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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
地址: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l92﹣l號

承辦人:】柬瑜甄

祗話:（02﹚22577l55分機3627

傳真:（02﹚22544029
魎子信箱:ak3489﹫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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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童新路5段646號8樸

受文者:新北市藥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l07年6月8日

發文字號:新北衛高字第l07l0876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函文l份

驛函轉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委託臺北市立聯今醫院辦理「l07年

度長期照護專業培訓課程（level1﹚」課程訊息,惠請相關

業務人員報名參加’請查照。

主旨

說明

﹑依據臺北市立聯今醫院l07年6月5日北市醫長照字第

l0734l0l100號函辦理。

﹑課程訊息詳如函文及課程簡章,請協助於綢頁轉知會員,報

名時間6月l5日上午9點起至6月20日止’名額有限,額滿即

結束報名,敬請注意報名截止日期。

、課程疑問請逕洽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文創新書

院楊小姐（電子郵件:M928﹫tpech‧gov.tw）。
社圍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新
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社凹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含、社囤法人新北
市牙醫師公會、社圍法人新北市護理師菠士公會、新北市鶸師公會﹑新北市
藥劑生公會、新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社圍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新
北市營養師公會、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含、社圍法人新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社困法人新北市社會工
作師公會、新北市各區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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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函
地址:l034l臺北市鄭州珞l45號

聯鉻人:揚正安

電諸:2555﹣3000分饑2073

EIail:A4928@tpech.gov.tF

受文者:新北市玫府衛生局

發文日期:中攀民國l07年6月5日

.發文字羈:北市臺長照字第l0734l0ll00讒

迷別:薔遇件

密等及霹密條件氫保密期限:

肘伴:臺北市衛生曷長期照護專業培鳶l∣譯程（Le﹨它ll﹚鯨章l份

（XDAAl0了34l0ll00﹣0﹣0.pdf﹚

主旨:檢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主辦之「l07年度長期眼謨專業培

匐II課程（level1）」第三梯次課程簡章l份（如附件一）’請

責機構酌派相闋業務人員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為提升本市長期照謹專業人力知能’以提升民眾優賈服務’

特辦理旨揭課程‧

二﹑旨揭訓緯課程培訓對象為目前執業登記於臺北市或新北市’

且從亨長期照護之專業人員’或醫療院所之專業人員,或

各醫事∕社工師專業公（學）會之專業人員。

三﹑相關訊息如下:

（一﹚時間:7月24日﹑25曰﹑27日,共三天l8小時。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臺北市文山區萬美

