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 106 年度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計畫書 

壹、 緣由： 

由於經濟發展蓬勃、醫療設施健全、公共衛生及環境品質改善，促使國人平

均壽命延長，我國老年人口於民國 82 年達 7.1%，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在民國

105 年老年人口達 13.2%，近年老年人口持續增加，且我國仍舊存在著傳統社會

養兒防老的觀念，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人口朝都市集中，使得傳統結構對老人照

護功能逐漸喪失，致使老年人口晚年日常生活及身體照顧需面臨機構式之照顧。 

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 100 年居家服務督導員供給量為 650 人，

107年居家服務督導員需求量為 3,388人~4,828人，且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民國 102

年)結果顯示，我國 65 歲以上之長輩認為理想養老居住方式有 65.7%選擇與子女

同住，普遍長輩大多偏向於居家照顧之方式，政府也提倡在地老化、落實原居養

老之政策，可見未來居家服務督導員的需求量呈逐漸增長之趨勢。 

為了增進居家服務督導員專業知能，進而提升居家服務照顧品質及以協助身

心機能受損者及身心障礙者，使其獲得持續性的照顧服務，以落實政府提倡在地

老化、在地安養、原居養老之政策，結合社會資源之運用，使身心機能受損者及

身心障礙者，能夠獲得持續性之照顧。 

因此，為使居家服務品質持續獲得改善，辦理居家督導在職訓練實屬重要，

透過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依據衛生福利部「居家服務督導員在職訓練注意事

項」規範來辦理，以提升專業人員對居家服務督導員的認識及瞭解，以加強其專

業技巧，能有效用於實務上，期望藉由講師授課，加強居家服務督導員專業知識

及服務技巧，以利提升照顧品質；藉由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課程，使相關專

長之工作者及有豐富資歷之照顧服務員，在服務輸送過程之照顧服務員之服務更

加落實、完善，確保對居家服務使用者服務的品質，並使得彰化縣長期照顧體系

更能趨於完善。 

 

 



貳、 目的： 

一、專業化的課程提供居家服務督導員專業知能，以提升服務專業化形象。 

二、透過研習活動，增進機構交流與互動機會，建構社會資源支持網絡。 

三、培訓居家服務督導人力，提升專業知識及服務效率，確保對居家服務使用者服

務的品質。 

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彰化縣政府 

肆、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伍、 上課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11 月 19 日(星期日)、11 月 25 日 

(星期六)、11 月 26 日(星期日)、12 月 02 日(星期六) 

陸、 上課地點：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104 室 

(彰化縣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104 室) 

柒、 參加對象、人數： 

一、 年滿 20 歲以上。 

二、 參加對象：凡具有社會工作、醫護等相關科系大專學歷以上者，或服務滿

5 年以上之專職照顧服務員。 

三、 參加人數：預計 30 人。 

四、 報名時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再由承辦單位審查是否符合資格。 

捌、 課程內容： 

一、 依據「居家服務督導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之規定課程內容： 

社會福利服務現況與發展(2 小時)、 

老人與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現況與發展(3 小時)、 

居家服務內容暨指導方式(2 小時)、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與倫理(4 小時)、 

居家服務組織運作及內容(3 小時)、 

居家服務督導功能與方法(6 小時)、 

居家服務工作小組之技巧(4 小時)、 

居家服務基本法律認知及實務案例(3 小時)、 

居家環境無障礙與生活輔具(4 小時)、 

緊急事故處理(4 小時)、 

疾病的認識與用藥安全(3 小時)、 

認識失智症(2 小時)、 



社會資源調查與運用(2 小時)，共 42 小時，詳如附件一。 

二、 受訓對象參加各類訓練之出席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始可取得結業證書，

若缺課百分之八十以上，將無法取得居家服務督導員資格。 

玖、 報名方式、文件、費用：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額滿截止。 

二、 請填寫報名簡章(如附件二)，請傳真或 E-mail 報名，並請來電確認。 

傳真電話：04-7113152  紅十字會彰化縣支會 

E-mail：chc.redcros@msa.hinet.net 

洽詢電話：04-7113186   林翠蓮幹事 

報名地點：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104 室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104 室/彰化縣立體育館內 104 室)  

