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度長期照護專業人員 Level Ⅰ共同課程 
壹、目的：為促進各類專業人員具備長期照護基本知能。 

貳、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護理之家協會、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桃園市政府衛

生局、南投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叁、協辦單位：寬福護理之家、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群力康復之家、高雄榮總醫院

臺南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肆、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活動前一週或額滿為止。 

伍、訓練規劃：本活動為收費性質，採自由意願參加，實體授課 18小時(共三天) 

陸、參與對象：長期照護相關領域專業人員 

柒、辦理日期及地點： 

場 次 辦 理 日 期 辦 理 地 點 

北區(桃園) 104年 9月 24日(星期四) 

104年 9月 23日(星期三) 

104年 9月 25日(星期五) 

寬福護理之家 地下一樓視聽教室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裕和街 35號) 

中區(臺中) 104年 10月 28日(星期三) 

104年 10月 29日(星期四) 

104年 10月 30日(星期五)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醫療大樓 12樓大禮堂 

（地址：403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號） 

中區(南投) 104年 9月 09日(星期三) 

104年 9月 10日(星期四) 

104年 9月 11日(星期五) 

群力康復之家  2樓會議室 

(地址：542南投縣草屯鎮新豐路 728巷 32

號) 

南區(臺南) 104年 9月 16日(星期三) 

104年 9月 17日(星期四) 

104年 9月 18日(星期五) 

高雄榮總醫院臺南分院  8樓 集會堂 

(地址：710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427號) 

捌、費用： 

會 員 身 分 別 報 名 費 用 

本會團體會員 優惠價 1800 元  (每單位限 3 名享會員價) 

協辦單位 優惠價 1800 元  (限定：1.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之會員、 

2.署立臺中醫院之在職同仁、3.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之在職同仁 ) 

贊助個人會員 優惠價 2700 元 

贊助團體會員 優惠價 2700 元  (每單位限 3 名享贊助團體會員價) 

非會員 3600元 

備註：已繳交 104年度會費者為限。 



玖、退費說明： 

 申請退費日 行政費 

1 開課前一週 100 元 

2 開課前三天至一週 300 元 

3 開課三天內 不退費，可提供講義，郵寄送達。 

4 未達課程人數額滿之繳費 全額退費 

拾、報名方式：  
1. 請至協會官網研習課區下載報名表，填妥報名資料(報名類別與職稱不符，

將 視 同 未 報 名 完 成 ) ， 以 傳 真 03-3700162 或 mail 信
箱”tnha.taiwan@gmail.com”。 

2. 完成報名資料登錄，並至郵局完成劃撥繳費後，經確認無誤始能完成報名
手續。 

3. 郵政劃撥方式繳交費用。戶名：社團法人臺灣護理之家協會；劃撥帳號：
22568946；劃撥單上請註明「長期照護 Level I(日期、場次)」。 

4. 收據開立日期以劃撥日為準 
5. 研習費用收據一律課程當天發給，如有特殊事由，請來電洽詢。 
6. 建議事項：可攜帶劃撥單據影本至現場，避免本會尚未收到繳費訊息。 

拾壹、參加課程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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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分鐘或冒名頂替者，該次訓練各類專業人員繼續教育積

分及結業證書均不予認定。 

2. 本次訓練課後總評值如未達 70 分，視同不合格，將無法取得結業證書亦無

法取得長期照護人力系統認證，僅有專業人員積分。 

3. 主辦單位保有開課或更換講師、課程之權力，如有變動將公告於本會網站上。 

4. 為維護學員權益，會場內謝絕一切旁聽(含嬰幼兒) 

5. 請自行瀏覽本會網站是否公告額滿訊息，以網路公告為準。 

6. 聯絡電話：03-3603083 林小姐 

 

註： 

 已辦理下述各項專業人員繼續教育積分中。 

1.護理人員 2.醫師 3.社工師 4.營養師 5.職能治療師 6.物理治療師 7.藥師 

 共有 1小時性別議題繼續教育積分。 

 

 

 

 

 

 

 

 

 

 



拾貳、課程表與師資表:   

  第 一 天 與 第 二 天  課 程 
 

日期 

 

 

場次 

104/10/28(台中) 

104/9/9(南投) 

104/9/16(台南) 

104/9/24(桃園) 

(星期三)  

104/10/29(台中) 

104/9/10(南投) 

104/9/17(台南) 

104/9/23(桃園) 

(星期四) 

8:20-8:30 報到  

8:30-8:50 課前測驗 

8:50-9:00 歡迎致詞 報到 

9:00-10:40 長期照護發展、理念與倫理 
講師:張淑珒執行長  

長期照護資源介紹與應用 
講師: 林昱宏社工師  

10:40-11:00 休息 休息 

11:00-11:50 溝通與協調(一) 
講師: 張淑珒執行長  

跨專業角色概念 
講師: 林昱宏社工師  

11:50-13:00 午餐 午餐 

13:00-13:50 溝通與協調(二) 
講師: 張淑珒執行長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

(一) 
講師: 林昱宏社工師  

13:50-14:00 休息 休息 

14:00-15:40 長期照護政策法規、服務體系

與保險 
講師: 周矢綾理事長  

長期照護需求及情境介紹 
講師: 林昱宏社工師  

15:40-16:00   

 

 

 

 

 

 

 

 

 

 

 

 

 

 

 

 

 

 

 



    第 三 天  課 程 
 

日期 

 

 

場次 

104/10/30(台中) 

104/9/11(南投) 

104/9/18(台南) 

104/9/25(桃園) 

