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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補助辦理 

長期照護專業人員愛滋病照護防治教育訓練 

一、依據 105 年度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補助本會辦理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二、目的：強化長期照護之服務提供單位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等專業人員對於

愛滋病照護認知，達到自我保護並增強照護知能，以提升照護品質。 

三、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四、 承辦單位：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五、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台灣關愛之家協會 

六、合辦單位：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

會羅東聖母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永康奇美醫院、桃園壢新醫院、耕莘醫

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七、 訓練規劃：每一梯次為 8 小時。 

八、 辦理日期、地點： 

場次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名額 

高雄 105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湖畔星光廳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150 名 

(候補 10 名) 

台中 105 年 5 月 06 日(星期五)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12 樓會議室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150 名 

(候補 10 名) 

宜蘭 105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大禮堂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 號) 

150 名 

(候補 10 名) 

北區 10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12 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 80 號) 

150 名 

(候補 10 名) 

桃園 105 年 6 月 3 日 (星期五) 
桃園壢新醫院門診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150 名 

(候補 10 名) 

台南 105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永康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

樓 5 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150 名 

(候補 10 名) 

九、參加對象：長照照顧服務提供單位(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居家護理及

榮譽國民之家)主任、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為主，其次為相關長期照護機

構專業人員(EX：社工…等)。 

十、 報名日期及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105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起至各場次額滿為止。 

場次 報名網址 場次 報名網址 

高雄 http://goo.gl/NikJ1s 北區 http://goo.gl/nstbcM 

台中 http://goo.gl/ktSxvw 桃園 http://goo.gl/PZTUV2 

宜蘭 http://goo.gl/Mw40bN 台南 http://goo.gl/p42i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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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課程表 
 

場次 日期 

高雄區 105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 北區 105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台中區 105 年 5 月 06 日(星期五) 桃園區 105 年 6 月 3 日  (星期五) 

宜蘭區 105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台南區 105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08:40-08:55 報到 說明 

08:55-09:00 致歡迎詞  

09:00-10:40 
愛滋疾病認識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1. 全球及台灣愛滋感染流行現況 

2. 愛滋傳染途徑與感染防治策略 

3. 普遍性防護知能 

4. 愛滋與老化 

10:40-10:50 休息  

10:50-12:30 
愛滋感染者照護政策與權益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1. 基本權益、愛滋法令政策與長期照護 

2. 老年愛滋感染者面臨的困境與因應策略 

3. 感染者照護權益愛滋感染者與照顧者相

關之倫理議題 

12:30-13:30 休息  

13:30-15:10 
老年愛滋感染者身心照護需求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1. 感染者生理及心理暨社會需求 

2. 可用社會資源現況與連結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愛滋感染者照護實務分享 

台灣關愛之家協會 
愛滋感染者老年照護實務經驗分享 

十二、  發證辦法： 

(一) 本次課程申請老福機構主任教育時數、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若該場

次專業人員未達 3 人(含)，將不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二) 護理人員感控積分申請中，另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三) 照顧服務員無社會局教育時數，僅頒發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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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注意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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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簽到及簽退時間分述如下，敬請配合。 

1. 上午簽到：08:30-09:20 

2. 上午簽退/下午簽到：13:10-13:50 

3. 下午簽退：當天課程結束。 

(三) 本次課程全程免費，請珍惜課程，若不克出席請儘早告知，最遲請於活

動前 3 日前來電取消。 

(四)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會場內禁止照相、錄影、錄音。 

(五) 主辦單位保有開課或更動講師、課程之權利，如有變動將公告於本會網

站上。 

(六) 為維護學員權益，會場內謝絕一切旁聽(含嬰幼兒)。 

(七) 參加學員全程請務必隨身攜帶證件備查，以防冒名頂替。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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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室內空調若太強 

(十) 本研習報名資料僅供本研習會相關作業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十一) 本課程無法跨場次上課。 

(十二) 研習地點停車位有限，場地無提供學員停車之優惠，請儘量搭乘大眾

交通工具。 

(十三) 連絡電話：02-255658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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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交通資訊 

高雄區-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湖畔星光廳(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參考資料： https://www1.cgmh.org.tw/branch/shk/map.htm 

台中區-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12 樓會議室(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參考資料：http://ntaic.btb.tw/?aid=9 

宜蘭區-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大禮堂(地址：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 號) 

 
參考資料：http://www.smh.org.tw/2014/?q=node/19 

1. 免費接駁車： 

班次一：高雄長庚兒童大樓

-鳳山醫院大門口-鳳山大

東捷運站 

班次二：鳳山大東捷運站-

鳳山醫院大門口-高雄長庚

兒童大樓 

2.開車路線：請參考連結 

1.開車路線：請參考連結。 

2.客運： 

國光客運－聖母醫院站 

 首都客運－羅東站，再徒步或搭計程車本院 

 噶瑪蘭客運－羅東站，再徒步或搭計程車本院 

 羅東鎮觀光巴士－聖母醫院站 

3.火車資訊：羅東火車站下車，再徒步或搭計程

車本院 

1.高鐵：至高鐵台中站，搭乘市區公車 101 於臺中

醫院站下車；搭乘計程車，約 25 分鐘 。 

2.台鐵：搭乘火車至臺鐵台中站，步行直走中山路，

左轉三民路至台中醫院，約 15 至 20 分鐘；搭乘計

程車至台中醫院，約 10 分鐘。 

3.公車：搭乘市區公車往臺中教育大學方向，至「台

中醫院站」下車。 

4.開車路線：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往市區方

向，直走臺灣大道，右轉民權路直走至台中醫院。 

http://ntaic.btb.tw/?a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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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區-永和耕莘醫院 12 樓國際會議廳(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 80 號) 

 

參考資料：http://www.uho.com.tw/web.asp?id=18250&m=6-+ 

桃園區-壢新醫院門診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參考資料：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traffic/map.php 

台南場-永康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 5 樓國際會議廳(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參考資料：https://www.chimei.org.tw/97_newindex/layers2/cmh_map.html 

 

1.捷運路線：轉至橘線(北投－南勢角)，至

頂溪站下車，一號出口由中興街口進入，

步行約 3~5 分鐘到達。 

2.開車路線：請參考連結 

1.公車：搭乘紅 10、橘 12。 

2.高鐵：請搭乘高鐵台南站-奇

美醫院接駁車。 

3.開車路線：請參考連結 

1. 火車請於中壢火車站下車再轉乘醫

療服務車。 

2. 門診大樓前(廣泰路)免費機車停車

場(330 車位)，後(延平路二段 430

巷)停車塔(250 車位)。 

3. 開車路線：中山高－中山高北上/南

下方向可於新屋/平鎮交流道下 

4. 北二高－國道 3/66 快速道路/中豐

路交流道出口匝道下 

5. 詳細可參考連結。 

http://www.uho.com.tw/web.asp?id=18250&m=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