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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義肢裝具專業人員核心課程簡章 
 

一、 辦理日期： 

111年 12月 11日（星期日）、111年 12月 17日（星期六）、 

112年 1月 8日（星期日）、112年 1月 14日（星期六）、 

112年 1月 15日（星期日）、112年 2月 5日（星期日）。 

二、 課程地點：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號 臺北榮總身障重建中心 

三、 講座團隊（依課程順序排列）：  

葉坤達：臺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師、亞洲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

任老師。 

陳智光：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台灣人工肢體及輔

具研究學會理事長 

陳坤鍾：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義肢矯具中心主任、中山醫學大

學物理治療學系暨碩士班兼任助理教授 

張誌剛：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主治醫師、台灣義肢裝具

學會理事長 

陳麗如：馬偕紀念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黎建中：泰興醫療器材有限公司負責人、物理治療師 

許福財：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退休資深技師 

李偉強：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復健醫學部部主任 

四、 報名日期： 

(一) 即日起至 111年 12月 8日（星期四）止，或額滿為止。 

(二) 本課程將申請：復健醫學繼續教育積分、物理治療師(生)繼

續教育積分、職能治療學師(生)繼續教育積分、台灣義肢裝

具學會教育積分。 

五、 報名方式： 

請以 google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4haxGqaE5Vx7pij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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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課程內容： 

【核心課程一】111年 12月 11日（星期日）上午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08：00 - 08：30 
（30分鐘） 

報到 

08：30 - 10：30 
（120分鐘） 

上肢裝具精要 葉坤達治療師 

10：30 - 10：40 
（10分鐘） 

休息 

10：40 - 12：40 
（120分鐘） 

下肢裝具精要 陳智光醫師 

12：40 - 12：50 
（10分鐘） 

課程結束 / 完成簽退 

【核心課程二】111年 12月 11日（星期日）下午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12：40 - 13：10 
（30分鐘） 

報到 

13：10 - 15：10 
（120分鐘） 

上肢義肢精要 陳坤鍾治療師 

15：10 - 15：20 
（10分鐘） 

休息 

15：20 - 17：20 
（120分鐘） 

脊柱裝具精要 張誌剛醫師 

17：20 - 17：30 
（10分鐘） 

課程結束 / 完成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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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三】111年 12月 17日（星期六）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08：00 - 08：30 
（30分鐘） 

報到 

08：30 - 10：30 
（120分鐘） 下肢義肢精要（1） 陳麗如醫師 

10：30 - 10：40 
（10分鐘） 休息 

10：40 - 12：40 
（120分鐘） 下肢義肢精要（2） 陳麗如醫師 

12：40 - 12：50 
（10分鐘） 本日課程結束 / 完成簽退 

【核心課程四】112年 1月 8日（星期日）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08：00 - 08：30 

（30分鐘） 
報到 

08：30 - 10：30 

（120分鐘） 
下肢裝具實作（1） 黎建中治療師 

10：30 - 10：40 

（10分鐘） 
休息 

10：40 - 12：40 

（120分鐘） 
下肢裝具實作（2） 黎建中治療師 

12：40 - 13：10 

（30分鐘） 
午餐 / 休息 

13：10 - 15：10 

（120分鐘） 
下肢裝具實作（3） 黎建中治療師 

15：10 - 15：20 

（10分鐘） 
休息 

15：20 - 17：20 

（120分鐘） 
下肢裝具實作（4） 黎建中治療師 

17：20 - 17：30 

（10分鐘） 
本日課程結束 / 完成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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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五-1】112年 1月 14日（星期六）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08：00 - 08：30 

（30分鐘） 
報到 

08：30 - 10：30 

（120分鐘） 
下肢義肢實作（1） 許福財技師 

10：30 - 10：40 

（10分鐘） 
休息 

10：40 - 12：40 

（120分鐘） 
下肢義肢實作（2） 許福財技師 

12：40 - 13：10 

（30分鐘） 
午餐 / 休息 

13：10 - 15：10 

（120分鐘） 
下肢義肢實作（3） 許福財技師 

15：10 - 15：20 

（10分鐘） 
休息 

15：20 - 17：20 

（120分鐘） 
下肢義肢實作（4） 許福財技師 

17：20 - 17：30 

（10分鐘） 
本日課程結束 / 完成簽退 

【核心課程五-2】112年 1月 15日（星期日）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08：00 - 08：30 

（30分鐘） 
報到 

08：30 - 10：30 

（120分鐘） 
下肢義肢實作（5） 許福財技師 

10：30 - 10：40 

（10分鐘） 
休息 

10：40 - 12：40 

（120分鐘） 
下肢義肢實作（6） 許福財技師 

12：40 - 13：10 

（30分鐘） 
午餐 / 休息 

13：10 - 15：10 

（120分鐘） 
下肢義肢實作（7） 許福財技師 



5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15：10 - 15：20 

（10分鐘） 
休息 

15：20 - 17：20 

（120分鐘） 
下肢義肢實作（8） 許福財技師 

17：20 - 17：30 

（10分鐘） 
本日課程結束 / 完成簽退 

【核心課程六】112年 2月 5日（星期日）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13：00 - 13：30 

