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度長期照顧專業課程繼續教育訓練計畫

長期照顧 Level-2-西醫師專業課程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協辦單位 :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台大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衛生福
利部雙和醫院、天主教耕莘醫院、台北慈濟醫院、桃園市醫師公會、
敏盛綜合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新
竹臺大分院、林新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
光田綜合醫院、彰化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彰化縣醫師
公會、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衛生福利部
南投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中國醫藥大學
北港附設醫院、嘉義市醫師公會、大林慈濟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柳營奇美醫院、郭綜合醫院、高雄市醫師公會、義
大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醫大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屏東縣醫師公會、屏東基督教醫院、東港安泰醫院、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羅東聖母醫院、花蓮縣醫師公會、花蓮慈
濟醫院、台東縣醫師公會、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金門縣衛生局
對

象：西醫師 (完成「長期照顧 Level-1 共同課程」，取得證書者)

時

間 : 111 年 2 月 12 日 (星期六) 08:20 ~ 16:40
111 年 2 月 13 日 (星期日) 08:30 ~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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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方式：本課程將採「視訊線上上課」或「實體開課」進行，尚待委辦單位衛生
福利部確認，確切的上課方式將於公告報名名單時一併公告，請留意本
會網站。
上課地點：請參與學員先行選擇採用實體開課時的上課地點，若屆時採用視訊上
課，將於本會網站公告。
【主會場】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名額 220 名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復興南路、辛亥路交叉口)
【同步視訊會場】請見下頁列表

地區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地址

名額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九樓大禮堂(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 號)

250 名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第九講堂
(台北巿常德街 1 號台大醫院西址六東四樓)

30 名

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第四會議室(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 號)

70 名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行政大樓階梯教室(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60 名

天主教耕莘醫院 E 棟 14 樓國際會議廳(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200 名

台北慈濟醫院 13 樓教學部 1319 會議室(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35 名

桃園市醫師公會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江南一街 13 號)

60 名

敏盛綜合醫院 20F 演藝廳(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160 名

林口長庚醫院綜合大樓 B1 階梯教室(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 11-5 號)

100 名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集會堂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 B1)

200 名

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五樓第一會議室(竹樓)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442 巷 25 號)

42 名

林新醫院 A 棟 B1 第一會議室(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36 號)

48 名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9 樓視聽會議室(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280 名

台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二樓第三會場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60 名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第一醫療大樓十樓第一會議室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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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址

名額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總院 9 樓會議室(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42 號)

60 名

彰化基督教醫院連馬玉學術講堂(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144 名

彰化縣醫師公會會議室(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63 號 5 樓)

30 名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二樓大講堂(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 號)

40 名

草屯療養院畢致樓 3 樓格致廳(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 號)

80 名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五樓 501 會議室(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478 號)

60 名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急診二樓會議室(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79 號)

20 名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B1 第一會議室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 123 號)

20 名

嘉義市

嘉義市醫師公會 2 樓(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 37 巷 52 號)

60 名

嘉義縣

大林慈濟醫院感恩樓 13 樓階梯教室(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 號)

70 名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醫護講堂(台南市北區東豐路 166 號)

60 名

柳營奇美醫院 一樓大講堂(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 201 號)

282 名

郭綜合醫院榕華廳(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 號)

70 名

高雄市醫師公會禮堂(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225 號 4 樓)

100 名

義大醫院 A 棟六樓大講堂(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 1 號)

168 名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九樓第一會議室(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 號)

50 名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大樓 B1 第 11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40 名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啟川 6 樓第二講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200 名

屏東縣醫師公會五樓禮堂(屏東市林森路東段 86 號)

100 名

屏東基督教醫院約翰大樓 6 樓簡報室(屏東市大連路 60 號)

50 名

東港安泰醫院 B 棟 11 樓第一禮堂(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 210 號)

80 名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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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地址

名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新民院區 知行樓一樓會議室
(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

