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111 年度職能治療師實體在職教育課程： 

【四合一（感控、性別、倫理、法規）課程】 

報名簡章 

 
一、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二、 協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亞洲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三、 課程簡介： 為讓職能治療師以及相關從業人員了解機構中感控、性別、

倫理及法規之需求，進而提升其醫療品質，特辦理此課程希

望透過講師講解後，了解這些課程對於品質提升以及病人安

全之重要性。此外，並配合各政府機關要求茲列如下： 

1.依照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要求應每 6 年接受

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 120 點以上，其中專業品質、

專業倫理、專業相關法規，合計至少十二點，其中應包括

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超過二十四點者，以二十四

點計。 

2.長期照護繼續教育要求每 6 年須接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

達 120 點以上。 

四、 課程日期： 民國 111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 

五、 課程地點：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第一院區感恩五樓階梯教室 

六、 報名辦法：  

1.報名對象： 職能治療師(生)或其他領有師(生)級考試及格證書之醫事專

業人員，以本會會員為優先錄取。 

如：醫師、物理治療師、護理師、心理師、社工師等。 

2.課程名額： 166 人。 

3.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https://reurl.cc/LporqK） 

＊先匯款，報名表中須填匯款資料(轉帳帳號後五碼)，資料未

完整者，視同未報名，敬請協助配合。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

取名單為準。 

4.報名期限： 民國 111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2 時起至民國 111 年 5 月 31 日止

或額滿為止。 

5.課程費用： 主辦及協辦單位 500 元 

非主、協辦單位 800 元 

6.匯款資訊： 國泰世華銀行（水湳分行），銀行代碼：013 

https://reurl.cc/LporqK


 

戶名：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帳號：233-03-003957-7 

（戶名的臺與台有別，請勿寫錯，以免匯款失敗） 

7.收  據： 

 

出席證明： 

收據抬頭若需開立單位名稱，請於報名表中「收據抬頭」欄

位中註明。 

如需出席證明，請於報名表中「備註」欄位中註明。 

8.錄取確認： 錄取名單將於報名截止後 3 個工作天內於本會網站之「最新

消息」分類中公告，請報名者自行確認，如有疑義請主動與

本會秘書聯絡。 

9.退費規範： 課程報名截止前取消，退費百分之八十費用；課程報名截止

後至課程開始前 3 日，退費百分之六十費用；課程開始前 3

日起，恕不退費。 

七、 教育積分： 職能治療積分、長期照顧積分申請中。  

 

八、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提供講義、午餐及茶點，為配合環保政策，請自行

攜帶杯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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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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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應 COVID -19 疫情管控，請配合下列相關防措施：  

⑴課程當天若有發燒 (額溫≧ 37.5 ℃、耳溫≧38 ℃)或身

體不適者或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請勿出席上課。 

⑵進入課程租借場地須配合量測體溫並全戴上口罩  

⑶配合提供正確之聯絡方式及簽到，以備疫調。 

 

九、 課程負責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簡才傑 電話：（04）2220-0516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本會負責人：簡才傑理事長 本會聯絡人：會務秘書力文婷/黃怜瑜 

會址：412 台中市大里區文心南路 1231 號  

電話：04-2220-0516 傳真：04-2220-0275 

電子郵件：tcotu.office@gmail.com 網站：http://tcotu.org.tw/ 

 

mailto:tcotu.office@gmail.com
http://tcotu.org.tw/


 

【課程表】 

民國 111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08:30 

| 

09:00 

報 到  

09:00 

| 

10:30 

職能治療現況與未來 王珩生 

10:30 

| 

10:40 

休息  

10:40 

| 

12:10 

員工 

          健康管理暨手部衛生 
陳容惠 

12:10 

| 

13:30 

午 餐  

13:30 

| 

15:00 

性別主流化與醫療場所性騷擾議題 張自強 

15:00 

| 

15:10 

休息  

15:10 

| 

16:40 

治療性關係之倫理議題 張自強 

 



 

【講師簡介】(依演講順序) 

王珩生老師 
 
 

學歷 中山醫學院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畢業 

經歷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二、三屆理事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3~110 年度醫事調解委員 

現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七屆理事長 

醫策會 110 年度「輔導教學醫院辦理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專案小組委員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112 年度勞動調解委員 

 
 
 
 

陳容惠老師 

學歷 中台醫護技術學院護理系 

經歷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PICU 護理人員（民國 82/09~86/03） 

成美醫院兒科護理長兼任感管師（民國 86/07~96/1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感管師（民國 96/12~104/10）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院感染管制查核委員（民國 103 年~迄今）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委員（民國 109 年~

迄今） 

台灣長期照顧感染預防暨控制學會(STLTCIPC) 監事（民國 108 年~110 年） 

現職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感管師（民國 104/11~迄今）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愛滋個管師（民國 106/01~迄今） 

台灣長期照顧感染預防暨控制學會(STLTCIPC) 理事（民國 111 年~） 

 
 

張自強教授 

學歷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博士  

美國紐約大學 職能治療 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 復健醫學系 學士 

經歷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系暨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資深講師  

臺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委員 

長庚大學諮商輔導組兼性別平等委員會執行秘書  

美國紐約大學健康中心兩性健康諮商師  

長庚醫院精神科督導兼職能治療師  

勞動部職業輔導評量督導/就業服務督導/職業重建督導  

勞動部職務再設計諮詢暨研發輔導委員  

美國紐約醫院康乃爾醫學中心職能治療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職能治療師 

現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主任  

亞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委員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委員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北區監理所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委員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  

基隆市政府衛生局醫療諮詢委員  

桃園市衛生局/桃園市稅務局/桃園市法制處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委員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實務領域師資 

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專家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一)、由國道 1號前來 

• 於「大雅交流道 174K」下高速公路後，於北屯 1交流道上台 74線→松竹路交流道下台 74線→

右轉松竹路一段→於軍功路二段右轉→直行至豐興路一段 66或 88號即可抵達本院。 

(二)、由國道 3號前來 

1. 北上：於「霧峰交流道 211K」接台 74線霧峰交流道 37K→於東山路交流道下台 74線→直行環

中東路二段→左轉松竹路一段→於軍功路二段右轉→直行至豐興路一段 66或 88號即可抵達本

院。 

2. 南下：於「快官交流道 202K」接台 74線快官交流道 0K→於松竹路交流道下台 74線→右轉松

竹路一段→於軍功路二段右轉→直行至豐興路一段 66 或 88號即可抵達本院。 

(三)、本院ＧＰＳ座標 

• 北緯 24 度 11分 43.1秒 東經 120度 43分 18秒 

• 北緯 24.195300 東經 120.721656 

(四)、停車場配置圖 

 

 

 



 

大眾交通 

客運公司 路線 

統聯客運 

77 路 

20 路 

豐原客運 

202 路 

203 路 

台中客運 

66 路 

72 路 

捷順交通 920 路 

台灣愛巴士 

123 路 

19 路 

921 路 

1.臺中慈濟醫院上車點 

(1)第一院區：醫院大門公車站牌。 

(2)第二院區：法院前。 

2.轉乘 

文心中清路口轉乘 72 路 

文心崇德路口轉乘 77 路或 72 路 

搭乘 1、15、16、21、68、85、270、271、276、277 大德皆可在東山路軍功路轉乘。 

3.大智建成路口可轉乘 19 路 

4.往返太平可前往潭子火車站轉乘 74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