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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2年度長期照護職能治療專業人員培訓(Level II)課程-台中場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二、協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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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課程目的與說明： 

衛生福利部於民國99年初召開「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培訓規劃」會議，完成三階段系列

課程的規劃：(1) LevelⅠ共同課程，共18小時，是各專業人員入門長照領域的基礎課程 

（現可由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數位學習平台線上學習及取得證明）。(2) LevelⅡ專業課

程由各醫療專業依各別專業領域需求制訂32小時課程，強調專業照護能力（99年度至今由本

會辦理）。(3) LevelⅢ整合性課程，強調跨專業合作及服務品質增進等議題， 以強化跨專

業整合能力為主。 

         另外依據衛部顧字第1101961102號函，110年1月1日起，凡未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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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擬執行長照專業服務之長照 

     人員，應完成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II），另於衛福部110年2月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公告，也需完成整合課程（Level III），始可提供服務。 

本課程為職能治療專業人員之 Level II課程，期能培訓具備長照服務知能與熱誠之職

能治療專業人員，以因應我國目前長期照顧服務之大量需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中規範

之復能專業服務，輔具購置、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及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等

社區型態服務，以及長期照護與社會福利機構等，均需要職能治療專業的投入， 期望能為

邁向高齡社會的本國儲備質量兼具之職能治療師投入長期照護體系。 

本課程將介紹長照服務之理念與模式（瞭解與醫療體系之差異），強調復能之核心概

念，並以案例與實務說明的方式，介紹居家、社區、及機構中如何進行復能導向之實務工

作，包含評估、介入、溝通與互動、安全措施、品質監控、業務開發等。個案介紹將涵蓋長期照

護體系中常見之失能、失智、兒童、精神疾患等類型，及一般長者之健康促進工作。 

四、課程日期： 

採實體課程，共計四日（32 小時）之課程： 

112年4月15日(六)、4月16日(日)、4月29日(六)、4月30日(日)，共計4日實體課程 

 五、課程地點：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0112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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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加對象: 

    需為職能治療師，且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 I）。另因名額有限， 

優先錄取領有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長照服務小卡)，且實際於長照體系服務者， 

但會保留部分名額給應屆畢業或初取得職能治療師資格者。

七、參加名額：200 人。 

 八、課程費用： 

1. 本會會員1,800元。費用包含電子講義、電子證書。

2. 非本會會員2,200元。費用包含電子講義、電子證書。

 九、報名/繳費方式： 

1.報名簡章資訊將公告本會網站網址 http://www.oturoc.org.tw 最新公告區，一律採取網路

報名。課程預計於112年2月25日00:00開放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b04e63f56ac85b99e，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詢本

會秘書處。聯絡電話：02-28945266；E-mail：oturoc@ms64.hinet.net

2.課程報名步驟

(1)課程須先繳費

(2)繳款完成後，請至 BeClass 填寫報名表單，並於系統上傳匯款憑證(如：網路銀行轉帳截

圖、劃撥單據、ATM 轉帳收據…方式，請將憑證轉為圖檔、Word檔或 Pdf 檔，務必留意是

否匯款成功)。 

(3) 報名後請務必立即以 E-MAIL寄送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 I）完訓證明及長期照顧服務

人員認證(長照服務小卡)

→未按照報名步驟進行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敬請協助配合。

→報名完成不等於錄取本次課程，本會得依報名狀況決定最終錄取名單。

→錄取名單將登載於本會網頁上。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取名單為準。

→未錄取的學員，本會將全額退費(非台灣銀行帳戶手續費須自行負擔)。

3.資料僅供本課程使用，報名後於報名、錄取及備取名單頁面以全名顯示。

4.報名人數不足或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若有任何更改將

於課前公告於本會網站 http://www.oturoc.org.tw。

5.匯款資訊：

銀行：臺灣銀行（004） 分行：台北港分行（2189）

帳號『218-001-00425-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b04e63f56ac85b9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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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oturoc@ms64.hinet.net 

傳真：02-28945572 電話：02-28945266 

6.報名期限：民國112年2月25日00:00開放網路報名至112年3月24日23:59，或額滿為止。。 

十、繼續教育積分： 

    本課程同步申請職能治療師(生)繼續教育積分及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本會將依學員實際參加時數核定職能治療繼續教育積分及長照積分，且依照學員實際參加時 

