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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會辦理107年度「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

Level I)」之課程簡章，敬請轉知並鼓勵 貴單位轄內所

屬機構踴躍參加。

說明：

一、敬請 貴單位週知所屬專業人員，並惠予核准公(差)假，

俾利人員進行訓練。

二、前揭訓練內容請參見附件說明。

正本：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 2018-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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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7年度長期照護專業培訓課程(Level 1)企劃書 

一、 目標:為充實現行長照人員之知能， 協助各長照機構培養專業之業務負責 

     人才，擴大各式機構之興辦，故辦理此訓練課程。 

二、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 

三、 主辦單位: 台北市長期照護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護理科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護理科 

四、 培訓對象: 預計 100人，目前執業於長照機構，  

(1) 從事長期照護之專業人員 

(2) 各相關護理/醫事/社工師專業公(學)會之專業人員。 

五、 辦理時間、地點: 

            1、時間: 9/28(星期五)、9/29(星期六)、9/30(星期日) 

            2、地點: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9/28(星期五)、9/29(星期六) 

                      (115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號 十樓大禮堂)。 

               地點: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9/30(星期日) 

                      (106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0號 六樓大禮堂) 

六、 課程表: 

   第一天 

107年 9月 28日 

(週五) 

第二天 

107年 9月 29日 

(週六) 

第三天 

107年 9月 30日 

(週日) 

照護管理 

09:30-10:30 

文化安全及性別議題 

10:30-11:30 

臺北市照顧管理中心督導 

鄧菁菁 

長期照護發展、理念與倫理 

09:30-11:3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 

福利機構協會理事長 

賴添福 

老人及身障者權益保障議題 

09:30-11:30 

前新北市私立翠柏新村 

老人安養中心主任 

吳素霞 

長期照護資源介紹與應用 

12:30-14:30 

臺北市照顧管理中心督導 

鄧菁菁 

長期照護(含心理)需求、評估

及環境介紹 

12:30-14:3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 

福利機構協會理事長 

賴添福 

老人保護及相關法規議題 

12:30-14:30 

前新北市私立翠柏新村 

老人安養中心主任 

吳素霞 

午餐及 午休 11:30-12:30 

跨專業案例與合作模式討論-I 

14:30-16:30 

恩庭護理之家負責人 

朱曉玲&鄔書函 

台北市私立康寧老人長照機構 

職能治療師暨督導 

長期照護政策與法規 

14:30-16:30 

(含長照十年計畫 2.0、長照 ABC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 

福利機構協會理事長 

賴添福 

跨專業案例與合作模式討論-II 

14:30-16:30 

輔大社工系助理教授 

王潔媛講師& 

馬偕護專兼任講師 

林彤恩 



 

七、 師資名冊 

姓名 學經歷 

賴添福 學歷： 

嘉義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 

Florid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MBA 

研究所(碩士) 

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理事長 

2. 公設民營苗栗、苑裡老人養護中心主任 

3. 財團法人苗栗縣海青老人養護中心執行長 

吳素霞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所(碩士) 

1. 內政部社會司專員 

2. 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組長 

3.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翠柏新村老人安養中心主任 

王潔媛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博士 

1. 台北市社區銀髮族服務協會 總幹事 

2. 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工師 

3. 明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講師 

4. 輔大社工系助理教授 

林彤恩 實踐大學家兒系高齡家庭服務事業組碩士 

1. 社團法人臺灣照顧服務專業協會 理事長 

2.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第 7屆 理事暨財務委員會主委 

3. 翠柏新村老人安養中心  護理督導 

朱曉玲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系 

1. 懷慈老人養護中心護理長 

2. 文山老人養護中心督導 

3. 恩庭護理之家負責人 

鄧菁菁 長庚大學護理系 

1. 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 照管督導 

2. 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 照管專員 

鄔書函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二年制進修學士班 

（在學中） 

1. 台北市私立康寧老人長照機構職能治療師暨督導 

2. 悠活企業社 創辦人暨總經理  

3. 仁安醫院 創辦人暨主任 

 

 



 

 

八、 經費概算 

序號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預算經費 備註 

1 講師鐘點費 2,000 18 時 36,000 課程講師費 

2 交通費 5,000 1 式 5,000 含講師、工作人員實報實銷 

3 場地租借費 6,000 3 天 18,000  

4  印刷費 400 100 場 40,000 

100 人*400 元 

課程講義印刷 

課程滿意度調查 

招生簡章 

結訓試卷 

5 佈置費 2,000 1 式 2,000 
場地佈置費用 

6 雜支費 3,000 1 式 3,000 

簡章郵資、活動宣導費用、

文具用品、紙張、教學及活

動耗材 

7 餐費 80 315 名 25,200 
含學員 100人工作人員及講

師 5 人 X 3 餐=315 餐 

總計 129,200  

 
九、 經費來源 

       上課學員繳交報名費    

十、 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報名日期: 8月 01日上午 9點起至 9月 20日止，名額有限， 額滿即

