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個案管理人員進階課程
一、 進階課程說明
(一) 課程規劃：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個案管理人員進階訓練包含
分為基本內涵、個案管理、資源運用與服務模式、特殊及新興
議題及案例實作類等五大類課程，操作方式分為課堂教學、案
例實作及口試，整體課程共 30 小時。
1.基本內涵(3 門課，共 6 小時)：包含倫理議題、感染控制、
人身安全。
2.個案管理(3 門課及口試，共 6.5 小時)：照顧會議的意義與
方法、服務提供的監測與評估、社區工作方法及口試。
3.資源運用與服務模式(2 門課及口試，共 5.5 小時)：失能身
心障礙者需求與資源運用、長照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服務給支付基準暨相關資源說明及口試。
4.特殊及新興議題(2 門課及口試，共 5.5 小時)：復能概念與
演練、家庭照顧與高風險家庭處理機制及口試。
5.案例實作類課程 (1 門課及口試，共 6.5 小時)：多元案例實
務演練及口試。
(二) 繼續教育認證
本進階課程與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所訂之繼續教育機制銜接，即長照人員依前開辦法每 6
年應至少接受 120 點以上之繼續教育課程，惟 A 單位個管人員
所接受之繼續教育課程中，應包含衛生福利部規劃之進階課程
30 小時，且持續從事 A 單位個管人員工作者，每滿 6 年之繼
續教育積分，均應包含進階課程 30 小時。
二、 授課講師資格
(一) 具課程內容領域專長或教育部審定講師級（含）以上資格者。
(二) 具有各類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或其他領域領有證書者，並
具課程內容領域專長及符合下列資格，學歷及經歷(授課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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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歷為碩士以上者，應具三年（含）以上課程內容領域專長
之實務經驗；
2. 學歷為大學者，應具五年（含）以上課程內容領域專長之實
務經驗；
3. 學歷為專科者，應具七年（含）以上課程內容領域專長之實
務經驗。
(三) 現(曾)任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長照相關職務者。
三、 課程內容：
類別

課程主題

倫理議題

基本內涵

感染控制

人身安全

照顧會議
的意義與
方法
個案管理
服務提供
的監測與
評估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1. 了解長期照顧常見的倫理 1. 說明長期照顧倫理規範與議
議題。
題。
2. 了解病人自主權利法。
2.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長照
3. 了解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
個案相關性。
3. 說明安寧照顧與善終議題基
本概念與在長照個案的運用。
1. 瞭解感染控制的重要性。
1. 說明感染控制目的與原則。
2. 瞭解造成照護單位內感染 2. 說明感染過程及控制(熟悉清
的原因。
潔及個人防護設備之使用方
3. 認識傳染疾病之徵兆與病
法及重要性)。
程變化。
3. 說明長照場域常見感染議題
4. 瞭解感染控制的流程及注
（如疥瘡、流感、紅眼症、肺
意事項。
結核）與特性。
5. 能瞭解傳染病及新興疾病 4. 說明傳染病及新興疾病之通
之通報與處理。
報與處理(如:返家後照護、感
染廢棄物之處理)。
5. 說明感染控制的範疇、監測、
通報及處理措施與流程。
1. 服務人員執業風險的種類。 1. 認識服務過程中可能的風險
2. 執業風險的預防。
情境(包括身體傷害、情緒負
3. 執業風險的因應。
荷、第三者暴力等)。
2. 學習如何預防執業風險。
3. 學習如何因應執業風險。
4. 案例分享。
1. 照顧會議的意義與目標。
1. 照顧會議召開的時機。
2. 如何召開跨專業團隊會議。 2. 建立跨專業的分工模式。
3. 照顧組合資源的處理。
3. 會議之召開流程。
4. 實務案例分享。
5. 跨專業的溝通技巧。
1. 能瞭解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1. 社區整體照顧計畫與績效指
模式服務品質的評估與監
標訂定與成效，建立看得到、
測機制。
找得到、用得到的長照服務體
2. 能 運 用 服 務 品 質 監 測 評
系。
估，主動發掘個案照顧不良 2. 簡述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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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
2

2

2

2

2

類別

課程主題

社區工作
方法

口試

失能身心
障礙者需
求與資源
運用

資源運用
與服務模
式

長照輔具
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
改善服務
給付及支
付基準暨
相關資源
說明

