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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原住民婦女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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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臺北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豐盛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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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原住民婦女培訓課程 

招生簡章 

一、 緣起： 

本市原住民皆由原鄉部落移居都市，需要長時間適應新的生活模式，

再加上家庭支持系統較為薄弱，致使原住民家庭需要更多社會支持，為能

培育自己的族人自己照顧，本會自 104年開始培力原住民婦女種子，希望

能投入個案關懷，健全家庭功能之社會工作，目前已培力約 35名婦女，希

望透過本方案整合服務計畫，可以將本市現有資源妥善運用，達到臺北市

市民皆能長者就養、婦女就業、兒童就學之目標。 

 

二、 目的： 

(一) 提供原住民長終身學習課程，鼓勵參與社會服務機會，推廣   

 及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二) 強化本市原住民對社會福利、婦女權益、性別平等、法律、  

 經濟之知能，提供弱勢家庭支持與關懷。 

 

三、 課程目標： 

(一) 培養原住民婦女照顧服務知識與疾病概念。 

(二) 提升原住民婦女從事老人照顧服務意願與自信。 

(三) 增進原住民婦女照顧服務技能。 

(四) 培育原住民婦女投入老人照顧服務工作。 

 

四、 招生對象： 

台北市已從事老人服務工作之原住民婦女或對此主題有興趣之原住

民婦女。 

 

 



3 
 

 

 

五、 研習證書： 

➢ 課程結束後，由豐盛基金會頒予載明課程名稱與訓練時數的研

習證書。 

➢ 9/24課程若需基本救命術(BLS)證書者，需自付 50元證書費。 

 

六、 研習地點： 

(一) 初階課程、進階課程、培力課程： 

北原會館 302教室(台北市南港區向陽路 49號) 

➢ 捷運板南線昆陽站下車 

(二) 專門技術課程： 

週六課程：凱達格蘭文化館 4樓 

週日課程：凱達格蘭文化館 7樓 

 (台北市北投區中山路 3-1號) 

➢ 捷運淡水線北投站轉新北投站下車 

 

七、 研習、報名時間： 

(一) 初階課程： 

研習時間：09/07(四)、09/14(四)、09/21(四)、09/28(四)、 

10/05(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8/31(四)止。 

 

(二) 進階課程： 

研習時間： 10/12(四)、10/19(四)、10/26(四)、11/02(四)、 

 11/09(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8/31(四)止。 

 

(三) 培力課程： 

研習時間：11/16(四)、11/23(四)、11/30(四)、12/07(四)、 

   12/14(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31(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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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門技術課程： 

研習時間：9/9(六)、9/10(日)、9/23(六)、9/24(日)、9/30(六)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8/31(四)止。 

八、 報名費用：免費 

九、 報名方式： 

(一) 電話報名：(04)2479-2569李社工 

(二) 網路報名：豐盛基金會網址(http://www.feng-sheng.org)→教

育中心→原住民婦女初階/進階/培力/專技課程→填妥資料後，

請於我不是機器人”√”→送出，即完成報名程序(素食者請於備

註註明) 

(三) 現場報名：台北市北投區中山路 3-1 號 張玉美小姐 

     台北市南港區向陽路 49號  張月琴小姐 

十、 課程大綱： 

(一) 初階課程：共計 15小時 

場次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1 09/07(四) 18:00-21:00 認識老人身心狀態 劉映彤 講師 

2 09/14(四) 18:00-21:00 高齡者預防跌倒 劉弼翔 講師 

3 09/21(四) 18:00-21:00 老化常見皮膚問題與照顧 黃雅姝 講師 

4 09/28(四) 18:00-21:00 淺談失智症 張家瑜 講師 

5 10/05(四) 18:00-21:00 高齡者運動處方與訓練 于侃汝 講師 

 

(二) 進階課程：共計 15小時 

場次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1  10/12(四) 18:00-21:00 1.老人皮膚常見問題與護理 

2.居家傷口照護 

黃雅姝 講師 

2  10/19(四) 18:00-21:00 失智症的精神症狀與日常照顧 劉映彤 講師 

3  10/26(四) 18:00-21:00 認識老人健康的隱形殺手 

-三高 

林昱成 講師 

4  11/02(四) 18:00-21:00 老人餐飲及居家營養照護 謝幸君 講師 

5  11/09(四) 18:00-21:00 居家環境安全與規劃 劉弼翔 講師 

 

