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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健康醫療、安心照顧—身心障礙者的醫療與照顧」國際研討會  

報名簡章     

壹、 緣起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全國身心障礙者從 2005 年的 937,944 人（占總人口比率的

4.12%），提升至 2014 年的 1,134,850 人（占總人口的 4.85%）。十年來，我國身心障礙者人數增加了

196,906 人（0.73 個百分比）。 

身心障礙者往往需要更多的醫療與照顧等服務，適當的健康照顧服務是保障與維持身心障礙者生

活品質的重要關鍵。特別是對終生性的障礙者而言，其在經歷不同的生涯階段過程中，也往往較一般

人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再者，受惠於醫藥科技的進步，身心障礙者與一般民眾相同，平均餘命提高，

但相對地也延長了照顧需求的年限；此外，障礙者老化的表徵較一般民眾提早 10 至 20 年，老化速度

也較一般民眾要來得快。老化不僅影響日常活動功能，更與許多慢性疾病的發生有所關聯，而障礙者

因障別與特質的差異，受到老化所帶來的身心影響更不盡相同。因此，對障礙者來說，照顧與支持服

務的提供不僅是長期，更必須是多元的。 

 

貳、 目的 
一、 增加與會者對身心障礙者照顧與醫療需求的理解。 

二、 增進與會者對身心障礙高齡者老化議題的關注。 

三、 增進與會者對身心障礙者婚姻與子女養育議題的關注。 

四、 分享與交流不同專業領域對身心障礙者醫療與照顧的協助。 

 

參、 辦理方式 
一、 邀請英國、澳洲、國內專家學者演講身心障礙者的醫療與照顧議題。 

二、 邀請國內社會福利服務團體分享障礙者醫療與照顧的實務經驗。 

三、 邀請專家學者和與會者，針對身心障礙者的醫療與照顧議題，進行對話與討論。 

 

肆、 指導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外交部 

二、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三、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2 
 

伍、 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104年6月4日（四）~6月5日（五） 

二、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樓B1（演藝廳） 

 

陸、 參加對象 
一、 參加人數：預計180人。 

二、 參加對象： 

（一） 長期照護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社會工作、醫療衛生等相關領域工作人員。 

（二） 家有身心障礙之父母或主要照顧者。 

（三） 各級學校特教班教師及服務人員。 

（四） 身心障礙者醫療與照顧服務具熱誠之社會人士。 

（五） 特殊教育、社會工作、醫療衛生、長期照護等相關科系學生。 

 

柒、 報名費用 
一般：新臺幣800元。 

學生：新臺幣500元。 

 
捌、 報名方式: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www.c-are-us.org.tw/2015MTCPD/new.html 

請於網路報名後，三天內完成匯款繳費，逾期將取消報名資格。 

(詳細報名及匯款方式請參閱報名網站說明) 

 
玖、 專業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證: 

本研討會預計申請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社會工作師等繼續教育積分。

http://www.c-are-us.org.tw/2015MTCPD/n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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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會議議程表 
2015 年 6 月 4 日（四）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20 

開幕式 
主持人： 蕭淑珍 董事長（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貴  賓： 劉景寬 校長（高雄醫學大學） 

 姚雨靜 局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09：20 - 10：20 
專題演講：障礙者老化的健康風險與挑戰 
主講人： 王國羽 教授兼院長（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主持人： 蕭淑珍 董事長（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10：20 - 10：30 中場休息 

10：30 - 12：00 

專題演講：滿足智能障礙者老化的健康需求 
Topic: Meeting the health needs of the ageing population with a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主講人： Michael Patrick Kerr 教授（Cardiff University, UK） 
主持人： 王國羽 教授兼院長（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翻  譯： 蕭世芬 助理教授（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 

12：00 - 12：10 
Q & A 
主持人： 王國羽 教授兼院長（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12：10 - 13：30 午餐時間 

13：30 - 14：30 

專題演講：降低癲癇對智能障礙者的影響 
Topic: Reducing the impact of epilepsy in people with a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主講人： Michael Patrick Kerr 教授（Cardiff University, UK） 
主持人： 黃茂雄 教授兼主任（高雄醫學大學暨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復健科） 
翻  譯： 蕭世芬 助理教授（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 

14：30 - 15：20 
專題演講：智能障礙者活躍老化與健康促進規劃 
主講人： 林金定 教授（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暨研究所） 
主持人： 黃茂雄 教授兼主任（高雄醫學大學暨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復健科） 

15：20 - 15：40 茶敘時間 

15：40 - 16：50 

實務分享：障礙者的復健與醫療 
主  題：日照型機構心智障礙成人的身體功能表現變化趨勢探討 
分享者：李慶家 組長（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健康中心） 
主  題：心智障礙成人多元感官的介入方式和成效 
分享者：陳馨梅 副主任（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復健組） 
主持人：姚雨靜 局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6：50 - 17：00 
Q & A 
主持人：姚雨靜 局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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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5 日（五）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20 
喜憨兒基金會二十周年回顧與展望 
主講人： 蕭淑珍 董事長（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09：20 - 10：40 

專題演講：家庭與障礙 
Topic: Family and disability 
主講人： Gwynnyth Llewellyn 教授（Sydney University, Australia） 
主持人： 陳靜江 教授（退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翻  譯： 林真平 助理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10：40 - 10：50 中場休息 

10：50 - 12：10 

專題演講：發展性障礙者成為父母後對子女的教養 
Topic: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who have become parents and are 

raising their children 
主講人： Gwynnyth Llewellyn 教授（Sydney University, Australia） 
主持人： 陳靜江 教授（退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翻  譯： 林真平 助理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12：10 - 12：20 
Q & A 
主持人： 陳靜江 教授（退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12：20 - 13：30 午餐時間 

13：30 - 14：20 
專題演講：障礙者在自力生活（兩性、婚姻）上的自我倡議 
主講人： 林惠芳 秘書長（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主持人： 曹愛蘭 女士 （前台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14：20 - 15：10 
專題演講：憨老家庭照顧服務 
主講人： 賴光蘭 執行長（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主持人： 曹愛蘭 女士 （前台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15：10 - 15：30 茶敘時間 

15：30 - 16：40 

實務分享：障礙者的支持與照顧 
主  題： 社會住宅對障礙者的生活支持 
分享者： 張盟宜 台南區區長（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主  題： 幸福方程式—生活品質與社區生活支持 
分享者： 楊美華 主任（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主持人： 蘇國禎 執行董事（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16：40 - 17：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主持人： 蘇國禎 執行董事（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如果您對本活動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與我們聯絡：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羅藝方 t00838@careus.org.tw 

電話： 07-7266096#分機 74      傳真：07-77137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