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for the Seniors, FACES 

高齡照護師 Geriatric Care Practitioner (GCP)認證 

第二屆 共同核心課程研習營 

一 、 活動目的： 

 

 

 

  

二 、 認證方式：請詳閱「高齡照護師認證辦法」 

三 、 主辦單位：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四 、 協辦單位：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成大醫院教學中心、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五 、 培訓課程時間與地點： 

1. 共同核心課程： 

第一日：民國 111 年 06 月 26（週日），上午 8 點 20 分至下午 5 點； 

                           臺南成大醫學院成杏校區第三講堂（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第二日：民國 111 年 07 月 31（週日），上午 8 點 20 分至下午 5 點；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金龍展演廳（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 號）。 

第三日：民國 111 年 08 月 21（週日），上午 8 點 20 分至下午 5 點；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金龍展演廳（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 號）。 

2. 實習課程：場地時間與收費方式，將再另行公告並與各位學員進行安排。 

六 、 培訓對象：符合本協會之「高齡照護師認證辦法」第二條規定者皆可報名。 

                   （協會保有最終資格認定之權利）。  

七 、 報名方式：統一線上報名：https://reurl.cc/WkeAme       報名 QR Code 

八 、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06 月 14 日(週二) 18:00， 

(1) 若報名人數不滿 20 人時，該課程取消或額滿即截止。 

(2) 各項措施將視疫情發展及相關規定滾動式調整，請關注本會臉書及官網訊息。 

九 、 核心課程繳交費用：報名後 5 個工作天內請提供繳費資訊，逾期取消報名並釋出名額。 

(1) 本會會員：單日 1,000 元；三日全程報名，共 2,500 元； 

(2) 非  會  員：單日 2,000 元；三日全程報名，共 5,000 元。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FACES)有鑑於高齡評估處置、跨專業整合與連續

性照護的複雜程度與專業性，特舉辦「高齡照護師認證」培訓，希望經由

共同核心課程與實習訓練，能習得高齡病況的評估與治療考量、整合各專

業的建議、擬定多重複雜問題的照護計畫與目標，期望可以提供從住院的

高齡醫療延伸至社區的連續性照護，落實高齡醫療照護的精神，提升長者

的生活品質。 

https://reurl.cc/MbY6pp
https://reurl.cc/WkeAme
https://www.facebook.com/TWFACES
http://www.faces.org.tw/


 

十 、 繳費方式： 

匯款/轉帳 至 (700) 0031071-0883267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 繳費後請務必提供繳費資訊至協會信箱 faces.gcp@gmail.com 

⚫ 信件標題：「GCP 第二屆共同核心課程研習營」繳費資訊 

⚫ 信件內容請依以下項目直接複製貼上： 

學員姓名： 

單位： 

職稱： 

是否為現任會員：會員/非會員 (請擇一) 

報名課程日期： 

□ 06月 26日(日)、□ 07月 31日(日)、□ 08月 21日(日)、□三日課程全報 

繳交費用：              元 

繳費日期：111 年   月    日 

繳費方式：轉帳/無摺存款/臨櫃匯款(請擇一) 

※轉帳-請提供帳號後 5 碼。 

※無摺存款-請提供收據(照片/掃描檔) 。 

※臨櫃匯款-若非本人，請提供匯款者及上課者姓名。 

十一 、 報名費退費規定： 

⚫ 最遲於 6/14(二)報名截止日前，以 Email 提出申請，將扣除相關手續費 200 元後

退費。逾期者視同請假恕不退費。 

⚫ 退費程序需 30 日(工作日)。 

※ 請務必提供退費申請資訊至協會信箱 faces.gcp@gmail.com 

⚫ 轉寄原繳費資訊信件，更改標題：「GCP 第二屆共同核心課程研習營」退費申請 

⚫ 信件內容請檢附以下項目： 

學員姓名： 

原繳交費用：              元 

原繳費日期：111 年   月    日 

退費方式：□轉帳   □無摺存款   □臨櫃匯款  

退款分行(銀行帳戶-必填)： 

退款帳號： 

十二 、 協會保有學員資格審核與調整課程之權利。  



 

