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健康養老暨長期照護研討會 

活動報名簡章 

 
一、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 

二、 主辦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佳葳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三、 協辦單位： 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室、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 

系、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中山醫學大學校友總會、中山醫學 

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校友會、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校友會、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系友會、中山醫學大學營 

養學系校友會、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校友會、社團法人台中市 

長期照顧發展協會、臺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八零養老事業台灣 

聯誼會、上海冠博薈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八零養老產業(北京)有限 

公司、兢威有限公司 

四、 活動簡介： 我國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使得長期照顧（簡稱長照） 

需求人數也同步增加。隨著人口老化及照顧服務需求多元化，為 

因應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照需求，自 2017年 1月起實 

施長照 2.0，以回應高齡化社會的長照問題。長照 2.0的目標希 

向前端銜接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失能，促進長者健康福 

祉，提升老人生活品質。 

本研討會以加強與養老服務產業融合、行業互助，促進養老產業 

發展，加強台灣與國際間的養老健康，透過健康知識、專業技能 

與照護標準的交流。邀請國內外長期照護、失智症照護、機構風 

險管理及以臨終護理照護觀點專家、學者一同進行相關領域經驗 

交流分享。共同探討長照養老人才培養、醫療照護品質、機構評 

鑑與國際認證和創新雙邊論壇。 

五、 活動時間： 2019年 07月 27日（六）08:30-17:30 

六、 活動地點：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行政大樓 12樓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七、 報名辦法：  

1.報名對象： 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醫事檢驗師、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2.課程名額： 250人。 

3.報名方式： 

 

採 be-class線上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58b5cf4bdad769cf 

*先匯款，報名表中需填匯款資料(轉帳帳號後五碼)，資料未完整

者視同未報名，敬請協助配合。最終以網站公告之名單為準。 

4.報名期限： 2019年 6月 17日起至 7月 20日止或名額額滿為止。 

5.報名費用： A. 參加研討會 

   主辦及協辦單位 900元 

   非主、協辦單位 1100元 

B. 參加交流晚宴 

主辦及協辦單位 900元 

非主、協辦單位 1100元 

C. 現場報名 

參加研討會或交流晚宴一律以現金價 1200元現場收取。 

6.匯款資訊： 銀行：玉山銀行  文心分行，銀行代碼：808 

戶名：佳葳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帳號：0141-940-021822 

7.錄取確認： 研討會報到流程及參加學員名單(含報到序號)將於 7月 10日 

之後陸續於網站公告，請上網查詢。 

網址：www.iscgateway.com.tw 

8.退費規範： 於網站公告名單後取消報名，退費金額需扣除匯款手續費用； 

研討會開始前 3日起取消報名，恕不退費。 

八、 教育積分： 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醫事檢驗師、 

長照人員積分申請中(以實際核定學分數為準)，如需出席證明 

請報名時於備註欄填寫。學分如有問題請洽詢本公司。 

九、 注意事項： 1.本研討會提供講義、午餐，為配合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

杯。 

2.本研討會保有取消或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若有任何更改將會公 

  告於網站。 

3.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因素，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佈之停班標準為 

  準，若有停課，日後將再公告相關辦理方式。 

十、 聯絡資訊： 

 

 聯絡人:湯瑤芳 

電話:04-22963277 

傳真:04-22951727 

電子郵件：tuv@geneway.com.tw 

網址: www.iscgateway.com.tw 

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58b5cf4bdad769cf
http://www.iscgateway.com.tw/
http://www.iscgateway.com.tw/


 

【流程表】 

08:00~08:30 報 到 

08:30~09:00 開幕式及貴賓致詞 

 

時 間 講題 Topic 講師 Speaker 座長 Chair 

09:00~09:50 

主題一： 

長照新圖像- 

跨域整合的復能照顧 

林依瑩 前臺中市副市長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董事 

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推動者 

王珩生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
療師公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
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高雄地方法院醫事調解
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09:50~10:10 休息 

10:10~11:00 
主題二： 

台灣長期照顧的復健 

賴仲亮 博士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副院長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主題三： 

中國銀色經濟養老產業
趨勢報告 

張永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老師 

Innovation Institute of 

Yonge,Ca.教授 

林佳憓 

中山醫學大學校友總會 

榮譽理事長 

上海交通大學養老總裁 

班講師 

德國萊茵 SQ+研發暨推 

廣中心大健康項目總監 

佳葳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12:00~12:20 綜合討論 

12:2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20 
主題四： 

營養預防失能失智的健
康養老模式 

張菡馨 博士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系教授兼系主任 

衛福部食藥署健康食品審議小組委員 

14:20~14:30 休息  

14:30~15:20 
主題五： 

醫療照護的相關感染與
預防 

蘭光坪 博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佑康診所檢驗科主任 

高雄市大高雄醫檢師公會常務理事兼 

教育訓練委員 

范紀鎮 

臺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 

理事長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院長 

辦公室主任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助理 

教授 
15:20~15:40 休息 

15:40~16:30 

主題六： 

臨終關懷- 

以護理照護觀點 

李秋香 博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 

中山醫學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16:30~16:40 休息 

16:40~17:30 
主題七： 

榮民醫療體系之全人醫
療 

劉夷生 主任 

台中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17:30~17:40 閉幕式 

 

18:00~21:00 全國大飯店晚宴       大陸養老現況分享暨實務交流 



 

