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性藥事照護：高齡與長照藥師培訓課程」
一、 緣由
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導致各種生理機能退化，罹病的種類多，用藥的機率與種類也
隨之增加，多重疾病與多重藥物問題衍生而來的是老年病症候群及多方面的複雜性照護需
求。在社區中，許多面向影響老人的健康，而非只是疾病和藥物的交互問題。國內外對於藥
師執行藥事服務，改善藥物相關問題之文獻報告相當多，但能同時考量來自醫療、身心靈、
家庭及經濟環境、功能狀況與生活品質等因素之研究卻是少見。
經由高齡照護培訓的社區藥師，可提升其專業與信心；對長者的態度與健康亦具正向影
響。經由「周全性的高齡藥事照護」評估，與跨專業團隊成員共同討論治療目標，可協助長
者面對多重且複雜的各項問題、降低照護者之負擔、加強照護者與病患之用藥觀念，進而減
少非必要的藥品使用、降低藥品與後續醫療成本，提升醫療及長照品質。故本次活動擬結合
研究經驗與實證資料，推廣已發展之周全性高齡藥事照護模式，認證具熱情且可獨立執行評
估之種籽師資。並於深化在地性的過程中，配合政府推行的長照 2.0，使社區可以面對未來高
齡相關之挑戰。

二、 目的
1.

招募、訓練並評選出具熱情且可完整執行評估之種籽師資。

2.

檢視「社區周全性高齡藥事照護」模式之成效。

3.

建立種籽藥師交流平台。

三、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臺北市藥師公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老年科。

2.

協辦單位：新北市藥師公會、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四、 辦理日期
1.

第一階段：學科課程培訓（共二日，12 小時）
(1) 第一日（6 小時）：2019 年 2 月 23 日(週六)，09：00～16：30；
(2) 第二日（6 小時）：2019 年 2 月 24 日(週日)，09：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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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社區實務課程培訓－個案討論會（共二日，12 小時）
完成第一階段課程培訓後，學員將運用 2 個月時間，進行練習、評估執行與報告準備。
(1) 第一日（6 小時）：2019 年 5 月 4 日(週六)，09：00～16：30；
(2) 第二日（6 小時）：2019 年 5 月 5 日(週日)，09：00～16：30。

五、 辦理地點：
1.

第一階段：臺北市藥師公會長春會館（104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5 號 7 樓）。

2.

第二階段：臺北市藥師公會信義會館（106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74 號 8 樓）。

六、 參加對象
1.

第一階段：學科課程培訓
對社區有期待、熱情或對社區長者照護有需求者。

2.

第二階段：社區實務課程培訓－個案口頭報告
(1) 具居家照護相關認證之藥師、已實際執行居家醫療藥事照護者、或有實際
執行經驗可分享者。
(2) 具上述條件，且第一階段（共二日）全程參與者為優先。若無法全程參
與，建議可至台中場次補課。
：2019 年 03 月 09 日（週六）；
 台中場次，第一階段「第一日」
 台中場次，第一階段「第二日」：2019 年 03 月 10 日（週日）。

七、 辦理方式
1.

第一階段：學科課程培訓
全程參與者，將核發相關學分時數（包括藥師繼續教育學分、醫院實習指導藥師學分、
長期照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與研習證明（總時數 12 小時）。

2.

第二階段：社區實務課程培訓－個案研討會
(1) 達認證要求之條件者，除核發相關學分時數，並頒發「社區藥師基礎培訓
－高齡藥事照護認證」證書。
(2) 認證要求
。
 需參與至少一日「個案討論會」
 需進行一次「個案口頭報告」（內容包含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並說明如
何執行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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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報名時間及方式
1.

報名方式：
(1) 臺北市/新北市藥師公會會員，請於公會系統報名：
臺北市藥師公會：（煩請公會放上報名課程的網址）
新北市藥師公會：（煩請公會放上報名課程的網址）
需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性別、身份證字號（僅供學分申請使用）、電
子郵件地址、服務單位、聯絡電話(手機)及通訊地址。
(2)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會員與其他非會員請電洽林小姐(06)235-3535#3319；或
email 至 opuvrrj@gmail.com。

2.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2 月 14 日（週四），或額滿即截止。

3.

