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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主辦 

安心安全-心智障礙者樂齡服務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  報名簡章 

一、 辦理緣由： 

  心智障礙者人口結構漸趨中高齡化，中高齡化對心智障礙者帶來多元的挑戰，

自我生活照顧及身心健康維護的退化速度快，導致外力支持需求逐漸增加，而家庭

的支持能量卻逐步減少，雙老化的處境頗令人憂心。除了多項的需求外，台灣中高

齡心智障礙者數量逐年快速攀升，使得服務系統面臨更大的壓力，因此，發展與學

習中高齡心智障礙者的合宜支持服務，不僅是對現在問題的解決，更是因應未來的

前瞻性思考。鄰近的日本、香港已然經歷此階段，發展出許多對應的服務模式和深

化的實務經驗，不論是制度或策略建立方面，均十分值得國內參考學習。 

 

  本會從 2008 年起曾辦理 2 次的中高齡心智障礙者服務的國際研討會，出版專

書，也看到政府開始有初步的對應策略及民間漸增的相關服務，甚感興奮。然而，

在生活品質維護、心理支持或靈性照護、智障者合併失智症的評估與照顧方面的專

業知能尚處於匱乏階段，乃辦理第三屆國際研討會，並增辦實務工作坊，以為國內

拓展心智障礙者樂齡服務的新視野，培訓更多相關專業人員，影響政府相關政策，

最終以帶給服務對象更適切的終生照顧福祉為目標。因香港和中國大陸方面亦紛紛

告知參加本屆研討會的意願，然名額有限，故敬請相關從業人員早日踴躍報名。 
 
二、 辦理單位：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聯合主辦。 
 
三、 辦理時間及費用方案 

場次方案 名稱 日期 費用 備註 

A. 樂齡服務國際研討會 11/12 1250 元 贈送書籍 

B. 日本高齡智障者照護服務模式工作坊 11/13 1100 元  

C. 香港中高齡智障者支持服務工作坊 11/14 1100 元  

A+B+C 10/10 以前，三場同時報名優惠方案 

※僅限三場皆同一人參加，恕不接受更改 

  研習證明姓名。 

11/12~14 3050 元 贈送書籍 

※各場次議程參見附件 
 

四、 辦理地點： 
 (一)國際研討會：11 月 12 日於師大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和平東路 129

號)辦理。 

    (二)工作坊：11 月 13-14 日於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 1301 多媒體教室(台 
       北市辛亥路三段 30 號)辦理。 
 

五、參與對象： 
  本次研討會預定以心智障礙者的照顧服務人員與相關福利服務政策規畫者為主 

要對象，每場次各 140 人： 

(一) 心智障礙服務機構及團體、社區支持方案(如雙老家庭支持服務、社區轉銜或家
資源等方案)的社工、護理、復健、心理、與教保/生活服務人員。 

(二) 相關科別的臨床醫護及治療人員。 

(三) 大專以上相關科系老師及研究生。 

(四) 各級政府衛生、健保與社會福利相關人員。 

(五) 心智障礙者家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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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業在職訓練積分認證     

    1.社工師、護理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及公務人員等提供在職 

     訓練積分認證(申請中) 
    2.單日全程參與者，本會均核發當日研習證明。 

 

七、報名方式：  

    (一)請上第一社福基金會報名系統課程資訊首頁 training.diyi.org.tw 查詢

名額及報名，報名流程請參考前述報名系統「常見問題」Q7之附件 

    (二)本報名系統採會員制，請先加入會員後依照流程報名。 

    (三)報名完成後請自行印出(繳費單)，並持該繳費單利用銀行臨櫃轉帳繳費，或到全 

         國各地銀行自動櫃員機(ATM)進行轉帳繳費，報名後三日內未繳費者，恕不保 

         留名額 。 

    (四)本次活動提供大會手冊、茶點及午餐。  

    (五)恕不接受電話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六)聯絡人：楊舒婷小姐 02-2722-4136＃829 