街二段2l巷20號,教宣另作課前通知）‧

四﹑報名時間及方式:6月15日上午9點起至6月20日止,報名

方式請參照活動簡章o名額有限,額滿即繪束報名,敬請

把握時間。

五、聯絡人:臺北市立聯合瞽院人文創新書院楊小姐（電子郵

件:A4928﹫tpech.gov.tw）。

六﹑相關班務規則請參閱課程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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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滬書澆、國立臺漕大學書學蹺綸設書魄、紂國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苟偕紀念詮會事業基金會鳥偕紀念書蹺﹑景.吏警燾討圍法人台北長美紀念書蹺
、仁鱟醫澆﹑夭心中書警蹺﹑﹦劃醫蹺﹑搗景,婦女書澆﹑鐸政總島鐸玖書蹺﹑
潯仁練合書澆﹑國簡書學蹺三軍蜷醫瑰松山分院﹑亨山晉癡社剷法人中山晉蹺
、宣愚醫鑒討團法人宏晷綜今書蹺﹑三軍總書澆踹設護瑾之家﹑國立臺灣大學
書學寵綜讒書澆北護分詫綸設護雲之家﹑言翔護理之家﹑春亭診舒綺設護瑾之
家、百鈴診歸蹣投護瑾之家﹑擬宴書療財圉法人賒設擬興護瑾之家﹑臺北市立
闖渡警澆籥設護理之家﹑景奚書蹺織截護琿之索﹑臺北帘二萬芳晉蹺尉戟餿理
之家﹑鬃亭臺鑷財剷法人綸戟鱟亭護理之家﹑奚倌護覃之家﹑大稻暹護理之絮
﹑愚鏖護窪之家﹑萱霆祭活護霆之家﹑鸚霍護理之家﹑宜亭暑家護理舒﹑基瞽
攪霎安息曰會書癡財圍法人購謨臺妄暑家護理締﹑討團法人貫卿護瑾晨重基金
含大台北譽索護霾所、安飲暑索護理所﹑景農書蹣勝設曷家護瑾締﹑矗北市立
葛芳警澆餘設暑家護搴戶7﹑台北帘翰靈洽燾緯公含﹑台北縈員總晉睫綸設暑家
護霆戶7﹑臺灣職籠治蠢學含﹑匐乒睫書燾殲溺法人繙議暑家護瑾舒、累亭晉鑤
盪圍法人耑設景專暑家霪瑾舒﹑臺北市營畚綽公含﹑台灣復建書學會﹑臺北市
私二仁泰老人養護所、蚤db市私立大圖壹人養護所﹑奎北索私立蜩捻老人長繩
窯氨亨心﹙畚謹圍﹚﹑蚤北市私二鶯貪老人長撬諷縝亨心（畚護型﹚﹑釜北市私二
仁家老人昊窯氯鎮亨心（卷護型）﹑覺北市私立霆〕∣腐老人長期窺霪亨’鞏（養護型﹚
﹑臺北帘私立霆異老人長期翮霪宇心（鬆護型）、憂北市私立擋寶老人養護所﹑
量北市私立謹光老人養護所﹑釜北市私立敦這老人長掬羸顧中心（養謹型）、覺
北市私二曇妄老人長鷂氯霞中’兮（畚護型﹚、量北市私立永安老人養護所、量北
亨私二台錠老人長熊窯靈亨心（畚護型﹚﹑臺北市私立樺寶尊榮老人長期窯霪亨
.﹡（養護量）、臺北帘私二松青圍老人卷叢騎、蚤北市私二息吳之家老人曼窯讖
縝亨心（畚謹璽）﹑量北市私二松鷂園老人長掬訊續亨心（養簑型）﹑曇北市私二
松竹圉老人長翔認護亨心、覺北索私立羈全老人養護貯、臺北帘私立仁譁老人
養護所﹑臺北市私立譁仁老人養護所﹑受此亨私立霓逞老人長斯認羶亨心（養簑
量）﹑覺北市私立法泉老人長翔認霪中心（養謹型）、全北市私二霹其老人長熊認
護中心（卷護型）﹑臺北市私立台大老人長塞窯顰亨’遘（畚護型）﹑財圉法人臺北
亨私二鱟胰老人卷護騎﹑量北市私二仁仁老人長翔窯鎮亨’迭（養護宣）﹑蚤北市
私立健全老人長掬照靈亨心（卷護型）﹑臺北市私立天晷老人長翔認鎮亨心（養裟
型）、奎北市私立上上老人羈護篩、臺北市私立新常安老人長翔贓露亨心（養護
量）﹑臺北亨私二嘉息老人長鎔緊鎮卓心（驀護型）﹑臺先索私立罩享老人養護舒
﹑臺北帘私立箠安老人長翔熱護亨’鬱、蚤北亨私立卓山老人長雞諷頸孛’◇（畚護
型﹚﹑財鬨法人蚤北市私立愛貪蹺、臺北市私立羨鴒鴒老人畚護所﹑憂北市私二
彙訾爸老人養護所﹑繕圍法人夭三戟失智壹人社含韁剝基金會蹣裁壘北市私立
臺羞臺失看老人養護亨‘迭、財圄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長斯窯鎮亨心（長翔認
護型）﹑量北市私立長泰老人卷護所﹑臺北市私立.倚青莧老人卷護所﹑臺北市私
立景處老人養護所﹑臺北市私立藷心老人長期鰓顧亨‘邐（養護型﹚﹑覺北市私立
祇蠢老人養護所﹑憂北索私立松割老人長鰓翮顧亨’曾（養護型）﹑釜北市至善老
人安養護亨心﹑量北索私立永青老人養護暨長翔潔護亨心、臺北市私立繪安老
人養護所﹑臺北市私立荷剷老人曼翔鰓顧中心（卷護型）、臺北市私立璜因老人
曼期眠鋇苧心（羈漣型）﹑臺北市私立窟妄老人長期照顛中心（養護型）﹑覺北市
私立北投老人長翔照續亨心（羈護型﹚﹑臺北市私立安安老人長斯翮鎮中心（卷護
型﹚﹑臺北市私立聖心老人養護騎﹑奎北市私立景順老人養護所﹑臺北市立淦然
歙老澆﹑臺北市私立夭下知老人養護所﹑臺北市私立高捻老人長期諷鎮中心（卷
護型）﹑臺北市私立倚青圍老人長期煦顧中心（卷餿型﹚﹑矗北市私立尊暉老人長
期認繽中心（養護型﹚﹑臺北市私立賢暉老人長翔照顧亨心（養護型﹚﹑憂北市私
立樺霖老人養護所﹑臺北市私立祥譯老人養護所﹑量北市私立義行老人長期窺
顛中心（養護型）﹑臺北市私立全民老人長艱翮顧中心（養護型）﹑蚤北市私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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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老人長辮諷鎮中’鬱（養護型）﹑受北市私立貴據老人長期諷鎮亨心（卷護型）﹑
臺北市私立素門老人長期照霞中心（養護型）﹑憂北市私立怡靜老人長期鰓顧中
心﹙養護型）﹑臺北市私立奇里岸老人長期照靈中心（餐護型﹚、憂北市私立建氏
老人長期窯霞中心（養護型）﹑臺北市私立全家老人卷護所、臺北市私立佑安老

