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for the Seniors,
FACES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論文發表會
延緩高齡衰弱失能之進展-從理論到跨專業照護
主辦單位：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輔英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研討會時間：民國 107 年 4 月 21 日（週六），上午 8 點 30 分起
研討會地點：輔英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四樓-國際會議廳 J401
研討會主題：延緩高齡衰弱失能之進展-從理論到跨專業照護
參加對象：高齡照護相關醫事人員、照顧服務者、一般社會大眾
報名方式：統一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gufyh2KNEHw01N4M2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04 月 11 日(週三)，或額滿即截止。
繳交費用：本會會員 及 輔英科大師生職員(須核對證件)免費；非會員 300 元整。(皆附餐)
繳費方式：統一現場收費。(請自備零錢)
學分申請：老年醫學會、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長照人員。

※其他注意事項：
1. 為響應環保政策，參加研習課程之學員請自行攜帶筆、環保杯(筷)。
2. 輔英科技大學內設有停車場，活動當天可停放於校內。
3. 須全天參與方能發給研習證明。
4. 會員請詳閱：尚未繳交年費的會員們，活動現場設有繳費窗口，以便大家繳交會
費。 (常年會費 1000 元整)
5. 如有問題請隨時與協會洽詢。聯絡人：陳社工，電話：06-3028291，

email:secretariat@faces.org.tw。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論文發表會
延緩高齡衰弱失能之進展-從理論到跨專業照護
時間：107 年 04 月 21 日（週六）
地點：輔英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四樓-國際會議廳 J401
主辦單位：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輔英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議程-上午場：專題演講與經驗分享
時間

題 目

講 者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老年科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張家銘 主任/理事長

Opening

來賓致詞 (輔英科大校長)

09:05-09:10

專題演講
09:10-09:50

延緩衰弱失能:從理論到臨床

陳建良 副教授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老年研究所
盧豐華 所長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經驗分享
09:50-10:05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醫師觀點與經驗分享

