工程 博士 

骨科生物力學、動

作及步態分析、復

健工程、運動生物

力學、  影像生物

力學 

傅立成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健康科學與生活研究中心 主任 
學歷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B.S. 

機器人視覺與應

用、智慧生活空

間、控制理論與應

用、視覺追蹤、人

機互動 

彭志維 

現職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復健學科 專任副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復健科 復健工程組長 
台灣復健工程暨科技輔具學會 秘書長 
學歷 
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博士  
美國杜克大學醫學工程系 博士前訓練 
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系 學士 

醫學工程、復健工

程、科技殘障輔

具、神經工程、泌

尿復健工程、復健

醫學、神經科學 

賴建宏 

現職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復健學科 副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台灣復健工程暨科技輔具學會  常務理事 
學歷 
私立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博士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學士 

復健醫學、生物醫

學工程、神經復

健、骨關節復健、

復健輔具 



 

 

Itai Levinson 

 

現職 
ReWalk Robotics Ltd.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sia 
學歷 
B. Sc.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BA -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Haifa - Israel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Powered 

Exoskeleton 
System 

鄧復旦  

現職 
長庚大學 醫學系醫學系教授 
長庚醫院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台灣復健醫學會  常務理事/副理事長 
學歷 
台灣大學醫學系 學士 

足部復健、脊髓損

傷復健、義肢裝

具、神經復健、超

音波導引注射、風

濕關節炎復健、 

章良渭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副教授 
台灣復健工程暨科技輔具學會  常務理事 
學歷 
美國普度大學 機械工程 博士 
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 碩士  
成功大學 造船工程 學士 

義肢與矯具學、復

健工程學、人體動

作功能評估與重

建、機器人學應用

於人工肢體之設

計與控制 

以上講者列名為依照議程順序排列 



 

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2015第一季工作坊課程 

報名表 (步態與行動輔助科技趨勢工作坊)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單 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單位)      ─               (手機)                       

E - M a i l   

報 名 費 

□  免費 ，Treats有效會員 

□ 500元，非 Treats有效會員，已參加 4/18日之年度研討會者 

□1000元，其他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帳號：50192874 

華南轉帳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帳號：154-100090364 

附註：請於完成繳費後，將此報名表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回覆主辦單位以完成報名。 
聯絡資訊：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 號 2 樓 復健科輔具室 范怡寧 小姐   
電話：02-27372181 轉 1241 再轉 15  傳真：02-55589880 電子郵件：treats.tw@gmail.com 

 

繳費單據黏貼處 

（繳費單據收執聯，請填寫姓名後黏貼） 

 



 

【報名費說明】 
     配合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Treats)於 104 年 3 月 18 日舉行年度學術研討會，

非本學會有效會員，若已經報名參加 4/18 日之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課程者，則可以 500 元優

待價報名 4/19 日工作坊，原價為 1000 元。欲參加者請事先報名，請填寫此簡章所附報名表

e-mail 或傳真進行報名；  

1. Treats 有效會員，可免費參加工作坊。  
2. 其他非學會會員已報名 4/18 日之學會年度研討會者，此場報名請繳交 500 元。 
3. 其他身分者，請繳交 1000 元。 

 
以上相關課程資訊與報名表電子檔，可至學會網站(http://www.treats.org.tw)查詢下載。 

【報名注意事項】 
1. 本工作坊課程自即日起開始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本學會依報名順序決定與會資格，

請及早報名。 
2. 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內容、舉辦日期之權利。 
3. 如需繳費者，郵局劃撥帳號：50192874；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

或 使用銀行臨櫃繳費或ATM繳費,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銀行帳

號: 154-100090364 華銀臺大分行。若用ATM繳費者,請來信告知您轉帳的後4碼帳號

(treats.tw@gmail.com),以方便寄給您正式收據。 

(i) 報名後，請於報名三日內繳費。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於會議二週前(104/4/5
以前)申請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7成；於104/4/6~4/15申請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5
成；於會議前三天內(104/4/16~4/18)申請者，恕不退費。 

(ii) 104/4/16(含)以後繳費者，麻煩請於會議當天攜帶繳費收據至報到處，以節省工作人

員查詢的時間。 

(iii) TREATS學會洽詢電話：(02)27372181#1241再轉15，秘書處 范小姐。 
Email: treats.tw@gmail.com，學會官網：www.treats.org.tw。 

 

【交通資訊】 
搭捷運者： 
淡水線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出來→沿常德街直行到達中山南路口過馬路(對面是台大醫院大

門)→左轉中山南路到達第 1個路口徐州路口→右轉徐州路，過了林森南路口左手邊，即是公

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10分鐘。 

板南線善導寺站-2號或 3號出口出來→走到林森南路→沿林森南路走到徐州路口 ，左手邊

即是公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8分鐘。 

 

http://www.treats.org.tw/
mailto:treats.tw@gmail.com
http://www.treats.org.tw/


 
自行開車者： 

由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  

1. 由中山高南下→下圓山交流道→建國北路高架橋→建國高架橋仁愛路出口下交流道→

右轉仁愛路三段、二段、一段→右轉中山南路→臺大醫院  

2. 由中山高北上→下重慶北路交流道→重慶北路三段→左轉民族西路→右轉中山北路三

段、二段、一段→接中山南路(臺大醫院)後左轉→達第 1個路口徐州路口→右轉徐州

路，過了林森南路口左手邊 ，即是公衛學院大樓 

由經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 

北二高→下安坑交流道，左轉環河路→水源快速道路→於師大路出口下交流道，右轉師大路

→左轉羅斯福路三段、二段、一段→ 接中山南路(臺大醫院)後左轉→達第 1個路口徐州路口

→右轉徐州路，過了林森南路口左手邊 ，即是公衛學院大樓 

臺大公衛學院地圖: 

 

 

 

 


	【報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