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福利部　函
地址：115204 台北市南港區忠孝東路6段488號
聯絡人：鄭慧敏
聯絡電話：(02)8590-6226
傳真：(02)8590-6090
電子郵件：nh2008@mohw.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年2月25日
發文字號：衛部顧字第10919632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說明二

主旨：修訂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Ⅱ)、長期照顧整合課程(
Level Ⅲ)及訂定授課講師資格一案，請查照。

說明：
一、有關「長期照顧專門技術人員專業課程Level Ⅱ」，本部前

以108年7月4日衛部顧字第1081961415號函修正在案。
二、為建立長照醫事專業人員、社工人員繼續教育課程標準及提

升培訓之品質，本部多次函請各醫事、社工專業等團體及縣
市政府就其專業領域長照服務課程之目標、內涵及師資提供
意見，經綜整、歸納整合訂定一致性之課程主題名稱及參考
時數，並召開訓練課程研修會議，調整長照醫事及專業服務
人員培訓課程，以符合長照服務人員提供專業服務之需求。
另，為配合長照政策方向及專業團體需求，新增Level II專
業課程3類人員課程(含中醫師、牙醫師及聽力師)，並訂定
各類課程授課講師資格，詳如附件。

三、副本抄送各縣市政府，有關課程資訊請轉知相關醫療機構及
長照機構。

正本：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臺灣醫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
會、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中醫醫學教育學
會、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護理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理治
療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社團法人臺灣物理治療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療師公
會全國聯合會、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療學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
營養學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藥學會、社團法人臺灣臨床藥學會、
中華民國呼吸治療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呼吸治療學會、中華民國語言治療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台灣聽力語言學會、中華民國聽力

正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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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輔導與諮商
學會、社團法人臺灣諮商心理學會、台灣心理衛生社會工作學會、中華民國臨床心理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臨床心理學會、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醫務
社會工作協會、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社團
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長照及高齡健康管理發展協會、中華民國
老人福利推動聯盟、社團法人台灣社會福利總盟、社團法人台灣老人暨長照社會工作
專業協會、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理學會、台灣傷口照護學會、社團法人台灣護理之
家協會、台灣長期照顧關懷協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老人社會福利基金會、社團法
人台灣失智症協會、台灣復健醫學會、社團法人臺灣老人急重症醫學會、社團法人臺
灣老人福利機構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管理學會、台灣醫療繼續教育推廣學
會、台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

副本：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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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西醫師 
110年 2月 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 近期長照給支

付制度及專業

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

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3. 瞭解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顧方

案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3. 說明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顧

方案  

2 

2. 跨團隊於專業

服務的角色及

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西醫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與功

能 

2. 瞭解西醫師在不同長照場域(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其他跨團隊

的合作方式 

1. 說明西醫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與

功能 

2. 說明西醫師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其他

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

估 

 

照顧需求評估 

1. 瞭解長期照顧個案周全性評估 

2. 瞭解長照服務個案的營養評估方式

與處理原則 

1. 介紹長期照顧個案周全性評估的

方式 

2. 介紹長照服務個案的營養評估方

式與處理原則 

1 

 

4.長照服務之介入

與處理 

 

 

(1)預防失能之介

入與處理 

1.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個案常見之失能 

原因與處置 

2.瞭解跌倒、衰弱(含失用及廢用)對長

照個案的影響 

3.瞭解跌倒及衰弱的評估方法與處理

原則 

1.介紹長期照顧服務個案常見之失

能原因與處置 

2.說明跌倒、衰弱(含失用及廢用)對

長照個案的影響 

3.說明跌倒及衰弱的評估方法與處

理原則 

1 

(2)失智症及認知

障礙(含行為與

瞭解並熟知如何處理失智症及常見的

認知障礙 

1. 說明如何處理失智症及常見的認

知障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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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精神症狀、藥物

引起的帕金森

氏症) 

2. 瞭解處理造成 BPSD（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的常見原因與處理原

則，以減少長照住民提早失能之風

險，並增進照護之品質 

(3)心理需求及處

理 

瞭解長照個案心理需求與處理原則 說明長照個案心理狀態之需求與處

理原則，協助消除不良的心理與情緒

現象，以免導致生理健康問題的產

生，才能創造健康愉快的高齡生活 

1 

(4)失禁 

瞭解失禁的常見原因與處理原則 說明失禁常見的原因，並熟知其處理

原則，以增進長照服務個案的生活品

質，減少失能的機會 

1 

(5)壓力性損傷及

常見慢性傷口

照顧 

1.瞭解壓力性損傷的產生原因與處理

方式 

2.瞭解常見慢性傷口類型、成因與處置 

3.瞭解運用傷口照護資源與跨團隊合

作之角色與職責 

1. 說明壓力性損傷形成的原因、預防

及處理方式 

2. 介紹常見慢性傷口類型、成因與處

置 

3. 說明運用傷口照護資源與跨團隊

合作之角色與職責 

2 

(6)特殊疾病照顧

(如吞嚥困難、

骨質疏鬆或口

腔照顧…等) 

瞭解特殊疾病照護之常見原因與處理

原則。 

介紹吞嚥困難的常見原因、評估方法

與處置，以減少非必要性的鼻胃管置

入與吸入性肺炎風險，改善長照個案

之生活品質 

1 

5.照顧品質之監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制 1.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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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測與管理(含異

常事件及危機

預防處理) 

 

提升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處理

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顧不良問

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

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制 

2.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略 

3.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

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處理原

則 

6.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

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求

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

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

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介敏感

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

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顧

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解

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活

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健

康轉介資源 

1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

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案

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本概

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8.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與

通報流程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

與通報流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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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社

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處理

原則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社

區、住宿式機構)感染管制的處理

原則 

總計    16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西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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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中醫師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訂定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 近期長照給支付制

度及專業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

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務

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中醫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

與功能 

2. 瞭解中醫師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

與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式 

1. 說明中醫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

與功能。 

2. 說明中醫師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

與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估 

(1)長照個案之中醫體

質評估 

1. 瞭解中醫體質理論及評估方法 

2. 透過分析長照個案之中醫體

質，規劃相關中醫照護 

1. 說明中醫體質理論 

2. 說明中醫體質評估方法，並實

際操作中醫體質評估 

3. 說明中醫體質之照護應用 

2 

(2)中西藥多重用藥急

慢性病之評估 

1. 瞭解中西藥交互作用 

2. 瞭解長照個案常見之急慢性病

用藥 

3. 透過瞭解長照個案常用藥物，

能夠介入處理常見藥物治療問

題與處理策略 

1. 介紹中西藥交互作用 

2. 介紹長照個案常見之急慢性病

用藥 

3. 說明長照個案中常見藥物治療

問題與處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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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長照個案的心理與

生理需求、功能障

礙、認知障礙之評估 

瞭解長照個案的心理與生理需

求，以及常見功能障礙、腦認知障

礙之評估。 

1. 說明長照個案的心理與生理需

求 

2. 說明長照個案常見的功能障礙

與評估 

3. 說明認知障礙的評估 

4. 說明長照個案常見精神行為症

狀的評估與原因分析 

4.長照服務之介入與

處理 

(1)中醫飲食評估及個

人化規劃管理 

1. 瞭解中醫食療觀念及應用 

2. 運用中醫體質評估，為長照個

案進行個人化照護之規劃與管

理 

1. 說明中醫飲食屬性歸類及中醫

食療之運用方法 

2. 介紹藥食同源之中藥 

3. 說明如何利用中醫體質觀念，

建立長照個案之個人化飲食規

劃管理 

4. 實際個案之應用與分析 

1 

(2)中醫養生運動教學

訓練 

1. 瞭解中醫養生運動與原理 

2. 熟悉中醫養生運動之操作 

3. 中醫養生運動的選擇與規劃 

1. 介紹中醫養生運動(如：太極

拳、八段錦、養生導引等)及其

原理 

2. 教導中醫養生運動之操作 

3. 說明如何依中醫體質與照護需

求設計相應的中醫養生運動 

4. 實際個案之應用與分析 

1 

(3)腦(認知及行為)功

能障礙與預防 

1. 瞭解長照個案之腦(認知及行

為)功能障礙及其評估 

1. 介紹長照個案常見之腦(認知

及行為)功能障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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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 瞭解中醫於腦(認知及行為)功

能障礙之介入與預防方法 

2. 介紹腦(認知及行為)功能障礙

之評估方法(如：巴氏量表、腦

中風量表、雷氏量表等) 

3. 說明如何利用中醫介入與預防

長照個案中常見之腦(認知及

行為)功能障礙 

4. 實際個案之應用與分析 

(4)老年心理需求與中

醫照護 

1. 瞭解長照個案之老年心理需求

及其評估 

2. 瞭解中醫於老年心理需求問題

之介入方法 

1. 介紹長照個案常見之老年心理

需求 

2. 介紹老年心理需求之評估方法 

3. 說明如何利用中醫照護介入改

善長照個案中常見之老年心理

需求 

4. 實際個案之應用與分析 

1 

(5)虛弱防治(含心肺系

統障礙與感染) 

1. 瞭解長照個案之虛弱防治(含

心肺系統障礙、感染及失用與

廢用) 

2. 瞭解如何進行跌倒防制 

3. 瞭解中醫於虛弱防治(含心肺

系統障礙與感染)之介入方法 

1. 介紹長照個案常見之虛弱防治

(含心肺系統障礙、感染及失用

與廢用)問題 

2. 介紹虛弱之評估方法及跌倒防

制 

3. 說明如何利用中醫介入改善長

照個案中常見之虛弱防治(含

心肺系統障礙、感染及失用與

廢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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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4. 實際個案之應用與分析 

