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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06年度『心智障礙者精神醫療服務輔助人員訓練課程』 

-台中場 報名簡章  

一、目的： 

(一) 提升醫事暨照護人員對心智障礙精神疾患者照護技能與知能，以祈心智障礙者獲

得良好的照護品質。 

(二)增進家屬對心智障礙精神疾患者之照護能力與醫療合作。 

二、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 

三、辦理場次（全程課程為 4日，分兩梯次課程舉辦）： 

日期 地點 報名截止時間 

第 1梯： 

   6月 16、17日 

 

臺中榮民總醫院 

精神科大樓 3樓會議室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號 
即日起至 

6月 8日(四) 

或額滿為止 第 2梯： 

   6月 23、24日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會議室 302室 

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六十號 

四、研習對象： 

以有志於協助精神科專科醫師處理心智障礙者之精神服務者（包含醫師、護理人員、社

工人員、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等）為優先招募對象，亦歡迎有興趣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或社福/養護機構）之照顧服務員/輔導員/教保員、從事特殊教育之教職員，以及心智

障礙者之家長一同參與，招生名額共計 50名，額滿為止。 

五、課程內容： 

項次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綱要 

1 
心智障礙者之精神症狀及醫

療基本概念 
2 

1.各障別介紹，如智能不足、自閉症、過動症、多

重障礙等障別介紹 

2常見精神疾病的類型與症狀 

3.精神健康之危機處理， 

4.醫療診斷就醫、及住院照顧需求，給藥目的與其

副作用、注意事項之實例分享。 

2 
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基本

居家生活協助技巧 
3 

1.生活自理技能之重要性 

2.生活自理技能學習之階段 

3.生活自理技能之教導策略分享 

4.居家生活環境的安全預防須知 

5.如何培養孩子正當娛樂、興趣，以增進生活品質

，減少家人困擾（著重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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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的親

子教育（含雙老問題） 
2 

1.瞭解家長（屬）的心路歷程與需求 

2.與家長（屬）溝通的態度與技巧，以實例分享。 

3.有效促進親職溝通的方式與活動 

4.父母角色與情緒之調整 

5.家屬教育與輔導(如何引導家屬配合復健計畫與

治療) 

（著重案例解析） 

4 
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之性

教育 
5 

1.瞭解心智障礙者性教育的需求與困境、 

2.認識心智障礙者性教育的內涵、 

3.學習與討論心智障礙者性教育教教材教法，以提

升對心智障礙學生性教育的重視與知能。(以情境

教學法作案例探討與實例分享) 

5 
心智障礙者相關法規政策及

醫療權益、ICF簡介 
2 心智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福利措施之介紹 

6 
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特殊

行為監測與處理 
3 

1.行為情緒問題的成因、行為功能評估與行為監測

技巧，以及實際案例解析與演練 

2.多元正向支持處理策略 

3.行為危機緊急處理策略 

7 
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之健

康照顧 
2 

1.常見意外及急救處理 

2.常見疾病症狀介紹與處理－如癲癇發作、燙傷、

心血管疾病、營養不全症〈過重或過輕〉、泌尿

系統疾病、牙科疾病等 

3.常用藥物的正確使用方法 

4.傳染病之預防與處理 

5.就醫、就養、就學、就業等資源或合作機制介紹 

8 
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治療

性關係建立與會談技巧 
4 

1.與服務對象日常溝通互動之重要性與內涵 

2.服務對象口語與非口語溝通與互動之特質與困難 

3.溝通互動之技巧－包括建立持續和雙向式溝通 

4.建立良好關係的溝通互動技巧，以實例解析 

5.運用輔助溝通系統促進有效溝通之經驗分享 

6. 服務人員自我保護之概念與作法 

9 
臨床案例小組討論、 

實地觀摩 
3 

1.各受補助機構特別門診及成功個案經驗分享 

2.實地觀摩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早療環境等 

總計   26  

 

六、繼續教育學分：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西醫師、護士/護理師、社工師、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

特殊教育等繼續教育學分。 

七、報名方式： 

    1.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7iZqMS 

2.報名確認後，系統會自動 e-mail 核發確認訊息。 

3. 是否錄取會另行以 email 通知。 

八、名額及錄取方式： 

原則上本場次招募 50名，請依規定時間內報名。具醫事人員身份或從事照護心智障礙

者之服務經驗者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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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費用： 

由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免收報名費。提供午餐，恕無提供交通費及住宿費，請參訓學

