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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失智症暨長期照護發展】 

國際研討會 

一、 活動目的： 

台灣已邁入高齡社會，隨著人口老化及照顧服務需求增加，失智症照顧與長期照護議題

已是目前國家重要政策，如何提供居家醫療支持家庭，從急性醫療銜接居家到社區式長期照

顧之多元連續性服務，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給予合適醫療與生活照護已成為

當前重要的健康照護議題，能使高齡或失智、失能者獲得在地且即時與便利之照顧，延緩失

能或失智提升自主生活能力，使其安心養老，落實在地老化。本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失智症與

長照專家學者分享照護成果及未來發展趨勢，並希冀藉專家座談討論、互動交流，增進參與

者未來在相關照護策略、模式及實務工作推展，乃至失智症照護與長期照護服務能量之提升，

而能發展且運用有效策略改善個案需求提昇其生活品質。 

二、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臺南市衛生局 

臺南市政府照顧服務管理中心 

主辦單位：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協辦單位：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 

          社團法人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 

南臺科技大學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三、活動日期：2018 年 12 月 22 日(六)至 12 月 23 日(日) 

四、活動時間：09:00 ~ 16:30 

五、活動地點：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 5 樓 國際會議廳 

六、參與對象：對失智照護、高齡政策與生活福祉議題關注之各醫療院所醫療人員、學校師

生與社區醫療群醫師、長照人員或有興趣者，約 2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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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方式： 

請填妥報名表並將劃撥單收執聯黏貼至報名表上掃描或拍照，統一採 E-mail報名 

    ：m950926@mail.chimei.org.tw，郵件主旨請註明：『失智症暨長期照護發展國際研

討會報名』，受理後將以 E-mail 通知報名結果，未繳費者恕不受理。若有報名相關

問題歡迎來電洽詢，護理部書記林玉雪 06-2812811 轉 53021。 

八、報名日期：10 月 15 日〜11 月 20 日或額滿為止。 

九、繳費資訊：奇美醫療體系員工、奇醫之友全程免費。 

1.院外學員報名費：一日 1,000 元、二日 2,000 元。 

2.劃撥繳費： 

帳號 00338871，戶名：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通訊欄處請務必註明參加者姓名、 

課程日期。 

3.請於 11/30 前將劃撥單以掃描或拍照方式連同報名表 E-mail 至：

m950926@mail.chimei.org.tw，未繳費者恕不受理並取消報名資格；報名後，恕不退費。 

十、積分申請： 

本研習會繼續教育積分：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社工師、長照人員

申請中。 

十一、注意事項： 

1. 本研習會中午提供便當。 

2. 為響應環保恕不提供紙杯，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與會；會場冷氣開放，請斟

酌自備外套。 

3. 本研習會安排作者簽書會，參加學員如有收藏《 葵照護 Aoi care 》書籍者，歡迎將

書本帶至現場簽名。 

4.本院備有自費停車場（200元/天，以現場公告為主）。 

5.為維護課程品質，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或冒名頂替者，該次課程之積分均不予認定。 

十二、交通資訊： 

    1.開車： 

      *永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台 1省道→中正南路→中華路→奇美醫院。 

      *仁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東門路→中華路右轉→奇美醫院。 

    

    2.搭乘火車： 

mailto:m950926@mail.chimei.org.tw
mailto:m950926@mail.chime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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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火車至大橋火車站下車，步行約 8 分鐘至奇美醫院(步行路線如下圖)。 

 
    3.搭乘高鐵 

      到達高鐵站後，可搭乘 (1) 搭台鐵沙崙線(即台南高鐵站，沿指示牌走到沙崙站月台) 

      到大橋火車站，步行約 8分鐘可到達奇美醫院 (步行路線如上圖)；(2)搭台南高鐵站 

      -奇美醫院(永康院區)接駁公車，於奇美醫院站 (終點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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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議程 
  【第一天】 107 年 12 月 22 日 (六)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座長 

