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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預防與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師資回訓課程簡章 

『身體加能(Body Canon)三種類型的支持環境與執行模式』 

（方案序號：CL-01-0298）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二、 課程簡介：依衛生福利部 109 年 1 月 22 日來函要求，通過審查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應對於既有師資

辦理定期回訓及建立督導與監管機制，且須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提報完訓師資名單，如未完成評值者將

停止其師資資格並需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後退場。評值結果將以｢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師資人才提報表

｣函送衛福部審查，通過後將登錄於｢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本會針對預防及

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師資訂有評值機制，此回訓課程是以已取得『身體加能(Body Canon)三種類型的支持環

境與執行模式』方案之師資（含多元專業師資、跨域指導員、熱血協助員）為對象，透過回訓課程幫助方案

師資持續精進，以提升其專業能力及服務品質。 

三、 回訓辦法： 

(一) 本方案所有師資（含多元專業師資、跨域指導員、熱血協助員）均須依照本會評值與回訓辦法，

方能展延師資資格。 

(二) 評值與回訓辦法 

1.  免參加回訓課程者，以下(1)(2)擇一： 

(1) 凡曾於 107 年~109年間實際至據點執行『身體加能(Body Canon)三種類型的支持環境與執行模

式』方案之師資（含多元專業師資、跨域指導員、熱血協助員），務必檢附「既有師資授課執行

證明書」(附件) 。 

(2) 凡曾於 107 年~109 年間參加本會、相關學協公會、政府單位舉辦或協辦之預防與延緩失能相關

之繼續教育、社區復健繼續教育、長照復能繼續教育、健康保健師繼續教育、銀髮族健康促進繼

續教育或擔任上述課程講師至少共計 12 小時，備有完訓或授課證明之師資，但不含 107 年身體

加能方案培訓。 

(3) 「既有師資授課執行證明書」與「完訓或授課證明」務必掃描郵寄至公會信箱

【taipeiptstation@gmail.com】或傳真【02-8773-3242】，資料傳送完成請來電確認本會收到

相關資料，02-87732464分機 11 林子蕎會務秘書，本會具有審核報名資格之權利。 

(4) 回訓課程內容豐富，免回訓的師資仍然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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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須參加回訓課程者：凡不符免參加回訓課程者均須參與回訓。本會今年回訓課程僅辦理 2梯次，敬

請擇一梯次參加。 

3.  未回傳「既有師資授課執行證明書」、「完訓或授課證明」或未參加回訓課程者，師資資格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 回訓課程： 

(一) 凡參加回訓課程者（含多元專業師資、跨域指導員、熱血協助員），需全程參與 4 小時回訓課程且通過

本課程評核，評值結果將以｢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師資人才提報表｣函送衛福部審查，通過後將登

錄於｢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本會將發給「回訓研習結業證書」。 

(二) 回訓課程共有兩梯次，敬請擇一報名。 

身體加能回訓課程地點 

梯次 日期 地點 

第一梯次 109 年 9月 27 日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地下一

樓 

第二梯次 109 年 10 月 4 日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貝塔廳，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億光

大樓 2 樓) 

(三)課程表 

身體加能回訓課程 

時間 課程 講師/負責單位 

0800～0810 報到 秘書處 

0810～0830 方案簡介與回訓說明  蔡佩玲博士 

0830～0930 多元運動據點實作分享  施宏諭物理治療師 

0930～1030 營養課程據點實作分享 張文馨營養師 

1030～1040 休息  秘書處 

1040～1140 
105 健口操據點實作分享                     

(身體加能+AI Coach 創新應用)  

戴旭志博士/梁豔琴老師/        

謝騏竹教官 

1140～1150 綜合討論 所有講師 

1150～1200 簽退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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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講師介紹 

講 師 學經歷 

蔡佩玲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博士 

【經歷】 
方案研發計畫與執行計畫主持人 

【現職】 
國立陽明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物理治療科主任 
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 
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人力資源委員會主委 