(6)大小便功能障礙與

預防 

1. 瞭解長照個案之大小便功能障

礙 

2. 瞭解中醫於大小便功能障礙之

介入與預防方法 

1. 介紹長照個案常見之大小便功

能障礙 

2. 介紹大小便功能障礙之評估方

法 

3. 說明如何利用中醫介入與預防

長照個案中常見之大小便功能

障礙 

4. 實際個案之應用與分析 

1 

(7)皮膚問題與預防 

1. 瞭解長照個案之皮膚問題 

2. 瞭解中醫於皮膚問題之介入與

預防方法 

1. 介紹長照個案常見之皮膚問題 

2. 介紹中醫外治法 

3. 說明如何利用中醫介入與預防

長照個案中常見之皮膚問題 

4. 實際個案之應用與分析 

1 

5. 照顧品質之監測與

管理(含異常事件及

危機預防處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

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

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

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

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

處理原則 

1 



5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6.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

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

與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

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

換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

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

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

行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

介敏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

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

顧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

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

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

健康轉介資源 

1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

案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本

概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8.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

管制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

管制的處理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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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9.個案研討 中醫長照案例討論 
藉由案例討論，學習各類型長照

個案之中醫評估與介入 

以個案報告方式，討論各類型長

照個案之中醫評估與介入 

1 

總計    16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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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牙醫師  
110年 2月 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定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 近期長照給支

付制度及專業

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

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 跨團隊於專業

服務的角色及

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牙醫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與功

能 

2. 瞭解牙醫師在不同長照場域(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其他跨團隊

的合作方式 

1. 說明牙醫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與

功能 

2. 說明牙醫師在不同長照場域(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其他

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

估 

長照個案口腔衛

生及功能狀況評

估 

1. 瞭解長照個案口腔衛生及功能之評

估 

2. 瞭解長照個案口腔衛生與全身健康

之關係 

3. 瞭解長照個案特殊需求者口腔狀況

之評估 

4. 瞭解咀嚼與吞嚥障礙之評估 

1. 說明長照個案口腔衛生及功能之

評估 

2. 說明長照個案口腔衛生與全身健

康之關係 

3. 說明長照個案特殊需求者口腔狀

況之評估 

4. 說明咀嚼與吞嚥障礙之評估 

4 

4.長照服務之介入

與處理 

長照個案口腔衛

生及口腔照顧之

介入與處理 

1. 瞭解咀嚼與吞嚥障礙之口腔照顧 

2. 瞭解特殊需求者口腔照顧服務作業

及口腔照顧注意事項 

3. 瞭解長照個案的精神與心理變化 

4. 瞭解長照個案口腔機能促進 

1. 說明咀嚼與吞嚥障礙之口腔照顧 

2. 說明特殊需求者口腔照顧服務作

業及口腔照顧注意事項 

3. 說明長照個案的精神與心理變化 

4. 說明長照個案口腔機能促進 

5 

5.照顧品質之監測 長照品質之監測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制 1.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 1 



2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與管理(含異常

事件及危機預

防處理) 

 

與提升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處理

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顧不良問題

提出改善照顧品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危

機預防處理原則 

制 

2.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略 

3.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

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處理原

則 

6.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求

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

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

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介敏感

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

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顧

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解

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活

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健

康轉介資源 

1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

律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案

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本概

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8.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與

通報流程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

與通報流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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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社

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處理原

則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社

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處理

原則 

總計    16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牙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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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護理人員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

制度及專業服務

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

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

務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護理人員在長照體系的角

色與功能 

2. 瞭解護理人員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

與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式 

1. 說明護理人員在長照體系的角色

與功能。 

2. 說明護理人員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

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

估 

(1) 個案周全性評估(實

際操作學習) 

1. 能說出長照需求者健康的狀況

及評估的重要性 

2. 能說出長照需求者健康評估的

重點及評估方式 

3. 能說出以健康/功能/福祉為導

向之不同性別評估重點及方式 

4. 能說出長期照顧領域中護理照

顧評估之要點 

1. 說明周全性評估之定義 

2. 說明個案評估的重要性及不同性

別的差異 

3. 說明個案身、心、靈性問題評估

重點 

4. 說明個案照顧、性別、需求、環

境、資源、醫療等評估方式 

5. 說明以健康/功能/福祉為導向之

不同性別評估重點 

6. 說明以健康/功能/福祉為導向之

不同性別評估方式 

7. 各種評估量表介紹 

8. 說明長期照顧領域中護理照顧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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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估之要點 

9. 說明多元族群之社會、心理評估 

(2) 個案家庭功能評估 

1. 能瞭解家庭結構與功能 

2. 能瞭解健康家庭的特質 

3. 能認識常用家庭評估工具 

1. 說明家庭結構與功能 

2. 說明健康家庭的特質 

3. 說明家庭內、外資源 

4. 說明家庭評估的時機 

5. 說明家庭功能評估內涵（家庭互

動/情感功能、照顧人力/動機、

居家內外環境、內外部資源、經

濟等） 

6. 說明家庭評估工具 

2 

4.長照服務之介入

與處理 

(1)個案問題處理原 

則、長照計畫擬訂 

1. 能瞭解長照計畫擬訂的重要性 

2. 能瞭解長期照顧個案具體合宜

之照顧計畫擬定 

3. 能瞭解照顧計劃擬訂的步驟與

技巧 

4. 能依個案需求擬訂照顧計畫 

5. 能依據性別特性擬訂照顧計畫 

1. 說明照顧計畫的重要性 

2. 說明不同性別長期照顧個案及其

主要照顧者之不同需求 

3. 說明依據不同性別長期照顧個案

及其主要照顧者具體合宜之照顧

計畫擬定 

4. 說明常見照顧表單 

2 

(2)常見及特殊護理問題

與照護 (如口腔照

顧、足部護理、尿

布周圍皮膚照護…

等) 

1. 能瞭解常見及特殊護理問題 

2. 瞭解常見照顧處置之實作 

1. 說明常見及特殊護理問題 

2. 說明常見照顧處置之實作（失能

者常見護理措施、皮膚/口腔護

理、肺炎預防、進食咀嚼障礙、

吞嚥訓練、三管/造口護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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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個案常見營養問題

與餐食調配 

1. 能瞭解營養評估的內容與方法 

2. 能計算長期照顧個案一日飲食

熱量及營養素的分配 

3. 瞭解長期照顧個案常見營養問

題 

4. 瞭解長期照顧個案餐食調配 

1. 說明營養評估的內容與方法 

2. 說明計算長期照顧個案一日飲食

熱量及營養素的分配方式 

3. 說明長期照顧個案常見營養問題 

4. 說明長期照顧個案餐食調理 

2 

(4)個案用藥問題與處置 

 

1. 能瞭解長照個案常見的慢性疾

病及服用之藥物 

2. 能瞭解各種常服用藥物的作用

與副作用 

3. 能瞭解如何指導長照個案正確

用藥 

1. 介紹長照個案常見的慢性疾病種

類 

2. 介紹長照個案多重慢性病重複用

藥問題 

3. 介紹各種常用藥物的作用與副作

用 

4. 教導如何指導長照個案正確用藥 

2 

(5)個案活動、環境安全

與輔具應用 

1. 能評估個案活動並提供適當的

護理處置 

2. 能瞭解環境安全的重要性 

3. 能瞭解環境安全項目 

4. 能瞭解輔具應用及正確使用輔

具 

1. 說明評估個案活動內容及護理處

置 

2. 說明環境安全的重要性 

3. 說明環境安全項目 

4. 說明輔具應用的內容 

2 

(6)自立生活支援說明及

實務操作(含長照復

能服務操作指引) 

1. 能瞭解長照個案自立生活的重

要 

2. 能學習教導長照個案自立生活

技巧 

1. 說明讓長照個案能自立生活的重

要性 

2. 以實證介紹自立生活支援對長照

個案實務運用具體成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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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 能實際執行自立生活活動於高

齡照顧，讓長照個案能有尊嚴

的自力生活 

3. 舉例說明執行長照個案自立生活

支援的策略和技巧；包含吞嚥、

肌力、起坐、關節活動等生活能

力之訓練 

5.照顧品質之監測

與管理(含異常

事件及危機預防

處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

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

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

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

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

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處理

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建立

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

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

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介

敏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

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顧

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解

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活

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健

康轉介資源 

1 



5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案

相關性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

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照

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溝通

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問

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

制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

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社

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處理

原則 

1 

10.個案研討 

個案照護計畫案例討論

(含文化合適性的健康照

護) 

家庭案例討論 

1. 以實際案例瞭解照護中可能面

臨之爭議與兩難 

2. 透過個案討論之型式，瞭解可

因應之方法與對策 

3. 練習提出個人創見，以學習激

勵創新思維，增強因應能力 

4. 以困難照護個案為例 

(1)能認識困難照護個案 

(2)能瞭解困難照護個案處理原

則 

1. 說明護理人員提供照護個案服務

時面臨的爭議與兩難之案例分 

2. 簡述發生案例其應對方式與可因

應之對策 

3. 透過護理師想法分享，激發並增

強因應能力 

4. 以困難照護個案為例 

(1)說明常見困難照護個案類型 

(2)說明困難照護個案的導因 

(3)說明困難照護個案居家型態 

(4)說明困難照護個案處置及照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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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技巧 

11.年度專題及新興

議題 
長照產業發展 

1. 能瞭解國內外長期照顧產業的

發展與現況 

2. 能體認長期照顧的產業需求 

3. 能建構多元豐富的長期照顧產

業及長照模式 

4. 能體認長期照顧產業發展與護

理人員發展之相關性 

1. 說明長期照顧產業與傳統產業間

的異同 

2. 分析國內外長期照顧的輔具廠

商、醫療用品廠商的現況與困 

3. 進行長期照顧的市場評估及需求

分析 

4. 說明支援長期照顧優質生活的產

業 

5. 說明長期照顧產業發展對護理人

員之發展契機 

2 

12.其他 長照之安寧緩和照護 

1.能瞭解善終的意涵 

2.能說出安寧緩和照護的模式 

3.能說出善終準備事項 

4.能說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的意義 

1.說明善終的意涵 

2.說明安寧緩和照護的模式及相關

法律 

3.說明善終準備事項 

4.說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的

意義 

1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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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居家護理人員 
110年 2月 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

