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年度長期照顧專業課程繼續教育訓練計畫
長期照顧醫事專業人力物理治療人員 Level II 專業課程南部高雄場
壹、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長期照顧物理治療學會、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協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貳、開課目的：
衛生福利部為擴大照護人力的培訓，並強化長期照護醫事人員照護能力，
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團體召開「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培訓規劃」會議，並完成
長期照護醫事人力課程三階段規劃：
(1)Level I 共同課程，(2)Level II 專業課程，(3)Level III 整合性課程。
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 年 5 月 28 日衛部顧字第 1101961102 號函，為確保
長照專業服務品質，自 110 年 1 月 1 日起，凡執行 CA07、CB01-CB04、CD02
者，應依「109 年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專業服務之長照人員訓練計畫」
完成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之復能實務專業服務基礎訓練 8 小時線
上課程及地方政府辦理之 4 小時個案研討實體課程，始得提供服務。然而，
針對 109 年未及完訓或於 110 年起，其後擬投入提供專業服務之人員，應完
成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Ⅱ）及本部 110 年 2 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 號公告整合課程（Level Ⅲ）
，始具資格提供長照復能專業服務。
配合目前政府長照 2.0 強調整合式社區及居家服務模式的積極推行，為
培養物理治療師在長期照護領域的足夠人力，本年度由社團法人臺灣長期照
顧物理治療學會向衛生福利部爭取辦理 110 年度長期照顧專業課程繼續教
育訓練計畫-Level II 專業課程:物理治療人員(物理治療生、物理治療師)。
本年度也是衛生福利部最後一年補助執行 Level II 專業課程進行，其後，
Level II 專業課程和 LevelⅢ整合課程都將自費辦理，學員均須付費受訓。
本課程內容涵蓋物理治療專業在社區及居家長期照護服務所需具備之
評估與介入處理知識，本課程特配合居家復能業務及新發佈的「復能服務操
作指引」調整課程內容，也增加居家復能個案研討的案例和時數，增加失智、
兒童和心肺問題的個案，同時強調跨領域合作的案例呈現，部分案例將搭配
營養師、語言治療師、社工等一起進行討論，期望在課程中強化學員完整的
物理治療長期照護專業知識與技能，以充實執行物理治療長照復能業務的人
力，及提升服務成效和品質。
参、開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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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2 月 04 日 (星期六) 08:00~17:30
110 年 12 月 05 日 (星期日) 08:00~17:30
110 年 12 月 18 日 (星期六) 08:00~17:30
110 年 12 月 19 日 (星期日) 08:00~17:30
肆、上課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一全一路 100 號）
高雄醫學大學 濟世大樓 CS302、CS408 教室
伍、課程內容
第一日(110/12/04，星期六）
時 間
08:00 – 08:30
08:30 – 10:10

標

題

演講者

報到
年度專題與新興議題-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
及復能相關知能

10:10 – 10:20

Tea break

10:20 – 12:00

長照給支付制度介紹

12:00 – 13:10

Lunch

13:10 – 14:00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理

14:00 – 14:10

Tea break

14:10 – 15:50

長照個案輔具的操作實務

15:50 – 16:00

Tea break

16:00 – 16:50

感染管制

16:50 – 17:00

Tea break

17:00 – 17:30

測驗

廖麗君

李姿瑾

游明雅

曾芸家

洪翠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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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110/12/05，星期日）
時 間

標

題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1:00

長照個案需求評估與目標設定

11:00 – 11:10

Tea break

11:10 – 12:00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2:00 – 13:10

Lunch

13:10 – 14:00

長照社區延緩失能失智服務之運作及資源連
結

14:00 – 14:10

Tea break

14:10 – 15:00

跨專業團隊服務

15:00 – 15:10

Tea break

15:10 – 16:50

演講者

廖麗君

吳淑如

陳淑玲

陳淑玲

個案研討-中度失智或衰老個案-含回歸社區、
陳淑玲

社會參與議題

16:50 – 17:00

Tea break

17:00 – 17:30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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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110/12/18，星期六）
時 間

