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U-SJSU Program
長庚大學-聖荷西大學暑期國際交流課程
課程簡介

最新報名資訊

長庚大學 CGU 職能治療學系與美國聖荷西大學
SJSU 職能治療學系於 2017 年完成簽訂合作備忘
錄，即將於 2019/7/29~8/9 進行兩週國際文化交
流課程。

三大課程主軸-老化 長照 社區

日期:2019/07/29~08/09

專為臺灣職能治療學生客製化設計，透過參訪、聽

預算(課程住宿):USD3,224
(10~12 人)

講、討論、實作、報告，探索 OT 在長照系統中之角
色。

報名網址:

可能涵蓋之課程主題
★Long-Term Care

★Use of Mindfulness-Based

Systems from the

Practice & Therapeutic Use

Rehabilitation

of Self at Various Settings

Perspective
★Promoting

★Roles of Occup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Therapists in an Alternative

safety for older

Care Model: Program of All-

adults in the home

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and community

(PACE)

★Occup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Wellness

Therapy in the

Program for Diverse Older

Community

Adults via CommunityUniversity Partnership

★Home Health for

★Empowering Older Adults

Early Intervention &

Through Storytelling Within

Older Adults

an Urban Context.

HTTP://DOT.CGU.EDU.TW/FILES/14-103753450,R1165-1.PHP?LANG=ZH-TW
臨床治療

機構參訪

我們瞭解與比較
台灣或美國在制
度及執行上的異
同處，也看見
OT 的更多可能
性。

透過實地走訪感受社
區 OT 的落實及其重要
性，也發現美國 OT 對
client-center 的重視。

拓展視野
很幸運能參加
當地慶典與體
驗校園內的活
動。美國值得
深度探索。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California

Empowering Lives
Through
Occupation
July 29th 2019 -August 9th 2019

2018 年參加者感言

★ 這次交流不但了解到了美國長照社區的運作方
式，也更提升對於 OT 這個職業的認同感，老師
課前預習提供的資料確實可以讓我們在上課的途

課程時間：2018/7/30~2018/8/10

中較快速進入課程主題。~~碩二卓如

課程內容

★在臨床治療上也讓我印象深刻，美國 OT 幾乎都會
使用 Top-down 模式；在聆聽討論的過程中，我
★ 老師們都非常親切、專業，教的內容都很貼切主題，準備

們可同時瞭解與比較台灣或美國在制度及執行上

的也很充分，而且很有耐心的回答我們所有的問題，我

的異同處。從老師們的經驗知道 OT 在社區及長

想，這就是客製化課程的優點所在。~~大三洪恩

照還有很多可能性，也瞭解不同文化及制度底下
可能產生的問題，即使不是每個問題都能馬上解

★ 上完這些課後我開始思考，台灣 OT 要如何才能介入這些
特殊族群，如何才能使其他 OT 願意投入這類的社區工

決或改變，但對於未來在臨床會有些不同的想
法，也更清楚 OT 未來方向。~~碩二張 x 皓

作，有沒有甚麼好方法可以使 OT 的社區照護遍及一個縣
市或更多的特殊族群，如何能在台灣建立一個類似 On-

★我對整體的課程規劃，從參與成員的組成、師

lock lifeway 的社區照護機構，如何宣導「治療去機構化」

資、課程內容、上課模式至休閒娛樂，都十分滿

的相關觀念…，突然間我發現台灣社區 OT 有好多方向可以

意。雖為全英語教學，但講師會調整授課步調與

發展，開始興奮了起來。~~大三史嫣

陳述方式，卻不失課程內容的豐富度。若要我給
這次的課程打星星評分，我會給五顆星，聖荷西

★ 這個 program 除了大學生外，亦有研究生及已經在外面

大學對我們的照顧無微不至，有任何問題都可迅

工作的學長姐們，透過他們的經驗分享，讓我更早知道實

速的解決，講師們也都很用心的授課，讓我們體

習與外來工作情況，除了學到美國當地的 OT 知識外，也

驗道地的美式上課方式。~~碩二孫 x 萱

讓我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實在是獲益良多！~~大三陳瑜
★ 這次交流的經驗真的很棒，這大概是我接觸職治實際情況
的第一步，真的了解到很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學姊們
的經驗和職治面臨的難題，讓我覺得職治有無限發展的可
能。其實我覺得課程都不錯尤其是睡眠、跌倒和
homeless 的，我覺得比較實際，介紹 program 的課程也
不錯讓我們認識了美國的不同作法。~~大三 郭妤