制度及專業服務

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規

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

務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居家護理人員在長照體系的

角色與功能 

2. 瞭解居家護理人員在不同長照場

域(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

與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式 

1. 說明居家護理人員在長照體系的

角色與功能。 

2. 說明居家護理人員在不同長照場

域(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

與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

估 

(1)長照需求者之居

家護理評估 

瞭解長照個案居家護理評估重點及方

式 

介紹長照個案居家護理評估重點及

方式 

4 

(2)居家無障礙環境

評估及轉介輔具

應用 

1. 瞭解居家環境安全的重要性 

2. 能評估居家無障礙環境評估 

3. 能瞭解居家輔具應用 

4. 能正確轉介輔具及正確使用 

 

1. 說明評估個案活動內容及護理處

置 

2. 說明居家環境安全的重要性 

3. 說明居家無障礙環境評估內容 

4. 說明居家輔具應用的內容 

5. 說明正確使用常見輔具方式及轉

介 

4.長照服務之介入

與處理 

(1)居家照護服務模

式介紹 

瞭解居家照護服務模式介紹 1. 說明居家照護服務模式 
2. 介紹居家照護模式之未來發展

與趨勢，例如：遠距醫療 

7 

(2)居家照護困難個 1. 能瞭解居家照護困難個案身、 說明居家照護困難個案身、心、靈



2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案身、心、靈照

顧問題指導 

心、靈護理問題 

2. 能瞭解居家照護困難個案身、

心、靈護理問題之介入與處理 

護理問題及介入與處理 (如困難傷

口照顧、足部護理、疼痛、靈性問

題) 

5.照顧品質之監測

與管理(含異常

事件及危機預防

處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

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

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處

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顧不良

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

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

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處

理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

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

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

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

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介敏

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

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

顧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

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

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

健康轉介資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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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

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

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

案相關性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

處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照顧

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溝通協調

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問

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

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社

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處理

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

處理原則 

1 

10.個案研討 

個案照護計畫案例討

論(含文化合適性的

健康照護、家庭案例

討論) 

1. 以實際案例瞭解居家照護中可能

面臨之爭議與兩難 

2. 透過個案討論之型式，瞭解可因

應之方法與對策 

3. 練習提出個人創見，以學習激勵

創新思維，增強因應能力 

4. 以居家照護困難個案為例: 

(1)能認識居家照護困難個案 

(2)能瞭解照護困難個案處理原則 

1. 說明護理人員提供居家照護個

案服務時面臨的爭議與兩難之

案例分析 

2. 簡述發生案例其應對方式與可

因應之對策 

3. 透過居家護理師想法分享，激

發並增強因應能力 

4.以居家照護困難個案為例 

(1)說明常見居家照護困難個案類

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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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說明居家照護困難個案的導因 

(3)說明居家照護困難個案居家型

態 

(4)說明居家照護困難個案處置及

照護技巧 

11.年度專題及新興

議題 

1. 長照新趨勢(銜接

長照 2.0)對護理

人員發展之契機 

2. 不同長照產業的

發展與經營模式

對護理人員的影

響 

3. 人工智慧於長期

照顧的應用與影

響 

1. 能瞭解國內外長期照顧產業的發

展與現況 

2. 能體認長期照顧的產業需求 

3. 能建構多元豐富的長期照顧產業

及長照模式 

4. 能體認長期照顧產業發展與護理

人員發展之相關性 

1. 說明長期照顧產業與傳統產業

間的異同 

2. 分析國內外長期照顧的輔具廠

商、醫療用品廠商的現況與困

境 

3. 進行長期照顧的市場評估及需

求分析 

4. 說明支援長期照顧優質生活的

產業 

5. 說明長期照顧產業發展對護理

人員之發展契機 

2 

12.其他 長照之安寧緩和照護 

1. 能瞭解善終的意涵 

2. 能說出安寧緩和照護的模式 

3. 能說出常見舒適護理與症狀照顧 

4. 能說出居家善終準備事項 

5. 能說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

的意義和執行方式 

1. 說明善終的意涵 

2. 說明安寧緩和照護的模式及相

關法律 

3. 說明常見舒適護理與症狀照顧 

4. 說明居家善終準備事項 

5. 說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dvance Care Plann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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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ACP)的意義和執行方式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護理人員或居家護理人員 



1 
 

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物理治療人員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制

度及專業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

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務

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物理治療人員在長照體系

的角色與功能 

2. 瞭解物理治療人員在不同長照

場域(居家、社區、住宿式機

構)中與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

式 

1. 說明物理治療人員在長照體

系的角色與功能。 

2. 說明物理治療人員在不同長

照場域(居家、社區、住宿

式機構)中與其他專業的合

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估 
長照個案需求評估與目

標設定 

瞭解長照需求者之評估內容與評

估技巧 

說明專業服務需求評估技巧與

目標設定 

3 

4.長照服務之介入與

處理 

(1) 長照社區延緩失能

失智服務之運作及

資源連結 

(2) 失智症、衰弱症、

運動與營養 

(3) 復能基本臨床技能 

(4) 長照個案輔具的操

作實務 

(5) 長照個案常見共病

症及其常用藥物對

瞭解長照服務之介入時機與處理

技巧。 

介紹 

(1) 長照社區延緩失能失智服

務之運作及資源連結 

(2) 失智症、衰弱症、運動與

營養 

(3) 復能基本臨床技能 

(4) 長照個案輔具的操作實務 

(5) 長照個案常見共病症及其

常用藥物對物理治療的影

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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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物理治療的影響 

5.照顧品質之監測與

管理(含異常事件及

危機預防處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

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

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

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

控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

策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

事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

預防處理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與

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建立

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

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

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介

敏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

與需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

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

照顧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

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

了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

能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

理健康轉介資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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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

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

個案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

本概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

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照

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溝通

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

及問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

管制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

措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

管制的處理原則 

1 

10.個案研討 

(1)中樞神經退化疾病臥

床個案-含營養、皮

膚照護之跨領域合作 

(2)中風個案-含進食與

吞嚥照護之跨領域合

作 

(3)中度失智或衰老個案

-含回歸社區、社會

瞭解下列個案類型之復能執行實

例並討論： 

(1)中樞神經退化疾病臥床個案-

含營養、皮膚照護之跨領域

合作 

(2)中風個案-含進食與吞嚥照護

之跨領域合作 

(3)中度失智或衰老個案-含回歸

介紹下列個案類型之復能執行

實例並讓學員討論： 

(1)中樞神經退化疾病臥床個

案-含營養、皮膚照護之跨

領域合作 

(2)中風個案-含進食與吞嚥照

顧之跨領域合作 

(3)中度失智或衰老個案-含回

10 



4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參與議題 

(4) 肌肉骨骼問題之個

案(如關節置換、骨

折個案照護之跨領域

合作) 

(5)小兒長照個案 

(6)心肺問題個案 

社區、社會參與議題 

(4)肌肉骨骼問題之個案(如關節

置換、骨折個案照護之跨領

域合作) 

(5)小兒長照個案 

(6)心肺問題個案 

歸社區、社會參與議題 

(4)肌肉骨骼問題之個案(如關

節置換、骨折個案照護之跨

領域合作) 

(5)小兒長照個案 

(6)心肺問題個案。 

11.年度專題與新興議

題 

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

及復能相關知能 

1. 能瞭解復能指引及復能介入方

式 

2. 能瞭解照管資訊平台之使用操

作 

3. 能藉由團體討論現行長照社區

與居家服務模式及相對應專業

推廣策略 

1. 介紹復能指引及復能介入方

式 

2. 說明照管資訊平台之使用操

作 

3.藉由團體討論現行長照社區

與居家服務模式及相對應專

業推廣策略 

2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物理治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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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職能治療人員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

制度及專業服務

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

性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

務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職能治療人員在長照體

系的角色與功能 

2. 瞭解職能治療人員在不同長

照場域(居家、社區、住宿

式機構)中與其他跨團隊的

合作方式 

1. 說明職能治療人員在長照體系

的角色與功能。 

2. 說明職能治療人員在不同長照

場域(居家、社區、住宿式機

構)中與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

估 

居家復能服務評估(包含失

能者和失智者、兒童與青少

年、心智個案及臥床或長期

活動受限之個案) 

能瞭解針對各服務族群於居家

情境的復能評估技巧與目標設

定(分享實際案例，能瞭解評

估技巧與目標之設定、如何進

行橫向與縱向之跨專業目標之

整合與品質衡量) 

1. 向案家說明復能服務與醫療復

健之差異 

2. 復能評估技巧與相關評估工具 

3. 復能目標之設定、復能評估結

果與目標設定之典範案例分享 

5 

以復能為核心之輔具與環境

改造評估  

能瞭解以復能為核心之輔具與

環境改造評估原則 

1. 長照輔具和環境改造資源 

2. 以復能為核心之輔具和環境改

造評估原則 

社區與住宿式機構之需求評

估 

1. 能瞭解如何進行社區與住宿

式機構中個人層級的需求評

估與問題分析 

1. 社區與住宿式機構中個案之需

求評估原則、評估技巧與相關

評估工具 



2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 能瞭解如何進行社區與住宿

式機構中組織層級的需求評

估與問題分析 

2. 社區與住宿式機構中個案之問

題分析與介入目標設定 

3. 社區資源盤點 

4. 組織層級之需求評估原則與方

法 

5. 組織層級之問題分析與介入目

標設定 

4.長照服務之介入

與處理 

失能者和失智者居家復能之

執行、追蹤與評值 

1. 能瞭解居家復能指導介入原

則與內涵 

2. 能瞭解居家指導措施的設定

與執行 

3. 能瞭解居家指導紀錄及服務

紀錄撰寫方式 

4. 能瞭解居家復能成效評量方

式 

1. 居家復能指導介入原則與內涵 

2. 居家指導措施的設定與執行 

3. 居家指導紀錄及服務紀錄撰寫

方式 

4. 成效評量方式 

7 

兒童青少年之復能服務介入 

1. 能瞭解兒童復能服務之實際

樣貌及與醫療復健之差異性 

2. 能瞭解復能模式中之兒童青

少年之服務執行方式 

3. 能瞭解兒童青少年之其他相

關資源連結 

1. 兒童與青少年之社政、衛政、

醫療、教育等資源簡介 

2. 兒童與青少年於醫療體系、身

障體系與復能服務模式的比較 

3. 兒童與青少年復能實務分享 

4. 常見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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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心智個案復能服務介入 