    數發給出席證明。 

 

十一、注意事項： 

    1.報名後請務必立即以 E-MAIL寄送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 I）完訓證明及長期照顧服務人 

員認證(長照服務小卡)，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oturoc@ms64.hinet.net，信件標題如範例【112 年長照 Level II 課程證明-台中場-  

 陳○○】說明。 

    2.需全程參與課程並通過隨堂及課後測驗(通過分數為 70 分)。 

    3.案例討論採分組討論形式，課程前會先分好組別，請於第一天報到時按照組別入座。 

    4.請學員自行斟酌是否可全程參與課程，遲到、早退超過20分鐘或冒名頂替者，當天的繼續教育 

      積分及結業證書均不予認定。(請勿以搭乘交通工具時間或個人事件為由，要求提前離開)。 

  

十二、其他事項： 

    1.本課程無提供午餐，但可以協助代訂便當。為配合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杯子。   

    2.本次課程僅提供電子講義，請與會學員自行列印或攜帶電子設備到場使用。 

    3.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若有異動會公告於本會網站內。 

    4.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因素，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布之停班標準為準，若有停課則日後 

      另行公告課程時間。 

    5.因應COVID-19疫情管控，請配合下列相關防疫措施：(視課程期間政府公告為準) 

(1)課程當天若有咳嗽、喉嚨痛、發燒(額溫≧37.5℃、耳溫≧38℃)、身體不適、 

   COVID-19確診中或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請勿出席上課。 

(2)課程中請全程戴上口罩。 

(3)配合提供正確的聯絡方式及簽到，以備疫調。 

      6.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會場內禁止照相、錄影、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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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辦單位保有開課或更動講師、課程之權利，如有變動將公告於本會網站上。 

    8.為維護學員權益，會場內謝絕一切旁聽(含嬰、幼兒)。 

 

 十二、退費： 

    1.於上課前21天(含)以上告知者：退70%費用。 

    2.於上課前14天(含)以上-前21天告知者：退50%費用。 

    3.上課前14天(含)者，恕無法退還相關費用。 

 

十三、課程負責人：研究發展委員會鍾裕智主任委員 

本會負責人：王珩生理事長 

本會聯絡人：鍾裕智主委、劉昌誠秘書長、陳友君秘書、陳明珠秘書 

電 話：電話：02-28945266  傳真：02-28945572 

會 址：112028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9號10樓之3 

網 址：http://www.oturoc.org.tw  

信      箱：oturoc@ms6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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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長期照護職能治療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台中場 

(Level II)課程表 
 

日期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112/04/15 

(六) 

Day 1 

 

8小時 

08：00-08：40 報   到 

08：40-09：00 課 前 測 驗 

09：00-11：00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2h) 楊淳雅 高專 

11：00-11：10 休   息 

11：10-12：10 
居家、社區與住宿式機構之

復能(1h) 
  何承彥 職能治療師 

12：10-13：00 午         餐 

13：00-14：30 
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及復 

能相關知能(1.5h) 
蔡宜蓉助理教授 

14：30-16：00 

 

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及復

能相關知能(1.5h) 

蔡宜蓉助理教授 

16：00-16：10 休   息 

16：10-17：10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1h) 
      林怡嘉 主任 

17：10-18：10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理(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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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長期照護職能治療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台中場 

(Level II)課程表 

日期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08：00-08：30 報         到 

 

 

 

112/04/16 

(日) 

Day 2 

 

8小時 

08：30-09：00 
居家復能服務評估 

(失能者) (0.5h) 

 
 

紀彣宙副教授 

09：00-10：00 
失能者居家復能之執行、 

追蹤與評值(1h) 

10：00-10：10  休 息 

10：10-11：10 
以復能為核心之輔具與環境

改造評估(1h) 

紀彣宙副教授 

11：10-11：40 

以復能為核心之環境資源運 

用-輔具、環境改造和 

交通接送(0.5h) 

11：40-12：40 跨專業團隊服務 (1h) 鍾孟修執行長 

12：40-13：30  午 餐 

13：30-15：30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2h) 鍾孟修執行長 

15：30-15：40 休        息 

15：40-16：40 
衰弱與肌少症及老人體適能 

(1h) 
鍾孟修執行長 

 

