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莘醫院
醫院名稱：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住

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電話號碼：(02) 22193391-65353
醫院網站連結：http://www.cth.org.tw/
醫院整體規模與其他綜合資料：
醫院層級：區域教學醫院
病床數： 871
復健醫學部門組織架構：
病床數： 6
復健科主任

主治醫師 3 人，住院醫師 0 人
物理治療師 11 人，物理治療士 1 人
職能治療師 5 人
語言治療師 2 人
義肢支架裝具師 0 人
心理治療師 0 人
職前諮商師 0 人

物理治療組人員部份：
負責人：顏義峰組長
臨床實習負責人：顏義峰組長

分機：65353

病人型態：
■1.神經系統損傷病患
■2.肌肉骨骼系統病患
□3.小兒科病患 （106 學年度起，取消小兒實習）
■4.心肺血管疾患
□5.其他
是否提供 Bed-side PT? 是，ortho, neuro, cardiopulmonary_
實習內容：
學生實習為 C 制，採申請制。本單位不需面試。

1.實習分站情形
neuro + ortho
neuro
+
ortho
(6 weeks)
2.病歷書寫

ortho + neuro
ortho
+
neuro
(6 weeks)

bedside
bedside
(6 weeks)

規定學生定期繳交

指導老師定期批閱，並給學
生迴饋與討論

初評報告(Initial Evaluation)





進度報告(Progress Note)





交班報告(Transfer Note)





結束治療報告
（Discharge Summary）





治療病人出席記錄
（Treatment Log）





3.物理治療組或復健科內之教學研討活動
Journal
Meeting

Case Conference (or
Discussion)
13:00~13:30

W1

Book
Reading

Seminar
(or Topics)

Others
(see below)
11:00~12:00

W2

11:00~12:00

W3

13:00~14:00 11:00~12:00

W4

11:00~12:00

W5 13:00~13:30

11:00~12:00

W6






每天 11:00~12:00 為實習學生教學時間。
本院是全國極少數，每天有 1 個小時為實習學生上課的實習醫院。此為臨床
教師為實習學生上課，而非實習學生彼此報告的時間。以邊教邊學邊用，達
到知識與臨床合而為一的目標。
內容主要為 ortho & neuro 的一系列進階課程，而非單純 review 學校所教、
book reading 或學生彼此報告而已。
Ortho 課程包含全身各關節的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以澳洲 Maitland 的理
論為主要架構， 其他各學派的手法為輔。以問題為導向與實證醫學的觀念，







著重 technique 及 clinical reasoning (臨床推理)的養成。
Neuro 課程包含 CVA 的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以 Bobath 的 NDT 理論以
及 PNF 學派為主，其他各學派為輔，著重 skill 與 clinical reasoning (臨床推
理)的整合，以及 gait 的分析。
不懂 clinical reasoning (臨床推理)，不懂如何運作腦袋去思考及分析，只會
一大堆的手法，在臨床上肯定會有許多的困難。因此，本院特別強調 clinical
reasoning，更是全國唯一有系統教授 clinical reasoning 以及澳洲 Maitland 理
論的實習醫院。物理治療在世界上的第一個研究生課程，是起源於 Maitland
1965 年在 Adelaide 的 3 個月脊椎操作課程。Maitland 是徒手治療國際權威，
對世界徒手治療有極深遠的影響，他的觀念在國外被廣泛使用與推崇。在台
灣大多都是 STTT 的環境中，本院提供不一樣的教育內容。
另外，一星期會有一天於 5:00 以後，討論物理治療因子的臨床相關機轉及
review 執照考考題。

交通：公車 644, 905, 綠 13, 綠 2
膳宿提供情形：
餐飲有優惠。不提供住宿。
其他注意事項：
 報告是實習學生個人的責任，請勿以電腦當機、資料遺失等任何藉口延期，
一旦無法如期報告即當站實習成績不及格。並請實習學生提前與指導老師討
論。
 抄襲 plagiarism 是十分失當的行為，一旦發現屬實不但當站實習成績不及
格，亦可能停止該名學生臨床實習的機會。
 醫院教學步調很快，時間掌控、好的讀書計畫、持續不懈的學習，是非常重
要的。實習學生最好每天能彼此練習 1 小時以上，不要延誤技術練習。
 任何臨床或個人問題，都歡迎尋求協助。請聯絡 (02) 2219 3391- 65238
 實習時間內，請讓該站實習指導老師確實了解實習學生個人行蹤，並維持專
業及敬業態度。
 每週五清潔 gym、和電療室(4:30~5:00 PM)。
 為避免一些類似過去學生之不負責、不努力用功、敷衍了事的行為，少數事
項會設立一些規則及某些考試會有低標，若違反或沒有達到，某一個星期六
可能會被要求補班，作為警惕。避免補班的最佳方法是自律自愛、盡力學習。
若不願被處罰多過於充實的學習，則請勿申請、選填。
 常常會用到 5:00 以後的時間做技術練習或教學活動，如果只想準時下班而
不願或很勉強配合者，則請勿申請、選填。
 抗壓性差、對物理治療沒有熱忱、或以後根本不打算從事物理治療者，則請



勿申請、選填。
其餘未規定事項，請依照學校規定。

106 學年度在本單位之實習學校及學生人數：
大學、技術學院（上、下學期）
臺大有（

）人

慈濟有（ 2 ）、（ 3 ）人

樹人有（

）、（ 3 ）人

陽明有（ 2 ）、（ 1 ）人

輔英有（ 2 ）、（ 1 ）人

仁德有（

）、（ 3 ）人

成大有（ 4 ）、（ 5 ）人

弘光有（

慈惠有（ 1 ）、（ 1 ）人

長庚有（ 3 ）、（ 4 ）人

義守有（ 2 ）、（ 1 ）人

高醫有（

）、（

專 科

）、（

）人

中國有（ 2 ）、（ 2 ）人
中山有（

）、（

）人

）、（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