結束報名系統，敬請把握時間。 

(二) 報 名 方 式 : 採 網 路 報 名 ， 以 下 提 供 兩 種 方 式 ( 建 議 使 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1、 輸入網址:「https://goo.gl/NCX2qJ」 

2、 報名前請先致電確認是否尚有名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傳真至(02) 27420458。報名表請以正楷清楚填寫完整資料以利 

   報名名單登錄。傳真前請來電告之陳小姐 09:00-18:00， 

   手機 0918015617 或撥電話：(02)27420058，傳真後再次確認。 

3、 臨時無法參加課程者，請於開課三日前通知本會，已進行人員 

   遞補。 

(三) 所有報名人員完成報名後，請於報名日起 3天內將下列資料拍照寄發    

E-mail 給承辦人員，以利後續資格審查 (承辦人電子信箱：

tw.softlife@gmail.com ): 

mailto:tw.softlife@gmail.com


 

1、 執照或畢業證書 

2、 現職在職證明(或服務證) 

 

十一、 發證辦法:需同時符合以下 4項規定，方能獲得長期照護專業培訓證書: 

1、 符合教育時數規範(Level Ⅰ共同課程:18小時) 

2、 依規定辦理簽到/退，無遲到、曠課或請假紀錄且全程出席課程者。 

3、 完成結訓問卷者(含滿意度調查、課後總評) 

4、 課後總評職及格(70分)者。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依據「長照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認證辦法」規範，所有學員需準時簽到

與簽退(請勿冒名頂替或遲到、早退)。全程參與者，核予長照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登錄(若未全程參與，恕無法給予部分積分)。 

（二） 專業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護理師、營養師、藥師、社工師等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中。若本梯次申請人數未超過 10人之職類，將不給予繼續

教育積分，開課單位保有斟酌申請繼續教育積分的權益。 

（三） 請依照課表之報到與簽退時間，進行課程期間的簽到退，敬請配合，

若未於規範時間辦理簽到退，恕不受理補簽，亦無法參與課後總評

值。 

（四） 本系列課程全部免費，且不給予學分抵免，若課後總評值未達領證標   

準，請自行重新報名培訓課程，無補考機制。 

（五） 為維護上課品質和授課效能及專業形象，請學員於上課期間嚴禁攜帶

孩童或有任何商品銷售行為。 

（六） 提供午餐，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七） 第三天課後總評值請準備 2B鉛筆、橡皮擦、身分證應試。 

（八） 證書取件方式一律採用郵寄掛號。請於課程期間恰工作人員領取信

封，並填寫正確郵遞資訊(地址、收件單位、姓名、學號)，因掛號

重量受限制，同一單位至多 4人一個信封。 

（九） 通過考試核發證書，請妥善保管，遺失概不補發。 

 

十三、 預期效益 

（一） 辦理長期照護專業人員培訓課程，預計 100 人參加。 

（二） 使老人長照領域之人員具備長照基本知能，以因應未來長期照護人力

之需求。 

 

 

 

 

 

 

 



 

十四、 交通指引 

 

 

 

 

交

通

方

式  

公車 

路線  

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聯營：32、257、279 

捷運  捷運板南線後山埤站往 3號出口出站，左側向前步行約 500 公尺左右， 

即可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停車場 周邊設有成德立體停車場，方便來院民眾使用，停車空間充足。 

收費標準 : 依停車場公告標準收費 

 

身障停車格: 

機車身障停車格位於本院區大門口前 3格，收費標準:暫不收費 

 

 
 

註：其它詳細公車路線可至下列網址查詢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index.html  

 

 

 



 

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搭乘公車及捷運： 

站名 公車及捷運 步行距離(分鐘) 

忠孝復興站 板南線,文湖線２號出口 8 

大安站 文湖線,信義線 10 

仁愛復興路口站 

3, 245, 261, 263, 270 

, 311, 621, 630, 651, 665 2 

仁愛大安路口站 

37, 245, 261, 263, 270 

, 311, 621, 630, 651, 665 1 

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站 

(復興南路) 41,74,204,685 4 

註：其他詳細公車路線可至下列網址查詢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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