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107 年度長照機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研習

防災重於救災
99 年高雄普德養護中心發生淹水、101 年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北門分院附設護理
之家發生大火、105 年新北市樂活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發生火災，以及 106 年 3 月桃園市
愛心養護中心的火災，造成數十人傷亡意外事件，警惕著災害預防及正確緊急避難的重
要性。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二、 合辦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三、 參加對象：長照機構負責人(主任)、醫事人員、社工人員及其他長照相關人員
四、 辦理日期、地點：
場次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名額

南區

107 年 3 月 20 日 高雄榮民總醫院 急診大樓 6 樓第 7、8 會議室
(星期二)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100 名

中區

107 年 3 月 24 日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2 樓 0212 教室
(星期六)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100 名

北區

107 年 3 月 31 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A 棟 10 樓大禮堂
(星期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33 號)

100 名

五、 課程表
時間

內容

8:40-9:00

報到

9:00-10:00

緊急災害應變相關法規

10:00-10:10

休息

10:10-12:10

災害管理

12:10-13:00

午餐

13:00-16:00

講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職業安全衛生室
藍正雄主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職業安全衛生室
藍正雄主任

EMP 與 EOP 計畫擬定與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職業安全衛生室

災害風險預防

藍正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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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費用：
會員身分別

報名費用

本會個人活動會員

每人優惠價 1,000 元

本會團體活動會員

每人優惠價 1,000 元(每單位限 3 名享會員價)

非會員

1,800 元

備註
(一) 活動會員係指已繳交 107 年度會費者
(二) 團體活動會員每單位限 3 名，每名以活動會員價參加，第 4 名以非會員計價。
七、 報名方式：即日起請利用本會網站線上報名
場次

報名網址

南區

https://ppt.cc/fjTAEx

中區

https://ppt.cc/fgkKYx

北區

https://ppt.cc/f77h4x

八、 報名注意事項(欲參加本次訓練之學員，請務必詳閱、遵守)
(一) 費用繳交事項：
1. 繳交方式有郵政劃撥、信用卡授權、超商繳費
(1)郵政劃撥：戶名：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劃撥帳號：17420940；
劃撥單上請註明「災害應變(區別)」、「開立收據之抬頭、統編」。
(2)信用卡授權：請至協會官網下載「信用卡授權書」，填寫後傳真。
(3)超商繳費：本會審核會員資格後，會以 e-mail 發送超商繳費單，請以此單
繳費。
2. 研習報名後 5 天內務必完成繳費，才完成報名成功手續。
3. 收據開立日期以劃撥日、超商繳費日為準。
4. 研習費用收據一律課程當天發給，如有特殊事由，請來電洽詢。
5. 於報名後，至研習會開辦前 3 個工作天，若需申請轉讓、取消報名者，需酌
收行政手續費 300 元(每人每場次)。
6. 研習會開辦前 3 個工作天內恕不接受轉讓、取消報名及退費各項手續。
(二) 申請積分：
1. 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2. 老人福利機構院長(主任)、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練時數(申請中)
3. 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4.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三) 為維護課程品質及訓練規定，請學員自行斟酌課程當天是否能夠全程參加，遲
到、早退超過 20 分鐘或冒名頂替者，該堂課程繼續教育積分及結業證書均不
予認定。(請勿以搭乘交通工具時間或其他個人事件為由，要求提前離開)。
(四)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會場內禁止照相、錄影、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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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辦單位保有開課或更動講師、課程之權利，如有變動將公告於本會網站上。
(六) 為維護學員權益，會場內謝絕一切旁聽(含嬰幼兒)。
(七) 參加學員請隨身攜帶身分證，以便查核學員身分。
(八) 如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取消，則另行通知擇期舉行。
(九) 本研習報名資料僅供本研習會相關作業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十) 請自行瀏覽本會網站是否公告額滿訊息，以網路公告為準。
(十一) 研習地點不提供停車位，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十二) 本次訓練提供午餐。
(十三) 連絡電話：02-25565880 分機 20
九、 研習交通地點
場次
南區

中區

北區

日期
辦理地點
3 月 20 日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大樓 6 樓第 7、8 會議室
(星期二)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急診大樓院區請由榮總路入出口進入
(一)捷運轉公車
 捷運凹子底站：24B、紅 35、紅 35B(下車地點：榮總路榮總側門站)
 高鐵左營站
1. 下車地點為榮總路榮總側門站：3、紅 35、紅 35B、紅 50
2. 下車地點為新莊高中站(民族一路)：90 民族幹線
3. 下車地點為大中路榮總站：8025、E01A 旗美國道快線(往旗山轉運站)、
E01B 旗美國道快線(往美濃站)
 捷運生態園區站(博愛公園)：紅 35、紅 35B、紅 50(下車地點：榮總路榮總
側門站)
3 月 24 日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2 樓 0212 教室
(星期六)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一) 臺中烏日高鐵站轉乘
1. 轉乘統聯客運 159 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臺中火
車站方向)步行約 5 分鐘
2. 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臺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左
轉，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3. 搭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 分鐘)
(二) 臺鐵：臺中大慶車站出站左轉，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3 月 31 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A 棟 10 樓大禮堂
(星期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33 號)
(一) 捷運：【松山-新店線】小南門站 2 號出口循[聯合醫院和平]指標步行，
約 10 分鐘
(二) 公車：
1. 下車地點為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中華路)站：12、202、205、212、223、
242、246、249、250、253、260、307、604、624、667、670、671、673
2. 下車地點為龍山國中站(南寧路)：9、38、231、245、263、265、310、
601、651、656、658、701、702
3. 下車地點為小南門站(愛國西路)：38、206、243、252、262、270、304、
604、6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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