1. 能瞭解心智個案復能服務之

實際樣貌及與醫療復健之差

異性 

2. 能瞭解復能模式中之心智個

案之服務執行方式 

3. 能瞭解心智個案之其他相關

資源連結 

1. 心智個案相關資源介紹（醫

療、長照、社政、或非正式資

源等） 

2. 心智個案復能介入實務分享 

3. 常見議題討論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支持與

照護介入 

1. 能瞭解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

之照護的需求與重點 

2. 能瞭解執行方式及跨專業團

隊合作 

1.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個案常見

之併發症與相關處置 

2.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個案職能

治療介入與執行方式 

3. 跨專業團隊合作案例分享 

以復能為核心之環境資源運

用-輔具、環境改造和交通

接送 

能瞭解輔具、環境改造和交通

接送等之支付與給付制度、服

務流程與相關資源 

1. 長照輔具和環境改造資源 

2. 交通接送資訊 

3. 實務經驗分享 

長照社區方案之介入模式 

1. 能瞭解社區方案籌劃時考量

之面向與可利用的資源，執

行前後評值與品質 

2. 能瞭解預防及延緩失能與長

者健康促進之政策與服務資

源 

1. 說明社區方案資源與規劃、方

案的評值、方案品質管理 

2. 說明預防及延緩失能與長者健

康促進之政策與服務資源(含

資訊平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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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居家、社區與住宿式機構之

復能 

 

1. 瞭解居家、社區與住宿式機

構復能服務模式及介入指導

形式 

2. 復能專業服務之社區宣導、

推廣之策略(實務議題討論)  

1. 介紹居家、社區與住宿式機構

復能服務模式及介入指導形式 

2. 介紹復能專業服務之社區宣

導、推廣之策略(實務議題討

論) 

團體活動設計與執行 

1. 能具備連續性團體活動之規

劃能力 

2. 能學習如何因應對象能力、

主題等考量活動內容與活動

設計及執行上應注意事項 

藉由小組討論練習設計針對不同

族群對象主題式連續性活動並上

台分享 

5.照顧品質之監測

與管理(含異常事

件及危機預防處

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

控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

與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

案照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

顧品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

事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

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

處理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

色與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

顧者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

轉換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

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

顧模式之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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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

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

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

執行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

轉介敏感度議題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

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

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

健康轉介資源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

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

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

案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本

概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

照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

溝通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

問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

措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

染管制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

管制的處理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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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0 個案研討 

失能者之復能案例小組討論

與報告（含輔具與環評需

求） 

能瞭解如何設定失能者之復能

目標與介入指導的方法 

採取「團隊導向學習」(team-

based learning)的模式討論案

例，讓學員討論思考各類型個案

復能執行的目標、介入指導或常

見問題的處理方式。需強調跨專

業間的討論 

2 

失智者之居家復能案例小組

討論與報告（含生活安排） 

能瞭解如何設定失智者之目標

及進行生活安排及困擾行為處

理 

2 

社區兒童案例討論與報告 
能瞭解小兒復能常見問題的應

對技巧 

1 

社區精神疾患案例討論與報

告 

能瞭解精神疾患個案復能操作

模式 

1 

11.年度專題與新

興議題 

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及復

能相關知能 

1. 能瞭解復能指引及復能介入

方式 

2. 能瞭解照管資訊平台之使用

操作 

3. 能藉由團體討論現行長照社

區與居家服務模式及相對應

專業推廣策略 

1. 介紹復能指引及復能介入方式 

2. 說明照管資訊平台之使用操作 

3. 藉由團體討論現行長照社區與

居家服務模式及相對應專業推

廣策略 

3 

12 其他 
老人營養與衰弱與肌少症及

老人體適能 

1. 能瞭解營養與高齡者之相關

性，並理解營養介入之模式 

2. 能瞭解衰弱、肌少症對高齡

者的影響及適切的體適能訓

練對高齡者的重要性 

1. 營養實務分享、居家營養常見

問題、營養問題介入技巧介紹 

2. 衰弱與肌少症及老人體適能訓

練介紹；內容涵蓋衰弱相關知

能、肌少症定義與相關評估工

具、體適能活動設計原則與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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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享 

失智者之照顧服務模式與照

顧資源 

能瞭解失智者多元照顧服務模

式與相關資源應用 

1. 失智症(含年輕型失智症)患者

與照顧者之照顧需求 

2. 失智照護政策綱領介紹 

3. 失智照護資源及應用(包含年

輕型失智症患者之就業模式發

展現況) 

1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職能治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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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 語言治療師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制

度及專業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

性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務

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語言治療師在長照體系

的角色與功能 

2. 瞭解語言治療師在不同長照

場域(居家、社區、住宿式

機構)中與其他跨團隊的合

作方式 

1. 說明語言治療師在長照體系的

角色與功能。 

2. 說明語言治療師在不同長照場

域(居家、社區、機構住宿式)

中與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估 

(1)長照居家、社區與住

宿式機構個案特性與

需求 

能瞭解不同長照之場域（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以及

所屬個案之特性 

1. 說明不同長照場域之特性，

如：環境、照護人員、福利及

政策制度之不同 

2. 說明不同長照場域之案主特性

及需求 

3. 說明於不同長照場域和其它專

業之合作之模式 

1 

(2)長照個案之評估與介

入方向 

能針對長照個案適切進行吞嚥

功能與日常生活溝通功能之評

估與介入 

1.吞嚥功能評估與介入： 

(1)神經性吞嚥障礙之評估與介

入原則 

(2)老化性吞嚥障礙之評估與介

入原則 

3 



2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其他類型吞嚥障礙之評估與

介入原則（包含使用氣切患

者） 

(4)小兒吞嚥障礙之評估與介入

之原則 

2.日常生活溝通功能： 

(1)神經性語言障礙(包含失語症

及老人失智症、認知障礙等

語言溝通問題)之評估與介入

原則 

(2)運動性言語障礙之評估與介

入原則 

(3)兒童語言/言語發展評估與介

入原則 

(4)合併聽力障礙者之評估與介

入原則 

(3)介紹長照個案常用的

心理及認知功能之評估

工具 

能熟悉針對長照個案常使用之

心理及認知功能評估工具，以

及其結果所代表之意義 

1. 介紹常使用於評估長照個案的

心理及認知功能之評估工具

(包含成人及兒童)，以及說明

施測結果所代表之意義 

2. 說明認知障礙、情緒障礙、末

期之長照個案與其照顧者互動

建議與技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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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4.長照服務之介入與

處理 

(1)長照個案之介入－安

全進食與預防吸入性

肺炎技巧 

能瞭解造成吸入性肺炎之相關

因子，以及吸入性肺炎與吞嚥

功能之關聯性 

1.說明造成吸入性肺炎之相關因

子及處置技巧（包含口腔清潔

衛教） 

2.說明吸入性肺炎與吞嚥功能之

關聯性，不同食物性質、不同

代償策略/手法對吞嚥安全性

之影響 

2 

(2)長照個案的營養評估

與膳食建議 

能瞭解不同年齡層與性別所需

之基本營養需求，與特殊疾病

個案之飲食限制 

1.不同年齡層及性別所需之基本

營養需求以及膳食建議 

2.營養補充品之使用時機介紹 

3.特殊疾病患者之飲食限制 

（例如：糖尿病、洗腎） 

2 

(3)個案之評估與介入－

氣切與呼吸器使用者 

能瞭解氣切與呼吸器之種類以

及如何觀察居家異常狀況 

1.何種個案需使用氣切、氣切之

種類、以及如何觀察居家異常

狀況 

2.何種個案需使用呼吸器、呼吸

器之種類、以及如何觀察居家

異常狀況 

3.如何看懂呼吸治療師的報告 

2 

(4)長照個案之溝通輔具

評估介入與資源現況

（包含人工發聲器） 

能針對長照個案適切進行溝通

輔具之評估與介入，並瞭解資

源現況 

1.介紹溝通輔具之評估與介入技

巧 

2.資源現況說明，如：國家政

策、溝通輔具補助申請流程、

輔具借用流程等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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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5)以家庭功能為主的語

言治療介入及衛教技

巧 

能根據家庭功能之優/弱勢，

給予適切的衛教與居家練習建

議 

1.如何提升照顧者之語言溝通介

入與吞嚥照護技巧 

2.如何有效提供衛教技巧與諮商 

1 

5.照顧品質之監測與

管理(含異常事件

及危機預防處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

控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

與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

案照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

顧品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

事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

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

處理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與

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

色與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

顧者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

轉換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

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

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

執行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

轉介敏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

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

顧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

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

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

健康轉介資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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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

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

案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本

概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

照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

溝通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

問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

措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

染管制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

制的處理原則 

1 

10.個案研討 

(1)吞嚥障礙個案研討 

能參與討論，根據課堂中之各

類型吞嚥障礙案例提出適切評

估與介入計畫 

以個案研討之模式，探討如何進

行各類型吞嚥障礙（老化性吞嚥

障礙、神經性吞嚥障礙、以及其

他類型吞嚥障礙）之評估與介入 

2 

(2)溝通障礙個案研討 

能參與討論，根據課堂中之各

類型語言/言語溝通障礙案例

提出適切評估與介入計畫 

以個案研討之模式，探討如何進

行各類型語言/言語溝通障礙

（神經性語言障礙、運動性言語

障礙）之評估與治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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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兒童發展障礙個案研

討 

能參與討論，根據課堂中之兒

童語言/言語/吞嚥障礙案例提

出適切評估與介入計畫 

以個案研討之模式，探討如何進

行兒童語言/言語/吞嚥障礙之評

估與治療 

2 

11.年度專題及新興

議題 

失智症照護：照護需求、

照護模式與介入技巧 

能理解失智症之病理機轉與照

護需求，以及如何考量選擇適

切之照護模式與互動介入技巧 

1. 失智症之成因、類型、與病理

機轉 

2. 失智症個案之照護需求、模

式、以及介入技巧 

2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語言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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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聽力師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定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