人卷護所﹑臺北市私立縈建老人養護所、臺北市私立榮諄老人長期諷.鎮中心（養
護型﹚﹑爰北市私立安立老人長期認顧中心（養護型﹚﹑壘北市私立爵蜩山老人長
堯鰓縝中’彗（卷謹型）﹑財圍法人受灣基督教道生蹺綸設臺北市私立道生蹺老人
長期煦顧亨心（畚護掣）﹑臺北市私立鶉安老人養護所、臺北市私立潮濱老人長
期認顫中心（養護型﹚﹑蟲北市私立晨欣老人長期照顧中（卷護型）﹑臺北市私立
文德老人長翔煦顧中心（養護型）﹑量北市私立銀盤族老人養餿所﹑臺北市私立
祥家老人養護所﹑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仁愛霞卷剷﹑臺北市私立安欣老人長期
諷霞中心（養護型）﹑臺北市私立童音老人長翔認縝中心（養護型）﹑臺北市私立

福妄老人長鑒瓤顛中心（養護型﹚﹑蚤北市玫膚社會局老人舅費安養亨心﹑臺北
市私立慈諱老人卷護所、臺北市兆知老人安卷護中心﹑臺北市私立遑馨老人長
期熟頗中心（餮護型﹚、瑩北市私立景安老人長期照縝中’鞏（養餿型﹚、覺北市私
立臭安老人長翔煦靈中’鞏（養護型）﹑鞏北市私立慈安老人長期認‘鎮亨心（養護型
）、臺北市文山老人畚護亨心﹑臺北市私立景異老人長為黑霪中心（養護型﹚﹑蚤
北市私立吉譁老人長期窯顛中心（卷護型）﹑臺北市私立三國老人曼掬囂續亨心（
養叢型）﹑臺北市私立毽箏老人長翔照顧中心（養護型﹚﹑臺北市私立副德老人曼
期熟縐中心（養護型﹚、蚤北市倌義老人服鶸暨日間照顧亨心﹑覺北市士林老人
眼務暨日濁惡霞中心﹑臺北市亨山老人住宅暨服籍中心、臺北市尚港老人服鷂
登a間照鎮中’迭﹑臺北市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闢認顧中心﹑量北市大同老人日聞
認續中心、臺北市松山老人日間諷續中’c﹑蚤北市舌縐老人日間勰顛亨心﹑蚤
北帘文山老人養護中心綸設日間窯縝中心﹑臺北市兆知亳人卷護中心蹣設曰闢
認霪中心、臺北市至善老人養簑亨‧鞏綸試曰閻照顰亨心、討圓法人伊句社會福
剝基金會（北投區老人a闆懿顛服鴉﹚﹑財團法人台灣貪籌社區服務鸛會（大安區
老人日間認顫服務﹚﹑臺北市內鐲匾老人日聞熟額服鷂、社囤法人苧國家庭羲育
嵩遑會﹑社圉法人量北市家椒窿認顛者關懷篤會﹑社囤法人新北市身’登瘴讓者縞
剝促遑鴿會、財團法人夭三歙失宥老人社會蠢利基金含、討圍法人侈句社會雹
剝基金會﹑財鬨法人蚤北市立心蟲譽基金會、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松牟長春厥
騖亨心、財團法人翼卿謨霾晨望基金會﹑財團法人矗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
佈道含士林靈糧堂﹑財團法人老三老基金含﹑士林﹑北投區身心障環者社區資
蠔中心、內瀚、松山區身心漳礙者社區資漯亨心﹑中正﹑萬箏區身心障環者社
區資撬亨’登﹑脅港﹑億義區身心諱襞者社噎資漯中心﹑大安、文山區身心漳輳
者責源亨心、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健】l價卷護中心（中山老人住宅豎駁籥中心）、
財圍法人奎灣省私立健】價餮護中心（尚港老人眼豬暨日闢認續中心）﹑臺北市政
寫社含局大安老人服務中心、蚤北市政府社會局大同社含羈利暨老人服務中心
﹑憂北市政寫社含局松山社含羈利暨老人服務亨心﹑財團法人台灣聖公含杖愛
堂、財團法人台北市亨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靈蠹堂受譴蝗營管理本市
士林老人騷務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國基督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靈糧堂受
託經營管理本市聶湖老人日閻照鎮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立私立健噸養護中心
受託經營管理本市中山老人住宅暨服務中’心﹑中攀民國扛十字含豎灣省分含受
讒縫營管理本市中正老人服務中’迭﹑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含受澆繼營管理本市
北投老人服籥中心﹑財圍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長期照續中心（長期照護型）
受譴經營管理本市文山老人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濬蹺﹑財圈
法人天史教失宥老人社會羯利基金會受訖鍾營管理本市葛箏老人服務中心﹑社
圍法人台灣愛鄰社區騷務協含﹑社團法人中墓民國弘道忘工協含受託縫營管理
本市松山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康亨醫餿暨管理專科學校受詭經營管理本市內綢
老人服務中心﹑覺北市永昌長骨會﹑財團法人台北市中箏基督教浸倌會慈光堂
﹑臺北市私立謹光老人養護中心﹑蚤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誕財團法人夭主教耕萼
醫蹺永和分蹺縫營管理台北市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臺北索私立榮祥老人養護

