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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5年度委託辦理 

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專業人員訓練計畫 

一、活動目的：提升臺北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人員之專業照護能力及照護品質。 

二、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三、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四、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臺北巿私立聖若瑟失智老人養

護中心、臺北市文山老人養護中心 

五、參加對象：臺北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工作人員 

六、辦理時間、地點、課程內容及參與對象 

主題：1.老人保護議題及策略；2.感染管制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主任、社工、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 

研習日期：(一) 105年 5月 18日(週三) 09:30~17:10，名額 50人。 

(二) 105年 7月 13日(週三) 09:30~17:10，名額 50人。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研習地點： 

(一) 5月 18 日：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
夏館 505 教室(臺北市建
國南路二段 231號 5樓) 

(二) 7月 13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1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樓) 

09:30-09:55 報到  

09:55-10:10 課前測驗  

10:10-12:00 老人保護議題及策略 
翠柏新村老人安養中心 
吳素霞主任 

12:00-13:00 午餐  

13:00-16:50 感染管制 
馬偕紀念醫院 

李莉護理長 

16:50-17:10 課後測驗  

 

 

主題：1.年度業務計畫與預算之訂定執行(包含如何訂定機構自我考核及績效指標)； 

授課對象：機構院長(主任)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主任、護理人員 

2.長照機構臨終關懷及安寧療護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主任、社工、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 

研習日期：(一)105年 5月 23日(週一) 08:30~16:10，名額 50人。 

(二)105年 7月 15日(週五) 08:30~16:10，名額 50人。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研習地點： 

(一) 5月 23 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1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4

樓) 

(二) 7月 15 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1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4

樓) 

08:30-08:55 報到  

08:55-09:10 課前測驗  

09:10-12:00 

年度業務計畫與預算
之訂定執行 (包含訂
定機構自我考核及績
效指標) 

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
利基金會 

陳麗華副執行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5:50 
長照機構臨終關懷及
安寧療護 

馬偕紀念醫院社會服務
室臨床社工課 
李閏華課長 

15:50-16:10 課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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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性侵害性騷擾防治；2.多元性別議題；3.照護糾紛—由消費者保護法說明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主任、社工、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 

(一)研習時間：105年 5月 25日(週三) 

08:00~15:10，名額 50 人。 

   研習地點：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夏館 510

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5樓) 

(二)研習時間：105年 7月 06日(週三) 

08:30~17:10，名額 50人。 

   研習地點：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新館 311

教室(臺北市延平南路 127 號 3樓)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07:50-08:00 報到  08:30-08:55 報到  

08:00-08:10 課前測驗  08:55-09:10 課前測驗  

08:10-10:00 
性侵害性騷擾

防治 
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老人

服務事業管

理系 

龍紀萱助理

教授 

09:10-11:00 多元性別議題 

慈濟大學護

理系蔡娟秀

副教授 

10:00-10:10 休息 11:00-13:00 午餐  

10:10-12:00 多元性別議題 13:00-14:50 
性侵害性騷擾

防治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護理學系林

秋芬教授 

12:00-13:00 午餐  14:50-15:00 休息  

13:00-14:50 

照護糾紛—由

消費者保護法

說明 

國防大學法

律學系 

鍾秉正教授 

15:00-16:50 

照護糾紛—由

消費者保護法

說明 

國防大學法

律學系 

鍾秉正教授 

14:50-15:10 課後測驗  16:50-17:10 課後測驗  

 

 

主題：1.個案管理原則及實務；2.個案資料分析及應用 

授課對象：社會工作人員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社工、護理人員 

研習日期：(一) 105年 5月 27日(週五) 08:30~16:10，名額 50人。 

(二) 105年 7月 29日(週五) 08:30~16:10，名額 50人。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研習地點： 

(一) 5月 27 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1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樓) 

(二) 7月 29 日：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
夏館 510 教室(臺北市建
國南路二段 231號 5樓) 

08:30-08:55 報到  

08:55-09:10 課前測驗  

09:10-12:00 個案管理原則及實務 

臺北市中山老人住宅暨
服務中心 

李梅英主任 

12:00-13:00 午餐  

13:00-15:50 個案資料分析及應用 

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
家頤苑自費安養中心 

王宜雯主任 

15:50-16:10 課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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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品質監測指標改善方案之撰寫；2.管路移除及案例分享 