制度及專業服務

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

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

務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聽力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

與功能 

2. 瞭解聽力師在不同長照場域(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其

他跨團隊的合作方式 

1. 說明聽力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與

功能。 

2. 說明聽力師在不同長照場域(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其

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

估 

(1)老年人周全性評估 

瞭解高齡者之疾病樣態、老年醫

學的周全性評估 

 

介紹高齡者之疾病樣態、老年醫學

的周全性評估，以及老年醫學之聽

力師角色 

2 

(2) 聽覺健康照顧之

評估與介入方向 

瞭解聽力專業服務項目與評估 1. 介紹日常生活溝通功能、ICF身

體功能及結構評估 

2. 介紹聽能評估(包含配戴輔具):

居家、社區、機構之聽覺功能評

估與常見耳科疾病 

聽覺理解/認知/記憶之評估 

聽覺輔具操作與使用之評估 

3. 介紹中樞聽覺障礙評估:中樞聽

覺障礙/認知評估 

4. 介紹平衡機能評估:前庭功能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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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估 

5. 介紹 ICF平衡功能評估 

6. 介紹居家安全與無障礙輔具評

估:居家安全、警示輔具 

4.長照服務之介入

與處理 

(1) 日常生活與溝通

技巧 

瞭解溝通策略與技巧於照顧者與

被照顧者之應用 

 

1. 介紹個案溝通能力與居家安全介

入策略 

2. 介紹居家、社區、機構之聽覺能

力與常見耳科疾病之介入建議。 

1 

 

(2) 聽覺及相關輔具

之介入 

瞭解聽覺輔具與復能之成效 1. 介紹聽覺輔具之介入 

2. 介紹個人溝通輔具和居家無障礙

輔具之應用 

3.介紹輔具補助資源之介紹 

2 

 

(3) 聽能管理與復能 

 

瞭解聽能訓練介入 

 

介紹聽能管理(包含認知/聽覺記

憶)評估、介入、訓練之目標制定

原則 

2 

 

(4) 平衡(前庭)功能

訓練 

瞭解平衡感官之訓練介入方式 

 

介紹前庭功能訓練 2 

 

5.照顧品質之監測

與管理(含異常事

件及危機預防處

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

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

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顧

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方

案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

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

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處理

原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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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6.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

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建立

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

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

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介

敏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

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顧

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解

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活

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健

康轉介資源 

1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

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案

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本概

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

處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照

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溝通

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問

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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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

處理原則 

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

處理原則 

10.個案研討 

(1)聽覺健康照顧與復

能-以兒童為例 

藉由案例分享，提出適切評估與

介入計畫 

藉由案例分享，討論各類型聽力損

失 /平衡機能不佳之評估與介入，

包含：純聽障個案、多障類別個

案、家庭功能與角色 

1 

(2) 聽覺健康照顧與

復能-以長者為例 

 

藉由案例分享，提出適切評估與

介入計畫 

藉由案例分享，討論各類型聽力損

失 /平衡機能不佳之評估與介入包

含：純聽障個案、多障類別個案、

家庭功能與角色 

2 

(3) 平衡機能評估與

訓練-以臨床個案

為例 

藉由案例分享，提出適切評估與

介入計畫 

說明前庭功能不佳個案之評估、介

入、與復健成效 

1 

(4) 聽覺健康照顧個

案研討-以社區為

例 

藉由案例分享，提出適切評估與

介入計畫 

說明社區聽覺健康照顧預防/延緩

失能議題 

2 

 

11.年度專題及新興

議題 

失智症照護：照護需

求、照護模式與介入

技巧 

瞭解失智症及其照護需求與模式 1. 介紹失智症之成因與病理機轉 

2. 介紹失智症病人之照護需求及模

式。 

3. 學習照護失智症病人之介入技巧

（例如：懷舊技巧） 

2 



5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聽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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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呼吸治療師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制

度及專業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

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務

的角色及功能 
1.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呼吸治療師在長照體系的

角色與功能 

2. 瞭解呼吸治療師在不同長照場

域(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中與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式 

1. 說明呼吸治療師在長照體系的

角色與功能。 

2. 說明呼吸治療師在不同長照場

域(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中與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估 

(1)長期呼吸照護個

案之周全評估 

1. 能瞭解個案照護目標及計畫擬定 

2. 能瞭解個案常見疾病的評估及病

程變化 

3. 能瞭解個案呼吸功能改善之評估 

4. 能瞭解個案營養評估及監測方式 

5. 能瞭解個案輔具評估-呼吸器、

製氧機、呼吸照護相關設備 

1. 說明出院前的周全評估和準備 

2. 說明老人心肺相關疾病 

3. 說明心肺相關疾病的心肺功能

評估 

4. 說明常見個別疾病的復原計畫 

5. 說明心肺失能鑑定和呼吸輔具

評估 

2 

(2)長期呼吸照護之

照護者及家庭功

能評估 

1. 能瞭解家庭結構與功能 

2. 能瞭解健康家庭的特質 

3. 能瞭解常用家庭評估工具 

4. 能瞭解長期呼吸照護個案之身

心障礙評估及申請流程 

5. 能瞭解長期呼吸照護個案之居

1. 說明家庭結構與功能、健康家

庭特質 

2. 說明長期呼吸照護個案之相關

評估工具 

3. 說明身心障礙評估及申請流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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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家環境評估方法 

(3)長期呼吸照護之

社會資源評估與

運用 

1. 瞭解現有長期呼吸照護服務體系

之關聯與政策 

2. 瞭解長期呼吸照護可運用的社會

資源與團體 

3. 瞭解呼吸相關之醫療輔具申請辦

法及規定 

說明現有長期呼吸照護服務體系

之關聯與政策、辦法及可運用的

社會資源與團體 

2 

4.長照服務之介入與

處理 

(1)長期呼吸照護個

案置留管路之照護 

1. 認識個案常見留置管路種類及

其適應症。 

2. 瞭解個案常見留置管路道之更

換與照護 

3. 瞭解特殊留置管路的更換與照

護 

4. 氣切相關設備評估與使用(人工

鼻、發聲器…) 

1. 說明個案常見留置管路種類及

適應症、 常見與特殊管路之換

與照護 

2. 說明氣切相關設備之評估與使

用 

2 

(2)居家呼吸照護儀

器設備之功能維護 

1. 能瞭解長期呼吸照護相關設備

供應系統認識及安全  (包括：

電力及氣源供應)-呼吸器、氧

氣治療、咳痰機、潮濕系統、

噴霧治療設備、抽痰設備、非

侵襲性呼吸器介面 

2. 認識長期呼吸照護相關監測、

輔助設備 

說明運用於長期呼吸照護之常見

照護及監護設備，並解說在用電

需求、電力供應及設備之操作、

安全運作和維護保養及異常應變

機制…等事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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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 瞭解長期呼吸照護相關設備異

常狀況之分級 

4. 瞭解長期呼吸照護常見儀器設

備功能維修及處理原則 

(3)長期呼吸照護個

案呼吸功能改善 

1. 能瞭解肺部復原定義 

2. 能瞭解長期呼吸照護個案之肺

功能評估與肺部復原目標設定 

3. 能瞭解肺部復原訓練方法與常

用相關設備 

4. 能瞭解慢性病人常見痰液清除

技巧 

5. 能瞭解痰液清除技術選擇及操

作 

6. 能瞭解咳痰輔助設備的認識及

操作能瞭解肺部復原成效的評

估 

1. 說明肺部復原定義與訓練方法

與常用相關設備的臨床運用等

重要概念 

2. 說明痰液清除技術與各項咳痰

輔助設備選擇及操作方式 

3. 說明在長期呼吸照護個案中肺

部復原的評估與成效 

2 

(4)居家安寧照護之

介入與處理 

1. 認識安寧緩和醫療的理念 

2. 能瞭解居家安寧服務對象 

3. 能瞭解居家安寧服務項目 

4. 能瞭解居家安寧收案流程 

5. 能瞭解末期患者常見的疼痛及

其它不適症狀之處理原則 

 

1. 說明台灣安寧近期發展、條例、

應有權益及個案需求分析，並舉

例分享居家安寧服務情況 

2. 說明安寧療護團隊中，呼吸治 

療師如何協助個案善終，陪伴

病患在家畫下生命休止符 

3. 舉例說明居家呼吸照護個案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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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寧照護案例分享 

5.照顧品質之監測與

管理(含異常事件

及危機預防處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

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

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顧

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方

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

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處

理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與

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

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建立

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

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

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介

敏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

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

顧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

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

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

健康轉介資源 

1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

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

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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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

案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本

概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

處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照

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溝通

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

問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

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

處理原則 

1 

10.個案研討 

(1)長期呼吸照護個

案研討-神經肌肉 

1. 瞭解神經肌肉個案呼吸照護的

特性及需求 

2. 瞭解神經肌肉個案呼吸照護所

需相關儀器設備 

3. 瞭解神經肌肉個案呼吸照護所

需照護技巧 

4. 神經肌肉個案呼吸照護經驗分

享 

藉由神經肌肉疾病病人案例分析，

讓學習者可整體評估神經肌肉疾病

病人呼吸功能變化及肺部積痰的原

因以解決的方法，長期追蹤此類病

人呼吸功能介入呼吸治療項目，改

善生活品質，提供短中長期呼吸照

護計畫 

2 

(2)長期呼吸照護個

案研討-慢性肺部 

1. 瞭解慢性肺部疾病呼吸照護的

特性及需求 

1. 說明呼吸治療專業內容與現況 

2. 說明呼吸治療於長照團隊之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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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 瞭解慢性肺部疾病個案呼吸照

