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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8年度委託辦理 

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專業人員訓練計畫 

一、活動目的：提升臺北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人員之專業照護能力及照護品質 

二、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三、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四、參加對象：臺北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工作人員（非臺北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

構或外縣市長照機構人員僅能候補，且每場次不得超過 10人）。 

五、辦理時間、課程內容及參與對象 

主題：老人機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EMP）與緊急災害作業程序（EOP）計畫擬定（撰寫及
分享）及災害預防與應變風險-第 1場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院長(主任)、社工、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 

研習日期：108年 4月 18日(週四) 13:00~17:10，名額 50人。 

上課地點：中國生產力承德教育中心(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81號 B1第 9教室)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12:50-13:00 報到  

13:00-13:10 課前測驗  

13:10-15:00 

老人機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EMP）與緊
急災害作業程序（EOP）計畫擬定（撰寫
及分享）及災害預防與應變風險(一)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 

潘國雄 講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7:00 

老人機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EMP）與緊
急災害作業程序（EOP）計畫擬定（撰寫
及分享）及災害預防與應變風險(二)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 

潘國雄 講師 

17:00-17:10 課後測驗  

 

主題：1. 失智症照護 

授課對象：機構護理人員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院長(主任)、社工、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 

2. 感染管制-第 1場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院長(主任)、社工、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 

研習日期：108年 4月 24日(週三) 09:00~17:10，名額 50人。 

上課地點：中國生產力承德教育中心(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81號 B1第 9教室)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08:50-09:00 報到  

09:00-09:10 課前測驗  

09:10-12:00 失智症照護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護理研究所 

林麗嬋 特聘教授 

12:00-12:10 課後測驗  

12:10-13:00 午餐  

13:00-13:10 課前測驗  

13:10-15:00 感染管制(一) 
國泰汐止分院護理之家 

王美凌 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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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 休息  

15:10-17:00 感染管制(二) 
國泰汐止分院護理之家 

王美凌 護理長 

17:00-17:10 課後測驗  

 

主題：1. 性別主流化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院長(主任)、社工、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 

2. 社工處遇計畫撰寫 

授課對象：機構社工人員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社工 

研習日期：108年 5月 8日(週三) 08:00~16:10，名額 50人。 

上課地點：待訂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07:50-08:00 報到  

08:00-08:10 課前測驗  

08:10-10:00 性別主流化(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謝佳容 副教授 

10:00-10:10 休息  

10:10-12:00 性別主流化(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謝佳容 副教授 

12:00-12:10 課後測驗  

12:10-13:00 午餐  

13:00-13:10 課前測驗  

13:10-16:00 社工處遇計畫撰寫 
臺北市中山老人住宅暨服務中心 

李梅英 主任 

16:00-16:10 課後測驗  

 

主題：感染管制- 越南語 

授課對象：機構外籍照顧服務人員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照顧服務員(含本/外籍)  

研習日期：108年 5月 29日(週三) 13:00~16:10，名額 50人。 

上課地點：待訂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12:50-13:00 報到  

13:00-13:10 課前測驗  

13:10-16:00 感染管制- 越南語 
私立雙連安養中心 

李莉 品質總監 

16:00-16:10 課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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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長照機構臨終關懷及安寧照護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院長(主任)、社工、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 

研習日期：108年 6月 19日(週三) 13:00~17:10，名額 50人。 

上課地點：待訂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12:50-13:00 報到  

13:00-13:10 課前測驗  

13:10-15:00 長照機構臨終關懷及安寧照護(一)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李閏華 專案助理教授 

15:00-15:10 休息  

15:10-17:00 長照機構臨終關懷及安寧照護(二)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李閏華 專案助理教授 

17:00-17:10 課後測驗  

 

 

主題：1. 員工權益保障 

授課對象：機構負責人優先，其餘有興趣人員次之 

時數登錄類別：院長(主任)、社工、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 

2. 具文化適切性之健康照護 

授課對象：機構全體工作人員 

時數登錄類別：院長(主任)、社工、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 

研習日期：108年 6月 26日(週三) 10:00~17:10，名額 50人。 

上課地點：待訂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者 

09:50-10:00 報到  

10:00-10:10 課前測驗  

10:10-12:00 員工權益保障 
社團法人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 

賴添福 榮譽理事長 

12:00-12:10 課後測驗  

12:10-13:00 午餐  

12:50-13:00 報到  

13:00-13:10 課前測驗  

13:10-15:00 具文化適切性之健康照護(一) 
馬偕醫學院護理學系 

陳怡亨 副教授 

15:00-15:10 休息  

15:10-17:00 具文化適切性之健康照護(二) 
馬偕醫學院護理學系 

陳怡亨 副教授 

17:00-17:10 課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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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地點： 

中國生產力中心承德教育訓練中心(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81號 B1) 

捷運：雙連站 1號出口左轉後直行約 3-5分鐘，承德路左轉直行 3分鐘； 

公車：捷運雙連站-42/46/26/290/518/紅 33/大稻埕水岸公車、建成公園.民生西路口

-26/266/292/292副/304承德路、圓環站-2/12/52/215/282/282副/306/紅 25/棕 9/三重客運(迴龍

→圓環)/國光客運(台北→桃園)/國光客運(台北→中壢) 

七、費用：全程免費；參加上午或全天課程者提供免費便當，但僅參加下午課程者恕不供餐。 

八、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4~5月課程於 3月 18日起上午 09:00開放報名至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本會官網研習活動處。 

九、注意事項： 

(一)為防冒名頂替，參加之學員當天請務必隨身攜帶”護理人員執業執照正本/身分證/健

保卡等證明備查”，謝謝合作！ 

(二)為維護課程品質，請學員自行斟酌課程當天是否能夠全程參加，若遲到、早退超過

20分鐘、冒名頂替或未確實於簽到單上簽到退者，參加該次研習之在職訓練及積分

均不予認定。 

(三)各專業主題全程課程完成者，協會將協助登錄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協助申請老

人福利機構主任、社工及照顧服務員在職訓練時數，以及所有長期照顧服務人員之

長照積分。主任、社工及照顧服務員之研習證明書，需待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備出

席學員之名單後，始可寄發。 

(四)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未經講師同意，會場內禁止照相、錄影、錄音。 

(五)本訓練報名資料僅供本次計畫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六)研習地點不提供停車位，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自備環保杯，現場不提供紙杯。 

(七)若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取消，將另行通知擇期舉行。 

十、聯絡電話：(02)2556-5880#17，王先生。 

研習活動處(http:/www.ltcpa.org.tw/index.php?func=clas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