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新北市政府長期照護醫事人力 Level I共同訓練課程 

為整合及培訓長照服務人力，衛福部完成長照醫事人力三階段規劃，並自

99年起分階段展開長照醫事專業人力培訓計畫，以強化長照醫事專業人員照護

量能，為因應未來長照保險開辦之長照醫事人力需求，衛福部將擴大長期照護各

項服務人力訓練，長期照護服務人力係建置完整長期照護服務輸送體系之關鍵因

素，長期照顧服務法已於 104年 6月 3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4391號令公布，

明定長照服務人員需接受訓練、認證並領有證明者方可提供長照服務。本局規劃

「105年度新北市長期照護醫事人力 LevelⅠ共同訓練課程」，為能提升長期照護

團隊專業知能，完成長照人力培訓課程以補足人力缺口，進一步提供民眾有品質

且完整之長照服務。 

本會承辦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5年度新北市長期照護醫事人力 LevelⅠ共同

訓練課程，辦理本年度共同課程規畫與安排，預計於新北市辦理新莊、淡水、汐

止及中和共 4場次訓練，使有志於從事長期照護服務之提供者(醫師、護理師、

呼吸治療師、物理/職能治療師、營養師、藥師、聽力語言師、社工師、臨床心

理師及心理諮商師)，強化其長期照護能力、知識及技能，以期建構專業人員投

入長期照護服務永續之培育制度。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三、共同主辦：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中和場) 

四、協辦單位：輔仁大學醫學院老人照顧資源中心、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新

北市營養師公會、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五、辦理時間與場次地點 

場次 日期 上課地點 人數 

汐止場 
10月 14日(五)、21

日(五)、23日(日)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大同分館 

演講廳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451號 

開放

報名

200人 

淡水場 10月 28-30日 

淡海市民活動中心 

演藝廳(4/5F)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 111號 

開放

報名

250人 

新莊場 
11 月 4、5 日(五、

六) 

輔仁大學 國際會議廳 

國璽樓 1樓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開放

報名

250人 

中和場 
11月 11、12日(五、

六) 

雙和醫院 國際會議廳 

第一醫療大樓 13樓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開放

報名

250人 

 



六、上課對象： 

I. 新北市政府單位同仁 

II. 執登於新北市長照機構者 

III.執登於新北市之醫事人員及社工師 

七、報名方式： 

I.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月 9日截止(若有餘額則延長報名並於報名網址

處通知)。 

II. 一律採網路報名，不接受現場報名；市府同仁由各衛生所造冊統一向開

課單位報名，不須另於網路報名。 

III.各場次均需全程參與，報名時不開放跨場參訓，無法配合者請參考其他

場次。 

IV. 各場次額滿則提前公告錄取名單並截止，重複報名者依報名順序錄取於

順序最高之場次，其餘場次逕予取消， 

八、免費報名，午餐自理，課程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九、課程舉行中如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依人事行政局公告停止上班辦

理停課(全/半日依公告內容新北市地區為準)，本課程予以延期辦理，延期

之時顛地點將另行通知參訓學員。 

十、課程評量方式：在第三天課程結束後統一進行筆試。 

十一、 訓練課程通過資格：下列三項均須達成 

I. 全程參與同一場次課程，共計 18小時。 

II. 課程期間依規定完成上午、中午簽到及下午簽退。 

III.課後測驗成績達 60分(含)以上者。 

十二、 本課程頒發結業證書作業依下列規定辦理： 

I. 發證時間：課程全數結束後一個月內 

II. 發證方式：採郵寄投遞 

十三、 相關注意事項： 

I. 本訓練課程不開放課程抵免 

II. 本課程可申請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公務人員時數認證 

III.未全程參與者，無法取得受訓證書及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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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電洽本會取消報名，俾安排學員遞補。 

 

 

 

 

 

 

 



105年新北市長期照護醫事人力 LevelⅠ共同訓練課程表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共同主辦：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協辦單位：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輔仁大學醫學院老人照顧資源中心、新北市

營養師公會、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課程地點：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13樓國際會議廳 

課程時間：105年 11月 11日(五) 08：00-19：00 

           105 年 11月 12日(六) 08：00-19：00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時數 

11 月 11日 

(星期五) 

08:00 報到 

08:20-08:40 長官致詞 

08:40-09:00 課前測驗 

09:00-11:00 
長期照護發展、理念與

倫理 

輔仁大學 

蕭伃伶 助理教授 
2 

11:00-12:00 照護管理 
輔仁大學 

蕭伃伶 助理教授 
1 

12:00-13:00 休息 

13:00-15:00 
長期照護需求 

及情境介紹 

前長照中心雙和分站 

李明明督導 
2 

15:00-17:00 溝通與協調 
臺北市醫學人文學會 

陳曉彤 顧問治療師 
2 

17:00-17:30 休息 

17:30-19:30 
跨專業角色概念與 

長期照護性別觀點 

董懿萱 

音樂治療師 
2 

11 月 12日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1:00 
長期照護資源介紹與

應用 

新北長照中心 

雙和分站歐陽怡安督導 
2 

11:00-12:00 評估工具簡介 
新北長照中心 

雙和分站歐陽怡安督導 
1 

12:00-13:00 休息 

13:00-15:0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

式討論(居家) 

