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7 年度「長期照顧醫事人員暨照顧管理人員專業課程繼續教育訓練計畫」

居家護理個案管理 Level-II 訓練營(南區) 
 

一、 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10 月 27 日(星期六)、 
                   10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10 月 30 日(星期二) 
 

二、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合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癌治療醫院 
 

三、 辦理地點：義大癌治療醫院 6樓大禮堂(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 21號) 

四、 課程內容： 

第一天 
10月 26日(五)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07:30~07:50 簽    到 

07:50~08:00 
致歡迎詞 
   ─醫院代表 
   ─全聯會代表 

 
洪朝明 院長 

紀淑靜 常務理事 
08:00~08:50 長期照顧管理概論 紀淑靜 副院長 
08:50~09:00 休  息 
09:00~10:40 個案照護計畫案例討論 吳汶鳳  個管師 
10:40~10:50 休  息 
10:50~12:30 個案照護計畫案例討論 吳汶鳳  個管師 
12:30~13:30 午餐及下午簽到(12:30 後) 
13:30~15:10 個案照護計畫案例討論 吳汶鳳  個管師 
15:10~15:20 休  息 
15:20~17:00 居家常見感染管制與自我防護 高金盆  督導 

17:00~ 賦歸及簽退 
§ 講師簡介 
紀淑靜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暨護理事業輔導委員

會/主任委員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品質副院長 
 吳汶鳳 屏東基督教醫院出院準備組/個管師 
高金盆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居家護理所/督導 



 
第二天 

10月 27日(六)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08:40~09:00 簽    到 
09:00~10:40 照顧者壓力與韌力評估 李逸  理事長 
10:40~10:50 休  息 
10:50~12:30 家庭案例討論 李逸  理事長 
12:30~13:30 午餐及下午簽到(13:00 後) 
13:30~15:10 照顧者關懷與療癒 黃志忠  副教授 
15:10~15:20 休  息 
15:20~17:00 居家照護服務模式介紹 李淑惠  護理師 

17:00~ 賦歸及簽退 
§ 講師簡介 
李逸 社團法人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理事長 

  黃志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李淑惠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師 
 

第三天 
10月 29日(一)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08:00~08:20 簽    到 

08:20~09:30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吳讚美  護理長 

09:30~09:40 休  息 
09:40~11:00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吳讚美  護理長 
11:00~12:00 午餐及下午簽到(12:30 後) 
12:00~13:40 照顧管理評估實作(至少 3位) 吳讚美  護理長 
13:40~13:50 休  息 
13:50~15:30 照顧者支持系統介紹 邱啟潤  副教授 

15:30~ 賦歸及簽退 
§ 講師簡介 
吳讚美 屏東基督教醫院/護理長 
邱啟潤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監事 



 
第四天 

10月 30日(二)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08:00~08:20 簽    到 
08:20~10:00 居家照護給付與照顧組合 呂郁芳  理事長 
10:00~10:10 休  息 
10:10~11:50 居家照護相關政策與法規 邱怡玟  副教授 
11:50~13:00 午餐及下午簽到(12:30 後) 
13:00~14:40 居家護理跨領域資源開發整合與應用 簡淑媛  主任 
14:40~14:50 休  息 
14:50~16:30 照顧技巧之專業指導與護理 陳秀偵  督導 
16:30~16:40 休  息 
16:40~17:10 課後測驗 

17:10~ 賦歸及簽退 
§ 講師簡介 
呂郁芳 社團法人台中市居家護理聯盟協會/理事長 
邱怡玟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長期照護研究所副教授 

 陳秀偵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督導 

簡淑媛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講師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主任  

 



 交通資訊 

 

【開車資訊】 

 利用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南二高]) 

南下、北上國道 3號高速公路至燕巢系統交流道轉入西向國道 10號高速公路下燕巢交流道，

往燕巢方向直行 1.2公里，約 2分鐘車程。 

 利用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 

(1)南下國道 1號高速公路下楠梓交流道第一個出口往旗山方向(356KM)，左轉台 22線旗楠

路 4.5公里，約 5分鐘車程。 

(2)北上國道 1號高速公路下楠梓交流道第三個出口往旗山方向(356KM)，右轉台 22線旗楠

路 4.5公里，約 5分鐘車程。 

 利用國道十號(左營ó旗山) 

東向、西向國道 10號高速公 

【公車資訊】 

 義大客運 

E03、E04B(左營高鐵站義大) 

  E03B     (高鐵大昌醫院義大) 

 96       (義大世界義大) 

 261      (旗山南站義大) 

 港都客運 

  7A號     (加昌站義大) 

 南臺灣客運 

  紅 58 線  (捷運都會公園站義大) 

 高雄客運 

  8023     (旗山義大) 

 8020.8008(岡山義大) 

 97號     (捷運都會公園站義大) 

 98號     (捷運青埔站義大) 

 H11       (桃源義大) 

 H22       (那瑪夏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