口試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問題，即時調整服務計畫，
服務品質的評估面向，包括提
有效回應個案需求。
供社區整合性服務、發展多元
3. 能透過瞭解社區整體照顧
服務項目、服務案量開發、服
服務體系檢視團隊問題與
務效益、行政機制與品質控
處理策略。
管。
4. 協助團隊找出問題提出因 3. 介紹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應策略。
品質評估指標、評估方式與檢
視資料來源。
4. 常見的問題與處理策略。
1. 增進個管人員了解社區各 1. 介紹社區常見的組織與運作
項資源盤點能力。
現況。
2. 認識與社區組織工作方法 2. 社區常見資源盤點與開發技
與技巧。
巧
3. 學習與社區組織工作的方法
與技巧。

透過學員報告口試評值學員對
基本內涵課程的了解與運用

1. 認識身心障礙者的生活樣
貌與支持需求評估。
2. 認識身心障礙者可使用的
個人照顧服務、家庭支持服
務與社會參與支持。
3. 失能身心障礙者服務實務
討論。
1. 瞭解長期照顧輔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
對象、額度及支付原則。
2. 瞭解照顧組合表輔具服務
(E 碼)之各項規範。
3. 瞭解照顧組合表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服務(F 碼)之
各項規範。
4. 瞭解長期照顧輔具服務系
統及轄內特約輔具廠商資
源。
5. 瞭解其他政府系統輔具及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資
源、轉介與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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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管人員能擬定合適可行的多
元照顧組合與服務安排。
2. 個管人員能充分連結或運用跨
專業服務與多元資源。
3. 個管人員能充分讓服務使用者
/家屬的選擇與参與
1. 各類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實況
與挑戰。
2. 法定個人照顧、家庭支持與社
會參與支持服務的運用。
3. 透過案例分享來進行實務工
作議題討論。

0.5

1.介紹長期照顧輔具及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對象、額
度及支付原則。
2. 介紹照顧組合表輔具 服 務(E
碼)之各項規範。
3. 介紹照顧組合表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服務(F 碼) 之各 項規
範。
4. 介紹長期照顧輔具服務系統及
轄內特約輔具廠商資源。
5. 介紹其他政府系統輔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資源、轉介與
服務模式。

2

1. 個管人員能認識失能身心障礙
透過學員報告口試評值學員
者需求資源運用。
對基本內涵課程的了解與運
2. 個管人員能充分瞭解長照輔具
用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的 資 源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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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

3

0.5

類別

課程主題

復能概念
與演練

特殊及新
興議題

家庭照顧
與高風險
家庭處理
機制

口試

課程目標

內涵說明

1. 瞭解復能的照顧意識。
2. 認識國內外復能照顧的發
展。
3. 瞭解推動復能的成效。
4. 可融入復能照顧概念於照
顧計畫中。
1. 瞭解照顧者的照顧負荷，主
動發掘個案可能的家庭照
護資源優勢與需求。
2. 透過瞭解長期照護個案可
能的照護需求與介入策
略，及社區常見資源，主動
協助個案家庭取得合宜的
資源配置補其家庭之不足。
3. 瞭解家庭照顧者高風險個
案與轉介機制。
透過學員報告口試評值學員對
基本內涵課程的了解與運用
1.

案例實作

多元案例
實務演練

類課程

口試

透過案例能瞭解跨專業整
合模式及多元文化概念。
2. 了解各種長照個案特殊照
顧組合與安排。
3. 認識長照資源連結與網絡
合作的應用。
4. 學習熟悉長期照顧個案常
見照顧問題、評估與照護
技能。
5. 透過演練長期照顧實務案
例，以提昇個案管理能力
透過學員實際操作案例報告口
試評值學員對實際個管照顧安
排的初階專業技能(實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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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 復能的照顧意識。
2. 國內外復能照顧的發展。
3. 說明推動的困難與成功的關
鍵因素及成效。
4. 復能照顧計畫的擬定與演練。
5. 融入復能概念於照顧計畫中。
6. 復能專業服務分派之演練。
1. 根據失能者的情況讓家屬了
解可能的照顧歷程與照顧責
任。
2. 主動發掘個案可能的家庭照
護資源優勢與需求，及主要照
顧者的照顧負荷。
3. 學習如何高風險照顧者個案
辨識與轉介
4. 個案及家庭的溝通技巧及方
法。
1. 個管人員能瞭解復能的照顧意
識。
2. 個管人員能瞭解家庭照護資源
的需求與運用。
1. 提供多元案例，如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之慢性精
神病患者、自閉症者、智能
障礙者、失智症者及罕見疾
症患者等，並進行討論或案
例演練。
2. 長期照護經典案例分析（包
括複雜個案需求、跨專業角
色及特殊文化等整合服務之
特色）。
3. 實務案例演練，熟悉服務計
透過學員實際多元照顧安排案例
報告口試評值學員對時計個管照
顧安排的專業技能

時數
3

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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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