吳佳純社區關懷員 

失智老人基金會劉怡吟

社工 

吳佩璠職能治療師 

2 

https://www.facebook.com/christyihsuan.tung


馬偕醫院營養醫學中心

祁安琪營養師 

陳薏如居家護理師 

15:00-17:00 
跨專業案例及合作模

式討論(機構) 

吳佩璠職能治療師 

失智老人基金會劉怡吟

社工 

馬偕醫院營養醫學中心

祁安琪營養師 

吳蕙如長照評估治療師 

中和公共托老中心涂心

寧總幹事 

2 

17:00-17:30 休息 

17:30-19:30 
長期照護政策與法規

介紹 

新北市職治公會 

黃盛祥 常務理事 
2 

19:30-20:00 課後測驗 

報名網址：http://www.beclass.com/rid= 193a18557c7ca028ed13 

        或 http://ppt.cc/ kpPcw 

        或 http://goo.gl/NLhaht 

 

交通資訊：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1) 開車：導航設定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或「雙和醫院」均可。 

(2) 捷運：請搭乘「(4)中和新蘆線(橘線)」至「景安站」、「頂溪站」、「南勢角

站」或「(5)板南線(藍線)」「海山站」、「永寧站」、「新埔站」或「(1)文湖

線(棕線)」「六張犁站」下車，均有接駁車可搭乘。 

(3) 公車：於「雙和醫院站」下車，可搭乘車班包括【橘 2】【橘 5】【橘 9】【藍

41】【242】以及新北市新巴士【F512】、【F513】；於錦和路「中和站」下車，

可搭乘車班包括【橘 3】【藍 18】【201】【241】【243】 

 

 



講師資歷：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黃盛祥常務理事] 

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畢 

臺灣大學進修部法律在職專班結業 

經歷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國軍台中總醫院職能治療師 

中和社區復健中心負責人 

私立南港康復之家負責人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期照顧居家訪視失能評估計畫訪員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期照顧居家訪視失能評估計畫案負責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鑑定福利服務需求評估計畫負責人 

桃園療養院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繼續教育法規課程講師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暨計畫案負責人 

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臨床教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臨床教師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種子教師 

 

[輔仁大學蕭伃伶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博士畢 

教育部審定講師(助理字 034387號) 

輔仁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老人護理暨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臺北市醫學人文學會陳曉彤顧問治療師]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畢 

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管理研究所(EMBA) 畢 

臺北市醫學人文學會顧問治療師 

iCare愛關懷社會企業顧問治療師 

新北市學校系統巡迴職能治療師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早資中心 特約治療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管理學講師 

輔大醫學院管理學講師 

經歷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復健科 



新北市板橋區陳正岳復健科診所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復健醫學部-兒童職能治療、成人職能治療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護理之家職能治療負責人 

長庚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臨床教師 

輔仁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臨床教師 

新北市巡迴服務、聯合評估、鑑定安置 

教保系統職前訓練計畫講師 

康軒文教集團在職教育講師 

台北市失智症高危險群健康促進計劃講師 

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陪伴服務計畫講師 

 

[董懿萱音樂治療師] 

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畢 

Drexel University音樂治療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畢 

經歷 

國立新加坡中央醫院職能治療師 

國立新加坡中央醫院職能治療推廣日及社區推廣活動籌備委員暨執行秘書 

新加坡Kreta Ayer老人活動中心社區跌倒防治計畫-社區跌倒防治及居家安全講

師 

美國賓州費城兒童日間照護中心實習音樂治療師 

美國紐澤西州Ancora 精神科專科醫院老人精神科復健病房音樂治療師 

美國賓州費城Girard醫學中心 成人精神科急性病房、成人精神科物質濫用復健

病房音樂治療師 

 

[李明明營養師]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 

教育部審定講師(講字第 094613 號) 

經歷 

新北市長照中心雙和分站督導 

內政部社會司研究員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處審查員 

行政院食品藥物管理局副審查員 

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督導 

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學程實習指導老師 

 

 [新北長照中心雙和分站歐陽怡安督導] 

輔仁大學社工學系畢 

經歷 

https://www.facebook.com/christyihsuan.tung


新北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理專員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工副組長 

 

[陳薏如居家護理師] 

輔英技術學院護理系畢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居家護理師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精神科護理師 

恩主公醫院精神科日間病房護理師 

 

[吳佳純社區關懷員] 

輔仁大學職能治療系畢 

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班畢 

衛生福利部社區關懷員 

台北市醫學人員學會副秘書長 

輔大應用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失智老人基金會劉怡吟社工] 

東吳大學社工系畢 

失智老人基金會社工 

經歷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社工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吳佩璠職能治療師] 

台灣大學職能治療研究所碩士畢 

新北市長期照顧社區復健巡迴計畫(萬里區衛生所) 職能治療師 

祐民聯合診所職能治療師 

私立源芃康復之家職能治療師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吳蕙如職能治療師] 

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畢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瑞齡學堂失智症服務計畫案負責人 

新北市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暨福利服務需求評估計畫評估人員 

新北市長期照顧居家失能訪視評估計畫評估人員 

 

[新北市營養師公會祁安琪營養師]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研究所碩士畢 

教育部審定講師(教字第 075917 號) 



馬偕醫院營養醫學中心營養師 

經歷 

馬偕醫院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營養師 

馬偕醫院營養課營養師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中和大同公共托老中心涂心寧總幹事] 

致理商業專科學校國際貿易科畢 

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福利促進協會總幹事 

社團法人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理事長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