三、 報名費用：新台幣 2 千 5 佰元整。(含教材、午餐、報名手續費)。 

壹拾、 經費來源： 

自籌經費(如附件三)。 

壹拾壹、退費標準：訓練之機關團體因故未能開訓者，應全額退還受訓對象已繳費 

用；因個人因素停訓者，應按下列比例退還已繳費用。 

a. 於開訓前辦理退訓者，最多得收取平均個人訓練費用百分之五，餘額退 

還學員。 

b. 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訓練單位應退還平均個人訓練費 

用百分之五十。 

c.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壹拾貳、預期效益： 

一、 訓練結束後，預定培訓居家服務督導人員 30 名。 

二、 預定通過訓練，取得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結業人數 30 名。 

(參與訓練人員缺課百分之二十（8 小時），即無法取得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

訓練結業證書) 

三、 提供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課程，藉由專業訓練之辦理場合，使督導，

人員能透過活動的參與，增進彼此互動機會及專業知識與服務方式之交

流。 

四、 透過 42 小時專業訓練課程，提昇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識、技能及提升服務照

顧品質。 

壹拾壹、 本計畫經奉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課程表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2：00 緊急事故處理 張志通 
彰化縣消防局 

芬園分隊小隊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居家服務基本法律 

認知及實務案例 
蔡瑞麒 

永旭法律事務所律

師負責人 

16：00~18：00 

(2 小時) 

社會資源 

調查與運用 
周怡秀 

老五老基金會 

社工督導 
 

106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2：00 
居家服務工作小組 

之技巧 
劉培菁 

弘道老人基金會 

組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居家環境 

無障礙與生活輔具 
劉鵬達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復健科物理治療師 
 

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0：00 認識失智症 詹麗珠 
切膚之愛基金會 

執行長 

10：00~12：00 居家服務督導功能與方法 游麗裡 
老五老基金會 

執行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居家服務督導功能與方法 游麗裡 
老五老基金會 

執行長 

 

附件一 附件一 



 

10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0：00 社會福利服務現況與發展 許文瑞 
彰化縣政府 

社會處專員 

10：00~12：00 疾病的認識與用藥安全 張軒睿 
彰化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疾病的認識與用藥安全 張軒睿 
彰化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醫師 

14：00~17：00 
老人與身心障礙者 

福利服務現況與發展 
陳奎林 

彰化縣政府 

老人福利科科長 
 

106 年 12 月 02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0：00 居家服務內容暨指導方式 劉培菁 
弘道老人基金會 

組長 

10：00~12：00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與倫理 劉培菁 
弘道老人基金會 

組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與倫理 劉培菁 
弘道老人基金會 

組長 

15：00~18：00 居家服務組織運作及內容 詹麗珠 
切膚之愛基金會 

執行長 

 

 

備註： 

1. 上課地點：彰化縣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104 室(彰化縣立體育館內 104 室) 

2. 上午上課前、下午下課後請各簽到一次，請勿遲到、早退，缺課者將不發給結業證

書。 

3. 響應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環保筷，使地球資源可以永續保存。 

4. 上課請繳交二吋相片 2 張，請於相片背面寫上姓名，以利製作結業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彰化縣 106 年度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簡章 

壹、 緣由： 

依據衛生福利部「居家服務督導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規範」來辦理。 

貳、 目的： 

依據衛生福利部「居家服務督導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規範」規範來辦理，以提升

專業人員對居家服務督導員的認識及瞭解，以加強其專業技巧，能有效用於實務上，

期望藉由講師授課，加強居家服務督導員專業知識及服務技巧，以利提升照顧品質；

藉由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課程，使相關專長之工作者及有豐富資歷之照顧服務員，

在服務輸送過程之照顧服務員之服務更加落實、完善，確保對居家服務使用者服務的

品質，並使得彰化縣長期照顧體系更能趨於完善。 

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彰化縣政府 

肆、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伍、 上課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11 月 19 日(星期日)、11 月 25 日 

           (星期六)、11 月 26 日(星期日)、12 月 02 日(星期六) 

陸、 上課地點：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104 室 

               (彰化縣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104 室) 

柒、 參加對象、人數： 

一、 年滿 20 歲以上。 

二、 參加對象：凡具有社會工作、醫護等相關科系大專學歷以上者，或服務滿 

    5 年以上之專職照顧服務員。 

三、 參加人數：預計 30 人。 

捌、 課程內容： 

一、 依據「居家服務督導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之規定課程，針對課程主題聘請

合適講師為學員授課，共 42 小時。 

二、 受訓對象參加各類訓練之出席率，應達百分之二十（8 小時），始可取得結

業證書，若缺課百分之八十以上，將無法取得居家服務督導員資格。 

玖、 預期效益： 

一、 訓練結束後，預定培訓居家服務督導人員 30 名。 

二、 預定通過訓練，取得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結業人數 30 名。 

附件二 



(參與訓練人員缺課百分之八十以上或未通過測驗，即無法取得居家服務督

導員基礎訓練結業證書) 