（30分鐘） 
報到 

13：30 - 15：30 

（120分鐘） 
核心課程總複習（1） 李偉強醫師 

15：30 - 15：40 

（10分鐘） 
休息 

15：40 - 17：40 

（120分鐘） 
核心課程總複習（2） 李偉強醫師 

17：40 - 17：50 

（10分鐘） 
本日課程結束 / 完成簽退 

七、 報名費用： 

(一) 報名費含課程所需講義、研習證明。 

(二) 報名限額：60名（屬實作課程，名額有限，主辦單位保留報

名資格審核權）。 

(三) 參與全程會員（台灣義肢裝具學會、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

究學會）新臺幣 1萬 5,000元整（需繳清 111年度及 110年

度以前之年費），非會員新臺幣 3萬元整。 

其餘單次課程費用（新臺幣）如下頁「各類課程及費用說明

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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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課程及費用說明表 

課程名稱 日期 時數 
會員 

費用 

非會員 

費用 

全程 
111/12/11 

-112/2/5 
40 15,000 30,000 

核心課程一 
上肢裝具精要 

下肢裝具精要 
111/12/11 4 1,000 2,000 

核心課程二 
上肢義肢精要 

脊柱裝具精要 
111/12/11 4 1,000 2,000 

核心課程三 下肢義肢精要 111/12/17 4 1,000 2,000 

核心課程四 下肢裝具實作 112/1/8 8 4,000 8,000 

核心課程 

五-1、五-2 
下肢義肢實作 

112/1/14、

1/15 
16 10,000 20,000 

核心課程六 核心課程總複習 112/2/5 4 1,000 2,000 

 

(四) 以上費用繳付方式說明如次，如有疑義，請洽台灣義肢裝具

學會秘書處 0938-612005： 

1、 郵政劃撥資訊： 

 劃撥帳號：1947-1764，劃撥戶名：台灣義肢裝具學會。 

■非臨櫃劃撥（網路 / ATM） 

◎【跨行轉帳】使用他行(非郵局)銀行網路 ATM 或者他

行（非郵局）實體 ATM： 

→轉入銀行代號：「700」。 

→轉入台灣義肢裝具學會帳號：「700-0010-1947-1764」，

共 15碼。 

 （若未成功，煩請聯繫銀行窗口確認您的帳戶設定是否

有「跨行轉帳」功能） 

◎【郵局實體 ATM】使用郵局金融卡於郵局實體 ATM操

作（其他銀行實體 ATM均無此功能）： 

→選擇「存簿轉劃撥」選項。 

→輸入台灣義肢裝具學會劃撥帳號「1947-1764」。 

◎【網路郵局】使用中華郵政網路 ATM操作（任何銀行

金融卡應均可使用）： 

→選擇「郵局/銀行轉劃撥」選項。 

→輸入台灣義肢裝具學會劃撥帳號「1947-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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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櫃劃撥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報名人員之「姓名、電話、課程名

稱、費用」。 

 請將劃撥收據，以電子郵件（E-mail：post.tcpo@gmail.com）

或傳真（Fax：02-2875-7477）或郵寄（地址：112臺北市

北投區石牌路 2 段 201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

轉台灣義肢裝具學會）等方式通知學會，並請務必致電學

會確認，以完成報名手續。 

2、 退費約定： 

(1) 若課程因不可抗拒之天災（如颱風等，依據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或政府公告辦理）或緊急事件等因素影響而有活動

取消或延期之情形，將於北榮身障重建中心、學會網站公

告。如為取消，報名費將扣除基本處理費用（新臺幣 300

元）後予以退費；如為延期，未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明確

方式向主辦單位確認無法參加，視為繼續參與，主辦單位

將另行通知課程辦理時間；已向主辦單位確認無法配合調

整後之課程時間者，報名費退費規定同上述課程取消方式。 

(2) 若因報名者個人因素無法參加者，請以書面傳真或 e-mail

通知學會退費，並須確認學會知悉。距開課日前 1~7日（含）

取消報名者，退費 50％；當日取消或未到者，概不退費。 

八、 學分認證說明： 

(一) 本核心課程屬連續課程，其中學科課程將申請：復健醫學繼

續教育積分、物理治療師(生)繼續教育積分、職能治療學師

(生)繼續教育積分、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教育積分。 

(二)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之積分可認證僅報名單堂課程者。 

(三) 本課程所申請之其他單位積分，需全程參與學科課程（即課

程名稱為「○○○○精要」）者，始列入積分認證申請。 

(四) 有繼續教育積分需求者，敬請配合完成各積分審查單位之簽

到/退表，並填寫課後滿意度問卷。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為響應環保政策，建請自行準備環保餐具與水杯。 

(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敬請與會人

員配合相關防疫措施（如自備口罩…等，依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規定滾動調整）。 

(三) 本核心課程所引用檔案、圖片與文件皆有版權所屬，請尊

重講者或提供者，切勿任意攝錄侵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