施宏諭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在職專班研究所碩士 
【經歷】 
泰安醫院復健科組長 
萬華醫院復健科組長 
【現職】 
慈民骨科復健部組長 
社區據點講師 

張文馨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所碩士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管理學系 
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科 
【經歷】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2007.2~2008.2，2012.10~2013.10) 
天主教若瑟醫院營養師(2008.3~2011.5)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營養師(2011.5~2012.8) 
蔡醫院(2013.10~2017.2) 
台全診所(2012.8~2016.8) 
金典養護中心(2014.5~2017.12) 
雲林縣衛生局所健康商家熱量(2012~2017 年) 
天主教康泰基金會(2013年至今~) 
誠泰養護中心(2012.10至今~) 
聖心日照中心(2012.10至今~) 
【現職】 
可苡營養諮詢中心營養師 
安悅健康促進國際有限公司副執行長 
新生醫專兼任講師 
癌症關懷基金會營養師 
誠泰老人養護中心營養師 

戴旭志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 
【經歷】 
 1.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專任副教授。(2001 年~至今)。 

 2.行政院衛福部/智慧健康城市/社區組:計畫住持人。(2017~2020 年)。 

 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委員。(2006 年~至今)。 

 4.行政院衛服部/國民健康署/E Health 委員。2016~2017 年。 

 5.行政院衛福部/國民健康署/「預防及延緩失能輔導網路計畫」委員。(2018年~至今)。 

 6.行政院衛福部/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委員。(2019 年~至今)。 

 7.台灣健康城市聯盟 副秘書長/副秘書長。(2015 年~至今) 

 8.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高雄市、台東縣、苗栗縣、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健  

   康城市」、「高齡友善城市」、「安全社區」委員會委員。(2013年~至今)。 

 9.臺北市健康促進協會/監事—>理事。(2016年~至今)。 

10.苗栗縣衛生局「健康促進醫院」委員。(2013~2014 年)。   

11.臺北市士林區、北投區、中山區、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推動委員會」委 

   員。(2013年~至今)。 

12.太極有氧協會/理事長。(2019~2020 年)。 

13.中華紅外線科技產業應用發展協會/理事。(2008 年~至今)。 

14.美國在臺協會(A.I.T.)華語學校/太極拳教師。(2006 年~至今)。 

【現職】 
 中國文化大學/運健系/專任副教授、中華太極有氧協會/理事長。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組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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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費用與報名方式： 

  回訓費用 500元，一律至台北市物理治療師會網站報名及線上刷卡繳費，網址:http://www.taipeipt.org.tw/ 

  ，唯報名熱血協助員者免費。 

(六)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9 年 9 月 21 日為止。 

(七)招生名額:第一梯次限 90人，第二梯次限 117 人。 

(八)物理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五、 注意事項： 

(一) 因應 COVID-19 疫情管控，敬請配合租借場地下列相關防疫措施： 

1.  當天若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或身體不適者，請勿出席上課。 

2.  進入課程租借場地請配合量測體溫並全程戴上口罩。 

3.  配合提供正確之聯絡方式及該日簽到，俾利疫調時之提供。 

(二) 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若有任何更改將會公告於本會網站。 

(三) 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因素，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佈之停班標準為準，若有停課，日後將再公告相關辦理 

方式。 

(四) 課程當天請攜帶有照片、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訊的身分證明文件出席(如: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皆可)，

以利進行身分查核並簽到/退。 

(五) 學員如因無法上課，請事先致電公會專線(02-87732464)取消，欲取消報名，一律採線上申請， 

    網址：https://forms.gle/KSWJkjHdDMjhNRnNA 以節省資源。 

 

 

 

梁豔琴 

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學系 
【經歷】 
1.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講師。(2014 年~至今)。 
2.臺北市、新竹市、苗栗縣、澎湖縣:社區營造、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運動健康促進設計等多項設 
計案。(2012年~至今)。 