梁家豪 醫師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10:05-10:20

預防及延緩失能之社區長照護理實務經驗分享

莊育冠 老師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20-10:50

國立成功大學
老年研究所
盧豐華 所長

Break

10:50-11:05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職能治療師經驗分享

蔡宜蓉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11:05-11:20

膳食營養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
營養師經驗分享

黃惠芳 營養師
聖功醫院

11:20-11:50

高齡失能及衰弱之預防文獻回顧與經驗分享

黃安君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高齡醫學中心

11:5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師

12:00-12:50

午餐

12:50-13:30

會員大會

13:30~17:00

*學術論文發表會

高雄榮總高齡
醫學中心
林育德 主任

張家銘 理事長

議程-下午場：論文發表(暫定)
時間

題 目

講 者

13:30-13:45

預防延緩課程介入對社區
衰弱長者之影響:
以高雄市苓雅區為例

聖功醫院
任妍臻

13:45-14:00

建構以社區為主之周全性
高齡藥事照護實務能力

成大醫院老年科
林岱嬋

14:00-14:15

發展有生產力的高齡社區：
形成過程與社會正義

14:15-14:30

以社會實踐之內涵
建構偏鄉之老化教育

成功大學人文及社會中心 主持人：
南臺科技大學
翁裕峰
高齡服務學程(系)
成大醫學院生理所
陳美珠 主任
蔡美玲

14:30-14:45

指不住你之步步高升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林政翰

14:45-15:00

周全性老年評估遊戲化
APP 設計

中正大學成人暨繼續
教育學系
陳宜君
中場休息

15:00-15:15
15:15-15:30

從膳食活動看失智個案
進食與備餐行為影響

聖功醫院
黃惠芳

15:30-15:45

探討住院高齡者與主要照顧
者對使用留置尿管之感受

成功大學健康照護研究所
葉俊吟

15:45-16:00

醫院高齡者跌倒現況及策略

成大醫院護理部
蘇怡華

16:00-16:15

照顧其實可以很輕鬆!
以照顧實務指導員計畫
服務成效為例

聖功醫院
謝宗都

16:15-16:30

老年疏忽照護之初探

成大醫院老年科
朱耶綾

16:30-16:45

急性醫療病房的高齡友善
環境評估指標之初探

成大醫院護理部
廖悅如

16:45-

主持人

結束與賦歸

主持人：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齡醫學中心
盧玉強 主任

交通方式及路線：
※ 大眾運輸
◆ 高雄捷運：乘高雄捷運(橘線)至【大寮站】二號出口處，即有接駁公車(橘 20 路(O20)或輔英直達
車)可至本校大門口。若搭乘紅線者，需至【美麗島站】轉橘線。
◆ 公車：(資源來源：【橘 20】東南客運、【紅 8】港都客運、【橘 11】與【8001】高雄客運)
1.

橘 20C【大寮捷運站 - 輔英科大】接駁車(入校)：於【大寮站】二號出口處搭車，直接駛入
本校校園「輔英科大校區站」(停靠站：校門口、圖書館、中正堂(宿舍區))，約 8 分鐘車程，
詳橘 20 時刻表。(橘 20B 各於平日 2 班、假日 3 班繞駛入本校)

2.

橘 20 接駁車(未入校)：於【大寮站】二號出口處搭車，橘 20 接駁車共 5 線，其中除了橘
20E【捷運大寮站－中庄(前庄)】線不經「輔英科大站」外，其餘 4 線(A、B、C、D 線)皆有
停靠位於鳳林路上的「輔英科大站」(為消防隊前)，下車後沿著「進學路」步行約 500 公尺
即為輔英科大，詳東南客運網站 。

3.

紅 8【小港站 - 輔英科大】公車(入校)：自小港總站發車，有行經捷運【小港站】，終點站
直接駛入本校校園「輔英科大校區站」(停靠站：校門口、圖書館、中正堂(宿舍區))，車程約
53 分鐘，詳紅 8 時刻表。(路線詳港都客運網站)

4.

橘 11【林園站 - 建軍站】公車(部份入校)：往返有各 6 班次繞駛入校(停靠站：校門口、圖
書館、中正堂(宿舍區))，其餘班次請於「輔英科大站」(為消防隊前)下車，並沿著「進學
路」步行約 500 公尺即為輔英科大，車程約 30 分鐘，詳橘 11 時刻表。(路線詳高雄客運網站)

5.

高雄客運 8001【林園站-高雄】公車(未入校)：請於「輔英科大站」(為消防隊前)下車，並
沿著「進學路」步行約 500 公尺即為輔英科大。高雄客運路線與時間表請詳高雄客運網站。

◆ 火車：
1.搭乘火車抵達【鳳山火車站】後，可轉搭捷運或公車至本校。請步行沿著「曹公路」，接「光
遠路」後右轉直行，即可抵高雄捷運橘線【鳳山站】。其餘詳大眾運輸之【高雄捷運】資料或高雄
客運網站。
2.搭乘火車抵達【高雄火車站】後，可轉搭捷運或計程車至本校。選擇捷運轉運者，可步行抵火
車站前的高雄捷運紅線【高雄車站】。其餘詳大眾運輸之【高雄捷運】資料。
◆ 高鐵：搭乘高鐵抵達【高鐵左營站】後，可轉搭捷運或計程車至本校。
◆ 航空：搭乘飛機抵達【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可轉搭捷運或計程車至本校。

※ 自行開車
◆ 國道 1 號南下：
行至五甲系統交流道，轉行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下大寮交流道左轉鳳林三路，經
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 國道 3 號南下：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西），行至鼎金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1 號南下，行至五甲系統交流
道，轉行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下大寮交流道左轉鳳林三路，經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
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 國道 3 號北上：
由東港、林邊、新埤交流道北上，行至竹田系統交流道，轉行台 88 線快速道路（西），下大
寮交流道，右轉鳳林三路，經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 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北上：
由潮州、竹田、內埔上台 88 線快速道路（西），下大寮交流道，右轉鳳林三路，經力行路底
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 ，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交通路線簡圖：

(國際會議廳位置圖 續下頁)

※行政大樓四樓-國際會議廳 J401 位置圖：

行政大樓在此

學校大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