繳交費用：
(1) 第一階段：學科課程培訓
 臺北市藥師公會或新北市藥師公會所屬會員 300 元/日；二日 500 元。
 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會員免費。
 非會員 500 元/日。
(2) 第二階段：社區實務課程培訓－個案研討會
 比照第一階段收費方式辦理（需確認符合第二階段資格，再行繳費）。

4.

繳費方式：
(1) 郵政劃撥帳號：31620343；戶名：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2) 匯款或轉帳：(700)0031071-0883267；戶名：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繳費後，請提供您的帳號後五碼、繳費日期、繳費金額，以利對帳。
－會員請提供給臺北市藥師公會或新北市藥師公會。
－非會員請提供給協會林小姐 email: opuvrrj@gmail.com; 06-235-3535#3319。

九、 其他事項：
1. 全程參與方能發給研習證明。
2. 為響應環保政策，參加課程之學員請自行攜帶筆、環保杯(筷)。
3. 如遇颱風、水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依政府宣布停班停課公告為主，研習再另行擇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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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課程內容
第一階段：學科課程培訓（第一日，6 小時）
2019 年 2 月 23 日（週六）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者
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成大醫院老年
科/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張家銘 副教授/主任/理事長

09:00~09:10

開幕致詞、培訓方式說明

臺北市藥師公會
黃金舜 理事長
新北市藥師公會
陳昭元 理事長

09:10~10:00

高齡常見用藥問題：醫師觀點

10:00~10:50

老人用藥常見問題：藥師觀點

張家銘 副教授/主任/理事長
成大醫院藥劑部
杜彗寧 藥師

茶敍（10:50~11:00）
11:00~11:50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老年病症候群」簡介

李世代 教授
午餐（11:50~13:30）

13:30~14:20

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14:20~15:10

「藥事照護評估」量表之各項目操作型定義介紹

張家銘 副教授/主任/理事長
成大醫院藥劑部
杜彗寧 藥師

茶敍（15:10~15:20）
樂齡藥師藥局

15:20~16:10

「個案報告與討論」示範

16:10~16:30

高齡藥事照護跨專業團隊整合暨運作

張艷玉 藥師
張家銘 副教授/主任/理事長
杜彗寧 藥師

賦歸
※需完成「課程前、後評量」與「滿意度調查」。
※全程參與者，將核發藥師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醫院實習指導藥師學分（申請中）、長期照顧服
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申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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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學科課程培訓（第二日，6 小時）
2019 年 2 月 24 日（週日）
時間

09:00~09:10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者

成大老年學研究所/成大醫院老年
科/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主席致詞

張家銘 副教授/主任/理事長

09:10~10:00

10:00~10:50

台大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高齡衰弱與復能

毛慧芬 副教授
台灣職能治療學會 台北市居家復
能團隊

居家環境和輔具介入實務

莊博文 督導
茶敍（10:50~11:00）
11:00~11:50

惠璿諮詢中心/台灣營養學會

居家高齡營養常見問題及介入管道

黃鈴君 主任/理事

午餐（11:50~13:30）
13:30~14:20

14:20~15:1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北市長期照護介紹

劉惠賢 科長

社區長者之醫療照護服務需求及社會資源簡介

台灣老人暨長期照護社會工作
專業協會
林昱宏 秘書長

茶敍（15:10~15:20）
15:20~16:10

國泰綜合醫院護理部

居家照護技巧及相關資源連結

劉錦蓉 督導

高齡藥事照護跨專業團隊整合暨運作
16:10~16:30

評估實務執行及結果產出說明

張家銘 副教授/主任/理事長

賦歸
※ 需完成「課程前、後評量」與「滿意度調查」
。
※ 全程參與者，將核發藥師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醫院實習指導藥師學分（申請中）
、長期照顧
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申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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