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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失智症個案管理師培訓課程簡章 
 
壹、目的： 

一、 探討失智共照中心個案管理之角色功能。 

二、 瞭解社區資源並有效運用於失智病患。 

三、 提升失智症個案管理師的溝通協調能力。 

四、 建立個案管理流程，提昇失智病患的照顧品質。 

五、 認識失智症全人照護。 

 

貳、課程時間與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彰化場 106 年 08 月 26 日~ 
106 年 08 月 27 日 
上午 9:00~下午 5:00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建寶街 20號 B1國際培訓中心  

(彰基福懋大樓) 

北部場 

106 年 9 月 9 日 
上午 9:00~下午 5:00 

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14F 國際會議廳 
(南棟 綠色 21~25 電梯) 

106 年 9 月 10 日 
上午 9:00~下午 5:00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醫學大樓第二會議廳 

 

叁、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肆、主辦單位： 

彰化基督教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亞東紀念醫院、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伍、協辦單位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台灣失智症協會、彰化縣政府衛生局、新北市衛生局、 

桃園市衛生局、彰化戀戀半線失智症協會 

 

陸、參與單位: 20家衛福部評選之失智共照中心 

 

柒、參加對象： 

一、 對於失智症個案管理與失智症照護有興趣的各類人員。 

二、 目前在共照中心工作之人員，或對於失智共同照護有興趣，願意成為共

照中心工作者。 

三、 名額: 彰化場 150 名，北部場 200 名。額滿為止。 
 

捌、報名： 

一、 費用：彰化場與北部場，每場各 1000 元整 (每場包含 2 天場地費、講義

費、午餐、研習證明)。可單獨報名。彰化場與北部場內容並未重覆，鼓

勵學員兩場都參加。 
二、 方式：即日起接受網路報名(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報名網址

http://bit.ly/2017dementia，請依指示填入相關報名資料，選擇繳費方式，

繳費完畢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三、 截止日期: 彰化場至 8/14; 北部場至 9/3(或至報名額滿即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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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註明：  

*相關學分申請中。 

*本培訓課程如有更動，以公告在此網站的訊息為準，不另行通知。 

*如有特殊狀況，活動當日依據人事行政局公告停止上班時，本研習會則暫停。 

 

課 程 

彰化場 

8 月 26 日 (W6) 講師 座長 

8:30-9:00 報到 

9:00-9:30 Opening  長官致詞  

9:30-10:10 失智症國家政策 
長期照顧服務現況與展

望 
尚筱菁副局長 白明奇理事長 

10:10-10:50 
個案管理實務原則

與策略 

個案管理專業發展之現

況與趨勢-以糖尿病個案

管理為例 

杜思德院長 巫錫霖院長 

10:50-11:10 Break 

11:10-12:00 失智症介紹 
認識失智症及其流行病

學 
邱百誼主任 何旭華主任 

12:00-13:30 午餐 

13:30-14:50 失智症介紹 

失智症的相關評估及檢

查-篩選工具及簡易心理

評估 

林國勳理事長 何旭華主任 

14:50-15:10 Break 

15:10-16:00 失智症介紹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 周希諴主任 劉彥良主任 

16:00-17:00 失智臨床照護指標 
失智症臨床照護品質指

標 
王靜枝教授 劉彥良主任 

 

8 月 27 日 (W 日) 講師 座長 

9:10-10:00 
失智患者照護資

源 

失智共照中心-個案管理

介紹 
王文甫副院長 徐文俊主任 

10:00-10:50 失智症相關衛教 失智症相關法律議題 牛湄湄律師 徐文俊主任 

10:50-11:10 Break 

11:10-12:00 
失智患者照護資

源 

失智患者照護資源-如何

運用失智共照平台轉介 
郭慈安教授 賴德仁理事長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失智症相關衛教 
失智症患者的營養問題

