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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長照產業跨領域交流國際研討會 

主題：『失能與失智- 全方位高齡照護』 

緣起： 

    台灣高齡化速度為全球最快速的國家之一，為迎接浪潮的到來，政府推動了許多延

緩失智失能的復能政策方案，期盼落實居家養老，讓高齡者能有『優質高齡生活』。 

    大陸的高齡化比台灣更為快速，面對的問題更為嚴峻。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大陸的

康養政策值得借鏡，因應龐大高齡化壓力所衍生的商機更值得有志之士關注。 

    日本累積多年養老照護經驗，且持續不斷為提升高齡者優質生活而努力，近年來更

是因大力推動吞嚥訓練有效降低肺炎感染率，同時不斷地開發失智認知訓練相關服務。 

    從各國照護經驗中發現，「正確運動、均衡營養、心靈愉悅」可以幫助人們即使百

歲，仍然有機會享受自主、健康、活力的人生。 

    本屆論壇特地邀請台灣、大陸、日本專家一同進行相關跨領域經驗交流分享，內容

精彩可期，誠摯邀請關心長照產業的您參與本次課程。 

 

活動時程表  

日期：108 年 04 月 11 日（星期四） 

時間 主題 講者 座長 

8:00 – 8:20 報到   

8:20 – 8:30 貴賓致詞   

8:30 – 10:10 失能與失智之照護負荷 
王祖琪 

藤原富子 
陳姿秀教授 

10:10 – 10:30 休息/交流   

10:30 – 12:10 咀嚼吞嚥訓練與口腔照護 
黃純德 

三鬼達人 
陳姿秀教授 

12:10 – 13:30 休息/午餐   

13:30 – 14:20 失智長者身體活動與跌倒風險 楊政峯 何英獎理事長 

14:20 – 15:10 健康中國背景下康復醫學的發展趨勢 馮曉東 何英獎理事長 

15:10 – 15:30 休息/交流   

15:30 – 16:30 失能與失智全方位高齡照護專家座談 

王祖琪 理事長 

楊政峯 理事長  

馮曉東 會長  

謝德賢 總監 

何英獎理事長 

16:30 -  賦歸   

主持人：張恩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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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說明】 

【主持人】：張恩慈 老師 

【學歷】： 

1. 美國德州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2.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西洋藝術史學士 

【經歷】： 

1. 中華人事管理協會 特聘顧問 

2.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服務品質 輔導顧問 

3. 奇美博物館服務品質 輔導顧問 
 

【課程壹】：失能與失智之照護負荷 

【講師一】：王祖琪  理事長 

【學歷】： 

1. 美國華盛頓大學護理研究所 

2. 台大護理系 

【經歷】： 

1.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護理副院長 

2. 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理事長 

【專長】： 

1. 老人照護 

2. 長期照護 
 

【講師二】：藤原富子 常務理事 

【經歷】： 

1. 醫療法人和光會集團 常務理事 

2. 岐阜縣認知實踐者研修 講師 

【專長】：失智症照護 
 

【課程貳】：咀嚼吞嚥訓練與口腔照護 I 

【講師一】：黃純德 教授 

【學歷】：  

1. 大阪齒科大學大學院小兒齒科齒學博士 

2. 高雄醫學院牙醫學系牙醫學士 

【經歷】： 

1.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 理事長 

2.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衛生學系 教授 

3. 高醫大附設醫院兒童及身心障礙者牙科 主治醫師 

【專長】： 

1. 吞嚥訓練 

2. 口腔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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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二】：三鬼達人 看護長 

【學歷】：半田常滑看護專門學校 

【經歷】： 

1. 藤田保健衛生大學病院 看護長 

2. 日本攝食嚥下障害看護學會 評議員 

3. 愛知縣看護協會認定看護師教育課程 講師    

【專長】： 

1. 兒童牙科、身心障礙者牙科 

2. 牙科雷射、牙科麻醉 

3. 咀嚼吞嚥障礙 
 

【課程參】：失智者身體活動與跌倒風險 

【講師一】：楊政峯 名譽理事長 

【學歷】： 

1. 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2. 美國德拉瓦大學動作科學博士 

【經歷】： 

1. 成功大學醫學院總務 副院長 

2.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物理治療中心 主任 

3.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公會全國聯合會 名譽理事長 

【專長】： 

1. 神經疾病物理治療   

2. 老人疾病物理治療 
 

【課程肆】：健康中國背景下康復醫學的發展趨勢 

【講師一】：馮曉東 會長 

【經歷】： 

   1. 河南省康復醫學會 會長 

   2. 河南中醫藥大學康復醫學院 副院長 

   3. 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康復中心 主任 

【專長】： 

   1. 中風、截癱、腦外傷 

   2. 認知、語言、吞嚥、運動、膀胱等功能障礙康復 
 

【課程伍】：失能與失智全方位高齡照護國際高峰論壇全體專家座談 

【講師群】： 

• 王祖琪 理事長 (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 楊政峯 名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馮曉東 會長 (河南康復醫學會) 

• 謝德賢 總監 (秦皇島康乃馨康養集團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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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長介紹】 

【座長】：陳姿秀 教授 

【學歷】：日本國立德島大學營養學博士 

【經歷】：嘉南藥理大理 保健營養系 教授 

 

【座長】：何英獎 理事長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事技術學系 

【經歷】： 

1. 中華民國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2. 永英有限公司醫學事業部 總經理 

  

【主辦單位】： 

• 中華國際全方位照護學會 

•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協辦單位】： 

• 中華民國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 台日產業技術合作促進會 

• 日本 Foodcare 株式會社 
 

【承辦單位】：愛益購全人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上課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屬醫院 12 樓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12 樓 

【課程日期】：108 年 04 月 11 日【四】08:00-16:30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03 月 31 日【日】止 

【報名方式】：中華國際全方位照護學會祕書處電話：0965-168725  0931-923721 

網站：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3a95c455314448ce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530 號 

 

 

 

 

 

 

 

 

 

 

線上登錄後 

3 日內繳費 

報名者將 
繳費憑證掃
檔或拍照回
傳至 EMAIL
或 line 

主辦單位發

確認信 



【課程費用】：  

早鳥優惠(2/28 前繳費完成) 

主 辦 單 位 會 員 報 名 費  

非會員報名費 

 
相關費用完成匯款後請 Email 
煩請提供以下資料 1.轉入銀行名稱
(無摺現金存入請 "備註報名者姓名
 

代號 016 

戶名 中華國際全方位照護學會

【退費方式】 

108.03.31前取消報名 

108.04.01起取消報名 

 

【聯絡方式】：中華國際全方位照護學會祕書處

如工作人員未接到來電

   

【學分申請】：護理繼續教育積分

【學分申請】：物理治療

【學分申請】：長照人員

 

會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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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

1,200 元

2,000 元

Email 至 ICHcare2017@gmail.com 或 LineID
轉入銀行名稱、2.帳號後五碼、3.報名者姓名

備註報名者姓名") 

銀行 高雄銀行 前金分行

中華國際全方位照護學會 帳號 202-102-022

退費80% 

不退費 

中華國際全方位照護學會祕書處   電話：0965-168725

如工作人員未接到來電，請加 Line 留訊息，謝謝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治療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元 

元 

元 

LineID：home-angel， 
報名者姓名。 

前金分行 

022-876 

168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