長﹞賈≒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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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7年度長期照護專業培匐II課程（leveI1）第三梯次簡章

一﹑目標:為擴大各類照護人力的培割I∣’使目前之醫事人員除了原有之急性醫療照護能

力與知識夕卜’還能具備長期照護所肅的技術﹑能力與專業知識’故辦理此俞II練課程.

二﹑主辮單位:壁北市政府衛生局

三、協辦單位:暨北市立聯合醫院長期照護規劃發展中心及人文創新書院

壁北市政府公務人員勸I∣練處

四﹑培匐II對象:目前執業登記於憂北市或新北市,且

﹙1﹚從寧長期照護之專業人員

﹙z）醫療院所之專業人員

﹙3）各醫事／社工師專業公（學）會之專業人員

五﹑辦理時間

1、時間

Z、地點

﹑地點

7／Zq（星期二﹚、7／zS（星期三﹚、7／Z7（星期五

Z、地點:愛北市政府公務人員匐I∣練處﹙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21巷20號﹚

（上採教室將另外課前迥失口﹚

六、課程表:

第1天╴7月24日（星期二）

鱗師介紹:（依主辮者順序﹚

周麗攀台灣長期照籤專業學會理鞭長

陳麗箏社圓法人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監寧

林秋芬壁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羋系教授兼系主任

時間 課程主題 辮囪

[ 10-08:3| 報至i

08:30-10:1|

﹙中間不下採∣

長期照護政策典法翔

﹙含長照十年計畫2.0﹑長照ABc等﹚
周腿箏理事寢

10:10-10:2l 休’自

10:20-12:0|

﹙中問不下採∣
長期照趨資源介紹典應用 周腿華理寧長

12:00-13:3| 午餐時間

13:30-15:1l

﹙中間不下邶∣
長期照護發展、理念與倫理 陳腿華監寧

15:10-15:2|
占
口
巳

p休

15:20-16:1| 文化安全及性別峨鏈 林秋芬教授

16:1| 簽退及賦歸



第Z夭╴7月z5日（星期三）

時刪 課程主迆 講師

10:00-10:Z0 報到.

10:20-1Z:00

﹙中間不下濰）
跨專業案例與合作棋式討綸﹙1:

1Z:00-13:30 午餐時腦

13:30-1q:Z0 老人及身障者樅益係障縱題

14:Z0-14:30 休息

14:30-16:10

﹙中間不下採）
老人保護及相I﹩﹩l法規激題

16:10

講師介紹:（依主雛者順序）

王紊琴矗北市政府術生局簡任技正

沈明德壁北市職能治療師公含理監寧

林珍珍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囝II緻授

第3天╴7月27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主熒

08:10-08:3(

簽退及賦歸

報到

08:30-10:1<

﹙中I﹟l不下棵﹜

長期照護（含心理）孺求﹑

評估及愉境介紹

10:10-10:2[

10:20-12:0(

﹙!∣’間不下蝶﹚

1Z:00-13:3(

照護管理

休息

午餐時l﹟

13:30﹃15:1﹙
垮專業案例與今作模式討論﹙■

﹙中l﹛｛I不下濰】

15:10-15:z(

15:Z0-16:0(

講師介紹:（依主辮者順序）

鄧菁菁台北市照顱管理中心督導

陳惠姿前輔仁大學護理學系主任

金奚靈衛生禍利部雙和醫院營養室主任

休息

結訓測驗／簽退

王素琴簡任技正

沈明捻理籃萼

林珍珍教﹩!