標

題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0:10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0:10 – 10:20

Tea break

10:20 – 12:00

個案研討-小兒長照個案

12:00 – 13:10

Lunch

13:10 – 14:50

復能基本臨床技能

14:50 – 15:00

Tea break

15:00 – 15:50

演講者

楊明勤

林蕙甄

蘇信昌

長照個案常見共病症及其常用藥物對物理治
療的影響

15:50 – 16:00

Tea break

16:00 – 16:50

個案研討-心肺問題個案

16:50 – 17:00

Tea break

17:00 – 17:30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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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信昌

蘇信昌

第四日(110/12/19，星期日）
時 間

標

題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0:10

失智症、衰弱症、運動與營養

10:10 – 10:20

Tea break

10:20 – 12:00
12:00 – 13:10
13:10 – 14:50

蕭世芬

個案研討-中樞神經退化疾病臥床個案-含營
養、皮膚照護之跨領域合作

蕭世芬

Lunch
個案研討-中風個案-含進食與吞嚥照護之跨
領域合作

14:50 – 15:00

Tea break

15:00 – 15:50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15:50 – 16:00

Tea break

16:00 – 16:50

演講者

肌肉骨骼問題之個案(如關節置換、骨折個案
照護之跨領域合作)

16:50 – 17:00

Tea break

17:00 – 17:30

測驗

5

蕭世芬

邀請律師授課

林逸鴻

陸、高雄場講師介紹（依照講題順序）
：
廖麗君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副教授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連續照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學士

李姿瑾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中心照顧管理督導
輔英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慈濟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

游明雅
臺南市私立全沛居家長照機構業務主任
國立第一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曾芸家
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主任
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甲類輔具評估人員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事技術學院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洪翠嬰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兼任講師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兼任講師
林重慶診所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

吳淑如
社團法人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理事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護理學系博士

陳淑玲
佑泰物理治療所所長
台灣機能促進協會秘書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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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勤
松柏物理治療所所長
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學士

林蕙甄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所長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碩士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蘇信昌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所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研究所學士、碩士

蕭世芬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物理治療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學士

林逸鴻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物理治療師
澳洲墨爾本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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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分：
12 月 04 日：醫事人員專業課程類 8 積分／長照課程 8 積分；
12 月 05 日：醫事人員專業課程類 8 積分／長照課程 8 積分；
12 月 18 日：醫事人員專業課程類 8 積分／長照課程 8 積分；
12 月 19 日：醫事人員專業課程類 8 積分／長照課程 8 積分。
※需完成四場課程並通過考試(全部平均 70 分)，始可獲長照 Level II 證書。
捌、參加對象：人數上限 170 名，依據報名時間排序，錄取順序如下：
一、第一階段：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第一階段報名→已額滿)
(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保障 50 名)