 

八、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暨研習要點  

 1.課程訊息：請連結第一社福基金會官方網站或線上報名網站查詢相關資訊。 

2.環保行動：響應環保愛地球，研習現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自備環保杯。 

3.研習證明：全程參加者將發予研習證明。研習中未能全程參與者，不發給研 

  習證明，亦不退還報名費。 

   4.研討會採同步翻譯方式並提供同步翻譯及耳機設備，請與會者以身分證/健保 

     卡免費借用。工作坊採中/日語、國/粵語即席翻譯方式進行。 

   5.為維護活動參與品質，若未能準時現場完成報到者，請於場外稍待至該時 

      段休息時間方得入場。 

(二)停辦、退費要點  

   1.停辦標準：如研習日期遭逢不可抗力因素，以致研討會場地所在地停止上 

   班，本會原則上取消辦理，並全額退費。 

2.繳費後退費標準： 

     (1)自行報名繳費後如不克參加，請於活動日十五天前提出申請，退還已繳 

    報名費用七成；活動日十四天前（含六、日）提出申請者，不予退費。  

     (2)課程當天未出席者，不予退費。 

  (3)如遇天災取消課程，請於發布日當月底止提出申請退費。 

 3.申請退費： 

   不論個人或是停課集體退費，皆請備妥原繳費收據及個人金融帳戶存摺影 

本傳真至本會並上網到本會報名系統退費專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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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通資訊 

一、11/12 國際研討會：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 129 號。 

交通方式：捷運：淡水信義線、小南門新店線「古亭站」5 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直行約 8 分鐘 

                小南門新店線「台電大樓站」4 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直行約 8 分鐘。 

          公車：15、18、235、237、278、295、662、663、672、907、和平幹線至 

               「師大站」或 「師大一站」 

 

 

 

 

 

 

 

 

 

 

 

 

 

 

 

 

 

 

 

二、11/13、11/14 工作坊：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 1301 多媒體教室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30號 

捷運：文湖線「科技大樓站」轉搭公車 237.295至「青年活動中心站」 

公車：237、295、298、298區、949至「青年活動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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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場次議程 

場次 A：11月 12日(星期四)國際研討會議程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 

翻譯:提供日語及粵語同步翻譯 

時間 主題 內容 講員 

8:30-9:00 現場報到  

9:00-9:10 致詞 衛生福利部代表、台北富
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代
表、第一基金會代表 

Session 1: 中高齡智障者需求與服務政策發展            主持人：陽明大學 吳肖琪教授 

9:10-9:40 台灣中高齡智障
者政策發展 

1. 中高齡心智障礙者需求 

2. 中高齡智障者服務政策推動歷程 

3. 中高齡智障者服務發展的展望 

衛生福利部代表(邀請中) 

9:40-10:10 台灣中高齡智障
者需求與服務經
驗分享 

1. 台灣中高齡智障者的服務型態 

2. 台灣在機構與社區裡對中高齡智
障者服務的發展與經驗 

第一社福基金會福利學苑
暨社區樂齡服務方案 

劉佳琪主任 

10:10-10:30 茶敘 

10:30-11:10 日本高齡智障者
安心支援服務政
策的發展 

1. 日本高齡智障者実況（界定年齡、
人口、健康、照顧狀態等） 

2. 日本對智障者高齡化的服務政策   

3. 高齡智障者的機構、社區支援措施 

谷口泰司 准教授 

関西福祉大學 

11:10-11:50 

 

 