護所需相關儀器設備 

3. 瞭解慢性肺部疾病個案呼吸照

護所需照護技巧 

4. 慢性肺部疾病個案呼吸照護經

驗分享 

能與角色 

3. 說明常見長照個案類型之呼吸

治療介入與效益 

4. 說明可能需轉介呼吸治療介入

的個案條件育線型轉介流程 

(3)長期呼吸照護個

案研討-兒童呼吸

照護 

1. 瞭解早產兒疾病呼吸照護的特

性及需求 

2. 瞭解罕病病童呼吸照護的特性

及需求 

3. 瞭解慢性兒童呼吸照護個案所

需的儀器設備 

4. 瞭解慢性兒童呼吸照護個案所

需照護技巧 

5. 慢性兒童呼吸照護之經驗分享 

說明長期呼吸照護之兒童，分析

其疾病特徵、需求照顧、儀器設

備、資源連結以及照顧者需求，

並舉例分享居家服務情況 

2 

(4)長期呼吸照護個

案研討-心臟及胸

腔術後 

1. 瞭解心胸術後呼吸照護的特性

及需求 

2. 瞭解慢性肺部疾病個案呼吸照

護所需照護技巧 

3. 心胸術後個案呼吸照護經驗分

享 

1. 說明常見之心胸手術種類及術

後呼吸照護的特性及需求 

2. 說明心胸術後呼吸治療復原運

動介入評估與評值及個案分享 

2 

11.年度專題及新興

議題 
特殊疾病個案照護 

1. 失智症行為及症狀表現 

2. 瞭解失智症呼吸照護的特性與

1. 說明失智症的基本行為與症狀

表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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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需求 

3. 瞭解失智症呼吸照護所需照護

技巧 

4. 失智症個案呼吸照護經驗分享 

2. 說明失智者的照護需求與呼吸

狀態注意事項 

3. 失智者的照護經驗分享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呼吸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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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營養師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 近期長照給支付制

度及專業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

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務的

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營養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

與功能 

2. 瞭解營養師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

與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式 

1. 說明營養師在長照體系的角

色與功能。 

2. 說明營養師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中與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估 

(1)長照個案營養需求及

常見疾病營養照護 

(2) 長照個案營養照護

流程 

1. 瞭解長照個案營養需求 

2. 瞭解長照領域個案的營養照護

流程 

3. 瞭解長照個案營養篩檢、評估

方法 

1. 說明長照個案生理相關變化

及營養需求 

2. 說明長照個案常見疾病之營

養照護 

3. 說明各項營養評估工具之使

用時機與技巧及侷限 

5 

 

4.長照服務之介入與處

理 

(1) 認識咀嚼困難及營養

照顧 

1.認識吞嚥困難、吞嚥障礙的評

估及進食訓練。 

2.熟悉吞嚥困難個案營養照護

則、跨領域合作模式 

1. 說明如何提供長照吞嚥障礙

個案有效又安全的營養照護 

2. 以吞嚥困難案例說明跨領域

合作模式，進行完整評估與

營養診斷，並選擇適當的改

善策略，達到安全進食、解

決營養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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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長照個案飲食設計與

不同質地飲食之製作

技巧(軟食、細泥、

濃流質等) 

1. 瞭解長照機構菜單設計 

2. 熟悉解不同質地之飲食設計與

製作技巧(軟食、細泥、濃流

質等)及進食輔具的應用 

 

1. 說明長照個案菜單設計及成

本控制 

2. 說明不同質地飲食特性及如

何應用在咀嚼、吞嚥困難飲

食製作 

3. 說明常用進食輔具的特色及

應用 

2 

(3) 長照個案常用商業

配方及適用情境 

認識管灌商業配方及適用疾病 

 

介紹目前市面上應用於管灌飲

食配方及如何正確挑選合適的

配方 

1 

(4) 天然攪打管灌飲食設

計及製作技巧 

瞭解天然攪打管灌飲食設計及製

作技巧 

 

介紹天然攪打管灌飲食設計原

理及製作方法並提供不同食物

與商業配方的方式 

1 

(5) 腸胃道營養相關併

發症原因及處理對

策 

瞭解腸道營養支持常見併發症及

處理對策 

說明腸道營養支持常見併發症

及處理對策 

1 

(6) 水分及電解質不平衡

之成因及處理對策 

瞭解水分及電解質不平衡之臨床

症狀、成因及處理對策 

 

說明水分及電解質不平衡之臨

床症狀、診斷及處理對策 

 

2 

(7)老人常用藥物與飲食

交互關係 

瞭解重要且具臨床意義的老人常

用藥物與食物之交互作用 

1. 介紹藥物與食物之交互作用 

2. 說明影響藥效或營養素吸收

注意事項 

2 

5.照顧品質之監測與管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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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理(含異常事件及危

機預防處理) 

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

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

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

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控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

策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

事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

防處理原則 

6.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

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

與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

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

換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

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

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

行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

介敏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

與需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

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

照顧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

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

了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

能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

理健康轉介資源 

1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2.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

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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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

本概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

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照

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溝通

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

及問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

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

措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

管制的處理原則 

1 

10.個案研討 
個案研討 藉實際案例，學習營養照護之技

巧與學理應用 

居家個案與機構個案各 1例 3 

11.年度專題及新興議

題 

（1）認識失智症 增加營養師的失智專業照護技能

與品質，改善失智症的營養問題 

透過良好的營養介入，改善失

智症患者、照顧者及家屬之生

活品質，降低失智症對患者、

照顧者和家屬所帶來的衝擊 

2 

（2）認識病人自主權利

法/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ACP) 

了解病人自主權利法，發揮專業

人員的角色，協助病人自然善終 

《病人自主權利法》適用於末

期病人、不可逆轉的昏迷情

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

失智或是其他經政府公告之重

症。針對未來自己面臨上述情

況時，預先表達接受、拒絕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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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撤除維持生命治療，給自己一

個自然善終的機會，除了保障

病人醫療自主、善終權益，更

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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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藥師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 近期長照給支付制度

及專業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

性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務的

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藥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

與功能 

2. 瞭解藥師在不同長照場域(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

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式 

1. 說明藥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與

功能 

2. 說明藥師在不同長照場域(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

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估 

(1) 個案周全性及家

庭功能評估(實際

操作學習) 

1. 瞭解個案周全性及家庭功能

評估重要性及運用方式 

2. 瞭解何謂周全性老年/長期照

顧評估及其操作執行 

舉例說明藉由周全性及家庭功能

評估發現個案需求如下 

1. 周全性老年/長期照顧評估的

基本概念 

2. 周全性老年/長期照顧評估的

項目及內容 

3. 長期照顧周全評估意義與價值 

2 

(2) 藥物相關問題分

類(PCNE)的應用 

可執行紀錄藥物相關問題及成

果追蹤 

1. PCNE-DRPs(Pharmaceutical 

Care Network Europe、Drug-

Related Problems)藥物相關

問題紀錄分類系統介紹 

2. 藉由案例示範 PCNE-DRPs 的

記錄方式 

1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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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4.長照服務之介入與處

理 

(1)藥師如何為長照

個案設定服務目

標 

1. 瞭解長照個案藥事服務目標

之設定原則 

2. 瞭解個案藥事照顧目標之設

定 

1. 介紹評估個案用藥相關問題及

提供解決方案 

2. 藉由案例說明如何設定目標短

中長期藥事照顧目標並追蹤紀

錄 

1 

(2)常見及特殊護理

及營養問題 

瞭解常見長照特殊護理及營養

問題與處理 

1. 口腔照顧、足部護理、尿布

周圍皮膚照顧 

2. 三管(鼻胃管、尿管、氣切

管)特殊護理之執行 

1. 介紹口腔照顧、足部護理、尿

布周圍皮膚照顧(含營養問題) 

2. 介紹三管(鼻胃管、尿管、氣

切管)特殊護理注意事項(含營

養問題)  

1 

(3) 個案用藥問題與

處置 

瞭解長照個案用藥問題與處

置，如藥師可執行整體評估藥

物相關問題並協助處理 

1.介紹藥物相關問題發生來源 

(1)醫囑的開立 (醫師端) 

(2)藥品的調劑 (藥師端)  

(3)藥品的使用 (病人端) 

2.說明不同來源個案用藥問題與

處置 

1 

(4) 自立生活支援說

明及實務操作(含

長照復能及環境

安全與輔具應用) 

1. 瞭解長照復能及環境安全與

輔具應用 

2. 瞭解「協助長輩提升自主生

活能力」的長照支援服務 

1. 說明何謂自立支援照顧 

2. 說明引導或激發個案參與生活

自立支援落實「飲食、喝水、

排便、運動」等基本生理層面

的照顧 

3. 說明自力支援的目標：「不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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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束、不尿布、不臥床」 

4. 介紹相關協助自力支援的長照

服務。(含長照復能及環境安

全與輔具應用) 

5.照顧品質之監測與管

理(含異常事件及危機

預防處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

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

控機制 

2. 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處

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

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

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

事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

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

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

處理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

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

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

與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

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

換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

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

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

行復能活動之方式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

需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

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

顧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

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

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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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

介敏感度議題 

健康轉介資源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

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

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

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

案相關性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

處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

照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

溝通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

問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

措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

管制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

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

制的處理原則 

1 

10.個案研討 
個案研討(含失能、

失智及安寧個案) 

1. 運用案例討論模式提升將知

識運用於實際個案中的能力 

2. 案例討論:失能個案、 

失智個案、安寧個案 

 

 

1. 透過跨領域個案討論，藥師學

習長照中藥事服務的執行，包

括用藥評估發現問題、通報異

常事件、設定目標、追蹤評估

與紀錄，並進行跨專業合作的

病人全人照顧。 

2. 案例討論如下 

(1)周全性藥事照顧案例討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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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特殊劑型用藥問題案例討論 

(3)腎功能不佳用藥案例討論 

11.年度專題及新興議題 

長照新趨勢(銜接長

照 2.0)對藥師人員發

展之契機 

多元化長照趨勢下藥師可參與

的產業發展 

 

