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澎湖縣照顧服務員訓練報名簡章 
     老年人口急遽上升，截至 109 年 4 月底的統計，我國戶籍登記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計 367 萬

人以上，其中本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更占全縣總人口 16.7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為因應長

期照護人力需求的增加，本協會已數年承辦照顧服務員訓練活動。政府亦於民國 93 年正式將照顧服

務員納入國家技術士單一級證照考試科目。對於照顧服務有興趣，想找份具前瞻性且有意義的工作，

歡迎您參予本次訓練課程，一同加入我們的行列。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 

 ◆訓練對象： 

1.設籍本縣且實際居住於本縣(外籍人士需領有工作證)，具擔任照顧服務工作有熱忱者。   

2.年滿十六歲以上，性別不拘，身心健康狀況良好、無不良嗜好。 

 ◆報名方式： 

1.採現場報名（長青活動中心二樓居家服務辦公室），依報名表收到先後順序，並備齊文件及完成繳費 

者，始完成報名手續，一概不受理電話報名。 

 2.報名時間：109 年 5月 18 日至 109年 5月 29日(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訓練名額：30人（額滿為止，請儘早完成報名手續） 

◆訓練費用： 

1.全程參與課程訓練費用 3,000元整。(完成學科、實習及測驗者，課後退還 1000元整。) 

2.僅報名機構術科實習+技術回覆示教：訓練費用 2,000元整(課後不退款)。報名此項目者需完成長期 

 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的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並附上 108年 7月 20 日至 109年 5月 22日內之   

 線上學習證明) 

3.訓練費用於課程講義印刷、實習教材及指導等費用均支付於學員課程上，繳費收據於報到當日發放。 

 ◆上課時間/地點：如課程表所列。完成報名學員敬請於 109年 6月 8日(星期一) 07:50報到，長青活 

         動中心一樓昭揚堂(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 7-1號)，承辦單位不再另行通知。 

 ◆訓練注意事項：(訓練期間不提供便當，請自理) 

1.核心學科課程：52小時、實作課程：8小時、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2小時，請參照課程表，出席 

率須達 80％(50小時)以上，且通過筆試及格者方能參加機構術科實習。(註：實作課程、綜合討論與 

課程評量不可請假) 

2.機構術科實習：30小時，需全程參與不得請假，且通過三天機構實習及格者方能參加技術回覆示教。

(實習日期將因應參訓人數及實習機構可配合時段作調整，訂於核心學科課程結束後實施) 

   3.技術回覆示教：10小時，需全程參與不得請假，訂於機構術科實習結束時間後實施。  

   4.核心學科課程、機構術科實習、技術回覆示教以上如未達受訓時數不予核發結業證書；所有測試成 

績需及格，才核發合格結業證書。 

   5.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請學員於課程中全程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另配合於每堂課前 

量測體溫及酒精消毒等相關防疫措施。 

  ◆報名資料：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大頭照 2張、外籍配偶需檢附工作證影本(有身分證免附)、訓練費。 

  ◆報名地點：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 7-1號（長青活動中心二樓居家服務辦公室） 

  ◆聯絡方式：居家服務督導員 夏于琄 9274927、9261472轉 209 

 



 

109年澎湖縣照顧服務員訓練報名表 【序號:          】 

姓名: 性別:□男 □女 聯絡電話 
<家> ：     

<手機>： 

照片黏貼處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現職: 

通訊地址: 

參加

動機 

□ 欲從事居家服務工作 

□ 失業中，對此類工作有興趣            □從事非相關工作中，對此類工作有興趣 

□ 從事相關工作中，須取得此項結業證書  □其他： 

身 

分 

證 

黏 

貼 

處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注 

意 

事 

項 

： 

請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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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確 

認 

後 

再 

報 

名 

一、報名需繳交文件 

    1.□照片 2張 

    2.□外籍配偶需檢附工作證影本乙份（有身分證者免附） 

    3.□繳交訓練費用     元整，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恕不保留名額。 

    4.□相關事項:（1）6月 8日 07:50報到，不再另行通知。 

                 （2）說明本訓練課程內容共計三階段，結訓證書核發說明如下： 

                      核心學科課程出席須達 50 小時以上 

                      機構術科實習、技術回覆示教不得請假 

                      三階段測試成績需及格，才核發合格結業證書 
                 （3）課程期間不提供紙杯，請學員自備杯子以利環保。 

二、報名課程 

    □核心學科課程     □機構術科實習     □技術回覆示教 

 

 

                               確認資料無誤後，請簽章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 現職

開訓典禮 08:00-08:30 李豫花 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理事長

清潔與舒適協助技巧-1 08:30-12:30

清潔與舒適協助技巧-2 13:30-15:30

基本生理需求 15:40-17:40

基本生命徵象 19:00-21:00

照顧服務資源與團隊協同合作 08:00-10:00 張怡萍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畢業/澎湖縣衛