【座長簡介】依講題順序排列 

【主題一】：長照新圖像-跨域整合的復能照顧  
【主題二】：台灣長期照顧的復健 

  座長：王珩生 

  現職：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高雄地方法院醫事調解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師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學士  

  經歷：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系友會會長 

  專長：醫事糾紛排解、神經生理疾患職能治療 

 
【主題三】：中國銀色經濟養老產業趨勢報告  
【主題四】：營養預防失能失智的健康養老模式 

  座長：林佳憓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 

        上海交通大學養老總裁班講師 

     德國萊茵 SQ+研發暨推廣中心大健康項目總監 

     佳葳醫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臺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廣東省生物醫學工程學會血液淨化分會常務委員 

  學歷：福建華僑大學管理學博士 

  經歷：中山醫學大學校友總會第九屆理事長 

       中山醫學大學醫技校友會會長 

       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林新醫院院長特助兼檢驗科主任 

       山西醫科大學第二人民醫院高級體檢中心執行總監 

       順天醫療社團法人體系(醫院、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所) 董事/營運長 

  專長：醫學檢驗及實驗室管理、醫務管理、醫療機構評鑑、人力資源管理、醫療資訊規劃 

 

 

 

 

 



 

 

【主題五】醫療照護的相關感染與預防 

【主題六】臨終關懷-以護理照護觀點 

【主題七】榮民醫療體系之全人醫療 

  座長：范紀鎮 

  現職：臺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理事長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院長辦公室主任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學歷：文化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淡水馬階紀念醫院病理科技術主任 

        台北馬階紀念醫院臨床生理檢查科主任 

        台灣病理技術學會理事長 

        台北縣醫檢師公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醫檢師公會全聯會常務理事 

  專長：病理切片技術、組織學 

 

【講師簡介】依講題順序排列 

【主題一】長照新圖像-跨域整合的復能照顧 

  講師：林依瑩 

 現職：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董事 

  學歷：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經歷：臺中市政府副市長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老五老基金會執行秘書 

        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推動者 

  專長：長照、志工、社區工作、非營利組織管理、政策設計 

 
【主題二】台灣長期照顧的復健 

 講師：賴仲亮 

 現職：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副院長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復健科主任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復健專 375 號) 

       亞洲大學兼任部定助理教授(助理字號第 140709 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兼任部定助理教授  

 專長：復健醫學、老人醫學、運動醫學、健康管理、長期照護 

 



 

 
【主題三】中國銀色經濟養老產業趨勢報告 

 講師：張永河教授 

 現職：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老師 

        Innovation Institute of Yonge, Ca.教授 

        HuiLi Fund 項目負責人 

 學歷：東海大學 EMBA 企業管理班 

 經歷：綠地集團項目總監/高級顧問 

       紅木投資執行董事 

 專長：養老產業、養老投資、養老金融、養老地產 

 

【主題四】營養預防失能失智的健康養老模式 

 講師：張菡馨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營養系教授兼系主任 

       衛福部食藥署健康食品審議小組委員 

 學歷：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胚胎學博士 

 經歷：台大醫院營養部營養師 

       輔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助理教授 

 專長：營養學 

 

【主題五】醫療照護的相關感染與預防 

 講師：蘭光坪 

 現職：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佑康診所檢驗科主任 

       高雄市大高雄醫檢師公會常務理事兼教育訓練委員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所博士 

 經歷：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副教授兼教務主任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檢驗科醫檢師兼主任 

 專長：醫學檢驗及實驗室管理、生物化學研究與教學 

 

 

 

 

 

 

 

 



 

 

【主題六】臨終關懷-以護理照護觀點 

 講師：李秋香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 

       中山醫學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護理組博士 

 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主任、督導、護理長、護理師 

 專長：行政管理、品質管理、手術全期護理、內外科護理、感染控制、安寧療護 

 

【主題七】榮民醫療體系之全人醫療 

 講師：劉夷生 

 現職：臺中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系碩士 

 經歷：埔里榮民醫院副院長 

       國軍臺中總醫院副院長  

 專長：1.常見急慢性疾病診療(如呼吸道感染、氣喘、中耳炎、腸胃疾病、肝炎、痛風、  

        關節炎、高血壓、糖尿病、血脂異常、焦慮失眠等)，不明症候處置(如發燒、疼    

        痛、消瘦等)，健康檢查諮詢，癌症篩檢。 

       2.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提供以人為本、不分年齡性別、遍及家庭社區的全人、  

         全家、全社區之保健醫療，且涵蓋預防醫學、行為醫學與臨床營養。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GPS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說明：因中山醫學大學停車場目前無提供停車區域，請有意參與課程，需自行開車之學員請自行於

中山醫學大學附近找停車位，謝謝您。 

1.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 

於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南路右轉--->直行文心南路(未過

平交道)--> 左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請自行於學校鄰近地區找停車位） 

2.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接中投公路:台 63線) 

中投公路(3.5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左轉文心南路往台中市--->直行

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請自行於學校鄰近地區找停車

位） 

3.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烏日交流道) 

於烏日交流道下--->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直行上路橋環中路七段--->下路橋後靠右側接慢車

道繼續直行環中路七段--->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中山路一段)往台中市--->直行復興路一段

左轉文心南路--->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請自行於學校鄰近地區找停車位） 

※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 轉乘統聯客運 85號、159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步行

約 5分鐘 

2. 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

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3. 搭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分鐘) 

※搭乘台鐵: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 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

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2. 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號、73號、85號、159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再步行約 6分鐘。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