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新北區精神醫療網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住宿型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簡章

一、計畫目的

1. 增進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之經營與行銷管理技巧。

2. 增進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之資源整合能力與多元化社區復健服務，
提升精神復健機服務績效與品質。

3. 增進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對經營與服務之相關法律的認識，及未來
執行時的因應之道。

4. 增進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機構經營方針之擬定。

5. 增進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對精神復健機構立案，特別是消防和緊急
災害之相關法規認識。

6. 增進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對精神衛生法修正之認識和角色功能的強
化。

二、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三、辦理單位：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新北區精神醫療網)

四、參加對象

1. 全國精神復健機構新進或目前擔任機構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含於機構專任、

兼任或擔任專管身份但有向衛生局報備之專業人員之醫師、護理人員、職能治療

師（生）、臨床心理師及社會工作人員）。

2. 新北市精神復健機構(含籌設中)從業、儲備之專任管理員優先，如報名人數超

過預期時，其他地區次之，非精神復健機構相關從業人員再次之。

五、報名資格

報名者身分 任職年資及訓練時數資格 可報名班別

機構負責人 任職 1年內：訓練時數至少 10小時（含精神復健機構

管理實務6小時及精神復健機構標竿學習4小時）。

A班

任職1年後：訓練時數至少6小時（應包括「參與精神

復健機構管理實務」、「精神照護相關法規與政策知能」、

消防安全、緊急應變及傳染病防治課程）。

B班

由專業人員擔任專

任管理人員者

任職 1年內：訓練時數至少 10小時（含專業訓練 6小

時及精神復健機構標竿學習4小時）。

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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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1 年後：訓練時數至少6小時（應包括消防安全、

緊急應變及傳染病防治課程）。

C班

專業人員(醫生、護

理人員、職能治療師

(生)、臨床心理師及

社會工作人員)

訓練時數至少6小時(應包括「精神復健服務及品質」、

「社區連結、 融合及行銷」、消防安全、緊急應變及傳染

病防治課程）

C班

六、課程時間：

1. A班：111年 1月 25-26日(課程內容詳見課程表)。

2. B班：111年 1月 24日(課程內容詳見課程表)。

3. C班：111年 1月 24日(課程內容詳見課程表)。

六、上課地點：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門診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  (AB      班  )  、復健大樓三  

樓  (C      班  )  ，若受疫情影響無法辦理實體課程時，另行公告取消或改為線上課程，

敬請留意本院官網。

七、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1.報名相關資訊公告於本院網站快速選單「新北醫療網」，請自行下載簡章。本院

網站：http://www.bali.mohw.gov.tw/

2.報名時間:111年 1月 3日上午8:00起至111年 1月 7日中午 12點止，若報名完

畢可點選報名網址下方點選"目前報名數"查看報名狀態。

3.請至報名網頁填選表單，網址如下(亦可掃描QRcode)：

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61461bfdae014561?fbclid=IwAR0kh-

LhVU2rz6w2SVj06BU_3xSZhzTTh090V1PJ23oK9catS4yXdpTKw50

4.請填妥表單，並將以下資料備齊且上傳者方完成報名程序：

(1)在職證明(PDF檔或圖檔)

(2)個資同意書(需下載列印並簽名後以PDF檔或圖檔上傳)

5.錄取公告:111年 1月 17日上午 10:00於本院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6.報到時請繳交   1      吋照片      1      張  ，以利製作結訓證書。

7.各班別限額 50名，若報名人數三人以下(含三人)則不開班，會再致電通知。

8.報名者資格若不符合該班別，視同報名失敗。

9.聯絡人: 王玉山職能治療師02-26101660分機2401

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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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證明文件請於課程開課前繳驗完成，方完成報名程序。

