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長照及高齡健康管理發展協會

107 年度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
「長期照顧醫事人員暨照顧管理人員專業課程繼續教育訓練計畫」
Level 3 整合性課程
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長照及高齡健康管理發展協會
合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衛生福利政策研究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臺中榮民總醫
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嘉義長庚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中華民國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物理治療學會、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中華民國
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呼吸治療學會、臺灣聽力語言學會

二、 辦理場次：
【北部】
場次

日期

一

8/17(五) 8/18(六)8/ 19(日)

二

8/31(五)9/1(六)9/2(日)

三

9/8(六)9/9(日)9/10(一)

四

開放報名時間
報名網址

辦理地點

7/30-8/8

新竹馬偕醫院 13 樓國際會議廰

https://goo.gl/kSngL2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 號)

8/13-8/22
https://goo.gl/7LhFmB

臺北醫學大學 杏春樓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8/20-8/29

北市聯醫和平院區 大禮堂

https://goo.gl/VYstCc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33 號)

9/16(日) 9/17(一)9/ 18(二)

8/27-9/5
https://goo.gl/rfJRhT

臺北醫學大學 杏春樓

五

9/28(五) 9/29(六)9/ 30(日)

9/10-9/19
https://goo.gl/LnRTNS

新竹馬偕醫院 13 樓國際會議廰

六

10/5(五) 10/ 6(六)10/7(日)

9/17-9/26
https://goo.gl/fBzNb3

臺北醫學大學 杏春樓

七

10/26(五)10/27(六)10/28(日)

10/8-10/17
https://goo.gl/CHw78o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 號)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臺北醫學大學 杏春樓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名額
300
350
250
350
300
350
350

【中部】
場次

日期

開放報名時間
報名網址

一

8/12(日) 8/13(一)8/ 14(二)

7/23-8/1
https://goo.gl/BJT994

逢甲大學 第 9 國際會議廳

二

8/24(五) 8/25(六)8/ 26(日)

8/6-8/15
https://goo.gl/HGLFV8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0112 教室

三

9/14(五) 9/15(六)9/ 16(日)

8/27-9/5
https://goo.gl/miiGvk

臺中榮總 研究大樓第一會場

1

辦理地點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名額
200
2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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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12(五)10/13(六)10/14(日)

五

10/19(五)10/20(六)10/21(日)

六

11/2(五) 11/ 3( 六) 11/4(日 )

七

11/2(五) 11/ 3( 六) 11/4(日 )

八

11/16(五)11/17(六)11/18(日)

臺中榮總 研究大樓第一會場

9/24-10/3
https://goo.gl/QTmY5h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10/1-10/10

中國醫藥大學 互助大樓 1A01 教室

https://goo.gl/evtNuD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中國醫藥大學 互助大樓 1A01 教室
10/15-10/24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https://goo.gl/cSuWKL
彰化基督教醫院蘭大衛國際會議廰
10/15-10/24
https://goo.gl/C4K8Je

(彰化市旭光路 235 號 12 樓)

10/29-11/7
https://goo.gl/UCtNXn

中國醫藥大學 互助大樓 1A01 教室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400
300
300
300
300

【南部】
開放報名時間

場次

日期

一

8/31(五)9/1(六)9/2(日)

8/13-8/22
https://goo.gl/FmHQjN

二

9/ 29 (六) 9/30( 日) 10/1(一 )

9/10-9/19
https://goo.gl/PQc5k6

三

10/19(五)10/20(六)10/21(日)

10/1-10/10
https://goo.gl/JeU9Pi

四

10/27(六)10/28(日)10/29(一)

10/8-10/17
https://goo.gl/wTEjGP

五

11/10(六)11/11(日)11/12(一)

10/22-10/31
https://goo.gl/7nCsXE

六

11/10(六)11/11(日)11/12(一)

10/22-10/31
https://goo.gl/RRhjcC

報名網址

辦理地點
嘉義長庚 第二國際會議廳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8 號)

高雄長庚 星光廳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嘉義長庚 第二國際會議廳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8 號)

奇美醫院 國際會議廳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高雄長庚 星光廳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奇美醫院國際會議廳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名額
200
250
200
220
250
220

【東部】
場次

日期

一

10/5(五)10/6(六)10/7(日)

開放報名時間
報名網址

辦理地點

9/17-9/26
https://goo.gl/yzrRKm

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講堂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名額

250

三、

報名對象：
(1)完成照管專員第一階段及 Level II 訓練之照管人員(縣市政府所轄之照管專員及照管督導)。
(2)完成 Level I 以及 Level II 訓練之各類醫事及專業人員。
(包含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生、職能治療師/生、營養師、藥師/生、呼吸治療師、語
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員)。

四、

費用：免費

五、 報名辦法：
(1)可直接點選報名網址或手動輸入網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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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cebook 粉絲專頁搜尋「台灣長照及高齡健康管理發展協會」點選課程連結報名。
六、

報名系統注意事項：
(1)請上傳醫事人員證明(執業執照或考試及格證書，社工員請提供在職證明或社工系畢業證
書)。
(2)請上傳 Level II 之結業證書或時數證明(請自行上積分系統查詢，截圖列印畫面或拍照，需
呈現姓名、課程名稱及時數)。
(3)本課程名額有限，報名開放期間請直接於報名系統上取消，一旦取消報名您的名額將會由
候補遞上，候補學員將會收到候補正取之 mail 通知，報名取消後將無法保留，請學員注意。
(4)報名結束期間請務必於該場次開課前 7 日電洽本會取消報名，俾利安排學員遞補。
(5)報名成功系統會寄報名成功之信件至您留下的 E-mail，但不代表您通過資格審核，經審查
資格不符，本會將於開課前 5-7 天通知您。符合資格者，本會將不另行通知。

七、

課程內容：

第一天
08:30-09:00

報

第二天
到

報

08:30-09:00

第三天
到

08:30-09:00

報

到

09:00-10:40

支援家庭照顧家庭照顧計畫
使用者經驗

09:00-10:40

生死學與臨終
關懷

09:00-10:40

行政及資源管
理

10:50-12:30

危機管理

10:50-12:30

多專業協同合
作

10:50-12:30

跨領域整合性
團隊討論(一)

13:30-15:10

長照財稅制度

13:30-15:10

尊嚴自立生活

13:30-15:10

跨領域整合性
團隊討論(二)

15:20-17:00

人力資源管理

15:20-17:00

長照服務機構
品質新思維

15:20-17:00

跨領域整合性
團隊討論(三)

※各場次之課程時間將視狀況調整
八、

注意事項：
(1) 參訓學員需3天全程參與訓練課程，並依規定簽到/簽退，始可核發結業證書。
(2) 本課程預計申請醫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藥師、呼吸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語言治療師、社工師、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等。
(3) 參加學員請於報到時先查詢編號報到並備妥有姓名之證件備查。
(4) 本課程不提供現場報名。
(5) 為尊重授課教師及上課學員，請勿遲到早退。
(6) 本課程名額有限，報名後請務必出席。
(7) 為響應環保，請自帶環保水杯。
(8) 本課程無代訂住宿及便當服務亦不提供停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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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配合場地之規定，全講堂禁止飲食。
(10) 本活動有保留偏遠地區(詳附件)學員名額。(請於開課前30日電洽本會。)
(11)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全程禁止照相、錄影、錄音。
(12)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及講師異動之權利如有變動將公告在粉絲專頁。
九、

台灣長照及高齡健康管理發展協會
聯絡方式：
電話：02-6638-2736#1226
Facebook 粉專 QR code
E-mail：tltcsh2017@gmail.com
Facebook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ltc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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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偏遠地區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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