林珍珍教j!

講師

鄧膂薪督導

隴忍姿教豭

陳恩姿教表

金奚鏨主窪



七﹑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6月15日上午9點起至6月z0日止’

/\`

敬請把握時間.

﹙二﹚報名方式:採綢略報名,以下提供兩種方式（逵議使用GoogIeCh『ome瀏覽器）

1、輪入綱址:「http:／／webSite’tpech.gov‘tw:8080∕叮CT∕」

2、掃描αRcode﹙如附件一﹚

※審核通過名單者於7月11日下午5點前公告自

消息區‧

（三﹚些三▲且完成線上報名時’請於報名日起己天內將下列資料拍照寄發E﹣Ⅲail給承

辦人,以利後續資格審查（承辦人雹子郵件:A￠9Z8＠tpech.gov.tw﹚:

1、社工師執照舉業鑑惑及1個月內之在職繈明（或服務繈﹚

2﹑社工系摹業證書及1個月內之在職證明（或服務證﹚

﹙四﹚若因故欲取消報名’請於7月16日下午3點前來信或來電取消。為維護其他學員
上課權益. 怔前訾失□承辦單仳 日若冉次尊世鬼

乓他人員報名錄取與香之霸

1、符今教育時數規範（LeveI1共同課程:18小時）

Z﹑依規定辦理簽到∕退,嘉遲到﹑曠課或請假紀錄且全程出席課程者.

3﹑完成結訓問卷者（含滿愈度綢查、深後總評﹚.

￠、採後總評值合格（70分﹚者。

九、注意寧項:

（一﹚依據「醫寧人員及社工師繼績教育學分認證辦法」規範’所有學員須羋時簽

到與簽退（誧勿冒名頂替或遲到、早退﹚。全程參與者,核予公務人員研習

時數及辦理醫事人員及社工師繼績教育積分登錄（若未全程參與,恕魚法給予

部分積分﹚。

﹙二﹚相關呼業醫寧人員繼鑽教育積分申鏑中‧若本梯次申辮人數未超過10人之職

類’將不給予繼績教育積分,開課單位保有斟酌申請繼績教育積分的權利‧

（三﹚鏑依照課表之報至ll與簽退時間,進行課程期間的簽到退,敬請配合’芳未於

〔撻1】

﹙四﹚

（五﹚

（六﹚

（七﹚

駛天上爾禍帝丹分或弟丹分糰

恕丕受理報到寧宜亦不提供考武機‘

本課程採依號入座’若因身體狀況有座位特沫蔣求者（如:腰椎受傷﹑懷孕

等……﹚’請於報名時提出’並傳真相關資料’以利安排座位;因學員人數眾

多’若未事前提出’上課當天恕無法調整座位’敬請配今‧

本系列課程全程免簡’請珍惜課程資源’報名後靖務必全程出席,不可請假。

本課程不給予學分抵免,若棵後總杼值未述領蹬標準’請自行靈新報名培訓

課程’無補考機制.

為維護上課品簡禾。授課效能及卑業形象,漪學員於上課期間嚴禁攜帶孩童或

3



有任何商品銷售行為。

（八﹚提供午餐’為響腮環保’杖請自行摘帶環保杯。

（九﹚第三天課後總評值請準備2B鉛籤、橡皮擦、身分證應試.

（十﹚證瞥取件方式一律採用郵寄掛號‧請於課程期間洽工作人員領取倌封’並填
寫正確郵遞資訊（地址、收件單位、姓名﹑學號﹚,因掛號靈量受限制’同一
單位至多￠人一個倌封。

（十一﹚通過考試核發證書,請妥善保管,遺失概不捕發.

十、公務人員酊II練處交通寶訊:

請GoogIe「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訂∣I練處 交週指引」或掃描以下αRCode,以利您得至II

最新資訊.

藹
BF

回甦≡‧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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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7年度長期照護專業培匐∣I課程（LeveI工

第三梯次

報名綢址α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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