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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長期照護醫事人力 Level I 共同訓練課程計畫 

一、緣起：衛生福利部為規劃及建置完整長期照護服務輸送體系，目前正

持續推動各項方案以為因應，惟預期未來「長期照顧服務法」

及「長期照顧保險法」施行之後，長期照護服務需求將大幅增

加，因此須及早規劃完整之制度，以培訓足夠的儲備人力。 

二、目的：為推動本縣及促進服務於長照領域之專業人員能先具備長照基

本知能，以達成長期照顧管理專業人力培育等目標，故辦理長

照醫事人力Level I共同訓練課程，預計培訓750人。 

三、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四、主辦單位：雲林縣衛生局 

五、承辦單位：社團法人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六、協辦單位：社團法人雲林縣醫師公會、雲林縣臨床心理師公會、社團

法人雲林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雲林縣職能治療師

公會、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雲林縣醫事檢驗師公會、

雲林縣營養師公會、雲林縣藥師公會、雲林縣藥劑生公會、

雲林縣診所協會、雲林縣助產師助產士公會、雲林縣語言

治療師公會、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

團法人若瑟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彰化基督

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七、辦理場次：     

場次 日期 地點 

第3場 105年7月08日(五)~09日(六)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虎尾院區七樓第一會議室(主場)、第四會議室

(視訊) 

第4場 105年8月11日(四)~12日(五)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2樓學術講堂 

第5場 105年9月8日(四)~10日(六)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4樓國

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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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對象：各類醫事人員(本縣醫事人員優先報名錄取)。 

  九、認證方式: 本課程應符合以下3項規定，始得取得繼續教育積分 

      (一)全程參與課程，共計18小時。 

  (二)課程期間依規定完成上午簽到及下午簽到簽退共3次。 

      (三)課後測驗成績達70分（含）以上者。 

  十、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欲參加本次訓練之學員，請務必詳閱、遵守) 

 1、報名日期： 

場次 報名日期 上課名單公布 

日期 

名 額 

第3場 

105年7月08日(五)~ 

7月09日(六) 

105年6月08日起至

105年6月22日止或額

滿為止。 

105年6月27日 140人 

(主場80人,視訊

場60人) 

第4場 

105年8月11日(四)~ 

8月12日(五) 

105年7月08日起至

105年7月28日止或額

滿為止。 

105年8月05日 130人 

第5場 

105年9月08日(四)~ 

9月10日(六) 

105年8月1日起至105

年8月20日止或額滿

為止。 

105年8月30日 200人 

 

2、上課名單於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網站公布。 

3、報名方式： 一律網路報名  http://goo.gl/forms/RS1xldlnRh 

                                                         

4、聯絡方式：05-5345523 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5、本訓練課程不開放課程抵免，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由協辦的各 

   公會申請中，公務人員時數認證申請中。     

http://goo.gl/forms/RS1xldln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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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課程報到採電腦刷卡作業、當天敬請攜帶「健保 IC卡」以便辦 

    理刷卡簽到及簽退。 

7、為維護課程品質及訓練規定，請學員自行斟酌課程當天是否能夠全

程參加，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或冒名頂替者，該次訓練各類專

業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均不予認定。 

   8、主辦單位保有開課或更動講師、課程之權利，如有變動將函報衛 

      生福利部，並公告於本會網站 http://www.ylna.org.tw/。 

   9、如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取消，則另行通知擇 

      期舉行。 

   10、本研習報名資料僅供本研習會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11、請自行瀏覽本會網站是否公告額滿訊息，以網路公告為準。 

      12、此課程未全程參與者，無法取得繼續教育學分。  

       13、本訓練課程不另提供紙本結業證明，請自行於衛生福利部繼續教 

         育積分系統查詢、列印個人研習積分清單。 

      14、本次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請有需要的學員，可至本會或雲林縣 

         衛生局網站下載課程資料，自行印製攜帶。 

      15、合格名單將於課程結束後1個月內審核完成，完成訓練課程並通過 

         評值者，請逕行上本會網站查詢名單。 

      16、 本會保有調整單位報名名額之權利，為確保參訓之公平性、報名 

         後請務必出席，以確保其他參與者權益，若不克出席，請於上課 

         前一週前電洽本會取消報名，俾安排學員遞補。 

     

 

 

 

 

 

http://www.yln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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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長期照護醫事人力Level 1共同訓練課程表(第3場) 

日期：105年 7月 08日(五)、7月 09日(六)共 2日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7F第一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視訊)      

日期 起迄時間 分鐘數 演講題目 講師 

105/7/8 07:50-08:10 10  前測及報到 蘇鈺雯督導長 

105/7/8 08:10-08:20 10 致歡迎詞/長官致詞 
王崇禮院長/陳姝年主任 

吳昭軍局長 

105/7/8 08:20-10:00 100 
長期照護政策法規、服務 

體系與保險 
林柏煌秘書長 

105/7/8 10:00-10:10 10 休息   

105/7/8 10:10-12:00 100 溝通與協調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護理

