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衛福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研發與人才培訓計畫 

優氧生活 OxyLife:改善缺氧所造成失能及衰弱風險實證應用方案   

指導員及協助員培訓課程（北區） 

 

現行長照 2.0及衛福部規畫，長照服務體系涵蓋 17項，規劃中以身心障礙失能為主要

照護對象。而現階段「因缺氧致使後續行動受限，進而失能衰弱」之族群，一直以來

受到忽略。有缺氧問題之個案（如：COPD、心衰竭、間質性肺疾等）因為呼吸容易

喘、血氧低下，進而讓他們身體活動受到限制（如：害怕起身活動及外出）；又或者

因為氧氣設備選擇不恰當，而限制了個案之活動能力及活動空間。當這群缺氧病人活

動力減少之時，日復一日，其肌力與肌耐力便大幅衰退、日常生活功能受阻、活動能

力降低，因此嚴重影響這族群的生活品質、社交能力與身心狀態。 

 

「優氧生活-改善缺氧所造成失能及衰弱風險計畫」將針對「缺氧族群」來培訓專業照

護人才，並進行居家/社區的跨領域之醫療專業整合，用實際行動來解決及補足現今這

個專業領域人才短缺之問題。同時也預計透過這個計畫，用以建立「缺氧族群」他們

自身的正確用氧觀念、缺氧疾病的認識、提升其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品質，使他們能

再次回歸社會。 

 

 

ㄧ、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 

二、主辦單位: 康健居家護理所 

三、協辦單位: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旭登護理之家、財團法人桃園巿私立天 

          立社會福利基金會 

四、參加資格：符合以下條件並通過本單位之資格審核者，即可參加培訓。 

1. 具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呼吸治療師證照或其他本單位核

可之專業領域證照者。（可參加指導員或協助員培訓課程） 



 

2. 居家照服員、現職居家或社區照護相關工作者、及有

志於未來推廣社區照護者。（可參加協助員培訓課程） 

 

五、培訓課程說明： 

指導員：完整接受指導員訓練(含:授課時數 10節+實習 8節 (於 106年 12月 31

日前，至少完成個案評估實習 2名並完成 OxyLife實習護照))，且需通過本單位

之指導員課程考核標準(含:學科筆試+技術考核)，總評核成績達 80分以上，由

主辦單位評核通過者，即可成為本計畫指導員(本單位將核發指導員證照)。 

 

協助員：完整接受協助員訓練(含:授課時數 4節+實習 4節 (於 106年 12月 31日

前，至少完成個案評估實習 1名並完成 OxyLife實習護照))，且需通過本單位之

協助員課程考核標準(含:學科筆試+技術考核)，總評核成績達 80分以上，由主

辦單位評核通過者，即可成為本計畫協助員(本單位將核發協助員證照)。 

★ 備註：實習收案對象須為居家或社區住民，且排除健保居家呼吸治療個案。 

 

六、培訓日期：106年 11月 29日（週三）至 106年 11月 30日 （週四）  

 

七、培訓地點：桃園勞工育樂中心，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9號。 

●        第一天（11/29）課程培訓教室：302 會議室  

●        第二天（11/30）課程培訓教室：202 會議室 

                         



 

 

 

 

交通方式： 

★ 開車前往：南桃園交流道至桃園市政府路線說明 

下南桃園交流道併入大興西路三段 → 右轉國際路二段 → 左轉文中路 → 右轉正光街 → 

左轉廈門街 → 右轉縣府路。 

★ 公車：桃園、中壢火車站前搭公車至桃園市政府路線說明 

1.桃園火車站前復興路可搭乘桃園客運 1 路公車或免費市民公車至市政府站下車或從   

   桃園火車站搭乘市府免費接駁電動巴士至市政府站下車。  

2.中壢火車站前可搭乘中壢客運至市政府站下車。 

★ 高鐵：高鐵桃園站至桃園市政府搭乘公車路線說明 

建議從高鐵桃園站搭桃園客運至桃園火車站，再從桃園火車站轉搭桃園客運 1 路公車

或免費市民公車至市政府站下車。 

 