★ 老師們給我們作業也會盡可能讓我們不同的經驗
的人去打散並分組完成報告，也讓我們有很多的
討論以及發問的時間。~~碩二楊鈺

★ 我很喜歡這些課程，不僅包含年長者的長期照護，青少

業，也在美國教授及同學們的影響下，不時提醒

年、年輕媽媽、無家可歸的人等，社會中弱勢族群的服務也

我”OT 是一個富有創意的工作。~~治療師王涵

都有被含括。我覺得這是一個更能讓我們以開闊的視野去看
待長照及社區的方式──當現在將大多資源放在年長者時，別

機構參訪

忘了還有這麼多人需要我們的幫忙。~~治療師劉雯

★ 機構參訪更是直接看到美國 OT 進行治療場所和
表現方式，我想跨國交流可比較雙方的異與同，
★ 課程內容多元可了解美國的職能治療師在社區的不同發展

此層面我同時吸收了台灣和美國的資訊。我還是

及面向、上課鼓勵發言及討論(包含計畫優缺點等)、親和性

對於美國 OT 提供的服務感到驚訝，像是醫護與

十足的教授們!、有回饋反思的討論時間，可針對不確定的

個案的比例、尊重個案隱私的程度、跨專業團隊

部份多加詢問、報告討論的問題很不錯，能比較兩國的不

間的合作、環境的硬體設備……等整個帶出的服

同，以及思考相同政策用在台灣可能會有的情形、報告分

務品質。~~大二紀妤

組的方式可以互相學習，GOOD!!!~~治療師張毓
★ 透過參觀 PACE model 下所構成的 On Lok 機
構，讓我更加感受到社區 OT 的落實及其重要
性；透過實地走訪，讓我發現到美國 OT 對於
client-center 的重視。在美國，他們總有舒適的
治療空間，治療師對個案也是一對一，即使是團
體也會有足夠的治療師一同協助團體進行，將
client-center 的想法發揮的較為徹底，讓人不禁
讚嘆這樣的制度。~~大三陳瑜
★ 醫院參訪的部分覺得很棒！每個地方都有仔細
★整個課程充滿正向支持的感覺，與其等待我用正確的文法

的介紹，美國可能是因為分科分的很細，所以

說出我的疑問，老師們反而更加鼓勵大家用單字拼湊出自

品質可以做的比較好，尤其是法律規定一個治

己的想法，這裡的意思不是指正確的使用英文不重要，而

療師一次只能接一個個案最讓人羨慕。~~碩二
卓如

是課程中的老師們非常重視大家的回饋，不希望受到語言
的阻撓，這樣的學習環境我覺得很棒。~~研究助理廖宇

★ 臨床單位參訪時，也讓我對治療空間與設備、
★ 非常開心這次可以參與這個課程，美國教授非常貼心、英

治療模式等進行一些反思，有哪些是在台灣體

文內容淺顯易懂。非常謝謝長庚老師們如此辛苦的與聖荷

制下的優勢與劣勢？如何在重重限制下做出 OT

西大學進行接洽，這是一趟收獲豐富的旅程。過程中有感

特色？除了認識美國 OT 外，亦受到美式文化

受到學生們對這個職業保有的熱情，這樣的熱情是具有渲

的渲染，不同文化體現熱情、開放性、創造性

染力的，而 OT 是一個我覺得滿需要熱情才能持續的職

等的方式不盡相同。~~碩二孫萱

★ 在參訪機構過程中，老師們以及機構都會很用心的講解，
然後幾乎也都讓我們拍照，只要不拍到個案的臉，讓我覺得
整體來說就是非常的歡迎我們去學習以及將好的知識帶走的
感覺。~~碩二楊鈺

文化體驗

★ 拓展視野，體驗文化差異。我最喜歡的部分是去奧克蘭看
棒球，感受球迷對於地主隊的瘋狂讓人印象深刻。~~大二
紀妤

★ 住宿環境舒適、網路收訊佳、餐飲多元方便、
文化體驗活動好玩。~~治療師張毓
★ 住宿上我覺得很棒，設備很新、整潔，空間很

★ 我覺得非常幸運，在這些日子裡，我也跟大家玩了很多有

寬敞、舒適，有暖氣、洗烘衣機、廚房、足夠

趣的地方，吃了很多不一樣的美食，這兩個禮拜幾乎都是

的浴廁，還有很多的無障礙設施！自動開門超

笑著入睡呢！美國太大了，一定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

酷！大學附近生活機能也很便利。~~治療師劉
雯

方，以後一定會再來的！~~大三洪恩

★很開心聖荷西大學安排我們參加當地慶典與體驗校園內休
閒活動(保齡球)，其學生很熱情的陪伴我們一個下午時間，
事後至舊金山周邊遊玩時也熱情的款待。~~碩二孫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