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事項通知
 學會學術研討會及繼續教育課程訂於 108 年 10 月 19 日
在高雄醫學大學舉辦，相關安排請見本通知函，記得要
儘早報名

10 月 19 日上午
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研討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10 月 19 日下午 特別演講
「成就運動表現的物理治療策略」
10 月 19 日下午 繼續教育課程
「產學合作與醫療器材研發之跨領域合作經驗分享」
「運用流程改造精進物理治療安全與效能」

各位親愛的夥伴：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第 78 次學術論文研討會即將於 108 年 10 月 19 日在高雄醫學大學舉
辦(議程請見下頁)，誠摯地邀請您來參加這個盛會。
本次學術論文研討會，除了口頭論文與壁報論文的發表之外，學會除了特別邀請到臺大醫
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柴惠敏老師進行「成就運動表現的物理治療策略」特別演講，指導
場邊物理治療之緊急處置、後送機制及人員與耗材管理模式，及隨隊物理治療之傷害處置、預
防管理與疲勞恢復方式，期能厚植國內物理治療之運動防護專業人才，令學員能瞭解各運動醫
學領域的新趨勢，俾使更多專業人才投入各級運動防護服務；本學會同時規劃了下午之繼續教
育課程，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與資深治療師，在「產學合作與醫療器材研發之跨領
域合作經驗分享」及「運用流程改造精進物理治療安全與效能」等議題上，強化物理治療師專
業知能，進一步提升專業服務品質。臺灣物理治療專業的進步與教育的提升，需要您的參與，
敬請大家把握機會踴躍報名。
請注意上下午需分別報名：
上午場為「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研討會」，課程編號：PTA10803
下午場為「秋季研討會特別演講暨繼續教育研討會」，課程編號：PT10825
再次謝謝您多來的支持和信任，希望您繼續積極參與學會相關活動，並鼓勵您的朋友加
入學會，讓專業進步的動力有您的一份心。再次提醒您前來參與年會與學術活動，我們會場
見。祝您
事事順心、萬事如意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第二十屆祕書處 敬上
108 年 8 月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研討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PTA10803
PT10825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9 日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樓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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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系友會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研討會暨繼續教育課程議程表
時間：民國 108 年 10 月 19 日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第一教學大樓演藝廳、N109、N110、N111、穿堂
十月十九日(星期六)
上午 8:30~12:20
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PTA10803)
8:30~9:00

9:00~ 10:20

上午報到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穿堂
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發表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N109、N110、N111
壁報展示/廠商展場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穿堂

10:20- 11:00

壁報論文發表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穿堂

11:00-12:20

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發表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N109、N110、N111
(12:00-13:30 臨床教育會議；地點 N111)
下午 13:00~17:00
秋季研討會特別演講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PT10825)

13:00~13:40

下午報到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穿堂
特別演講與繼續教育研討會
地點：演藝廳 主持人：呂怡靜教授

特別演講
講師：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柴惠敏
13:40~14:30
主題：成就運動表現的物理治療策略
地點：演藝廳
廠商展場
14:30- 15:00 設備展示
產學合作與醫療器材研發之跨領域合作經驗 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穿堂
分享
15:00-15:50
講師：廖麗君
地點：演藝廳
15:50-16:40

運用流程改造精進物理治療安全與效能
講師：劉雅棻
地點：演藝廳

14:40- 17:00

綜合座談
地點：演藝廳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研討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二、 協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
療學系系友會
三、 時間：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108年10月19日（星期六）09:0012:20
秋季研討會特別演講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10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13:4017:00
地點：第七十八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樓B2演藝廳
秋季研討會特別演講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樓N109、
N110、N111、穿堂
四、 講員與主持人（依演講順序）：
柴惠敏 老師
現職：
台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講師
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科 兼任物理治療師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 人體動作學 博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 物理治療學 碩士
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廖麗君 副教授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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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雅棻 物理治療師
現職：
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復健科物理治療組長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神經學科研究所 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五、 課程簡介：(PT10824)
專題演講
成就運動表現的物理治療
13:40~14:30 講師：柴惠敏
地點：演藝廳

