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附設臺南市私立天壇老人養護中心 

108 年度臺南市長期照顧機構專業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招訓簡章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台灣長期照顧教育學會 

二、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附設臺南市私立天壇老人養護中心 

三、參訓對象：台南地區長期照顧機構服務人員 (包含以下人員均可參加) 

 1.照顧服務人員：照顧服務員、教保員、生活服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 

 2.居家服務督導員。 

 3.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人員及醫事人員。 

 4.照顧管理專員及照顧管理督導。 

 5.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長照服務相關計畫之個案評估、個案管理及提供服務人員。 

四、上課地點：台南市新化區知義里新和庄 22號 1F簡報室(天壇老人養護中心 1F簡報室) 

五、上課日期： 108 年 09月 07日(六)，共 8小時 

  108年 10月 05日(六)，共 8小時 

  108年 10月 26日(六)，共 6小時 

  108年 11月 16日(六)，共 8小時 

                108年 12月 07日(六)，共 8小時 

六、招生人數：每日課程招收 45 名，額滿為止。 

七、課程費用：每日課程 500 元/人(含講義、便當、供飲水機請自備環保杯）。 

八、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 個人填寫表單提交，依報名先後順序至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5ef5d1c5937c8549 

九、繳費方式：網路報名完成後，請於 3 日內匯款繳費，報名 3日後單位若稽核繳款未完成者，

立即取消報名資格，不另行通知。 

【匯款完成時，需將匯款資訊以「傳真」或「E-MAIL」傳給承辦人員，並主動來電告知】 

【匯款資訊包含：姓名、匯款日期、您的帳號後 5碼、匯款金額、報名班別】 

中心帳戶：中華郵政 台南中正路郵局 

戶名：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附設臺南市私立天壇老人養護中心徐國潤 

銀號代碼：700 

帳號：00310530678598 

十、課程證明： 

      1.學員於課程期間需全程參與且完成簽到退，並於課程結束後繳回課程問卷調查表。 

      2.學員於課程開始後遲到 20分鐘或結束前 20分鐘離席者、缺課或請假者無法取得研習證明。 

      3.冒名頂替者參加者無法取得研習證明。 

      4.依需求及日期報名參加，每人不限於一場次。 

      5.課程證明統一郵寄給報名單位。 

十一、聯絡人：游森炳 電話：06-5800111 傳真：06-5902931  E-mail：ad5800111@gmail.com



課程資訊 

課程(一) 

108年 09月 7日 星期六(8小時) 

時間 課程單元 課程主題 講師 時數 

08：15 - 08：30 報到 

08：30 - 10：30 老人照顧倫理議題 照服員的工作倫理 劉美吟 2 

10：30 - 10：40 休息 

10：40 - 12：40 溝通技巧與壓力調適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陳宇嘉 2 

12：40 - 13：30 用餐與休息 

13：30 - 15：30 
基本需求與 

照顧服務技巧 
基礎照顧實務技巧 張湘玉 2 

15：30 - 15：40 休息 

15：40 - 17：40 
基本需求與 

照顧服務技巧 
基礎照顧實務技巧 張湘玉 2 

17：40 賦歸 

課程(二) 

108年 10月 5日 星期六(8小時) 

時間 課程單元 課程主題 講師 時數 

08：15 - 08：30 報到 

08：30 - 10：30 危機處理 機構內部危機事件的緊急處理 劉美吟 2 

10：30 - 10：40 休息 

10：40 - 12：40 危機處理 機構申訴處理 劉美吟 2 

12：40 - 13：30 用餐與休息 

13：30 - 15：30 感染控制 感染控制 趙慧珍 2 

15：30 - 15：40 休息 

15：40 - 17：40 感染控制 感染控制 趙慧珍 2 

17：40 賦歸 

課程(三) 

108年 10月 26日 星期六(6小時) 

時間 課程單元 課程主題 講師 時數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2：00 機構的服務品質 機構的服務品質 藺寶珍 3 

12：00 - 13：00 用餐與休息 

13：00 - 16：00 機構的服務品質 機構的服務品質 藺寶珍 3 

16：00 賦歸 



 

 

 

課程(四) 

108年 11月 16日 星期六(8小時) 

時間 課程單元 課程主題 講師 時數 

08：15 - 08：30 報到 

08：30 - 10：30 
基本需求與照顧服
務技巧 

老人基本生理需求 張素嫺 2 

10：30 - 10：40 休息 

10：40 - 12：40 
基本需求與照顧服
務技巧 

老人基本生理需求 張素嫺 2 

12：40 - 13：30 用餐與休息 

13：30 – 15：30  
意外事件預防及處
理原則 

老人常見意外事件與處理原則 郭詩伶 2 

15：30 - 15：40 休息 

15：40 – 17：40 老人保護概念 老人保護概念 梁美榮 2 

17：30 賦歸 

課程(五) 

108年 12月 7日 星期六(8小時) 

時間 課程單元 課程主題 講師 時數 

08：15 - 08：30 報到 

08：30 - 10：30 社工與跨專業協調合作 團隊關係與溝通技巧 陳宇嘉 2 

10：30 - 10：40 休息 

10：40 - 12：40 個案家屬服務 與住民家屬的互動及溝通技巧 陳宇嘉 2 

12：40 - 13：30 用餐與休息 

13：30 - 15：30 認識老人常見疾病 認識老人常見疾病 郭詩玲 2 

15：30 - 15：40 休息 

15：40 - 17：40 認識老人常見疾病 認識老人常見疾病 郭詩玲 2 

17：40 賦歸 



師資介紹 

 

劉美吟   講師 

最高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護理博士班 博士生 

經歷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事業服務科兼任講師/0.5年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專任講師/3年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照顧科兼任講師/3年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業界專家/2年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臨床實習指導教師/1.8年 

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系 研究助理 

陳宇嘉   副教授 

最高學歷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副教授/6年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6年 

美和技術學院健康照護研究所暨醫務管理系/副教授/2年 

美和技術學院/副校長/2.3年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系主任/3年 

現任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老人服務事業科 專任教師 

張湘玉 講師 

最高學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二年制護理系 

經歷 

永康榮民醫院護理之家/護理長/10年 

永康榮民醫院居家護理所/負責人/8年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精神護理之家/負責人兼護理長/2年 

現任 台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日間照護中心 外聘督導 

趙慧珍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助理教授/2.5 年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及高長系/講師/1 年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臨床實習指導老師/1.5 年 

高雄市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理專員/2 年 

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師/4.7 年 

現任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老人服務事業科 專任教師 

藺寶珍   副教授 

最高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博士班 

經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18年 

台大醫院/護理師/2.7年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護理師/0.5年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副教授/8年 

現任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專任教師 

  

  



  

  

郭詩伶   護理師 

最高學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所碩士 

經歷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護理師暨小組長/5 年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臨床指導教師/5 年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衛生保健組護理師/6 年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講師/10 年 

現任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衛生保健組 護理師/講師 

張素嫺   教授 

最高學歷 University of Arizona護理學院博士 

經歷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教授/2 年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副教授兼科主任/6 年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助理教授/6.5 年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講師/4 年 

奇美醫院 護理部/督導/1 年 

現任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老人服務事業科 專任教師 

梁美榮 講師 

最高學歷 東海大學社工系博士候選人 

經歷 

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品質策進協會/理事長/6年 

美好社會福利基金會/主任/2年 

高雄岡山區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執行秘書兼任社工組長/5年 

童綜合醫院/社福課課長/3年 

現任 新北/桃園/彰化/南投/雲林/嘉義縣職業災害個案管理服務 外聘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