十三 、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閱)：  

1. 單日課程結束後填寫「測驗試題」。須於規定時間內(另行公告)完成，方可核發

電子研習證明與測驗成績單。 

2. 本場活動已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備註：以主辦單位實際申請到為主)。 

⚫ 護理人員：審查中。 

⚫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審查中。 

⚫ 公務人員：審查中。 

3. 參與學員皆需『紙本』4 次簽到簽退，缺一皆無法給予學分。 

 上午簽到：07:50~08:20 (最晚至 08:30) 

 上午簽退：課堂(含綜合討論)結束後~結束後 10 分鐘 

 下午簽到：12:50~13:20 (最晚至 13:30) 

 下午簽退：課堂(含綜合討論)結束後~結束後 10 分鐘 

4. 為維護上課品質及尊重課堂講師，恕『無法提供延遲簽到與提早簽退』服務，

敬請見諒。 

5. 繼續教育積分訂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上傳。若有任何積分問題請在課程結束

一個月後 e-mail: faces.gcp@gmail.com 洽詢，其餘時間概不受理。 

各積分查詢單位 

護士/護理師：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護產積分管理資訊系統。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簽到簽退資料，將寄回「台灣老人急重症醫學會」。 

公務人員：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6. 研習證明與測驗成績單統一於第三天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統一由 e-mail 發送，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7. 請尊重課程倫理及智慧財產權，課程內容為講師個人智慧財產權，受著作權保

護，未經權利人同意，不得重製、散布或公開傳輸等行為，翻印重製必究，敬

請配合。 

8. 本場活動不提供停車費減免，敬請見諒！ 

9. 為響應環保，維護場地清潔，參加研習課程之學員請自行攜帶筆、環保杯。 

10. 如有問題請 e-mail 與協會洽詢：faces.gcp@gmail.com。謝謝。  



 

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for the Seniors, FACES 

高齡照護師共同核心課程（第一日） 

Geriatric  Care  Practitioner  (GCP)  

時  間：民國 111 年 06 月 26（週日），上午 8 點 20 分至下午 5 點 

地  點：成大醫學院成杏校區第三講堂（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主辦單位：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協辦單位：成大醫院教學中心、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時間 分鐘 題  目 講  者 

07:50-08:20 報到 

08:20-08:30 10 Opening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高齡醫學中心 

林育德 理事長/主任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張家銘 創會理事長/主任 

08:30-09:20 50 高齡疾患與健康老化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張家銘 主任 

09:20-10:10 50 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黃基彰 醫師 

10:10-10:20 Break 

10:20-11:10 50 衰弱症與肌少症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楊登棋 醫師 

11:10-12:00 50 高齡者的溝通與諮詢技巧 
成大醫院社區健康照護中心 

盧豐華 主任 

12:00-12:10 10 綜合討論 所有與會人員 

12:10-13:20 Lunch 

13:20-14:10 50 高齡照護的倫理與決策 
長榮大學護理學系  

陳清惠 教授 

14:10-15:00 50 高齡跨專業團隊照護模式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賴柏亘醫師 

15:00-15:10 Break 

15:10-16:00 50 長者預防保健與健康促進 
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備處 

楊宜青 院長 

16:00-16:50 50 照護計畫之擬定與執行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張家銘 主任 

16:50-17:00 10 綜合討論 所有與會人員 

17:00- 歸賦 



 

高齡照護師共同核心課程（第二日） 

Geriatric  Care  Practitioner  (GCP)  

時  間：民國 111 年 07 月 31（週日），上午 8 點 20 分至下午 5 點 

地  點：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金龍展演廳（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 號） 

主辦單位：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協辦單位：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時間 分鐘 題  目 講  者 

07:50-08:20 報到 

08:20-08:30 10 Opening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高齡醫學中心 

林育德 理事長/主任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張家銘 創會理事長/主任 

08:30-09:20 50 認知功能障礙 

邀請中 

09:20-10:10 50 高齡者視力與聽力 

10:10-10:20 Break 

10:20-11:10 50 高齡營養與吞嚥問題 

成大醫院營養部 

柯玉珍 營養師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 

顏郁芬 科主任 

11:10-12:00 50 高齡藥事照護(多重不當用藥) 
成大醫院藥劑部 

杜彗寧 藥師 

12:00-12:10 10 綜合討論 所有與會人員 

12:10-13:20 Lunch 

13:20-14:10 50 高齡精神與情緒問題 
成大醫院精神部 

蔡宗諭 醫師 

14:10-15:00 50 高齡者之跌倒 

成大醫院復健部 

一般復健科  

官大紳 科主任 

15:00-15:10 Break 

15:10-16:00 50 高齡排泄問題 
成大醫院護理部 

胡芳文 副護理長 

16:00-16:50 50 高齡疏忽與虐待 邀請中 

16:50-17:00 10 綜合討論 所有與會人員 

17:00- 歸賦 



 