部陳姝年主任 

105/7/8 12:00-12:50 50 休息&午餐   

105/7/8 12:50-13:40 50 跨專業角色概念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護理

部陳姝年主任 

105/7/8 13:40-15:20 100 長期照護需求與情境介紹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李淑真護理師 

105/7/8 15:20-15:30 10 休息   

105/7/8 15:30-17:10 100 長期照護資源介紹與應用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李淑真護理師 

105/7/8 17:10-18:00 50 老人保護(精神衛生防治) 雲林縣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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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起迄時間 分鐘數 演講題目 講師 

105/7/9 08:00-08:10 10 報到 蘇鈺雯督導長 

105/7/9 08:10-09:00 50 照護管理 
雲林基督教醫院護理部  

張翠芬主任 

105/7/9 09:00-09:50 50 長期照護之性別觀點 
雲林基督教醫院護理部  

張翠芬主任 

105/7/9 09:50-10:00 10 休息   

105/7/9 10:00-10:50 50 評估工具簡介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許雅雯護理師 

105/7/9 10:50-12:30 100 長期照護發展、理念與倫理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簡任技正 王素琴 

105/7/9 12:30-13:30  休息&午餐   

105/7/9 13:30-14:20 5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簡任技正 王素琴 

105/7/9 14:20-15:10 5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

(2)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曾寶鍾物理治療師 

105/7/9 15:10-15:20  休息   

105/7/9 15:20-16:10 5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

(3)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陳研妙社工師 

105/7/9 16:10-17:00 5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

(4)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營養部黃素華主任 

105/7/9 17:00-17:30  課程評值/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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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長期照護醫事人力Level 1共同訓練課程表(第4場) 

日期：105年8月11日(四)、8月12日(五)共2日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2樓學術講堂 

 

 

時間 8月11日(四) 時間 8月12(五) 

07:40-08:20 報到/前測 

08:20-08:30 致歡迎詞 
07:30-08:00 

 

報到 

08:30-10:10 
溝通與協調(2)/郭雅雯老師 

08:00-09:40 
長期照護發展、理念與倫理

(2) /許翠華老師 

10:10-10:20 休息 09:40-09:50 休息 

10:20-11:10 
長期照護之性別觀點(1) 
/張翠芬主任 09:50-11:30 

長期照護需求與情境介紹

(2) /許翠華老師  

11:10-12:00 
跨專業角色概念(1) 
/張翠芬主任 11:30-12:20 照護管理(1) / 許翠華老師 

12:00-13:00 午餐 12:20-13:10 午餐 

13:00-14:40 

長期照護政策法規、服務 
體系與保險(2) 
/林柏煌秘書長 

13:10-14:00 
評估工具簡介(1) 
/許致善醫師 

14:40-14:50 休息 14:00-14:10 休息 

14:50-16:30 
長期照護資源介紹與應用

(2)/ 周佳霓 組長 14:10-15:00 
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

(1) /蔡麗娟護理長 

16:30-16:40 休息 15:00-15:50 
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

(1) /陳怡萍營養師 

16:40-17:30 
老人保護(精神衛生防

治)(1)/雲林縣衛生局 15:50-16:00 休息 

16:00-16:5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

論(1) /許靜宜藥師 

16:50-17:4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

論(1) /李旺澈復健師 
17:30~ 歸賦 

17:40-18:10 課後總評值/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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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長期照護醫事人力Level 1共同訓練課程表(第5場) 

日期：105年 9月 08日(四)、9月 09日(五)、9月 10日(六)共 3日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4樓國際會議廳 

   
 日期 

時間 
9月8日(四) 9月9日(五) 9月10日(六) 

08:40-09:10 報到/前測 

09:10-09:20 致歡迎詞 
報到 報到 

09:20-11:00 

 

長期照護發展、理念與

倫理/ 

郭雅雯老師 

長期照護需求與情境

介紹/ 

朱翠萍主任 

溝通與協調 

許文馨護理長 

11:00-11:10 休息 休息 休息 

11:10-12:00 

 

照護管理/ 

郭雅雯老師 

長期照護資源介紹 

與應用(上)/ 

葉芳枝策略長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

式討論(1)/ 

程傭恆物理治療師 

12:00-13:00 休息 休息 休息 

13:00-13:50 

 

評估工具簡介/ 

賴珊如護理長 

長期照護資源介紹 

與應用(下)/ 

葉芳枝策略長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

式討論(2)/ 

林佳嫺居家護理師 

13:50-14:00 休息 休息 休息 

14:00-14:50 跨專業角色概念/ 

張翠芬主任 

長期照護政策法規、服

務體系與保險(上)/ 

林柏煌秘書長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

式討論(3)/ 

賴美娟營養師 

14:50-15:00 休息 休息 休息 

15:00-15:50 長期照護之性別觀點/

張翠芬主任 

長期照護政策法規、服

務體系與保險(下)/ 

林柏煌秘書長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

式討論(4)/ 

賴珊如護理長 

15:50-16:40 老人保護(精神衛生防

治)(1)/雲林縣衛生局 

 
課程評值/後側 

(15:50-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