授課對象：護理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護理人員 

研習日期：(一) 105年 5月 31日(週二) 08:30~16:10，名額 50人。 

(二) 105年 8月 01日(週一) 08:30~16:10，名額 50人。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研習地點： 

(一) 5月 31 日：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
夏館 510 教室(臺北市建
國南路二段 231號 5樓) 

(二) 8月 01 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1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樓) 

08:30-08:55 報到  

08:55-09:10 課前測驗  

09:10-12:00 
品質監測指標改善方
案之撰寫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護理
部 

紀夙芬督導 

12:00-13:00 午餐  

13:00-15:50 管路移除及案例分享 
馬偕紀念醫院 

李莉護理長 

15:50-16:10 課後測驗  

 

 

主題：1.老人憂鬱及自殺防治相關議題； 

授課對象：社會工作人員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社工、護理人員 

      2.跨專業案例討論 I-以憂鬱老人為例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主任、社工、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 

研習日期：(一) 105年 6月 08日(週三) 08:30~16:10，名額 50人。 

(二) 105年 8月 09日(週二) 08:30~16:10，名額 50人。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研習地點： 

(一) 6月 08 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2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樓) 

(二) 8月 09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1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樓) 

08:30-08:55 報到  

08:55-09:10 課前測驗  

09:10-12:00 
老人憂鬱及自殺防治
相關議題 

中華民國老人福祉協會 

徐國強秘書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5:50 跨專業案例討論 I-以
憂鬱老人為例 

第一梯次 

1. 台大醫院老人醫學 

陳人豪主治醫師 

2.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北護分院 

林昱宏社工組長 

第二梯次 

1. 台大醫院老人醫學 

陳人豪主治醫師 

2. 臺北市中山老人住宅
暨服務中心 

李梅英主任 

15:50-16:10 課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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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失智症照護；  

授課對象：護理人員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護理人員 

2.跨專業案例討論 II-以失智症個案為例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主任、社工、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 

研習日期：(一) 105年 6月 17日(週五) 08:30~16:10，名額 50人。 

(二) 105年 8月 12日(週五) 08:30~16:10，名額 50人。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研習地點： 

(一) 6月 17 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1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樓) 

(二) 8月 12 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
樓 4002教室(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樓) 

08:30-08:55 報到  

08:55-09:10 課前測驗  

09:10-12:00 失智症照護 

臺北市私立聖若瑟失智
老人養護中心 

王寶英主任 

12:00-13:00 午餐  

13:00-15:50 跨專業案例討論 II-以
失智症個案為例 

第一梯次 

1. 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
會 

柯宏勳理事長 

2. 長庚科技大學老人照
顧管理系 

黃惠玲主任 

第二梯次 

1. 國泰綜合醫院 

沈明德職能治療師 

2. 長庚科技大學老人照

顧管理系 

黃惠玲主任 

15:50-16:10 課後測驗  

 

主題：1.感染管制基本概念；2.安全照護及輔具應用(含移位、拍背、擺位技巧等) 

授課對象：本籍照顧服務員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照顧服務員 

研習日期：(一) 105年 6月 15日(週三) 09:30~17:10，名額 50人。 

(二) 105年 8月 17日(週三) 09:30~17:10，名額 50人。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研習地點： 

(一) 6月 15日： 

臺北巿私立聖若瑟失智
老人養護中心四樓教育
講堂 

(臺北巿萬華區德昌街
125巷 11號 4樓) 

(二) 8月 17日： 

興豐區民活動中心7樓大
禮堂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
段 95 巷 8號 7樓) 

09:30-09:55 報到  

09:55-10:10 課前測驗  

10:10-12:00 感染管制基本概念 
國泰汐止分院護理之家 
王美凌護理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6:50 

安全照護及輔具應用
(含移位、拍背、擺位
技巧等) 

新北市輔具中心 
楊忠一主任 

16:50-17:10 課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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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感染管制基本概念；2.安全照護及輔具應用(含移位、拍背、擺位技巧等) 