50 名

羅東聖母醫院外科大樓 11 樓簡報室(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 號)

53 名

花蓮縣醫師公會會議室(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 236-18 號 6 樓)

35 名

花蓮慈濟醫院協力二樓和氣會議室(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100 名

台東縣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5 樓圖書室(台東縣台東市五權街 1 號)

25 名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701 會議室(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 90 號)

30 名

金門縣

金門縣衛生局衛生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 1-1 號四樓)

15 名

宜蘭縣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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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緣

介

起：
衛生福利部為建置完整長期照顧服務輸送體系，與培訓及整合長照人力服務

量能，依據 104 年 6 月 3 日制定公告之長期照顧服務法，完成照顧管理專員及
照顧管理督導(以下簡稱照管人員)及醫事專業人員三階段課程規劃，並於 110 年
2 月 25 修訂 Level 2 專業課程及 Level 3 整合性課程，其重點說明如下：
1. Level 1 共同課程(18 小時)：使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能先具備長照基本知能，
課程設計以基礎、廣泛之長照理念為主，目前已採線上課程的方式辦理。
2. Level 2 專業課程：因應各專業課程需求不同且列入服務場域考量，各專業
領域各自訂出應訓練時數(如西醫師為 16 小時)，再依大方向規劃原則，分別
訂定細項課程，發展個別專業領域之長照課程，強調專業照護能力。
3. Level 3 整合性課程(24 小時)：在重視團隊工作及服務品質增進的前提下，
如何與其他專業人員適時合作溝通相當重要，課程設計以強化跨專業及整合
能力為主。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
「長照服務人員
（以下稱長照人員）：
指經本法所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第 18 條規定
長照服務之提供，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員為
之，且長照人員應接受一定積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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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本會為因應未來長期照顧政策之推動，以及醫師在長期照顧服務領域的人力

培育，自 99 年至 105 年及 107 年、108 年向衛生福利部爭取辦理長期照顧醫事
人員 Level-2-醫師專業課程繼續教育補助計畫，各年度分別有 294 位、383 位、
483 位、487 位、746 位、1004 位、1750 位及 1296、749 位醫師完成課程訓練並
經測驗合格頒發證書，總計 7193 位醫師。今年度本會再度爭取辦理「110 年度
長期照顧醫事人員 Level-2-醫師專業課程訓練(16 小時)」。本計畫就長照給支付
制度、照顧需求評估、醫療之介入與處理、照護品質之監測與管理、感染控制
等課題，辦理長期照顧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以加強醫師於長期照顧服務提供之
知能與技巧。

辦理方式：
長期照顧 Level-2-醫師專業課程繼續教育訓練，共包含有 16 小時專業訓練課
程，將採「視訊線上上課」或「實體開課」辦理，實際辦理方式尚待委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確認。若採實體課程方式辦理，將於主會場「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
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實體課程，並同步於台北、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
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宜蘭、花蓮、台東及離島
之澎湖、金門等各場地同步連線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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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長期照顧 Level-2-醫師專業課程時間表
111 年 2 月 12 日(六)

課程

08：20～08：50

報到及課前測驗

08：50～09：00

貴賓致詞

邱理事長泰源

09：00～10：40

長照給付制度介紹

周道君副司長(衛福部)

10：40～10：50

休息

10：50～11：40

跨專業團隊服務

黎家銘醫師（台大）

11：40～12：30

照顧需求評估

顏啟華醫師 (中山醫)

12：30～13：10

上午場簽退、午餐及下半場簽到

13：10～14：00

預防失能之介入與處理

劉力幗醫師（新光）

14：00～14：50

心理需求及處理

陳人豪醫師（台大）

14：50～15：00

休息

15：00～16：40

授課講師

失智症及認知障礙
(含行為與精神症狀、藥物引起的帕金森式症)

梁志光醫師（高雄榮總）

16：40～

下半場簽退及賦歸

111 年 2 月 13 日(日)