社區藥局銜接長照 ABC據點之成

功案例分享 

2 

12.其他 
藥師於居家醫療及安

寧緩和的角色 

1. 認識居家醫療及安寧緩和過

程中藥師的角色 

2. 藥師於安寧療護團隊所扮演

的角色包括評估處方、提供

建議、監測療效與提供相關

服務，尤其是嗎啡與類固醇

的使用 

1. 介紹現行居家醫療整合計畫及

麻醉管制藥品管理 

2. 說明善用雲端藥歷系統，藥物

整合。 

3. 導入居家與長期照護經驗，提

供以病人為中心之藥事服務。 

4. 提供管制藥品法規諮詢。 

5. 介紹團隊溝通合作，由「專業

用藥評估」延伸至「團隊陪

伴」 

2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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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諮商心理師 
110年 2月 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

制度及專業服務

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

性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

務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諮商心理師在長照體系

的角色與功能 

2. 瞭解諮商心理師在不同長照

場域(居家、社區、住宿式機

構)中與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

式 

1. 說明諮商心理師在長照體系的角

色與功能 

2. 說明諮商心理師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

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

估 

長照家庭身心功能、多

元文化系統工作評估 

學習對長照家庭進行整體評估 1. 認識現行長照2.0制度相關之評估

工具 

2. 學習如何透過「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與照顧計畫」等當前常見評估資料

瞭解個案/案家狀態 

3. 學習如何挑選長照家庭適合之評

估工具並完成評估 

4. 學習如何在各種長照服務場域評

估個案/案家 

3 

4.長照服務之介入

與處理 

(1) 長照服務個案及照

顧者多元文化諮商

和心理工作 

學習以長照服務使用者為核心，

家庭為單位，與個案照顧者(含

家屬、外籍看護工、本籍照服員)

1. 以「多元文化諮商（含障礙諮商）」

為視框，理解各類長照個案與照顧

者（含家屬、外籍看護工、本國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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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共同完成心理工作 看護）生活狀況及生命議題。 

2. 思考如何以「多元文化諮商（含障

礙諮商）」及系統觀點，結合個人

工作取向，以個案為中心，家庭為

單位，與長照個案共同完成心理工

作 

(2) 長照家庭電話關

懷及個案管理 

學習通訊/遠端長照心理工作及

個案管理 

1. 學習通訊/遠端（電話、網路通訊軟

體等）長照服務及個案管理 

2. 以諮商心理師立場，思考如何執行

通訊/遠端長照服務 

2 

(3) 長照社區服務和預

防及延緩失能指導 

學習社區長照心理工作 1. 學習社區服務據點、預防延緩失能

及社區服務等社區長照心理工作

相關知能 

2. 以諮商心理師立場，思考如何執行

社區長照心理工作 

2 

(4) 長照家庭居家專業

服務和復能指導 

學習居家心理工作 1. 學習居家長照復能/在宅諮商之相

關知能 

2. 以諮商心理師立場，思考如何執行

居家長照專業服務 

2 

5.照顧品質之監測

與管理(含異常事

件及危機預防處

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

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

控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

與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

照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類

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2 



3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品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

事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6.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

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

與需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

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

換其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

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

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

行復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

介敏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

求、與家庭照顧者關係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照顧

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論了解

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能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理健康

轉介資源 

1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

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

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案

相關性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

處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

照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

溝通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問題

處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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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

措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

管制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與

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社

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處理

原則 

1 

10.個案研討 長照家庭案例討論 

藉由個案報告與方案分析，提

升諮商心理師在長照中的實務

能力 

1. 諮商心理師進行長照個案服務報

告與分析 

2. 以服務實例連結長照系列課程中

之教學主題，實踐諮商心理師之

功能角色 

4 

11.年度專題及新興

議題 

(1) 失智家庭工作、認

知功能評估及困擾

行為處遇 

學習失智家庭工作、認知功能評

估及困擾行為處遇 

1. 學習與失智家庭工作所需相關知

能 

2. 以諮商心理師立場，思考如何協助

失智者和失智家庭因應精神行為

症狀 

2 

(2) 長照服務使用者居

家臨終關懷及長照

家庭哀傷輔導諮商 

學習臨終關懷及居家服務相關

知能以協助長照家庭 

1. 認識長照服務使用者於生命末期

居家工作概況，瞭解安寧或預立醫

療自主諮商、哀傷輔導諮商等相關

知能 

2. 以諮商心理師立場，思考如何協助

長照家庭因應當前生命議題，並提

供適切服務 

2 

(3) 長照精神個案家

庭工作及心理衛

學習長照、心理衛生及精神醫療

網體制運作和合作相關知能以

1. 說明長照制度、健保及社區心理衛

生、自殺防治、精神醫療網和社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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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生相關系統合作 協助長照精神個案家庭 安全網，以及學校輔導等相關醫

療、長照社福體制之運作模式 

2. 以諮商心理師立場，思考如何與相

關系統維持合作，協助長照精神個

案家庭（含兒童、成人、老人、照

顧者）當前生活適應及未來開展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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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臨床心理師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

制度及專業服務

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性規

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

務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臨床心理師在長照體系的角

色與功能 

2. 瞭解臨床心理師在不同長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與

其他跨團隊的合作方式 

1. 說明臨床心理師在長照體

系的角色與功能。 

2. 說明臨床心理師在不同長

照場域 (居家、社區、住

宿式機構中與其他專業的

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

估 

(1)心理評量(情緒、認知、

精神行為及長照多元

評估量表等面向)與功

能性評估與診斷 

(2)臨床心理個案概念化 

1. 認識長照需求者之心理評量方法

及常用工具 

2. 瞭解如何針對長照需求者之認知

功能及整體功能進行評估與診

斷，進而擬定介入計畫 

介紹長照個案常用的評估方

法與工具、功能性評估診斷

之理論架構，以及實踐方法 

6 

4.長照服務之介入

與處理 

(1)長照個案臨床心理服

務與轉介概說 

(2)預防失智及失能之介

入、處理與轉介 

(3)長照個案的認知訓練

與介入技巧 

(4)介入目標及處理原則

瞭解長照個案中，臨床心理師介入處

遇的常見問題與處遇策略，能夠連結

臨床心理專業執行長照個案的全人

照護工作 

1. 長照心理衡鑑與治療介入

內容的專業現況 

2. 轉介臨床心理師介入的個

案條件與現行轉介流程 

3. 臨床心理師對長照需求者

之評估、介入以及成效分

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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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的設定 

5.照顧品質之監測

與管理(含異常事

件及危機預防處

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

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與處

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案照顧不

良問題提出改善照顧品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

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

監控機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

控策略 

3. 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

常事件類型、通報機制及危

機預防處理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

與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 瞭解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色與需

求及如何與家庭照顧者建立關係 

2. 瞭解如何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

照顧模式與觀念 

3. 瞭解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源 

4. 瞭解家庭照顧者於復能之需求 

5. 瞭解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

能活動之方式 

6. 瞭解心情量表及心理健康轉介敏

感度議題 

1. 說明家庭照顧者之功能角

色與需求、與家庭照顧者

關係建立方式 

2. 介紹引導家庭照顧者轉換其

照顧模式之方式 

3. 說明家庭照顧者相關服務資

源 

4. 介紹如何與家庭照顧者討

論了解復能之需求 

5. 說明協助家庭照顧者執行復

能活動 

6. 介紹心情量表評估工具及心

理健康轉介資源 

1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題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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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照顧

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溝通協調

問題與解決策略 

及問題處理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

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

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

措施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

染管制的處理原則 

1 

10.個案研討 

(1)臨床心理長照服務實

務–兒童青少年 

(2)臨床心理長照服務實

務–青年與中老年 

1. 藉由個案報告與方案分析，提升

臨床心理師在長照中的實務能力 

2. 瞭解與困難個案工作之要領 

1. 由臨床心理師進行長照個案

服務報告與分析 

2. 以服務實例連結長照系列課

程中之教學主題，實踐臨床

心理師之功能角色 

5 

11.年度專題及新興

議題 

長照領域中與臨床心理服

務相關之新興議題 

認識長照中與臨床心理服務相關之

新興議題，並能反思自身專業之落實

應用 

根據課程當時之社會政策變

革，或是醫療照護技術之現況，

介紹長照領域中與臨床心理師

服務相關之新興議題 

1 

12.其他 

(1)長照中的安寧緩和醫

療與臨終心理照顧 

(2)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預

立醫療諮商 

(3)哀傷風險評估與哀傷

失落的心理治療 

1. 認識安寧緩和療護的內涵 

2. 認識病人自主權及預立醫療諮商

之內涵 

3. 長照個案死亡後，照顧者的哀傷

適應與輔導支持 

1. 介紹安寧療護理念及台灣生

命權相關之政策法規 

2. 簡介台灣病人自主權利之發

展沿革 

3. DNR與 AD之內涵與法律生效

要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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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4. 長照照顧者的哀傷失落適

應歷程與介入協助方式 

總計    32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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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社會工作人員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近期長照給支付制

度及專業服務政策 
長照給支付制度介紹 

1. 瞭解長照給支付制度之一般

性規定 

2. 瞭解專業服務內涵 

1. 介紹長照給支付基準 

2. 說明專業服務內容 

2 

2.跨團隊於專業服務

的角色及功能 
跨專業團隊服務 

1. 瞭解社會工作人員在長照體

系的角色與功能 

2. 瞭解社會工作人員在不同長

照場域(居家、社區、住宿

式機構)中與其他跨團隊的

合作方式 

1. 說明社會工作人員在長照體系的

角色與功能。 

2. 說明社會工作人員在不同長照場

域(居家、社區、住宿式機構)中

與其他專業的合作方式 

1 

3.長照需求者之評估 

 

(1)老人長照個案整合

性需求評估（生

理、心理、社會、

靈性） 

1. 能瞭解老人長照個案有關整

合性評估之面項與重要性 

2. 熟悉各項工具或量表之功能

與操作方法 

3. 能瞭解如何針對評估結果擬

訂照顧計畫 

1. 說明老人長照個案在生理、心

理、社會、靈性之特性與需求 

2. 介紹應用於老人之生理、心理、

社會、靈性等方面之常見評估工

具/量表 

3. 說明如何依評估結果結合現有資

源，以研擬可行周延的照顧計畫 

2 

(2) 身心障礙長照個案

整合性需求評估

（生理、心理、社

會、靈性） 

1. 能瞭解身心障礙長照個案

本質與特性 

2. 能瞭解身心障礙者在生

理、心理、社會與靈性等

方面之需求 

1. 依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

系統(簡稱 ICF)鑑定制度層面，

說明身心障礙長照個案的本質、

特性與需求 

2. 介紹身心障礙長照個案在生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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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 熟悉各項工具或量表之功

