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3年度長期照護專業培訓課程(LevelI)第3梯 

一、目標：為擴大各類照護人力的培訓，使目前之醫事人員除了原有之急性醫療照護能

力與知識外，還能具備長期照護所需的技術、能力與專業知識，故辦理此訓練課程。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三、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四、培訓對象：目前執業於臺北市，且 

              (1)從事長期照護工作之人員(優先) 

              (2)醫療院所之專業人員 

              (3)各醫事/社工師專業公(學)會之代表人員 

              (4)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所、安養護機構之專業人員 

五、辦理日期、地點： 

    1、時間：103.10.28(二)、103.10.29(三)、103.10.31(五) 

    2、地點：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C棟大禮堂(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21巷20號) 

六、課程表： 

第1天--103年10月28日(星期二) 

講師介紹：(依主講者順序) 

張淑卿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周麗華  耕莘醫院長期照護部主任 

沈明德  國泰綜合醫院內湖分院職能治療師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08:00-08:40 報    到 

08:40-09:00 前    測 

09:00-09:10 致歡迎詞 王祖琪 簡任技正 

09:10-10:50 

(中間不下課) 
長期照護需求及情境介紹 張淑卿 助理教授 

10:50-11:10 休    息 

11:10-12:00 個案評估簡介 張淑卿 助理教授 

11:5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10 

(中間不下課) 
長期照護資源介紹與應用 周麗華     主任 

15:10-15:30 休    息 

15:30-16:20 跨專業角色概念 沈明德   治療師 

16:20 賦歸及簽退 



2 
 

第2天--103年10月29日(星期三) 

講師介紹：(依主講者順序) 

陳惠姿  輔仁大學護理學系主任 

蔡誾誾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副司長 

林秋芬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第3天--103年10月31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08:30-09:00 報    到 

09:00-10:40 

(中間不下課) 
溝通與協調 陳惠姿   主任 

10:40-11:00 休    息 

11:00-11:50 照護管理 陳惠姿   主任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10 

(中間不下課) 
長期照護政策法規、服務體系與保險 蔡誾誾 副司長 

15:10-15:30 休    息 

15:30-16:20 長期照護之性別觀點 林秋芬   副教授 

16:20 賦歸及簽退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08:30-09:00 報    到 

09:00-10:40 

(中間不下課) 
長期照護發展、理念與倫理 陳麗華 副執行長 

10:40-11:00 休    息 

11:00-11:50 跨專業案例與合作模式討論(1) 

報告人：蔡欣玶照管督導 

專家：王祖琪簡任技正 

      紀彣宙老師 

 

11:5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20 跨專業案例與合作模式討論(1) 

報告人：蔡欣玶照管督導 

專家：王祖琪簡任技正 

      紀彣宙老師 

14:20-14:40 休    息 

14:40-16:20 

(中間不下課) 
跨專業案例與合作模式討論(2) 

報告人林淑瑩照管督導 

專家：吳雪玉老師 

      謝玉琇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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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介紹：(依主講者順序) 

王祖琪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簡任技正 

蔡欣玶  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管督導 

紀彣宙  雙和醫院研究員 

林淑瑩  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管督導 

吳雪玉  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特殊照護股股長 

謝玉琇  馬偕醫院營養師 

 

七、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103月10月2日至10月9日，採網路報名，200人，額滿為止。 

(二)網址：http://meeting.health.gov.tw 

(三)報名時請完整填寫基本資料及服務機構，每單位限額至多3名，經報名資格審查

符合者，將於10/21公告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http://www.health.gov.tw/)，

