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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一 O九學年度推廣教育 

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 

－認知促進與失智預防協助員人才培訓研討會 招生簡章 

一、依課期據： 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議決議。 

二、目        的： 人口老化是全球化議題，老化過程所致失能或認知功能障礙，不只是社會整體的

照護負擔，對於個人及家庭也造成極大的負荷。本方案以長期照護相關領域之師

資為主軸，結合各專家在教學、場域服務及研究專長，共同發展認知促進與失智

延緩應用之教學方案、人員訓練、人員能力驗證及介入措施成效驗證，希望藉由

本課程培育協助員專業人才，並實際應用至社區相關單位。 

三、班          別： 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認知促進與失智預防協助員人才培訓

研討會 

四、對          象： 有意願投入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之專業人員、長照相關專業人員等。 

五、課 程 時 間： 2021年 1月 14日(星期四)至 2021年 1月 16日(星期六)，08:00~17:00 

（每日開放報到一小時後截止簽到） 

六、收 費 標 準： 共計新台幣 3,800元整，費用包含報名費、學雜費、講義費、午餐費。 

七、上 課 地 點：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第一醫療大樓 13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八、報 名 方 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 

1) 請先至本處官方網站學員專區進行註冊 https://reurl.cc/pd567d ，若為本處舊

生可直接登入。 

2) 課程連結：https://ocee.tmu.edu.tw/courses_registration/class_103812/ 

3) 點擊「報名及繳費」，於線上取得個人專屬虛擬

帳號(台新銀行)，請於三日內繳費並收到報名確

認通知信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4) 虛擬帳號若逾時請重新進行報名步驟以取得新的

虛擬帳號。 

九、報 名 日 期： 本課程將依報名順序優先錄取，即日起至額滿即止，錄取者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十、重 要 事 項： ● 本班為非學分班，不授予學位證書，全程出席三日研討會課程且同時通過學

科考核測驗(成績>=70分)者，於完成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師資人才

資料庫登錄後，始發予「認知促進與失智預防協助員合格證書」。 

● 「認知促進與失智預防協助員合格證書」效期為一年，回訓機制依衛生福利

部相關規範辦理。 

https://reurl.cc/pd567d
https://ocee.tmu.edu.tw/courses_registration/class_10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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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退費方式：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開課日前退費者，扣除報名費 200 元後退還已繳學雜費

用之九成；自實際開課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扣除報名費 200 元後退還已

繳學雜費用之五成；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十二、課程內容： (敬請參閱下頁議程表) 

十三、洽詢方式： 臺北醫學大學 進修推廣處(大安校區) 

服務時間： 周一至周五 10:00-17:00 (午休時間：12:00~13:30) 

地        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 172-1號 13樓 

電        話： (02) 6638-2736 轉 1310 鄭小姐、1311劉小姐 

電子信箱： tess0404@tmu.edu.tw 

傳        真： (02) 2738-7348 

 

【本課程師資、課程內容、課程表、時間及場地等，本處保留變更之權利。】 

 

  

加入我們的 Facebook跟 Line！ 

隨時掌握最新消息，不時會有免費直播唷！ 



第 3 頁 

 

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 

認知促進與失智預防協助員人才培訓研討會 

一、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臺北醫學大學進修推廣處、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三、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台灣長照護理學會、台灣居

家護理暨服務協會、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台灣長照及高齡健康管

理發展協會、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Associatio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e 

四、計畫主持人：周桂如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院長（計畫編號：CL-06-0032） 

2021年 01月 14日(星期四)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8:10~08:50 報  到（09:10截止簽到） 

08:50~09:10 致詞及合照 

吳麥斯 雙和醫院 院長 

周桂如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院長 

韓柏檉 臺北醫學大學 進修推廣處 進推長 

盧美秀 全聯會 監事長 

09:10~10:40 
高齡化政策：談長照 2.0－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 

周桂如 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盧美秀 監事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

公會 全國聯合會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老人身體活動能力的改變 

林立峯 副主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教學部 

12:10~13:10 

上午簽退（12:10） 

午  餐 

下午簽到（12:40） 

13:10~14:40 老人活動能力訓練 

林立峯 副主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教學部 

高靖秋 理事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

公會全國聯合會 

14:40~14:50 休  息 

15:00~16:30 失智症病人的進食問題 

胡朝榮 副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16:30~16:40 結  語 

16:40~ 賦  歸（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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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 

認知促進與失智預防協助員人才培訓研討會 

2021年 01月 15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8:30~09:00 報  到（09:30截止簽到） 

09:00~10:30 老人視覺空間功能 

曾祥非 所長 

臺北醫學大學 

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所 
任秀如 主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護理部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失智症分類與評估 

黃立楷 主治醫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神經內科 

12:10~13:00 

上午簽退（12:10） 

午  餐 

下午簽到（12:30） 

13:00~14:30 
老化過程中 

感覺與知覺的改變 

林恭宏 博士 

臺北醫學大學 

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曾勤媛 理事長 

台灣居家護理暨 

服務協會 

14:30~14:40 休  息 

14:40~16:10 
注意力在老年人的 

變化與訓練方式 

林恭宏 博士 

臺北醫學大學 

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16:10~17:00 
老人執行功能之改變

（上） 

邱惠鈴 博士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17:00~17:10 結  語 

17:10 賦  歸（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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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 

認知促進與失智預防協助員人才培訓研討會 

2021年 01月 16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8:30~09:00 報  到（09:30截止簽到） 

09:00~09:50 

Montessori for Ageing 

and Dementia 

(採視訊方式進行) 

Executive Director. 

Anne Kelly 

Montessori Ageing 

Support Services 

周桂如 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 

09:50~11:20 
與失智長者溝通的 

原則與技巧 

陳姵君 職能治療師 

與樂職能治療所負責人 林月桂 院長 

臺北市兆如老人 

安養護中心 
11:20~12:00 老人執行功能之改變（下） 

邱惠鈴 博士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12:00~13:00 

上午簽退（12:00） 

午  餐 

下午簽到（12:30） 

13:00~14:30 
記憶評估與 

延緩惡化的策略 

劉興政 醫務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涂心寧 總幹事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 

14:30~16:00 高齡者周全健康評估 

曾櫻枝 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16:00~16:10 休  息 

16:10~16:50 後  測  評 值 

16:50~ 賦  歸（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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