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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攜手陪伴 · 專業關懷 

108年度長照給(支)付專業服務照顧組合教育訓練 

一、 目的：配合長照給(支)付制度照顧組合，落實強化專業人員照顧措施實務操作，以

增進跨專業間之整合協調並提升個案照護品質。 

二、 學習目標： 

課程結束後，學員能： 

(一) 了解影響營養、進食與吞嚥、困擾行為及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等因素。 

(二) 執行營養、進食與吞嚥、困擾行為及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等照顧組合之跨專業

照顧指導措施。 

(三) 敏感洞悉個案有跨專業服務需求之能力。 

(四) 具備適當的資源連結能力。 

三、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四、合辦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五、參加對象：長照 A單位個案管理員、長期照顧相關專業人員等。 

六、課程規劃：共 12小時(兩日)課程內容，包含課室教學或實務操作及案例討論。 

七、上課日期、地點： 

(一) 第一組合 

第一組合 

區域 上課日期 地點 

北區 5月 3日(星期五) 

5月 4日(星期六)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9樓大禮堂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號) 

中區 5月 24日(星期五) 

5月 25日(星期六)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2樓大禮堂 

 (地址：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號) 

南區 6月 14日(星期五) 

6月 15日(星期六)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13樓大禮堂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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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組合 

第二組合 

區域 上課日期 地點 

北區 6月 1日(星期六) 

6月 2日(星期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9樓大禮堂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號) 

中區 6月 15日(星期六) 

6月 16日(星期日)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一樓多功能活動室 

(地址：台中市西區中山路 501號) 

南區 6月 22日(星期六) 

6月 23日(星期日)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13樓大禮堂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2號) 

八、教育積分：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九、費用：  

類別 

費用 

第一組合 

(限額 110名) 

第二組合 

(限額 60名) 

本會活動會員 2000 元/人 3000元/人 

非本會會員 3600 元/人 5400元/人 

備註： 

(一) 活動會員係指已繳交 108年度會費者 

(二) 團體活動會員每單位每場次限三名，每名以活動會員價參加，第四名以

非會員計價。 

(三) 本活動謝絕現場報名 

十、報名方式： 

(一) 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www.ltcpa.org.tw/index.php?func=classes 

(二) 至網頁完成報名資料登錄後，請至郵局完成劃撥繳費，經確認無誤始算完成報

名手續。 

(三) 報名期間：自 3 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起至額滿為止。 

 

http://www.ltcpa.org.tw/index.php?func=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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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課程表： 

(一) 第一組合： 

場次 

課程 

第一組合 

第一天 第二天 

北區 5 月 3日 (星期五) 5月 4日 (星期六) 

中區 5月 24日 (星期五) 5月 25日 (星期六) 

南區 6月 14日 (星期五) 6月 15日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0:40 專業服務照護指引概念及架構 

 

10:40-10:50 休息 09:30-10:00 報到 

10:50-12:30 CB03 困擾行為照護 

與指導措施(一) 

 

10:00-12:00 CB03 困擾行為照護

與指導措施(二) 

 

12:30-13:30 休息 12:00-13:00 休息 

13:30-16:00 口腔照護暨實務操作 

 

13:00-15:40 案例討論(一)─ 

擬真個案情境 

 

(二) 第二組合： 

場次 

課程 

第二組合 

第一天 第二天 

北區 6 月 1日 (星期六) 6月 2日 (星期日) 

中區 6月 15日 (星期六) 6月 16日 (星期日) 

南區 6月 22日 (星期六) 6月 23日 (星期日) 

08:30-09:00 報到 報到 

09:00-10:20 CB01 營養照護(一) 

 

CB02 進食吞嚥照護(一) 

 

10:20-10:30 休息 休息 

10:30-11:40 CB01 營養照護(二) 

 

CB02 進食吞嚥照護 (二) 

 

11:40-13:00 休息 休息 

13:00-15:40 CB04 臥床及長期活動受限者

照護暨實務操作 

 

案例討論(二)─ 

TBL團隊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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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報名注意事項： 

(一) 費用繳交注意事項： 

1. 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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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組合一或二/○區/姓名」。 

(2)便利超商繳費：請持個人報名 E-MAIL 通知內容之超商繳費單至便利

超商完成繳費(手續費 10元須自行負擔)。 

2. 收據開立日期以入帳日為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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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於報名後，至研習會開辦前 7個工作天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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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研習會開辦前 7個工作天以內恕不接受轉讓、取消報名及退費各項手續。 

(二) 參加課程注意事項： 

1. 為維護課程品質及訓練規定，請學員自行斟酌課程是否能夠全程參加，

遲到、早退超過 20分鐘或冒名頂替者，該次訓練各類繼續教育積分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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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參加學員請務必隨身攜帶身分證證件，以利辦理報到。  

3. 本次課程於報到當天發給講義。 

4.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會場內禁止照相、錄影、錄音。  

5. 主辦單位保有開課或更動講師、課程順序之權利，如有變動將公告於本

會網站上。  

6. 為維護上課品質和授課效能及專業形象，請學員於上課期間嚴禁攜帶孩

童或有任何商品銷售行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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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研習報名資料僅供本研習會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9. 請自行瀏覽本會網站是否公告額滿訊息，以網路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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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研習地點停車位有限，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自備環保杯，現場

不提供紙杯。  

11. 為珍惜資源，如報名後無法參加，請來電取消報名。 

12. 聯絡人：周組長，電話：02-25565880#16、02-25565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