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管督導

長期照顧服務願景與相關法律基本認識 10:10-12:10 曾淑惠
輔仁大學法律系法學組畢業/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務專員

認識家庭照顧者與服務技巧 08:00-10:00 林淑惠
台北護理學院畢業/澎湖縣照顧服務協

會社區服務組長

急救概念 10:10-12:10 蔡慶鴻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畢業/澎湖縣政

府消防局教官

心理健康與壓力調適 13:30-15:30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15:30-16:30

意外災害的緊急處理 16:40-17:40

急症處理 18:40-20:40

身體結構與功能 08:10-10:10

營養膳食與備餐原則 10:20-12:20

照顧服務員功能角色與服務內涵 13:30-15:30

家務處理協助技巧 15:40-17:40

急救概念-實作課程2小時 08:10-10:10 蔡慶鴻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畢業/澎湖縣政

府消防局教官

清潔與舒適協助技巧-實作課程2小時 10:20-12:20

基本生命徵象-實作課程1小時 13:30-14:30

營養膳食與備餐原則-實作課程1小時 14:30-15:30 許梅音
嘉南藥理學院食品衛生系畢業/衛生福

利部澎湖醫院營養師

活動與運動及輔具協助-實作課程2小時 15:40-17:40 歐昱德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澎湖縣輔具資

源中心職能治療師

家庭暴力、老人保護及身心障礙者保護

工作概述(含相關政策與法律)2小時
18:30-20:30 顏芳蕙

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澎湖縣政府社

會處社工師

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導論 08:10-11:10 温俞慧
社團法人台灣職能治療學會/居家及社

區職能治療師

居家用藥安全 11:20-12:20 顏美玲
嘉南藥理學院食品衛生系畢業/衛生福

利部澎湖醫院藥劑科主任
疾病徵兆之認識及老人常見疾病之照顧

事項
13:30-15:30

臨終關懷及認識安寧照顧 15:40-17:40

認識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與服務技巧 08:10-12:10 林美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澎湖縣樂朋家

園中心主任

認識失智症與溝通技巧 13:30-15:30 鄭任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衛生福利部

澎湖醫院失智共照中心醫師

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 15:40-17:40 楊佩姗
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澎湖縣照

顧服務協會照顧服務組長
實習/回覆

時間
實習/回覆示教 時間

6/17(三) 機構實習(1)10小時 08:00-18:00

6/18(四) 機構實習(2)10小時 08:00-18:00

6/19(五) 機構實習(3)10小時 08:00-18:00

6/22(一) 技術回覆示教10小時 08:00-18:00

各鄉市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各鄉市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澎湖縣長青活動中心昭揚堂

台北護理學院畢業/澎湖縣照顧服務協

會社區服務組長
林淑惠

林淑惠
台北護理學院畢業/澎湖縣照顧服務協

會社區服務組長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畢業/衛生福利部澎

湖醫院護理師
施慧欣

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澎湖縣照

顧服務協會照顧服務組長
楊佩姗

實習/回覆示教 地點

各鄉市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6/16 (二) 長青昭揚堂

6/10(三) 長青昭揚堂

6/11 (四) 長青昭揚堂

6/12 (五) 長青昭揚堂

6/15 (一) 長青昭揚堂

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

109年澎湖縣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表

6/9

(二) 長青昭揚堂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澎湖縣輔具資

源中心職能治療師
歐昱德

台北護理學院畢業/澎湖縣照顧服務協

會社區服務組長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澎湖縣

社區大學校長

蔡慶鴻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畢業/澎湖縣政

府消防局教官

林淑惠

6/8

(一)
長青昭揚堂

活動與運動及輔具協助 13:30-17:30

李文祝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 現職

急救概念-實作課程2小時 08:10-10:10 蔡慶鴻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教官

清潔與舒適協助技巧-實作課程2小時 10:20-12:20 林淑惠 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社區服務組長

基本生命徵象-實作課程1小時 13:30-14:30 林淑惠 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社區服務組長

營養膳食與備餐原則-實作課程1小時 14:30-15:30 許梅音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營養師

活動與運動及輔具協助-實作課程2小時 15:40-17:40 歐昱德 澎湖縣輔具資源中心職能治療師

家庭暴力、老人保護及身心障礙者保護工作概

述(含相關政策與法律)2小時
18:30-20:30 顏芳蕙 澎湖縣政府社工師

6/16 (二) 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 15:40-17:40 楊佩姗 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照顧服務組長

實習/回覆示教

時間
實習/回覆 時間

6/17(三) 機構實習(1)10小時 08:00-18:00

6/18(四) 機構實習(2)10小時 08:00-18:00

6/19(五) 機構實習(3)10小時 08:00-18:00

6/22(一) 技術回覆示教10小時 08:00-18:00

各鄉市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各鄉市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澎湖縣長青活動中心昭揚堂

各鄉市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

109年澎湖縣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表(僅報名實作課程+實習+回覆示教者)

長青昭揚堂

6/12 (五)

實習/回覆示教 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