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106 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協助員教育訓練研習課程】 

報名簡章 

 
一、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能治

療室 

二、 課程簡介： 1. 本會預計七月承接台中市衛生局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成

為特約單位，執行衰弱老人及輕度失智者複合式認知介入方

案，此方案時間為期 12 週，每週 1 次，每次 2 小時而適用對

象包括衰弱老人及輕度失智者（CDR＝0.5 & 1）。 

2. 此次為複合式認知介入方案協助員訓練課程，總共兩天時間，

包括一天的十二週教案內容、相關知識理論課程，還有一天

的實習演練。報名此次執行方案的學員須全程參與，通過實

習者，本會將頒發證明並將人員名單呈報衛福部成為本方案

執行之協助員。 

三、 課程日期： 民國 106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一天及 7 月 8 日（星期六）一天 

四、 課程地點： 7 月 2 日於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2 樓 0221 教室； 

7 月 8 日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汝川大樓 15 樓職能治療室。 

五、 報名辦法：  

1.報名對象： 限從事老人、身心障礙或失智症照護相關工作，且具兩年以上

工作經驗者報名參加。（需於報名時填寫工作經歷） 

2.課程名額： 60 人。 

3.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http://www.tcotu.org.tw/）。 

＊先匯款，報名表中須填匯款資料(請務必填寫正確轉帳帳號後

五碼，如實際匯款帳戶與報名填寫之後五碼不同，請務必通知本

會)，資料未完整、非正確者，視同未報名，敬請協助配合。 

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取名單為準。 

4.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民國 106 年 6 月 23 日止，或額滿為止。 

5.課程費用： 3000 元。 

6.匯款資訊： 國泰世華銀行（水湳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帳號：233-03-003957-7 

（戶名的臺與台有別，請勿寫錯，以免匯款失敗） 

7.錄取確認： 錄取名單將於報名截止後 3 個工作天內於本會網站之「最新消

息」分類中公告，請報名者自行確認，如有疑義請主動與本會秘

http://www.tcotu.org.tw/


 

書聯絡。 

8.退費規範： 課程報名截止前取消，退費百分之八十費用；課程報名截止後至

課程開始前 3 日，退費百分之六十費用；課程開始前 3 日起，恕

不退費。 

如因未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資格不符需退費者，需自行負擔退

款之銀行手續費。 

六、 教育積分： 職能治療積分申請中，如需出席證明請報名時於備註欄填寫。 

七、 注意事項： 1.本課程提供講義、午餐及茶點，；為配合環保政策，請自行

攜帶杯子。 

2.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若有任何更改將會公

告於本會網站。 

3.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因素，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佈之停班標

準為準，若有停課，日後將再公告相關辦理方式。 

八、 課程負責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外展業務特別委員會 

 委員會主任委員：祝旭東 電話：（04）2220-0516 

 本次課程負責人：劉秀之 電話：（04）2473-9595 轉 21520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本會負責人：王珩生理事長 本會聯絡人：會務秘書黃馨慧 

會址：40341 台中市西區建國路 29 號 1 樓  

電話：04-2220-0516 傳真：04-2220-0275 

電子郵件：tcotu.office@gmail.com 網站：http://tcot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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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106 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協助員教育訓練研習課程 

7

月

2

日

星

期

日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08:30~08:45 報 到 

08:45~9:45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介紹以及特約單

位業務說明 
王珩生 

9:45~10:45 極輕度與輕度失智症診斷與治療 簡才傑 

10:45~11:00 休 息 

11:00~12:00 極輕度與輕度失智症認知復建 陳淑美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4:30 複合式認知介入方案十二週教案說明 劉秀之 

14:30~14:45 休 息 

14:45~16:15 團體動力學帶領技巧 簡才傑 

16:15 賦歸 

 

7

月

8

日

星

期

六 

08:30~08:45 報 到 

08:45~10:15 分組教案實地演練(一) 
陳淑美 

劉秀之 

10:15~10:30 休 息 

10:30~12:00 分組教案實地演練(二) 
陳淑美 

劉秀之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4:30 分組教案實地演練(三) 
王珩生 

陳淑美 

14:30~14:45 休 息 

14:45~16:15 分組教案實地演練(四) 
王珩生 

陳淑美 

16:15 賦歸 

 



 

【講師簡介】 

王珩生 

現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醫事調解委員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室組長 

簡才傑 

現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職能治療師 

台灣失智症照護協會（TADA）96 年結訓 

教育部部定講師 

陳淑美 

現任：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附設生活旗艦店社區復健中心 負責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碩士 

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經歷：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職能治療師 

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兼任講師 

劉秀之 

現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監事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經歷：林口長庚醫院 職能治療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職能治療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港分院 職能治療師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一屆理事長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GPS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說明：因中山醫學大學停車場目前無提供停車區域，請有意參與課程，需自行開車之學員請

自行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近找停車位，謝謝您。 

1.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 

於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南路右轉--->直行文心南

路(未過平交道)--> 左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請自行於學校鄰近地區找停車

位） 

2.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接中投公路:台 63線) 

中投公路(3.5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左轉文心南路往台中市

--->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請自行於學校

鄰近地區找停車位） 

3.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烏日交流道) 

於烏日交流道下--->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直行上路橋環中路七段--->下路橋後靠右

側接慢車道繼續直行環中路七段--->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中山路一段)往台中市

--->直行復興路一段左轉文心南路--->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請自行於學校鄰近地區找停車位） 

※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 轉乘統聯客運 85號、159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

步行約 5分鐘 

2. 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

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3. 搭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分鐘) 

※搭乘台鐵: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 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

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2. 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號、73號、85號、159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再步行約 6分

鐘。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