(三) 培力課程：共計 15小時 

場次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1 11/16 (四) 18:00-21:00 原住民照顧文化 陳嬿妤 講師 

http://www.feng-sheng.org)→教育中心→原住民婦女初階/進階/培力/
http://www.feng-sheng.org)→教育中心→原住民婦女初階/進階/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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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23(四) 18:00-21:00 安寧療護的心理、社會及靈性

議題 

李英芬 講師 

3  11/30(四) 18:00-21:00 多元文化中的兩性平等 徐慶發 講師 

4  12/07(四) 18:00-21:00 自我照顧-心靈紓壓 林錚苑 講師 

5  12/14(四) 18:00-21:00 族語文化傳承與世代照顧 許韋晟 講師 

 

 

(四) 專門技術課程：共計 30小時(備午餐，素食請於報名時告知) 

場次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1 09/09(六) 

4樓 

09:00-12:00 生活常用輔具介紹與運用 莊雅婷 講師 

2 13:00-16:00 與失智者溝通的技巧 郭佩璇 講師 

3 09/10(日) 

7樓 

09:00-12:00 協助失能長輩居家 

日常功能訓練 

莊雅婷 講師 

4 13:00-16:00 居家常見意外事件與傷害預防

及處理原則 

李韻雯 講師 

5 09/23(六) 

4樓 

09:00-12:00 老人用藥安全 徐尚為 講師 

6 13:00-16:00 失智症照顧原則與技巧 張家瑜 講師 

7 09/24(日) 

7樓 

09:00-12:00 急救概念－心肺復甦術、 

哈姆立克 

馬志忠 講師 

8 13:00-16:00 心肺復甦術實作 

9 09/31(日) 

7樓 

09:00-12:00 社區安寧照顧 李瑛芬 講師 

10 13:00-16:00 老人臨終關懷 宋聖芬 講師 

 

十一、 師資群介紹： 

 

劉映彤 督導 

南丁格爾護理之家督導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護理系 

  

劉弼翔 物理治療師 

台中市物理治療師公會理事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系碩士生 

  教學醫院物理治療師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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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姝 督導 

豐馥居家護理所督導 

中台科技大學護理系碩士生 

       樂龄健身運動指導員考試合格 

 

 

張家瑜 講師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系博士生 

  通過2017年國際專業失智症照護認證 

  2017年記憶力帶領人種子師資 

 

于侃汝 運動指導員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佳麗曲線運動館教練 

衛生福利部公告延緩失能課程指導員 

 

林昱成  護理長 

南丁格爾護理之家護理長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系碩士生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急診部專科護理師 

 

謝幸君 營養師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系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合格糖尿病衛教師 

 

陳嬿妤 理事長 

長青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 

台北醫學大學生藥技術學系 

台北市排灣族種子婦女協會理事長 

 

李英芬 護理部副主任 

馬偕醫院淡水院區護理部副主任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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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徐慶發 助理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師資人才庫學術領域人才 

102年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委員 

林錚苑 芳香輔療師 

蘿亞迪芳香照護美學培訓中心教育總監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系博士生 

 

許韋晟 講師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原住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專案教師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生 

 

莊雅婷 職能治療師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療系 

園藝治療師 

 

郭佩璇 社工員 

臺北市南港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老服部社工 

私立實踐大學高齡家庭服務事業在職專班研究所碩士 
 

李韻雯 副主任 

苗栗為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碩士 

前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 

 

徐尚為 副教授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系副教授 

美國杜蘭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環境科學系博士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調查防制組 組長 
 

馬志忠 急救指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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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法研所 
台灣急診醫學 BLS講師 

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教官 

 

 

 

 

宋聖芬 護理長 

小港醫院病房護理長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碩士 

輔英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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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報名表 

 

(一)課程報名資訊 

□ 初階課程 □ 進階課程  □ 培力課程  □ 專門技術課程 

(二)學員報名資訊 

姓名： 學員編號： 

住址：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族別： 

專技課程午餐：□葷食 □素食 

課程資訊來源： 

□傳單海報  □原委會網站  □基金會網站 □其他：                     

為何想報名來上此課程： 

□家中有需要照顧的長輩 □獲得照顧新知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