授課對象：外籍照顧服務員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照顧服務員 

研習日期：(一)越南語：105 年 6月 14 日(週二) 09:30~17:00，名額 50人。 

(二)印尼語：105 年 8月 19 日(週五) 09:30~17:00，名額 50人。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研習地點： 

(一) 6月 14日(越南語)： 

臺北巿私立聖若瑟失智
老人養護中心四樓教育
講堂 

(臺北巿萬華區德昌街
125巷 11號 4樓) 

(二) 8月 19日(印尼語)： 

興豐區民活動中心7樓大

禮堂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
段 95 巷 8號 7樓)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含翻譯時間) 

感染管制基本概
念 

國泰汐止分院護理之家 
王美凌護理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含翻譯時間) 

安全照護及輔具

應用(含移位、拍
背、擺位技巧等) 

新北市輔具中心 

楊忠一主任 

 

七、本計畫研習將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和老人福利機構主任、社工及照顧服務員在職

訓練時數。 

八、費用：全程免費。 

九、報名方式：即日起開放報名至額滿為止，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goo.gl/lGy553 

(553為數字，其餘為英文字母)。 

十、注意事項： 

(一)為防冒名頂替，參加之學員當天請務必隨身攜帶”護理人員執業執照正本/身分證/健

保卡等證明備查”，謝謝合作！ 

(二)為維護課程品質，請學員自行斟酌課程當天是否能夠全程參加，若遲到、早退超過

20分鐘或冒名頂替者，參加該次研習之在職訓練及積分均不予認定。 

(三)各主題全程課程完成者，協會將協助登錄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協助申請老人

福利機構主任、社工及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時數。主任、社工及照顧服務員之研習

證明書，需待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備出席學員之名單後，始可寄發。 

(四)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未經講師同意，會場內禁止照相、錄影、錄音。 

(五)本訓練報名資料僅供本次計畫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六)研習地點不提供停車位，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自備環保杯，現場不提供紙杯。 

(七)若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取消，將另行通知擇期舉行。 

十一、聯絡電話：(02)2556-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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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研習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夏館 505、510教室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5樓) 

http://www.sce.pccu.edu.tw/apa/traffic.html 

 

搭乘捷運 

1. 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

站，5 號出口出站，步行約

10分鐘至建國南路口。 

2. 木柵線→科技大樓站，轉

乘和平幹線公車或步行約

15分鐘至建國南路口。 

3. 北投南勢角或淡水新店線

→古亭站，轉乘和平幹線

公車至建國南路口下。 

搭乘公車 

3、211、235、662、663、18、

237、278、284、284(直行)、

295、52、72、72(直達)、和平

幹線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新館 311教室 

(臺北市延平南路 127號 3樓) 

http://www.sce.pccu.edu.tw/apa/traffic.html 

 

搭乘捷運 

1. 板南線→西門站（2號出口

國軍文藝中心、3號出口遠

百寶慶店）。 

2. 小南門線→小南門站（1號

出口）。 

搭乘公車 

12、212、223、249、202、205、

242、250、253、307、310、

604、812、624、 246、260、

207、38、656、657、245、235、

270、65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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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大樓 4001、4002教室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4樓) 

 

搭乘捷運 

文湖線科技大樓站 

臺北巿私立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四樓講堂 

(臺北巿萬華區德昌街 125巷 11號 4樓) 

http://www.cfad.org.tw/about.php?s=1 

 

搭乘公車 

東園國小站：藍 28 

萬大國小站：201、202、202(區

間)、204、204(區間)、246、

260、307、VCP550D 、601、

62、673、205、212(直行)、49、

628 

德昌街口：201、202、202(區

間)、204、204(區間)、246、

260、307、49、601、62、628、

673、205、212(直行) 

西園路二段站：265、265(區

間)、234、705 

興豐區民活動中心 7樓大禮堂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 95 巷 8號 7樓) 

http://wsdo.gov.taipei/ct.asp?xItem=27485&ctNode=4868&mp=124121 

 

搭乘公車 

0南、209、236、236區、253

右、棕 3、指 1、棕 2、棕 3、

棕 6至興隆市場站 

 

http://www.latestbraindumps.com/VCP550D.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