16：40-17：40 老人營養(1h) 阮盈禎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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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長期照護職能治療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台中場 

(Level II)課程表 

 
 

日期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112/04/29 

   (六) 

Day 3 

   

  8小時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失智者之照顧服務模式 

與照護資源(1h) 

   紀盈如 副主任 10：00-10：30 居家復能服務評估 

(失智者)(0.5h) 
 

10：30-11：30 
失智者居家復能之執行、追蹤與

評值(1h) 

11：30-11：40 休 息 

11：40-12：10 
居家復能服務評估 

  簡才傑 助理教授 (心智個案)(0.5h) 

12：10-12：40 心智個案復能服務介入(0.5h) 

12：40-13：30 午 餐 

13：30-14：30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1h)    王珩生 理事長 

14：30-14：40 休        息 

14：40-15：40 社區與住宿式機構之需求評估(1h) 
 

   吳佳樺 所長 

15：40-16：10 長照社區方案之介入模式(0.5h) 

16：10-16：20 休 息 

16：20-16：50 居家復能服務評估（臥床或長期 

活動受限）(0.5h) 
吳佳樺 所長 

 

16：50-17：20 活動受限支持與照護介入(0.5h) 

17：20-18：20 
居家復能服務評估 

(兒童與青少年)(1h)  
   許莉莉 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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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長期照護職能治療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台中場 

(Level II)課程表 

日期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112/04/30 

(日) 

 

Day 4 
 

8小時 

08：00-08：30                報         到 

08：30-09：30 感染控制（1h） 陳容惠 感管師 

09：30-11：30 

失能者之復能案例小組討論與

報告（含輔具與環評需求）

(2h) 

陳坤村 督導 

11：30-11：40  休   息 

11：40-12：40 社區兒童案例討論與報告(1h) 陳薰瑩 職能治療師 

12：40-13：30  午   餐 

13：30-14：30 
社區精神疾患案例討論與報告

(1h) 

簡才傑 助理教授 

余文凱 負責人 

14：30-16：30 
失智者之復能案例小組討論與

報告（含生活安排）(2h) 

劉秀之 常務理事 

蔡佾錄 所長 

16：30-16：40  休   息 

16：40-17：40 團體活動設計與執行(1h) 
劉秀之 常務理事 

蔡佾錄 所長 

17：40-18：00 課  後  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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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介紹> 按照上課順序 

 
楊淳雅 慈濟基金會長照推展中心管理部企劃室高級專員/區督導 

何承彥 量心居家職能治療所 職能治療師 

蔡宜蓉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林怡嘉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社服室 主任 

紀彣宙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副教授/系主任 

鍾孟修 愛迪樂健康促進團隊 執行長 

阮盈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營養師 

紀盈如 竹山秀傳醫院共照暨遠距中心 副主任/復健科失智團隊 組長 

簡才傑 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王珩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吳佳樺 品沐職能治療所 所長 

許莉莉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復健治療中心職能治療 督導 

陳容惠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感管師/台灣長期照顧感染預防暨控制學會 監事 

陳坤村 彰化縣輔具資源中心督導/彰化職能治療師公會 常務理事 

陳薰瑩 
臺中市私立文昌居家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服務整合協會-晨

心早療中心 職能治療師 

余文凱 翔健社區復健中心 負責人 

劉秀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蔡佾錄 職心居家職能治療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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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0112教室 (40201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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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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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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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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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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鹿客運 99號、99 延號、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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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乘火車從新烏日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3. 轉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 分鐘) 

   4. 轉乘捷運至大慶(中山醫大) ，出口 1 出站後直走步行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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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站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2. 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一卡通、愛金卡(icash)2.0 上下車)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號、73號、159 號、中鹿客運 99號、99延、綠 1、全航客運 58號、58 

       副、58 區 1、豐榮客運 127 延、捷順交通 356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台灣好行公車 6670 號於捷運大慶站(建國北路)下車。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 號、四方公司 242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4.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號於建國南德富路口下車，穿越高架鐵路下方(步行約 2分鐘)。 

 ※搭乘捷運：大慶(中山醫大) 

    搭乘捷運至大慶(中山醫大) ，出口 1出站後直走步行約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