(星期五) 

8:20-8:30  

8:30-8:50 

8:50-9:00 報到 

9:00-09:50 長期照護之性別觀點 
講師:蔡娟秀副教授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照護管理 

講師: 蔡娟秀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1:00-11:50 個案評估簡介 
講師:蔡娟秀 副教授  

11:50-13:00 午餐 

13:00-13:5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二) 
講師: 

台中/南投: 蔡麗珍(護理)、呂文賢(職能)、林雅文(營養) 

台南: 王素琴(護理)、呂文賢(職能)、林雅文(營養) 

桃園: 紀夙芬(護理)、陳美月(營養)、蘇雲暉(物理) 

13:50-14:00 休息 

14:00-15:4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式討論(三) 
講師: 

台中/南投: 蔡麗珍(護理)、呂文賢(職能)、林雅文(營養)  

台南: 王素琴(護理)、呂文賢(職能)、林雅文(營養) 

桃園: 紀夙芬(護理)、陳美月(營養)、蘇雲暉(物理)                                                                                                                                                                                                                                                                                                             

15:40-16:10 課後測驗、課程總評值及滿意度調查 

 

 

 

 

 

 

 

 

 

 

 

 

 

 



 

師資表： 

張淑珒   台灣護理之家協會/前理事長  惠眾老人福利事業/執行長 

周矢綾   臺灣護理之家協會/理事長     寬福護理之家/院長 

林昱宏   臺大醫院北護分院社工室業務負責人/社工師 

蔡娟秀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蔡麗珍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督導 

呂文賢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助理教授 

林雅文   臺灣中部地區長照機構/營養師 

王素琴   臺灣護理之家協會/前理事長  高雄榮民醫院台南分院護理部/主任 

紀夙芬   林口長庚醫院/督導 

 

 

 

 

 

 

 

 

 

 

 

 

 

 

 

 

 

 

 

 

 

 

 



拾叁:交通指引 

                         

北區 寬福護理之家 

自己開車: 

  1.由中壢或桃園市來皆走省道蹤貫路即可找到中華路，轉入裕和 

    街。 

  2.由 3號或 1號高速公路來，請接桃園中正機場線，於桃園下交流 

    道，往中壢市走，第一個紅綠燈直走即可銜接龍安街，經中華路 

    右轉約 1公里轉入裕和街。 

公車: 

   由火車站桃園客運請搭乘 1路公車於高城社區下車，往署立醫院 

   方向走即可見到裕和街步行約 5分鐘寬福護理之家建築物外觀與 

   地理位置圖 

 
 

註：停車場數量有限，較晚抵達同學，請至附近停車場或路邊停車，敬請見諒。 

 

 

 

 

 

中區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號)  



     長期照護大樓一樓長照教室 (請搭車至柳川東路下車) 
交通地圖-衛生署台中醫院 

1. 搭乘火車:於台中火車站下車後轉搭台中客運 26、27、41、101、106、107、147 仁

友客運 22、30、37、40、45、48、125(停靠民權路)、26(停靠三民路)公車至本院

下車。 

計程車:台中火車站搭至署立台中醫院長照大樓之車資約 100元。 

2. 高速公路:於中港交流道下車後，往市區方向，直行中港路至五權路右轉直行接民權

路左轉往台中醫院方向。 

 

 
 

註：院內停車場按時收費，無減免，請多包涵。 

 

 

 

 

 

 

 

 

 

 

 

 

 

 

 

 

 

 

http://www.taic.doh.gov.tw/public/public_co/chinese/4546456-1.jpg


南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台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427號) 醫療大樓 8樓 集會堂 
1. 搭乘火車:於台南火車站下車後轉搭 2號公車至本院下車(約 5-10鐘車程)。計程車:

從台南火車站至本院車資約 150元。 

2. 高速公路:於仁德交流道下車後，沿著高速公路邊小路直走，至看到「永大拖運」或

「全威交通關係企業」後左轉→直走約 200公尺即可到達。 

3. 自行開車:於報到處加蓋證明章，即享免停車費優惠。 

4.搭乘高鐵(1)可於”2”號門搭乘免費接駁車至國賓影城(約 40分鐘)下車，右轉再步

行約 10-15分鐘即可抵達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註：汽車停車者，於下午簽退後，可持停車費單據請工作人員蓋章，完全減免停車費。 

 

 

 

 

 

 

 

 

 

 

 

 

 

 

 

 

 

 



中區 群力康復之家 542南投縣草屯鎮新豐路 728巷 32號 



104年度長期照護專業人員 Level Ⅰ共同課程 

                   
請惠予影印使用（附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務(參考說明) 聯絡電話 

    

    

    

    

    

職務說明 1.護理人員 2.醫師 3.社工員 4.營養師 5.職能治療師 6.物理治療師 7.藥師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收 據 抬 頭  統一編號  

會 員 別 □非會員 3600元 

□贊助會員 2700元 

□常年會員 1800元  

□協辦會員 1800元(大臺南護理師護

士公會/署立臺中醫院/高雄榮民總

醫院台南分院) 

飲 食 □一般□素食 

課程名稱 
長期照護專業人員 Level 1 共同課程 

課程日期 

□104.9/23-25 (桃園) 

□104.9/09-11 (南投) 

□104.9/16-18 (台南) 

□104.10/28-30 (臺中) 

  全程參加者發給研習證明:18小時 

               

1. 傳真號碼：(03)370-0162  

2. 連絡電話：(03)360-3083 洽林小姐。 

 

 

 

劃撥款單影本黏貼處請註明參加姓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