三、 訓練課程結束後，預定培植習得進階及豐富且充實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居 

家服務督導員：30名 

壹拾、 報名方式及文件：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額滿截止。 

二、 請填寫報名簡章(如附件二)，請傳真或 E-mail 報名，並請來電確認。 

傳真電話：04-7113152  紅十字會彰化縣支會 

E-mail：chc.redcros@msa.hinet.net 

洽詢電話：04-7113186   林翠蓮幹事 

報名地點：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104 室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104 室/彰化縣立體育館內 104 室)  

三、 報名準備相關文件如下： 

1. 報名表(請事先傳真或 E-mail 報名，以利報名作業紀錄)。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張。 

3. 二吋正面相片 2張。 

4. 相關學歷證明、服務證明、領有居家服務督導員職前訓練結業證明書影本

乙份，擇其一(請事先傳真或 E-mail 資料，以利報名資格審查)。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彰化縣支會 

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課程表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2：00 緊急事故處理 張志通 
彰化縣消防局 

芬園分隊小隊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居家服務基本法律 

認知及實務案例 
蔡瑞麒 

永旭法律事務所律

師負責人 

16：00~18：00 

(2 小時) 

社會資源 

調查與運用 
周怡秀 

老五老基金會 

社工督導 
 

106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2：00 
居家服務工作小組 

之技巧 
劉培菁 

弘道老人基金會 

組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居家環境 

無障礙與生活輔具 
劉鵬達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復健科物理治療師 
 

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0：00 認識失智症 詹麗珠 
切膚之愛基金會 

執行長 

10：00~12：00 居家服務督導功能與方法 游麗裡 
老五老基金會 

執行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居家服務督導功能與方法 游麗裡 
老五老基金會 

執行長 

 

附件一 



10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0：00 社會福利服務現況與發展 許文瑞 
彰化縣政府 

社會處專員 

10：00~12：00 疾病的認識與用藥安全 張軒睿 
彰化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疾病的認識與用藥安全 張軒睿 
彰化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醫師 

14：00~17：00 
老人與身心障礙者 

福利服務現況與發展 
陳奎林 

彰化縣政府 

老人福利科科長 
 

106 年 12 月 02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07：30~08：00 報到  
紅十字會 

彰化縣支會 

08：00~10：00 居家服務內容暨指導方式 劉培菁 
弘道老人基金會 

組長 

10：00~12：00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與倫理 劉培菁 
弘道老人基金會 

組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與倫理 劉培菁 
弘道老人基金會 

組長 

15：00~18：00 居家服務組織運作及內容 詹麗珠 
切膚之愛基金會 

執行長 

 

 

備註： 

5. 上課地點：彰化縣彰化市健興路 1 號 104 室(彰化縣立體育館內 104 室) 

6. 上午上課前、下午下課後請各簽到一次，請勿遲到、早退，缺課者將不發給結業證

書。 

7. 響應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環保筷，使地球資源可以永續保存。 

8. 上課請繳交二吋相片 2 張，請於相片背面寫上姓名，以利製作結業證書。 

 



彰化縣政府 106 年度居家服務督導員基礎訓練報名表 

單 位 名 稱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生 日  

聯絡電話 ( O )  身 份 字 號  

行 動 電 話  午 餐 □葷      □素 

地 址  

E - m a i l  

注 意 事 項 

1. 報名時請先同時傳真相關學歷、工作證明資料、領有居家服務督導

員職前訓練結業證明書影本(擇期一)。 

2. 爲響應環保，午餐不提供餐具，請學員自行攜帶水杯及餐具。  

報 名 須 知 

1. 為方便整理資料請於 11/10(五)下午 5點前傳真報名表至本會。 

2. 上課費用：2,500 元 

3. 報名表傳真或 E-mail 

傳真電話：04-7113152  紅十字會彰化縣支會 

E-mail：chc.redcros@msa.hinet.net，請來電確認。 

聯絡人：林翠蓮  幹事  電話：04-7113186。 

4. 傳真報名後請來電確認，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