再開放 60 名額，於 11/3 中午 12:00 ~11/19 晚上 23:59 開放報名
二、第二階段：物理治療學系大四實習生
(尚有餘額，開放第二階段報名 11/20 12:00~11/26 17:00)
玖、報名時間：2021/10/24 12:00 至 2021/11/26 17:00 止。
壹拾、報名方式：
一、課程資訊請參考臺灣長期照顧物理治療學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LTCPTA)，報名請至
BeClass(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54e6172ae2ec16bc)線上報名。
註：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請至
BeClass(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54e6172c8132a57e)線上報名。
二、依衛福部規定，須先完成 Level I 課程並獲得證書始可修習 Level II 課程，
若尚未完成有意報名者，請先至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網站，長照專區之
長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https://ltc-learning.org/mooc/index.php），完成
線上免費課程及取得 Level 1 完訓資格，所有參加對象請於報名 Level2 課
程時上傳「Level I 證書」。
註：若您先前完訓長照 level I 為實體授課，但手邊沒有證書者，可檢附醫
事人員教育積分系統 level I 課程截圖證明，或請洽原辦訓課程主辦單
位申請補發。
三、依衛福部規定，本課程僅開放物理治療人員(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
尚有員額將開放物理治療系大四實習生報名，物理治療人員請於報名時上
傳執業執照正反面或物理治療師證書；物理治療系大四實習生請上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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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正面。
四、請先匯款 1000 元保證金，於報名時填妥匯款帳號末 5 碼，始完成報名手
續。匯款帳號:合作金庫 長庚分行 006 3638871000315 社團法人臺灣長期
照顧物理治療學會。
壹拾壹、注意事項：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 年 5 月 28 日衛部顧字第 1101961102 號函，…...針對
109 年未及完訓或於 110 年起，其後擬投入提供專業服務之人員，應完成
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Ⅱ）及本部 110 年 2 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 號公告整合課程（Level Ⅲ），始具資格提供長照復能專業服
務。本年度也是衛生福利部最後一年補助執行 Level II 專業課程進行，其
後，Level II 專業課程和 Level Ⅲ整合課程都將自費辦理，學員均須付費
受訓。
二、本課程報名為一次報名四天全部課程。本課程為免費課程，但需收取保證
金 1000 元，收費方式為帳戶轉帳/匯款，完整上完四天全部課程完成簽到
退始可退還保證金，若中途有缺課將不予退還。保證金將於最後一天完成
課程時當場簽收退還。若於報名繳款後取消者，保證金恕不退款。此退費
標準請報名者務必先確認後再報名。已繳費者即表示願意遵守本規定，接
受本簡章文字之契約規範。
三、為尊重上課講師及品質，不可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若遲到仍可進入講堂
上課，但若超過 20 分鐘請諒察無法發給學分與 Level II 證書。
四、本課程上下課之簽到及簽退皆為本人親自親簽，不得代簽。
五、報名時請提供有效之 Email 信箱，以利本會於課後以 Email 寄發 Level II
電子證書，若需要紙本證書，請於課程最後一天至報到處登記並附回郵信
封和 100 元工本費。電子證書請妥善保存，將來要報名 level III 會需要出
示，若遺失需要補發，本學會將收行政工本費 500 元。
六、課程學分將包含物理治療醫事人員學分和長照人員學分各 32 點，在課後
二週登錄「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審查，學員可自行登入查
詢。
七、講堂內禁止飲食及水。講堂外備有飲用水，請自備環保杯。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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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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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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此課程為高雄場課程，北中南場次須分別在同一場地上完四天課程，因講
題講師順序完全不同，學員不得要求更換場地，敬請配合。
十、因應疫情變化課程期間請全程遵守高雄醫學大學防疫規定：
1.學員統一由高雄醫學大學同盟路校門口入場，校外學員(請務必持手機進
入校園)，請現場以手機掃 QR Code 填寫 TOCC 後，發放簡訊取得進入
之憑證並經量測體溫正常，始可進入校園。
2.請所有學員自備口罩並全程佩戴。
3.課程辦理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規定。若疫情需要，課程會做教室分
流，使用視訊教學同步上課(依據報名順序安排)。
壹拾貳、聯絡資訊：社團法人臺灣長期照顧物理治療學會
聯絡人：陳詩涵 秘書
電話：(03)2118800-3740
E-mail：ltcpta0908@gmail.com
壹拾參、交通資訊：
一、 交通方式：
1.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濟世大樓 CS302、CS408 教室)
2.交通指引：
(1)火車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兩公里，車程約 5 分鐘。
(2)小港機場轉搭計程車約 30 分鐘。
(3)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A.下「鼎金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B.下「九如交流道」沿九如路往火車站方向，於自由路右轉，遇同
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4)高鐵車站轉搭計程車約 17 分鐘，沿大中路於自由路右轉，再於同盟
路左轉即達本校。
(5)高捷車站轉搭捷運接駁公車，由後驛站出入口 2 搭乘紅 29 接駁車，
即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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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車資訊：
1.本校第一、第二來賓停車場：在附設醫院內，由自由路進入。
2.同盟路(計次)、自由路(計時)上路邊收費停車格。
3.自由路上計時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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