及飲食照護 
曾怡萱營養師 甄瑞興主任 

14:20-15:10 職業概念與策略 
失智個案管理實務及個

案管理系統-彰基經驗 
楊千慧個管師 甄瑞興主任 

15:10-15:30 Break 

15:30-17:00 
共照中心實務與

座談 

1. 共照中心計畫說明 

2. 共照中心經驗分享 

3. 座談 

 衛生福利部長官 

王文甫副院長 

白明奇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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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場講師介紹 依演講出場順序 

尚筱菁副局長-彰化縣衛生局副局長   

杜思德院長-鹿港基督教醫院院長，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理事長 

邱百誼主任-秀傳醫院神經科主任 

林國勳理事長-彰化縣臨床心理師公會理事長 

周希諴主任-中山醫學大學緩和醫學科主任，神經科主治醫師  

王靜枝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健康照護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 

王文甫副院長-鹿東基督教醫院副院長，彰化基督教醫院神經醫學部體系主任 

牛湄湄律師-前誠泰法律事務所，瑞智事工核心同工 

郭慈安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總會理事長 

曾怡萱營養師-彰化基督教醫院營養師副組長 

楊千慧個管師-彰化基督教醫院失智共照中心個管師 

 

 

 

 

北部場 

9 月 9 日 (W6) 講師 座長 

8:30-9:00 報到 

9:00-9:10 Opening 長官致詞 

9:10-10:00 失智症國家政策 
WHO 全球失智症行動與

台灣失智症政策 
湯麗玉秘書長  甄瑞興主任 

10:00-10:50 
個案管理實務原則

與策略 
失智個案管理實務 黃惠玲教授  胡麗娟副院長 

10:50-11:10 Break 

11:10-12:00 失智症介紹 失智症的 BPSD 與處置 何偉民醫師 蔡秉晃主任 

12:00-13:10 午餐 

13:10-14:00 失智症相關衛教 
與失智症患者溝通協調原

則與技巧 
李梅英主任 

徐文俊主任 

14:00-14:50 
個案管理實務原則

與策略 
失智症門診模式介紹 甄瑞興主任 

14:50-15:10 Break 

15:10-16:00 失智症介紹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2) 黃秀梨教授 

黃照副院長 
16:00-16:50 

照顧者心理支持系

統 

失智症家庭照顧協議的推

動與挑戰 
陳景寧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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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 (W7) 講師 座長 

9:10-10:00 失智臨床照護指標 
失智症照護中個案管理與

衛教的重要性與角色 
徐文俊主任 

劉益宏副院長 

10:00-10:50 失智症相關衛教 
輕、中及重度失智症患者

的照護須知 
王寶英主任 

10:50-11:10 Break 

11:10-12:00 失智症介紹 
失智症的治療與常見之藥

物問題 
張維紘醫師 葉伯壽主任 

12:00-13:10 午餐 

13:10-14:00 失智症介紹 
失智症相關之常見老人問

題與處置 
劉建良主任 

王文甫副院長 

14:00-14:50 失智患者照護資源 失智症社會福利簡介 謝佩秀社工師 

14:50-15:10 Break 

15:10-16:50 
共照中心實務與座

談 

1. 共照中心計畫說明 

2. 共照中心經驗分享 

3. 座談 

 衛生福利部長官 

甄瑞興主任 

徐文俊主任 

16:50-17:00  Closing    白明奇 理事長 

 
北部場講師介紹 依演講出場順序 

湯麗玉秘書長-台灣失智症協會秘書長，國際失智症協會理事 

黃惠玲教授-長庚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管理系系主任暨副教授，新北市三重台北橋公共托老

中心執行長 

何偉民醫師-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系主治醫師 

李梅英主任-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受託經營理臺北市中山老人住宅 

暨服務中心主任 

甄瑞興主任-亞東紀念醫院神經醫學部一般神經科主任 

黃秀梨教授-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副教授 

陳景寧秘書長-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 

徐文俊主任-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系失智症科主任 

王寶英主任-長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主任 

張維紘醫師-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台灣臨床失智症協會秘書長 

劉建良主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神經內科主任 

謝佩秀社工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社工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