能與操作方法。 

4. 能瞭解如何針對評估結果

擬訂照顧計畫 

心理、社會、靈性等面向的需求 

3. 說明身心障礙長照個案生理、心

理、社會、靈性需求評估之概念

與使用之工具 

4. 依評估結果結合現有資源，研擬

個別化照顧計畫 

4.長照服務之介入與

處理 

(1)長照資源網路之建

構與協力策略 

 

1. 能以個案為中心，瞭解長照

多元服務及資源網絡關聯性 

2. 能瞭解長期照顧團隊合作理

念及實務運用 

3. 能瞭解與社區資源單位進行

溝通與協調的原則與技巧 

4. 能與協力單位合作，以提升

組織效能 

1. 說明資源網絡的意義與各類資源

特性 

2. 說明建構社區資源網絡的過程與

方法 

3. 簡述台灣長期照顧資源網絡現況

與協力策略 

4. 舉例說明如何與協力單位合作，

提升整體服務效能 

2 

(2)團體工作實務 

 

1. 能認識團體工作在機構、社

區及居家服務等場域之可能

運用 

2. 能瞭解團體動力的觀察和掌

握技巧 

3. 學習團體領導者介入技巧與

原則 

1. 說明長期照顧場域運用團體工

作情形，及未來可運用之潛在

場域 

2. 介紹團體動力指標，提供明確

的定義，並探討動力觀察的技

巧和原則 

3. 說明團體過程可能遇到的團體

動力相關問題，探討領導者可

採用的介入技巧與原則 

2 



3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3)悲傷輔導 

1. 能瞭解個案死亡可能引起家

屬及工作者情緒反應與心理

機轉。 

2. 能瞭解悲傷調適歷程，並認

識其他相關資源 

3. 熟悉如何陪伴悲傷者之實務

輔導技巧 

4. 瞭解社工員自我調適與因應

技巧 

1. 說明個案死亡對家屬、工作者之

影響 

2. 說明親友死亡之悲傷反應，並解

釋悲傷調適歷程及可運用方法 

3. 引介社工員陪伴悲傷者的態度與

技巧 

4. 說明社工員自我調適與因應技巧 

2 

(4)長照社工督導實務 

1. 能瞭解不同背景之受督導者

需求與期待 

2. 能熟悉個別督導及團體督導

操作原則與技巧 

3. 學習透過督導制度，促進受

督導者個人及專業發展 

1. 說明在長期照顧服務領域中，社

工督導的對象(社工員、照顧服

務員、實習生、志工)，及其可

發揮的角色與功能 

2. 說明個別督導的操作原則及技巧 

3. 比較、分析團體督導與行政會

議，並說明團體督導之操作技巧 

2 

(5)個案權益倡導 

1. 探討長照個案可能遭受歧視

之情形(如年齡歧視、障礙

偏見)。 

2. 說明長照個案權益之基本內

涵(如老人權益、障礙者人

權) 

3. 介紹個案權益倡導的理念與

1. 能瞭解長照個案權益 

2. 學習如何讓工作團隊成員認識個

案權益之作法 

3. 認識為長照個案權益倡導之理念

與作法 

4. 學習將充權概念應用於實務工作 

2 



4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策略方法 

4. 探討「充權」

(Empowerment)在長照個案

的運用 

5.照顧品質之監測與

管理(含異常事件及

危機預防處理) 

長照品質之監測與提升 

1. 瞭解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

控機制 

2. 透過瞭解長照常見品質問題

與處理策略，能主動發掘個

案照顧不良問題提出改善照

顧品質方案 

3. 瞭解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

事件、危機預防處理原則 

1. 介紹長照服務品質評估與監控機

制 

2. 說明長照服務品質提升監控策略 

3.說明長期照顧服務常見異常事件

類型、通報機制及危機預防處理

原則 

2 

6.家庭照顧者角色與

功能 
家庭照顧者角色與功能 

1. 能瞭解家庭對長照個案之重

要性，並學會評估家庭照顧

者之需求 

2. 能瞭解家庭照顧者之照顧負

荷 

3. 能瞭解促進家庭功能與角色

之方法 

4. 學習維繫家庭支持系統之方

法 

5. 學會辦理家庭會議的工作方

法及協商技巧 

1. 說明家庭成員有長照需求之家庭

壓力 

2. 說明如何評估家庭關係及動力 

3. 說明家庭在不同長照場域(住宿

式、居家、社區式機構)的功能

與角色 

4. 探討維繫家庭支持系統的方法 

5. 說明辦理家庭會議的工作方法及

協商技巧 

6. 案例討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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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6. 透過案例學習與家庭工作之

技巧 

7.專業倫理與法律 長照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1. 瞭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議

題 

2. 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瞭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題。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個案

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本概

念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8.溝通技巧 
溝通協調技巧及問題處

理 

1. 瞭解溝通與協調技巧 

2. 瞭解常見與長期照顧個案、

照顧者及社區服務提供單位

溝通協調問題與解決策略 

說明溝通協調技巧與常見情境及問

題處理 

1 

9.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 

1. 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

措施與通報流程 

2. 瞭解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

家、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

染管制的處理原則 

1.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因應措施

與通報流程 

2. 說明不同長照服務場域 (居家、

社區、住宿式機構) 感染管制的

處理原則 

1 

10.個案研討 

(1)照顧倫理兩難個案

研討 

 

1. 瞭解社工專業之倫理及價值 

2. 認識長照領域常見的倫理兩

難情況 

3. 瞭解社工員因應倫理兩難的

原則 

1. 說明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常見之倫

理兩難議題 

2. 探討社工員如何因應倫理兩難的

原則 

3. 實際案例探討 

2 

(2)保護個案案例研討 
1. 認識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保護

服務之基本內涵；個案遭受

1. 簡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概念 

2. 說明在機構或家庭中發現疑似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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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遺棄、疏忽及虐待之跡象 

2. 能瞭解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保

護個案之通報流程 

3. 能瞭解社工員於疑似老人或

身心障礙者保護案件之職責 

護個案之通報流程 

3. 追蹤疑似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

個案之情況，並維繫/強化個案

之支持系統 

4. 案例分析 

11.年度專題及新興議

題 

(1)失智症照顧與支持 

1. 能瞭解失智症者的日常生活

照顧原則及溝通技巧 

2. 熟悉失智症家屬支持與輔導

實務，並認識失智症照顧相

關資源 

3. 透過案例學習與失智症者及

其家庭工作之技巧 

1. 探討失智症溝通技巧，及認識日

常生活照顧重點 

2. 瞭解與支持失智症者家屬之工作

方法及相關服務資源 

3. 案例分析 

2 

 

(2)監護宣告及信託之

介紹與實務 

1. 瞭解監護、輔助宣告之定義

與種類。 

2. 認識監護、輔助宣告之內

涵。 

3. 熟悉監護、輔助宣告之處理

流程。 

4. 能瞭解社工員於監護、輔助

宣告中的角色與因應原則。 

5. 瞭解信託遺產與實務情境處

理之相關知識 

1. 說明監護、輔助宣告之定義與種

類。 

2. 說明哪些身心障礙者或老人需要

監護、輔助宣告制度。 

3. 透過長照服務案例，解釋監護、

輔助宣告之流程，並說明社工員

在監護、輔助宣告中扮演的角色

和因應原則。 

4. 長照個案研討 

總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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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之社會工作人員 
 



1 
 

長期照顧整合課程(LevelⅢ) 
 110年 2月 25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號函修訂 

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時數 

1.跨專業整合式課

程 

1. 跨專業整合性個案研

討  

2. 出院銜接長照服務個

案研討 

透過小組跨專業分享及討論，了解跨專業

服務團隊提供長期照顧個案時面臨狀況及

問題，思考因應方法與對策，激勵創新思

維，增強因應能力，包含 

(1)失能、(2)失智症、(3)身障、(4)兒童、

(5)精障、(6)獨居或雙老、(7) 高風險(如

自殺或家暴、藥酒癮)、(8)特殊個案 

(9)出院銜接長照服務個案 

透過小組跨專業分享及討論，思

考因應方法與對策，激勵創新思

維，增強因應能力。 

 

18 

2.其他專業課程 行政及資源管理 

瞭解長期照顧行政、資源管理概念與執行   

  (1)財務-長期照顧財務補助、稅務及保險 

(2)如何有效透過資訊系統增進人員及品

質服務之管理 

說明長期照顧行政、資源管理

概念與執行   

(1)財務-長期照顧財務補助、

稅務及保險 

(2)如何有效透過資訊系統進人

員及品質服務管理 

3 

3.年度專題及新興

議題 

參考主題:長照科技發展

趨勢 

 

 

 

 

 

 

 

3 

總計    24 

註: 

培訓對象為已完成長照培訓共同課程(LevelⅠ)及專業課程(LevelⅡ)之各類醫事人員、社工人員、照管人員及 A 單位個管人員 



 
 

1 
 

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Ⅱ)及整合課程(LevelⅢ)授課講師資格 

 
110年 2月 2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3201 號函修定 

 

授課講師應符合下列各點資格之一: 

一、 具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或其他領域領有專業證書，且完成長

照培訓共同 (LevelI)、專業課程(LevelⅡ)、整合課程(Level

Ⅲ)課程者。 

二、 具課程內容領域專長及符合下列學歷及經歷(授課領域)資格: 

(1) 碩士以上者，應具三年(含)以上授課課程內容領域專長之

實務經驗。 

(2) 大學以上者，應具五年(含)以上授課課程內容領域專長之

實務經驗。 

(3) 專科以上者，應具七年(含)以上授課課程內容領域專長之

實務經驗。 

三、 具課程領域專長及教育部審定講師(級)以上資格者。 

四、 現(曾)任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長期照顧相關職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