高齡照護師共同核心課程（第三日） 

Geriatric  Care  Practitioner  (GCP)  

時  間：民國 111 年 08 月 21（週日）上午 8 點 20 分至下午 5 點 

地  點：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金龍展演廳（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 號） 

主辦單位：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協辦單位：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時間 分鐘 題  目 講  者 

07:50-08:20 報到 

08:20-08:30 10 Opening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高齡醫學中心 

林育德 理事長/主任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張家銘 創會理事長/主任 

08:30-09:20 50 台灣現行長照政策與資源介紹 

邀請中 

09:20-10:10 50 出院轉銜與急性後期整合照護 

10:10-10:20 Break 

10:20-11:10 50 促進身體功能與延緩失能 

邀請中 

11:10-12:00 50 促進生活功能之復能照護 

12:00-12:10 10 綜合討論 所有與會人員 

12:10-13:20 Lunch 

13:20-14:10 50 高齡者安寧療護與靈性照顧 

邀請中 

14:10-15:00 50 輔具與居家環境評估 

15:00-15:10 Break 

15:10-16:00 50 社區連結與社會資源整合 

邀請中 

16:00-16:50 50 機構式長期照護 

16:50-17:00 10 綜合討論 所有與會人員 

17:00- 歸賦 



 

交通資訊： 

一、 學科課程第一日：成大醫學院成杏校區第三講堂（台南市大學路 1 號） 

 

 



 

 

 

  
由此門進入醫學院第三講堂 

成大醫學院成杏校區 

【搭乘火車】 

於台南火車站(後站)下車，自後火車站出口直走大學路→勝利路左轉→遇小東路右轉約 100 公尺，左

側即為醫學院成杏校區。 

【搭乘高鐵】 

台南高鐵站轉乘台鐵「沙崙線」至台南火車站(後站)下車，自後火車站出口直走大學路→勝利路左轉

→遇小東路右轉約 100 公尺，左側即為醫學院成杏校區。 

【自行開車】 

南下：沿國道一號南下 → 下【大灣交流道】右轉 → 沿復興路 → 接小東路 →直走即可抵達成大醫學

院杏林校區。 

【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 8 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北上：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直走 → 遇中華東路右轉

(北向) → 於小東路口左轉，直走即可抵達成大醫學院杏林校區。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 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北向）】 

 

【周邊停車資訊】：位於成大醫院門診大樓地下室 B1~B3，再步行到會場，或於成大醫學院周邊道

路之停車格，每小時均收取停車費 20 元。 



 

二、學科課程第二、三日：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金龍展演廳（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

段 16 號）。 

 

 

第二堂：111/07/31 第三堂：111/08/21 

【搭乘火車】 

由台南火車站(前站)出站後往右步行約 1 分鐘即抵達園區。 

【搭乘高鐵】 

自高鐵台南站下車轉搭台鐵區間沙崙線至台南火車站，由台南火車站(前站)出站後往右步行約 1 分鐘

即抵達園區。 

【搭乘客運】 

搭乘統聯客運、和欣客運、國光客運皆於台南轉運站下車，步行 5-6 分鐘至園區。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永康交流道往臺南方向>省道台 1 線>中正北路>中正南路>公園路靠左行駛後>園南路左轉

>北門路二段右轉>園區位於左側  

 國道 3 號>新化系統出口下交流道>國道 8 號>國道 1 號>永康交流道往臺南方向>省道台 1 線>中正北

路>中正南路>公園路靠左行駛後>園南路左轉>北門路二段右轉>園區位於左側。 

【周邊停車資訊】：https://b16tainan.com.tw/uploads/B16Parking.pdf 

https://b16tainan.com.tw/uploads/B16Parking.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