課程

08：30～09：00

報到

09：00～10：40

壓力性損傷及
常見慢性傷口照顧

10：40～10：50

休息

10：50～11：40

失禁

吳岱穎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11：40～12：30

長期照護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林麗嬋教授（亞洲大學）

12：30～13：10

上午場簽退、午餐及下半場簽到

13：10～14：00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郭慈安教授(中山醫)

14：00～14：50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王志嘉醫師（三總）

14：50～15：00

休息

15：00～15：50

感染管制

15：50～16：40

授課講師

特殊疾病照顧
(如吞嚥困難、骨質疏鬆或口腔照顧…等)

16：40～17：10

後測及滿意度調查

17：10～

下午場簽退及賦歸

7

林明憲醫師（北榮）

陳亮宇醫師（北榮）
詹鼎正醫師 (台大)
詹鼎正醫師 (台大)

附

註：

 報

名

1. 報名方式：一律從本會網站報名，報名網址：www.tma.tw。
2. 報名資格：已取得「長期照顧 Level-1 共同課程」證書之西醫師，報名時須
上傳長照 Level-1 證書號碼以及 Level-1 證書(PDF 檔或 JPG 檔)。
備註：未完成「長期照顧 Level-1 共同課程」者，可至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業人員
數位學習平台」上課並取得 Level-1 證書，方可報名本次課程。
Level-1 課程網址：https://ltc-learning.org/mooc/index.php

3.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23 日截止。
4. 上課名單公布日期：111 年 1 月 28 日。
 課程注意事項
1. 本課程將採「視訊線上上課」或「實體開課」進行，尚待委辦單位衛生福利
部確認，確切的上課方式將於公告報名名單時一併公告，請留意本會網站。
2. 請參與學員先行選擇採用實體開課時的上課地點，因防疫考量，參與各場次
課程(含主場地及同步視訊場地)的學員需全程配戴口罩，並於入口處量測體
溫，體溫高於 37.5 度者不得入場。
3. 因醫院及場地方防疫考量，參與以下場次的學員敬請配合以下措施：
A. 參與【主會場】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場次者，因應館方防
疫要求，主辦單位將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定座位表，請參與學員依座位表
入座，請勿隨意挑選座位。
B. 參與下列【同步視訊會場】場次的學員，因應院方要求，需提供接種兩劑
COVID-19 疫苗滿 14 天之施打紀錄(小黃卡)，並且攜帶健保卡：
 【台北市】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第九講堂
 【嘉義縣】大林慈濟醫院感恩樓 13 樓階梯教室
 【高雄市】高雄市立大同醫院九樓第一會議室
4. 本課程為 2 天（16 小時）課程，學員須全程參與 16 小時課程並依規定辦理
簽到／簽退，且經測驗合格（以 70 分及格）始頒發結業證書。
5. 學員須於同一場地上課，逕自更換上課場地將不予發給結業證書。
6. 結業證書將於課後提供電子檔，供學員自行下載，屆時將以報名相關資料作
為登錄下載依據，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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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課程課前及課後測驗、滿意度調查皆以劃記電腦答案卡方式作答，敬請學
員攜帶 2B 鉛筆，現場恕不提供。
8. 本課程現場提供紙本講義，學員需自理午餐，不提供茶／餐點。
 繼續教育積分
1. 本課程已申請西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及長期照顧繼續教育積分。
2. 本次長期照顧 Level-2-醫師專業課程不開放抵免。
 其

他

1. 如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疫情發展等不可抗拒之因素影響課程舉行，主
辦單位保留更改舉辦方式(例如：以線上課程辦理)及活動日期的權利。若有
調整，將即時發布於本會網站，請留意本會網站發布之相關訊息。
2. 本會保有調整課程、講師、場地及其他相關課程事宜之權利。
3. 主辦單位聯絡方式：（02）2752-7286 分機 125 王先生；分機 123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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