員自行安排交通方式及住宿。 

十、結訓資格： 

經全程參與課程，並通過測驗達 75分(含)以上，將於課程結束核發衛福部授權之『結業

證書』。另外，將依學員實際參與課程時數核發「課程時數證明」。 

十一、活動須知： 

1.承辦單位將主動申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通過後，將於課後 2個月內協助上課學員登

錄積分，請學員自行至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積分及下載上

課紀錄。 

2.參訓學員須於上、下午第一堂課開始前辦理簽到，課程全部結束後辦理簽退，若未依

前述規定辦理簽到及簽退者，恕無法給予相關繼續教育積分。 

3.為顧及學員權益，如活動前預知無法參加者，請於上課前一週來電告知，俾安排學員

遞補。若經報名錄取而無故未參加者，將影響未來單位內參與由衛生福利部主辦或委辦

之各項教育訓練課程權益。 

4.為配合環保政策，保護地球資源，請自備環保餐具、環保杯，感謝您的配合。 

5.課程承辦單位保留課程時間、講師異動權利，如有因故停課或變換課程日期則將另行

電話通知。 

十三、課程聯絡人: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 分機 2373李小姐 或 分機 2385陳小姐 

 

臺中榮民總醫院 精神科大樓 地圖 

 

 

 
 

從台中烏日高鐵站可搭乘 161高鐵快捷公車（持

一卡通及悠遊卡可免費搭乘）。於國安社區(國宅)

站下車，往回頭走約 10-12分鐘(900公尺)。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CwQFjAA&url=http%3A%2F%2Fcec.mohw.gov.tw%2F&ei=Ky0YU8CvFMTKkwX2woDYBw&usg=AFQjCNGJhtrtE4Zddpum3p3QTW4Md3tRRw&sig2=SKYZXOGHJw9jEMspfqP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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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第一天】6/16 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擔任人員 

08:50-09:00 報 到  

09:00-09:20 學前測驗/課程須知說明 工作人員 

09:20-10:50 【1】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之健康照顧 侯伯勳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30 【2】心智障礙者之精神症狀及醫療基本概念 林志堅 

12:30-13:50 午餐/中午簽到  

13:50-15:20 【3】臨床案例小組討論 張雅詒 

15:20-15:30 休息 10 分鐘  

15:30-16:20 【4】實地觀摩 (台中榮總本部) 
台中榮民總

醫院講師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侯伯勳: 台中榮總精神部主治醫師 
林志堅: 臺中榮總精神部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 
張雅詒: 草屯療養院臨床心理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講師: 林志堅主任、李宛融總醫師 
 

【第二天】6/17 星期六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擔任人員 

09:20-09:30 報到  

09:30-11:00 【1】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特殊行為監測與處理-1 蔡明富 

11:00-11:10 休息 10 分鐘  

11:10-12:00 【2】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特殊行為監測與處理-2 蔡明富 

12:00-13:30 午餐/中午簽到  

13:30-15:00 【3】心智障礙者相關法規政策及醫療權益、ICF簡介 王麗馨 

15:00-15:10 休息 10 分鐘  

15:10-16:40 
【4】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的親子教育 

（含雙老問題）  

陳貞如 

 

16:40-17: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蔡明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教系教授 兼任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王麗馨: 台中社會局身心障礙科科長 
陳貞如: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主任 



 5 

 

【第三天】6/23 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擔任人員 

08:50-09:00 報到  

09:00-10:30 
【1】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治療性關係建立與會談

技巧-1 
王慧貞 

10:30-10:40 休息 10 分鐘  

10:40-12:10 
【2】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治療性關係建立與會談

技巧-2 
王慧貞 

12:10-13:30 午餐/中午簽到  

13:30-15:00 
【3】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基本居家生活協助技巧

-1 
吳瓊瑜 

15:00-15:10 休息 10 分鐘  

15:10-16:00 
【4】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基本居家生活協助技巧

-2 
吳瓊瑜 

16:00-16:20 綜合討論 主持人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王慧貞: 台中市愛心家園技能養成中心 副主任 
吳瓊瑜：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心路工坊主任 
 

【第四天】6/24 星期六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擔任人員 

08:50-09:00 報到  

09:00-10:30 【1】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之性教育-1 龍芝寧 

10:30-10:40 休息 10 分鐘  

10:40-12:10 【2】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之性教育-2 龍芝寧 

12:10-13:30 午餐/中午簽到  

13:30-14:20 【3】兒童青少年心智障礙者之性教育-3 龍芝寧 

14:20-14:40 結業式（學後測驗） 主持人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龍芝寧：新北市積穗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師兼補校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