課程介紹：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五條，各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於實施運動培訓、參
賽及舉辦各類運動競賽時，應預防運動傷害之發生，必要時，應聘請物理治療師或運動
防護員，並考量醫療需要，另聘請醫事人員。
柴惠敏老師任職於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物理治療中心兼任物
理治療師。柴老師在體育界知名度很高，被稱為『傳說中的物理治療師』
，並以『物理治
療師』的身份參與世大運、亞運及奧運等國內外多場重要運動賽事，深受國內外知名運
動員及教練的信任，並協助多位選手順利完成賽事。
本次課程透過柴惠敏老師分享場邊物理治療之緊急處置、後送機制及人員與耗材管理
模式；並進一步分享隨隊物理治療之傷害處置、預防管理與疲勞恢復方式，期能厚植國
內物理治療之運動防護專業人才，令學員能瞭解各運動醫學領域的新趨勢，俾使更多專
業人才投入各級運動防護服務。
繼續教育課程
15:00~15:50

15:50~16:40
16:10~16:30

產學合作與醫療器材研發之跨領域合作經驗分享
講師：廖麗君
地點：演藝廳
運用流程改造精進物理治療安全與效能
講師：劉雅棻
地點：演藝廳
綜合座談
地點：演藝廳

課程介紹：
配合國家政策，促進基礎研究人才與產業研發鏈結，本課程規劃旨在培育學員獨立
自主的研究能力，整合醫學新知、藥品新知和產業技術應用，並著重「從醫療需求到產
品概念」之醫療器材研發過程，以及探討醫療行為中所遭遇到的問題，進而提出解決方
案，藉以提升學員教學、研究及產學為導向，增加其職場的專業能力。
廖麗君副教授及其團隊共同規畫之「銀髮健康與科技創新課程模組」獲得優良數位
課程獎項；團隊開發之「人體肌群穩定壓力回饋系統」、「程政群軀幹肌群之等長肌力量
測裝置」及「多軸的負荷力及重心量測裝置」亦獲得多項專利。劉雅棻物理治療師及其
團隊開發之「運用流程改造精進物理治療安全與效能」
，首創智慧物理治療平台來協助復
健預約分流的安排，減少病人久候治療的時間與雍塞的病人量，有效提升物理治療品質
與安全，並榮獲『二○一八年國家醫療品質獎-銀獎』。本課程邀請兩位獲獎之高醫系友，
分享其醫療器材與問題解決之過程。
六、 交通方式：

1.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第一教學大樓一樓與地下一樓)
2. 交通指引：
往後火車站↖

往高鐵站↗

往捷運站↑

演藝廳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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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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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報名及費用：
1. 報名人數：人數上限 150 人，請攜帶身分證報到。不包含午餐，請攜帶環保杯。
2. 報名方式：
(1)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網站線上報名，並以信用卡繳費或銀行匯款繳費，線上
報名截止期限為 108 年 10 月 06 日。
(2) 現場報名：未事先報名者不發給學術論文研討會手冊及講義，亦不保證有座位。
3. 報名費用：(兩堂課需分別報名)
(1) 10/19 學術論文研討會(上午) (PTA10803)
A.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免費
B. 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500 元

C. 非上述身份者：1,000 元
(2) 10/19 繼續教育研討會(下午) (PT10825)
A.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500 元
B. 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800 元
C. 非上述身份者：1,200 元
八、 繼續教育積分：
(1) 10/19 學術論文研討會：8 點繼續教育積分。
(2) 10/19 繼續教育研討會：4 點繼續教育積分。
九、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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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請
諒察無法發給學分。
2. 本課程上下課之簽到、退，採身分證正本刷卡簽到退。
3. 報名時請提供有效之 email 信箱，以利本會於課後以 email 寄發證書。若學員需結業
證明之紙本，煩請於課程期間提供個人郵寄地址、姓名、電話，並將酌收 100 元行政
作業費。
4. 本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請學員於課前自行至學會網站下載。
5. 講堂內禁止飲食。講堂外備有飲用水及點心，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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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