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醫院(心臟功能重建中心)
A. 醫院介紹
1. 醫院名稱：振興醫療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2. 地址：台北市北投區石牌振興街45號
3. 電話號碼：(02)2826-4400
4. 醫院層級：區域教學醫院
5.交通：公車 224, 223, 288, 285, 267, 508, 606, 277, 601, 216, 290, 266，或
接駁車(振興醫院明德捷運站)
B. 心臟功能重建中心介紹
1.心臟功能重建中心組織架構：
心臟醫學中心主任:
附屬單位：心臟功能重建中心
魏崢醫師
物理治療師9人，物理治療生0 人
職能治療師 0 人
語言治療師 0人
心理治療師 0人
書記員2人
2.物理治療人員部份：
負責人：黃心怡治療長
分機：3459, 3471
教學組組長：陳瑞君治療師
分機：3459, 3471
3.業務內容:
第一到三期心肺物理治療
4.病人型態：
a. 心肺血管病患: 99 %：如CAD, VHD, PAOD, COPD, etc.
b. 小兒科病患 1 %：如ASD, CP, MR, brachial plexus injury, etc.
c. 其他:
(1) 神經系統損傷病患：心肺病患合併有神經系統損傷如Stroke, SCI, head
injury, PNI , etc
(2) 肌肉骨骼系統病患：心肺病患合併有肌肉骨骼系統問題：如Fx, knee
injury, THR, TKR, LBP, frozen shoulder, sports injury ,etc.
C. 心臟功能重建中心實習教學
1. 實習內容介紹:
(1) 第一期心肺物理治療：以心臟外科病患為主，包含術前衛教評估、加護病房
及普通病房物理治療心肺物理治療、岀院計畫擬定
(2) 第二期心肺物理治療: 心臟內外科病患，為岀院後心肺物理治療，包含運動
測試、亞急性期心肺物理治療、團體課程訓練呼吸調整及肌肉骨骼系統、運
動計畫的擬定及病患未來活動目標的達成
(3) 教學研討活動
a. Staff teaching: 臨床心肺物理治療相關課程
b. Journal meeting，case conference: 單位會議，學生列席參加
c. Case present : 學生個案報告
d. PBL: problem-base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學生會議

(2) 其餘教學見習活動：
a. 安排術前衛教課程、運動測試、及跨專業座談會之見習
b. 需配合本單位進行急救測試
c. 具備良好行政管理能力者方可參加團體治療課程及觀摩開心手術
2. 實習方案
a.六週實習方案: 第一期心肺物理治療實習及第二期心肺物理治療見習
b.十二週實習方案：包含第一期及第二期心肺物理治療實習
c.申請與否：;需要 □不需要
d.病歷書寫：;需要 □不需要
第一期
第二期
initial note
ˇ
on duty note
ˇ
daily note
ˇ
ˇ
3. 申請文件:
(1) 大一至大三學校成績證明單
(2) 文書資料: (A4, 標楷體，字體大小 12，單行間距)
a. 自我介紹
b. 你所了解的心肺物理治療
c. 為何選擇實習心肺物理治療
4. 報到注意事項:
(1) 請於實習當天早上八點於第二醫療大樓 3F 心臟功能重建中心報到，請攜帶
身分證以利醫院作業實習證
(2) 請自備白色治療袍、聽診器及筆記本
(3) 請依照實習規範穿著適當服裝
(4) 請事先複習先前學校所學心肺物理治療內容或可參考以下書目:
a. Cardiovascular and Pulmonary Physical Therapy Evidence and Practice 2006,
MOSBY
b. Essentials of Cardiopulmonary Physical Therapy 2005, Ellen Hillegass
5. 實習規範
a. 服裝儀容：
(1) 儀容需整齊清爽，禁著不適宜之服裝，例如牛仔褲、垮褲、球鞋、七
分褲、拖鞋、涼鞋...等等
(2) 上衣：男性需穿襯衫打領帶，禁留長髮。女性上衣以彎腰 45 度，前方
坐著的人不得看見第三肋間以下。禁著休閒式服裝(如 T 恤等)
(3) 鞋子：以走路時不發出響亮聲音為主，高跟鞋可加底。禁著球鞋、布
鞋、露趾或露跟鞋、拖鞋、涼鞋等休閒式鞋
(4) 妝容：面容宜乾淨亮麗，女性需擦口紅或戴口罩。宜上妝，建議可含
粉底、腮紅、口紅﹝非唇蜜﹞等，眉毛宜修剪整齊
(5) 髮型：短髮可。瀏海不可遮住眼睛及視線。長髮一律需盤髮，以聽診
器掛於肩上時，頭髮不碰到聽診器為準。上班過程中盡量不撥弄頭髮
(6) 飾品：不得帶垂墜式耳環，大小約 1 公分。項鍊僅限長度至胸骨上緣
附近﹝sternum notch﹞。穿著醫師服雙手抬高 180 度時，手臂露出部
份僅限手錶。戒指僅限平面戒指
(7) 指甲：指甲宜修剪整齊乾淨，不得留長指甲。不得塗指甲油﹝透明指

甲油除外﹞
b. 請假須知：
(1) 事假：需提出證明並徵得臨床指導治療師同意，安排好病人治療事宜
後，於事假前一天交假單，並於事後補足時數
(2) 病假：最晚應於實習時間 15 分鐘內告知臨床指導教師，並於事後提出
證明（就醫收據、藥袋或醫師證明）或假單，亦需補足時數。未提出
證明或假單者以曠課論
(3) 遲到：遲到早退 10 分鐘以上者以 30 分鐘計算（遲到未滿 10 分鐘，但
累積至 3 次者亦以 30 分鐘計算）
，30 分鐘以上者皆以小時計算，並依
1:1.5 的比例補足時數。遲到 2 小時以上以曠課論
(4) 曠課：未依規定請假完成，而擅自未出席者，一律以曠課論。曠課者
須另補 3 倍曠課時數之時數
(5) 加班及補休：若需於下班時間或休假日治療病患，可於事後申請補休，
不需填寫假單，需三天前即徵得臨床指導教師同意，並安排好放假當
天病患後方可休假。加班日視同正常上班，若有遲到早退仍需按請假
規定辦理
D. 心臟功能重建中心配備：
物理治療器材設備
電、熱療、水療器材
運動治療器材
種
類
件數
種
類
件數
隧道式血壓計
2 下肢運動系統
2
運動血壓監控器
9 吊槓床
1
血液循環濃度測定儀
5 訓練床
1
心肺功能測試儀
2
電刺激器
1
急救車配備
2
經皮神經肌肉電刺激
2
運動墊
12
超音波治療器
1
啞鈴(組)
2
熱敷治療桶
1
多功能訓練站
1
冰敷袋
2
跑步機
4
腳踏車運動練習器
3
上肢心肺訓練器
2
上下肢訓練器
1
姿勢矯正用鏡
1
輪椅、枴杖、助行器等
17
彈性帶(顏色種類)
8
治療床
3
快速血糖測定器
1
治療球
10
全人健康系統訓練維護處理機
1
多功能生理監視器
5
水銀式血壓計
8
兒童治療室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