09:00 ~ 09:30 報到 

09:30 ~ 09:40 貴賓及長官致詞 

邱仲慶 院長 

          社會局 長官 

  劉憶萍 理事長 

09:40 ~ 10:10 

台南失智症照護現況、資源運用與未

來展望 
洪明婷 主任 陳綉琴 總監 

10:10 ~ 10:20 ~ 小憩茶敘 ~ 

10:20 ~ 11:10 智在分享~從篩檢到照護成效經驗談 周志和 醫師 張嘉祐 主任 

11:10 ~ 12:00 

失智症家庭照顧者之壓力負荷與 

心理支持 

簡淑媛 主任 江惠英副部長 

12:00 ~ 13:30 ~ 午餐時光 ~ 

13:30 ~ 15:00 失智症照護之倫理與法律議題 林瓊嘉 律師 蔡岡廷 主任 

15:00 ~ 15:30 ~ 小憩茶敘 ~ 

15:30 ~ 16:20 

導入預防及延緩失智照護方案於 

失智社區據點之成效 

張鈴艷 

職能治療師 
周偉倪 院長 

16:20 ~ 賦  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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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107 年 12 月 23 日 (日)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座長 

08:40 ~ 09:00 報到 

09:00 ~ 09:20 貴賓及長官致詞 

邱仲慶 院長 

衛生局 長官 

  陳相國 理事長 

盧燈茂  校長 

09:20 ~ 10:10 台灣長期照護發展與未來展望 
待聘 

(衛生福利部) 

林宏榮 

首席醫療副院長 

10:10 ~ 10:30 ~ 小憩茶敘 ~ 

10:30 ~ 12:00 
超高齡社會的醫療照護需求改變， 

在宅醫療如何扮演關鍵角色？ 

佐佐木淳 理事長 

翻譯：陳湘媮 
李璧伊 部長 

12:00 ~ 13:30 ~ 午餐時光 ~ 

13:30 ~ 15:00 
照護？生活？探索超高齡社會的 

新共生模式 

加藤忠相 會長 

翻譯：陳湘媮 
田宇峰 副院長 

15:00 ~ 15:30 《 葵照護 Aoi care 簽書會 》 &  ~ 小憩茶敘 ~ 

15:30 ~ 16:30 專家座談 

    佐佐木淳 理事長 

  加藤忠相 會長 

  洪明婷   主任 

  陳綉琴   總監 

  蔡岡廷   主任 

 翻譯：陳湘媮 

16:30 ~ 賦  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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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講者、座長簡介(依演講順序排列) 

邱仲慶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院長 

劉憶萍    社團法人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洪明婷    臺南市政府照顧服務管理中心主任 

陳綉琴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護理部總監 

周志和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張嘉祐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神經內科主任 

簡淑媛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社區健康促進室主任 

江惠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護理部副部長 

林瓊嘉    林瓊嘉律師事務所律師 

蔡岡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老年醫學科主任 

張鈴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復健部職能治療師 

周偉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院長 

陳相國    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盧燈茂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 

林宏榮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首席醫療副院長 

佐佐木淳  日本醫療法人社團悠翔會理事長、診療部長 

李璧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家庭醫學部部長 

陳湘媮    個人工作室專業翻譯 

加藤忠相  日本葵照護會長 

田宇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醫療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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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講者特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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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失智症暨長期照護發展國際研討會 

院外學員報名表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NO 姓名 服務機關/職稱 
身份證字號 

(申請積分者頇填寫) 
報名課程日期 餐食種類 備註 

1    □12/22 □12/23 □葷 □素  

2    □12/22 □12/23 □葷 □素  

3    □12/22 □12/23 □葷 □素  

4    □12/22 □12/23 □葷 □素  

5    □12/22 □12/23 □葷 □素  
 

報名收據抬頭：□個人抬頭 

□機構抬頭：           統  編：                  

 

1.請填妥報名表並將劃撥單收執聯黏貼至報名表上掃描或

拍照，E-mail 至 m950926@mail.chimei.org.tw，郵件主旨請

註明：『失智症暨長期照護發展國際研討會報名』，受理

後將以 E-mail 通知報名結果，未繳費者恕不受理並取消

報名資格；報名後，恕不退費。 

2 報名相關問題歡迎來電洽詢，護理部書記林玉雪

06-2812811 轉 53021。 

3.報名費用單日 1,000 元、全程 2,000 元。繳費方式一律採

用劃撥繳費，通訊欄處請務必註明參加者姓名、參加課

程日期。（劃撥帳號：00338871，戶名：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奇美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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