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職能治療長照復能服務工作坊」課程簡章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二、 協辦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高雄醫學大學職
能治療學系、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三、課程簡介及目的：
長照 2.0 強調復能的概念，給付及支付基準將「復能訓練」(reablement) 納入專業服務的
組合，以訓練個案日常生活功能自立，促使個案現有能力最佳化，達到最大的社會參與。然長期
以來醫療「復健」概念，強調缺損訓練、然導致長照個案永無止境訓練而無法達成目標，已深植
專業人員、照管專員及一般大眾，因此，本工作坊為強化長照體系職能治療專業人員之復能概念，
以個案目標為導向、強化個案優勢、短期介入、跨專業合作、協力照顧者落實「每日生活復健」
等，期望從業人員不但能落實復能原則於實務工作，並能具備論述與宣導復能服務之能力，及針
對長照團隊成員或社會大眾倡導與推動正確之復能實務模式。
本課程目的為培養對於復能照顧模式具有正確知能、宣導論述、及諮詢督導能力之長期照顧
職能治療師，上午課程將針對復能內涵與復能服務操作指引做介紹，下午則強化如何訂定復能目
標與品質監督，另以圓桌咖啡坊方式，討論現階段推動復能服務之困境與推動策略。
四、課程資訊：
場次

日期

時間

人數

費用

地點

北部場

108/5/25(週六)

09:00-17:10

50 名

暫定：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中部場

108/5/26(週日)

09:00-17:10

40 名

暫定：中山醫學大學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 1 段 110 號
500 元

南部場

108/6/2(週日)

09:00-17:10

40 名

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 CS211 教室
高雄市十全一路 100 號

東部場

108/6/8(週六)

09:00-17:10

30 名

暫定：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 3 段 707 號

五、參加對象：
(一)目前正在從事長照復能服務之職能治療師。
(二)大專院校職能治療學系科授課之教師。
六、報名方式：
(一)一律以線上報名 http://www.ot-roc.org.tw/，通知錄取後費用請以虛擬帳號方式至 ATM
或網路銀行繳費，未繳費者恕不受理。收到錄取通知後請依以下代碼繳費：
1. 北部場：代碼 006-合作金庫虛擬帳號 1347118 身分證字號後 9 碼(不含英文)，共 16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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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部場：代碼 006-合作金庫虛擬帳號 1347119 身分證字號後 9 碼(不含英文)，共 16 碼。
3. 南部場：代碼 006-合作金庫虛擬帳號 1347112 身分證字號後 9 碼(不含英文)，共 16 碼。
4. 東部場：代碼 006-合作金庫虛擬帳號 1347113 身分證字號後 9 碼(不含英文)，共 16 碼。
例如：北部場學員身分證號為 A123456789，繳款帳號則為 006-1347118123456789
(二)北部及中部場 5/16 報名截止，5/17 前公布錄取名單。
南部及東部場 5/24 報名截止，5/27 前公布錄取名單。
(三)請收到繳費通知後再依提供之虛擬代碼繳費(500 元)，若提前繳費，課程因人數不足或其他
因素取消開課需自行負擔手續費 15 元。
(四)資料未完整者，視同未報名，請協助配合。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取名單為準。
七、報名期限：北部及中部場即日起至 108 年 5 月 16 日截止。
南部及東部場即日起至 108 年 5 月 24 日截止。
八、 教育積分：本會將依學員實際參加時數發給職能治療繼續教育學分共 8.2 學分;長期照顧繼續教
育積分共 6.8 學分。本會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1 年 6 月 6 日局考字 0910022204 號函核准為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之學習機構，可認證學習時數。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提供午餐。
(二)依實際參加時數發給出席證明。
十、課程負責人：本會學術發展委員會 周映君主委
十一、 本會負責人:張玲慧理事長
本會聯絡人:周美華秘書長、黃上育副秘書長、陳官琳副秘書長、陳欣愉秘書、李采韓秘書
電話:(02)2382-0103 傳真:(02)2382-6496 會址: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9 號 5 樓之 3
E-mail:otaroc@ms13.hinet.net 網 址:www.ot-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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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職能治療復能服務工作坊課程時間表
日期

時間

主題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復能內涵與操作指引簡介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北部場：
108/5/25(週六)
中部場：
108/5/26(週日)
南部場：
108/6/2(週日)
東部場：
108/6/8(週六)

講師
北：毛慧芬
中：蔡宜蓉
南：張玲慧
東：蔡宜蓉

北：待聘中
個案討論：案例、引導技巧、 中：待聘中
與團隊運作模式
南：待聘中
東：待聘中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北：毛慧芬
復 能 指 導 之 落 實 （ 目 標 設 中：蔡宜蓉
定、指導策略、與品質監控） 南：張玲慧
東：蔡宜蓉

14:30-14:40

休息

14:40-15:50

復能實務困境討論（1）

北：毛慧芬、曾翊庭、莊博文
中：蔡宜蓉、待聘中
南：張玲慧、待聘中
東：蔡宜蓉、待聘中

15:50-16:00

16:00-17:10

休息

復能實務困境討論（2）

北：毛慧芬、曾翊庭、莊博文
中：蔡宜蓉、待聘中
南：張玲慧、待聘中
東：蔡宜蓉、待聘中

講師介紹
張玲慧 107 年度衛生福利部「發展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委託案計畫主持人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理事長/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職能治療博士
毛慧芬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美國波士頓大學職能治療所碩士
蔡宜蓉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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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北部班：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自行開車前往：由國道 3 號(北二高)安坑交流道下→往新店方向→直行中央路→左轉中正路→右
轉民權路→左轉建國路，醫院位於左側。



公車：


慈濟醫院站(建國路)：
臺北客運 793(原綠 1073、樹林－木柵)、796(原紅 1080、土城－木柵)
新店客運 綠 3、綠 7、綠 9、綠 10、綠 15
欣欣客運 673、290 副線
指南客運 918



民權路站：綠 13



復興路：
臺北客運 793(原綠 1073、樹林－木柵)、796(原紅 1080、土城－木柵)
欣欣客運 290 副線
指南客運 918



莊敬中學(中正路)：
新店客運 綠 2、綠 5、綠 6、綠 8、906、909
欣欣客運 672、67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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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場：中山醫學大學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 1 段 110 號)

※自行開車:GPS 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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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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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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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 轉乘統聯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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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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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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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場：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 (高雄市十全一路 100 號)

※ 交通資訊
●火車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兩公里，車程約 5 分鐘。
●小港機場轉搭計程車約 30 分鐘。
●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下「鼎金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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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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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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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停車資訊
●高醫第一、第二來賓停車場:在附設醫院內， 由自由路進入，費用每小時 30 元計(30 分鐘內以
15 元計,超過 30 分鐘以 30 元計)，第一來賓停車場地面有機車停車場，費用每次 20 元計。
●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在校園內，由同盟路進入，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停放汽、機車。
●和川停車場:由十全一路 94 巷進入，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停放汽、機車。
●同盟路上路邊收費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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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場：花蓮慈濟醫院(花蓮市中央路 3 段 707 號)

1. 搭乘醫院至火車站前站區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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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乘花蓮客運，至慈濟醫院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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