恕不受理現場報名。名額超過3名之單位，第4位學員請以E-mail或傳真方式報

名，將視報名狀況依序遞補。 

八、發證辦法： 

(一)須符合教育時數規範（LevelⅠ共同課程：18小時），並依規定辦理簽到/退，

且於課後總評值測驗合格（70分），始取得課程結業證書。 

(二)護理師、醫師、物理治療師、職能治療師、營養師、藥師、語言治療師、呼吸

治療師、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九、注意事項： 

(一)依據「醫事人員及社工師繼續教育學分認證辦法」規範，所有學員須準時簽到

與簽退（請勿冒名頂替或遲到、早退）。全程參與者，核予公務人員研習時數

及辦理醫事人員及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登錄。 

(二)簽到時間分述如下，敬請配合，若未於規範時間辦理簽到退，恕不受理補簽。 

    1、上午簽到：08:30-09:15 

    2、上午簽退/下午簽到：13:00-13:30 

    3、下午簽退：當天課程結束 

    註：第1天因實施前測，請務必於08:40前完成報到。 

    註：上課當天請攜帶身分證或駕照，辦理報到，未攜帶證件者，恕不受理簽到

事宜。 

(三)本課程採依號入座，若因身體狀況有座位特殊需求者(如：腰椎受傷、懷孕……)，

請於報名時提出，並傳真相關資料，以利安排座位；因學員人數眾多，若未事

前提出，上課當天恕無法調整座位，敬請配合。 

        傳真：2597-0425 (註明收件人：任小姐，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16:20-16:30 休    息 

16:30-17:10 測驗方式說明 / 課程總評值 / 滿意度調查 

http://meeting.health.gov.tw/
http://www.heal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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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系列課程全程免費，為求公平性，報名後請務必全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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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七)請自備保暖衣物。 

(八)第3天課程結束，實施課後總評值測驗，請攜帶鉛筆及橡皮擦，以利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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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資訊： 

請逕自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顧客服務 / 交通指引 

(一)公車 

1、公務人員訓練處站 

 15路公車行經捷運麟光站、捷運古亭站。 

 棕 6公車由公訓處至市府行經信義快速道路雙向通車。 

2、辛亥國小站 

 237、294、295、298、611、673、棕 12，再步行至公訓處側門(約 10-15

分鐘)。 

(二)捷運 

1、文湖線— 

 麟光站：出站後請至左後方(往軍功路方向)轉 15至公務人員訓練處站。 

 辛亥站：出站後過辛亥路，左轉(往辛亥國小方向)沿告示牌步行至公訓處

側門約 10-15分鐘(路線圖如下) 

2、新店線— 

 萬隆站：自 2號出口出站，轉棕 6至公務人員訓練處站。 

 公館站：自 1號出口出站，步行至羅斯福路公車專用道轉綠 11至公務人

員訓練處站。 

 古亭站：自 4號出口出站，沿和平東路往師範大學方向步行約 5-10分鐘，

至北電聯合診所前轉 15至公務人員訓練處站。 

(三)機車：公訓處內設有學員機車停放區，惟停車位有限。 

(四)汽車：公訓處正門口前停管處委外收費停車場，惟停車位有限。 

  

http://www.dcsd.taipei.gov.tw/public/Attachment/332515195219.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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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園區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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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3年度長期照護專業培訓課程(LevelI) 

第3梯次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生日(民國年)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含郵遞區號) 

(       )        縣/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電子郵件  

最高學歷 

(學校/科系) 
 

服務機關/部門  

職    稱  

申請積分種類 

□護理師  □醫師    □物理治療師  □職能治療師 

□營養師  □藥師    □語言治療師  □呼吸治療師   

□社工師  □不須申請積分 

午    餐 □葷食  □素食  □不須用餐 

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時數 
□是  □否 

備註：每單位限額3名，超過者請填寫此報名表。 

       報名資料請以正楷填寫完整，以利後續報名行政作業。 

       Mail信箱：peggy535@health.gov.tw (任小姐) 

               (主旨請註明「長照培訓Level 1報名及學員姓名) 

       傳真：2597-0425 (註明收件人：任小姐，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電話：2597-5202 轉524 

mailto:peggy535@health.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