3.農委會、衛服部、教育部、社會局等社區活動課程講師。(2012年~至今)。 
4.臺北市中山健康促進協會→理事。(2016~至今)。 
5.樂器教學/藝術表演。(2004年~2015 年)。 
【現職】 
文化大學/運動系/兼任講師、中華太極有氧協會/藝術總監。 

謝騏竹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經歷】 
 行政院衛服部/國民健康署/「智慧健康城市/社區組」計畫專案助理。 

【現職】 
 中華太極有氧協會 秘書長。 

http://www.taipeipt.org.tw/
https://forms.gle/KSWJkjHdDMjhNRnNA


5 

六、 上課地點交通資訊： 

      回訓學員請注意因兩梯次上課地點不同，敬請 備悉。 

      (一)9/27 第一梯次: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號地下一樓  

    

 

 

 

 

 

 

 

 

 

 

 

 

 
 

  
 

捷運新店線 公館站2號出口： 

2號出口左轉 (步行2分鐘) 

捷 運 

 

捷運公館站一 (羅斯福路)：254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西區方向)：0南、1、109、208、208(高架線)、208(區間車)、208(基河二期國宅線)、236、251、252、253、278、

284、284(直行)、290、52、642、643、644、648、660、671、672、673、 

676、74、907、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棕12、綠11、綠13、藍28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207、278、280、280(直達車)、284、311、505、530、606、606區間車、668、 675、676、松江

幹線、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藍28 

公館 (羅斯福路基隆路口)：671 

公車 公館 (基隆路)：1、207、254、275、275(副)、650、672、673、907、南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雙和線) 

仁愛路二段：214、248、606 

信義杭州路口 (往 101)：0東、20、22、204、670、671、信義幹線、信義新幹線、1503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口，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於右側

「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開 車     國道三號：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即於右側「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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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巷
 

 (二)10/4第二梯次: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貝塔廳，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號(億光大樓 2樓) 

 

 

    交 通 資 訊            
 

 

 

 

 

 

 

 

 

 

 

 

 

 

 

 

 

      

忠孝復興捷運站1號出口： 

直走約6分鐘抵達 

        捷運 

 

正義郵局站 (走路約 2 分鐘)： 

1813支線、1815、212、232副、232正、262(含區間車)、299、605、919、忠孝新幹線 

        公車 

 

建國南北快速道路 

由北往南：建國南路 1 段與忠孝東路 3 段口下匝道後左轉 

由南往北：辛亥路與  建國南路口下匝道直行 

         開車   

        

                               

          1.億光地下停車場： 

              每小時50元 (電梯直達會議中心)，建國南路一段(往建國北方向)，過忠孝東路三段即可於右手側看見停車場入口 

                2.仁愛地下停車場： 

              每小時50元/平日，每小時70元/假日  

   停車資訊   (走路約5分鐘可抵達會議中心)-建國南路一段222號 

                   

             

   

      

 

 

 

市民大道 

捷運忠孝新生站 

4號出口 

珍 異

古 典

文 物

197號 捷運忠孝復興站 
SOGO 
百貨 

直行 6分鐘 
1號出口 

忠孝東路三段 

優渥 正義 
實木 郵局 

頂好超市 

入口處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億光大樓 

2-3F 

億光大樓 

地下停車場

50元/時 

P  
 

 

 

 

 

台北科技大學

正門 

 

正義國宅 

復
興
南
路
一
段 

建
國
南
路
一
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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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7 

  附件 

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既有師資授課執行證明書 

 

   茲證明  身體加能(Body Canon)三種類型的支持環          

    境與執行模式方案（方案序號：CL-01-0298）                    

多元專業師資/跨域指導員/熱血協助員                        

於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在         市/縣                           (單位) 

執行預防及延緩失能 身體加能(Body Canon)三種類型的

支持環境與執行模式方案 共計       小時，特此證

明。                   

  

  

 

                  單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