香港高齡智障者
支持服務政策發
展 

1. 香港中高齡智障者的服務概況 

2. 政府與民間協力發展中高齡智障
者服務政策的歷程與成果 

3. 香港 NGO 合作發展中高齡智障者
服務的協作平台經驗分享 

香港/明愛康復服務 

林伊利總主任 

11:50-12:10 Q＆A 

12:10-13:10 午餐及午休 

Session 2 : 香港、日本的實務經驗分享                主持人：台灣大學 楊培珊教授 

13:10-14:10 高齡智能障礙合
併失智症的生活
支援課題-日本 

1. 日本高齡智障者罹患失智症之評估
與統計  

2. 智障者合併失智症照顧模式與資源  

相馬大祐研究員 

国立のぞみの園 

14:10-15:10 

 

 

高齡智能障礙合
併失智症的生活
支援課題-香港 

1.介紹智障人士失智症篩選問卷
(DSQIID-CV)。 
2.使用失智症篩選問卷的經驗分享 
3.照顧和訓練的關注 

陳仁歡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註冊職業治療師 

15:10-15:30 茶敘 

15:30-16:30 

 

 

中高齡智障者及
其家庭的心理支
持服務 

1. 介入的理念與策略 

2. 中高齡智障者與家庭的心理支持
需求 

3. 心理支持的服務樣態與成效 

尹婉萍女士 
資深心理及催眠治療師
(鄧國永博士心理輔導及
催眠治療中心) 
註冊社工(香港) 
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學社
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榮譽講師 (香港大學社會
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16:30-17:00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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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B： 11 月 13 日(星期五)「日本高齡智障者照護服務模式」工作坊 

地點--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 1301 室(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30 號)  

主持人：台灣師大特殊教育研究所 林寶貴教授 

※翻譯: 提供日語即席翻譯 

 

 

 

 

 

 

 

 

 

 

 

 

 

 

 

 

 

時間 內容 講者 

8:30-9:00 現場報到  

9:00-12:00 1.国立のぞみの園之介紹   

2.国立のぞみの園對高齡智能障礙者之照顧理  

念與模式（包含日常作息、活動設計、心理   

支持、健康照護、生死教育與悲傷輔導等） 

 3. 照顧人員的配置與專業培訓制度 

日本国立のぞみの園

相馬 大祐 研究員 

 

12:00-13:00 午餐暨午休  

13:00-16:00 1.日本高齡智障者各種服務樣態的發展 

2.日本高齡智障者及家庭的地區支援模式  

3.日本對高齡智障者財務及照顧的保障措施  

4.日本高齡智障者服務推動的系統、單位、發展 

  歷程及未來相關服務的願景 

関西福祉大學 

谷口 泰司 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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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C： 11月 14日(星期六) 「香港中高齡智障者支持服務分享」工作坊 

上午主持人：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李玉嬋教授  

下午主持人：桃園市社工師公會 姚奮志理事長 

※翻譯: 提供粵語即席翻譯 

時間 時段 主題與內容 講者 
9:00- 
12:00 

9:00-9:50 高齡智障者肌能訓練 
1.智障人士高齡化對健康的影響 
2.對高齡智障人士推行的肌能訓練 
3.水中健體 

＊ 陳榮達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
心物理治療師 

9:50-10:30 高齡智障者藝術發展 
1.藝術的效能 
2.藝術與高齡智障人士的生活質素 
3.訓練智障人士藝術的原則 

＊楊美玲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
心副院長 
＊梁靜韻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
心藝術發展主任 

10:30-10:50 休息 

10:50-11:40 
 

智障者生死教育與悲傷輔導實務 
1.智障人士喪親喪友的概況 
2.與香港大學合作進行之智障人士哀
傷輔導的經驗分享 
3.智障人士生死教育的啟發 

＊歐陽敏慧 
東華三院擁抱夕陽服務
計劃社工 

11:40-12:00 Q＆A時間 主持人暨講者 
12:00- 
13:00 

午餐暨午休 

13:00- 
16:00 

老齡化智障人士與家長支援的理念及推行成效- 
明愛 3H樂頤年系列服務分享 

明愛康復服務  
林伊利總主任/康復服
務項目策劃黎偉誠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