八、培訓收費： 

報名者請預先繳交 1000 元，視為培訓課程預約保證金。如完整參與指導員培訓課程/

協助員培訓課程（含能力考核）者，將全額退費。 

 

九、報名及繳費方式： 

● 報名：至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  https://goo.gl/xjD7hm 

● 繳費方式：報名資格審核通過者，再行以 Email 通知轉帳資訊。 

● 課前測驗：報名資格審核通過並完成繳費者，本單位將以 Email 寄發線上課前

測驗試題。（完成課前測驗者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十、培訓課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AhcFfahb2CVCxayJuk-VI0BHjSkbYcu7Y69bUsYfqU/edit


 

● 第一天：指導員及協助員培訓課程（共同培訓課程），及能

力考核評值。 

             -  指導員：授課課程 6節 + Work Shop 2節 

             -  協助員：授課課程 4~ 6節 + Work Shop 2節 

指導員及協助員培訓（北區）第一天    106年 11月 29日 週三 

授課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參加人員 

08:00-08:30 報 到 

08:30-09:20 居家用氧監測及缺氧徵狀評估 
王瀞儀 

護理師 

指導員＆ 

協助員 

09:20-10:10 
日常生活節能指導 1  

 (工作簡化原則+能量保留技巧) 

柯宏勳 

職能治療師 

指導員＆ 

協助員 

10:10-10:20 Break 

10:20-11:10 
日常生活節能指導 2 (進階)  

 (工作簡化原則+能量保留技巧) 

柯宏勳 

職能治療師 

指導員＆ 

(協助員) 

11:10-12:00 WORK SHOP 1 (+技術模擬考) 專業師資群 
指導員＆ 

協助員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00-13:50 
氧氣設備(醫療輔具)認識、維護 

與清潔保養 

陳韋豪 

醫學工程師 

指導員＆ 

協助員 

13:50-14:40 
心肺運動指導 1  

(呼吸運動、肌力與肌耐力訓練) 

黃鈺萍 

物理治療師 
指導員＆ 

協助員 

14:40-14:50 Break 

14:50-15:40 
心肺運動指導 2 -- 實作練習  

(呼吸運動、肌力與肌耐力訓練) 

黃鈺萍 

物理治療師 
指導員＆ 

(協助員) 

15:40-16:30 WORK SHOP 2 (+技術模擬考) 專業師資群 
指導員＆ 

協助員 

16:30-17:00 
指導員及協助員共同培訓課程 

能力評核 
 

指導員＆ 

協助員 

17:00-17:30 賦  歸 

 



 

 

● 第二天：指導員進階培訓課程，及能力考核評值。 

                       -  指導員：授課課程 4節 + in house 實習 2節 

指導員進階培訓（北區）第二天    106年 11月 30日 週四 

授課時間 課程內容 授 課 講 師 參加人員 

09:00-09:30 報 到 

09:30-10:20 
認識居家氧氣治療 

(指導員進階課程) 

林秀萍 

呼吸治療師 
指導員 

10:20-11:10 指導員收案實作 1 （算實習時數） 專業師資群 指導員 

11:10-12:00 
認識居家氧氣安全及無障礙環境評估 

(指導員進階課程) 

張靖翎 

呼吸治療師 
指導員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20 指導員收案實作 2 （算實習時數） 專業師資群 指導員 

14:20-14:30 Break 

14:30-15:20 
因缺氧致使失能及衰弱之 

相關疾病認識(指導員進階課程) 
劉文德醫師 指導員 

15:20-16:10 
肺阻塞 COPD之疾病認識 

(指導員進階課程) 
劉文德醫師 指導員 

16:10-17:00 指導員進階課程筆試考核＋實習說明  指導員 

17:00-17:30 賦  歸 

 

十一、學分：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台灣護理學會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十二、課程聯絡窗口：  

         聯絡人：楊婷雅 小姐  0958332396 

           E-mail: ting-ya.yang@airliqui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