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照 2.0 跨專業復能服務論壇
壹、主辦及協辦單位
1.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長庚大學醫學院健康照護產業碩
士學位學程、長庚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2.

協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長期照護研究中心、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
健康照護管理系、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一般內科暨高齡醫學科、桃園市物理
治療師公會、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貳、開課目的
鑒於我國人口快速老化，高齡失能(失智)人數增加，衛福部於民國 105 年底
推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目標在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照服務體系。
期間體察民意，不斷地滾動修正，於民國 107 年 8 月 29 日提出「復能多元服務
試辦計畫」係為長照服務的新形態模式，為使即將出院有需求的個案，能以最快
的速度銜接上長照復能服務，以達到醫療和長照無縫接軌和協助個案功能最佳化
之政策目標。基於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精神，「復能服務」是以個案自訂的生活
目標為服務目標，透過跨專業團隊協力，並善用個案潛能協助自立生活訓練。
本次研習內容包括三大主題：
（一）復能政策和未來展望介紹、
（二）個案管
理與復能轉介、（三）跨專業復能服務及成果分享。研習內容由「復能政策和未
來展望介紹」起始，讓學員瞭解政府角度對於復能計畫的政策架構，以及新年度
的新展望，使大家在執行上可以預作準備；在「個案管理與復能轉介」場次中，
分別由醫院 A 單位和治療所 A 單位提出具體評析，使得學員瞭解個案在醫療和
社區內復能轉介要點和實務過程；在「跨專業復能服務及成果分享」課程中，由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護理、照顧服務等專業人士分享實務經驗，並
有綜合論壇和現場提問。
本研習課程預計培訓 200 名人員。為了服務主辦及協辦單位成員，優先以長
庚紀念醫院同仁、長庚大學及科技大學師生為優先報名對象，其餘名額將開放給
其他有興趣瞭解復能服務的長照跨專業人士。本研習希望透過完整 6 小時課程，
強化長照跨專業人才知能和技術指引，並達到跨專業、以個案為導向的思維模式
培育目標。

參、研習時間
107 年 12 月 23 日（日）09:00~16:00（專業課程 6 小時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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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習地點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醫學大樓第二會議室(於汎航交通車下車處入口右手邊，郵局
對面)（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伍、議程
時間

議題

08:40 – 09:00

報到

09:00 – 09:10

開幕式

09:10 – 09:50

長照 2.0 復能政策與未來展望

09:50 – 10:20

10:20 – 10:50
10:50 – 11:00

講者

林口長庚高齡醫學中心方基存主任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曹昭懿理事長
衛福部長期照顧司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吳希文簡任技正

曹昭懿理事長

A 單位個案管理與復能轉介：

基隆長庚長照中心

基隆長庚長照中心分享

王美雯主任

林口長庚一般內科

林口長庚一般內科

暨高齡醫學科

暨高齡醫學科

陳英仁主任

長照 2.0 復能多元服務與居家
醫療結合

林宗豪醫師

中場休息
A 單位個案管理與復能轉介：

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五甘心物理治療所分享

蘇姵伊個管人員

11:30 – 12:00

綜合座談

全體講者

12:00 – 13:00

午餐時間

11:00 – 11:30

13:00 – 13:30
13:30 – 14:00
14:00 – 14:30
14:30 – 14:40
14:40 – 15:10
15:10 – 15:40
15:40 – 16:00

主持人

長庚大學
林佩欣副教授

跨專業復能服務及成果分享：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

所 蘇信昌所長

跨專業復能服務及成果分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

公會陳姵君理事長

跨專業復能服務及成果分享： 曉依語言治療所
語言治療

林口長庚復健科
王錦滿醫師/副教
授

陳曉依所長

中場休息
跨專業復能服務及成果分享：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居家服務

李惠美長照組組長

跨專業復能服務及成果分享： 聯順居家護理所
護理

汪秋蓉負責人

綜合座談、賦歸

全體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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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養生文化村
戴興業主任
長庚科技大學
游曉微助理教授

陸、講師介紹
吳希文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簡任技正
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王美雯
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主治醫師
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蘇姵伊
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個案管理員
慈濟技術學院物理治療系學士
林宗豪
林口長庚一般內科暨高齡醫學科 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學士
蘇信昌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所 所長
台灣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博士班
陳姵君
新北市職能治療公會 理事長
長庚大學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
陳曉依
曉依語言治療所所長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碩士
李惠美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李惠美長照組 組長
德育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汪秋蓉
台灣居護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聯順居家護理所 負責人
輔英醫事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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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加對象及人數
1.

人數上限：上限 200 人。

2.

對象：對長照 2.0 復能服務有興趣的專業人員、全國大專院校高齡或復健
相關科系師生。

3.

長庚紀念醫院同仁、長庚大學及科技大學師生為優先報名對象，其餘名額
將開放給其他有興趣瞭解復能服務的長照跨專業人士。

捌、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20 日（四）17:00 截止。時間開放報名額滿為止，主辦單
位保留最後名額決定權力。

玖、聯絡方式
(03)211-8800#3984 陳小姐（E-mail：ealthcareindustry12@gmail.com）

報名方式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請至網頁上網填報 (網址：https://reurl.cc/nEgZX )
或 QR code

拾、注意事項
1.

本課程無收取費用。已錄取學員若不克前往，請於 107 年 12 月 21 日（五）
17:00 前通知取消。E-mail：healthcareindustry12@gmail.com

2.

為愛護地球，本次研習講義皆採電子檔 QR code 供學員下載，現場不再提
供紙本講義。

3.

本研討會將提供物理治療學會、職能治療學會、語言治療學會、護理學會、
老年醫學會、及長期照護等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4.

本次研討會將不提供研習證明，但於會後會主動幫與會者登錄繼續教育積
分和長照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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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杯，現場不提供紙杯。

6.

為尊重上課講師和會議進行順利，請學員務必全程參與，並完成上、下午
的簽到、簽退，切勿中途離席，但請諒察無法發給繼續教育學分積分。

7.

上下午簽到、簽退，採本人親自簽名，且務須字體工整，資料無誤確認後
離開。

8.

主辦單位保有取消或調整舉辦日期之權利。

拾壹、長庚醫院交通資訊及地圖
交通資訊：https://reurl.cc/Kpgme

區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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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會議室 位置圖

林口長庚醫院 醫學大樓 1 樓 第二會議室
(於汎航交通車下車處入口右手邊，郵局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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