2. 需全程參加（簽到、簽退），始核發結訓證書。遲到達 15分鐘、缺席、中途離席
者，恕不另外開立上課時數證明。

3. 本課程全程免費，午餐(代訂便當於每日 9:30截止)及交通自理(報名時可登記
交通接駁車，限乘坐 20人)。

4. 本次課程依衛生福利部計畫規定，將於首日與最後一日課程安排前後學習測驗。

5.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衛生福利部委託方案要求，結業人員名冊將函報衛生福
利部及各縣市衛生局備查，故請下載同意書表單(附件 1)，簽具同意書後掃描
成PDF檔上傳(手機掃描 APP可轉成PDF檔)，同意者方予以受訓。

6. 此證書遺失恕不補發。

7. 本活動遇自然災害，新北市政府宣布不上班，活動自然取消，不另公告。

8. 愛護地球，響應環保署紙杯減量方案，本次課程提供茶水，請自備環保杯。

9. 為落實低碳作業，本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將於開課前 3 天 ( 1 / 2 1 )
將課程簡報電子檔上傳至本院外網(新北精神 e 療網專區- 檔案下載
區)，請自行下載。

10.防疫期間須全程自備戴口罩，並配合中央指揮中心相關防疫指引規範
辦理。

九、交通方式：
1. 自行開車：本院提供復健大樓停車場停放(免費)。
2. 搭乘本院專車(限報名時有登記接駁者搭乘，僅限 20人乘坐)：

路 線 時間
捷運新埔站 5號出口經蘆洲至本院 搭車時間AM7:30 PM17:10依課程彈性調整
蘆洲捷運站 1號出口(二師兄肉羹店對
面)

搭車時間AM7:50 PM17:10依課程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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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住宿型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班別Ａ

1月 25日 課程主題 講師 上課教室

09:00-09:50
管理實務～機構人事

管理【1】

尹思賢社工師

私立佳瑩康復之家

國際會議廳

10:00-10:50
管理實務～環境安全

及衛生管理【1】

11:00-11:50

管理實務～成本效益

分析評估及財務管理

【1】

13:00-14:30 標竿學習【2】 廖敏玲負責人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附設

中和社區復健中心
14:40-15:30

管理實務～健保申報

【1】

1月 26日 課程主題 講師 上課教室

8:50-9:40

標竿學習【2】

高君慈負責人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附設八里康復之家

國際會議廳

9:40-10:30

郭慧蒂負責人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附設第二所康復之家

10:30-12:00

管理實務～與醫院之

溝通與合作【1】 張自強主任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國際會議廳

管理實務～對外關係

協調、媒體處理【1】

班別Ｂ

1月 24日 課程主題 講師 上課教室

09:30-10:20
管理實務～對外關係協

調、媒體處理【1】

張自強主任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國際會議廳

10:30-12:00 精神照護相關法規與政策

知能～長期照顧服務法及

相關政策措施【1】

吳富凱 執行秘書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
精神照護相關法規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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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家庭暴力、性侵害

及性騷擾防治法【1】

13:10-14:00 傳染病防治【1】
呂雅婷感控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國際會議廳
14:10-15:00

緊急應變及異常事件處理

（含計畫與應用）【1】
陳威中組長

台北榮民總醫院
15:10-16:00 消防安全相關法規【1】

班別Ｃ

1月 24日 課程主題 講師 上課教室

09:30-10:20 社區連結、融合及行銷【1】
陳德群職能治療師

金山社區復健中心

復健大樓

10:30-12:00

參與精神復健服務及品質

～個案功能評估、工具應

用、分析、治療計畫之擬定

與執行【2】

陳德群職能治療師

金山社區復健中心

13:10-14:00 傳染病防治【1】
呂雅婷感控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國際會議廳
14:10-15:00

緊急應變及異常事件處理

（含計畫與應用）【1】
陳威中組長

台北榮民總醫院
15:10-16:00 消防安全相關法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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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資  同  意  書

本人           同意主辦單位於結業後將個人資料函報衛生福利部及各縣市衛

生局備查。

同意人簽章:                  日期:                

 

說明: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衛生福利部委託方案要求，結業人員名冊將函報衛

生福利部及各縣市衛生局備查，故請學員於報名時簽具同意書，同意者方

予以報名。

*同意書請印出簽名及蓋章後，轉成      PDF      檔再上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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