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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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研討會暨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疫情時代下的高齡照護 

主辦單位：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會議時間：民國 110 年 11 月 14 日（週日），上午 9 點 ~ 下午 4 點 25 分 

會議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急診大樓六樓第五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會議主題：疫情時代下的高齡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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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專題演講暨會員大會 

1. 統一線上報名：https://reurl.cc/l5oLm9 

2.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01 日(週一)截止。 

2、 學術論文發表 

1. 參賽辦法請詳見：https://reurl.cc/r1lK71 

2.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05 日(週五)截止。  

3、 創意專題競賽 

1. 徵稿辦法請詳見：https://reurl.cc/52gbnG 

2.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9 日(週五)截止。 

(創意專題競賽之費用請詳閱上方連結之競賽辦法) 

 

※其他注意事項： 

1. 因疫情關係，不提供餐點並請攜帶健保卡及身分證件認證。 

2. 本活動不提供課程資料。 

3. 恕無提供停車優待。 

4. 須全天參與方能發給研習證明。 

5.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西醫師、護理師/士、長照人員、老年醫學專科積分。 

6. 會員請詳閱：若您尚未繳交年費，現場設有繳費窗口，以便大家繳交會費(1000 元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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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如有問題請撥打協會電話：06-3028291，或 email:secretariat@faces.org.tw 洽詢。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研討會暨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疫情時代下的高齡照護 

時間：110 年 11 月 14 日（週日），上午 9 點 ~ 下午 4 點 25 分 

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急診大樓六樓第五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議程：上午場 

時間 題  目 講  者 主 持 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Opening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國立陽明醫學大學醫學系神經內科/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林育德 理事長/副教授/主任 

09:05-09:10 來賓致詞 

09:10-09:40 

(30) 

物理治療介入 

COVID-19 個案之經驗分享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復健部 

鄭堯仁 物理治療師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陳建良 理事/副教授 

09:40-10:10 

(30) 

COVID-19 

疫情下對社區高齡照護的衝擊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老人服務事業科 

趙慧珍 理事/助理教授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附設醫院護理部 

胡芳文 常務理事/臨床助理教

授/高齡專責護理師 

10:10-10:30 Break 

10:30-11:00 

(30) 
疫情之下的居家健康管理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高齡醫學科 

張欽凱 醫師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老年

所/附設醫院高齡醫學部 

張家銘 常務理事/副教授/主任 

11:00-11:30 

(30) 
後疫情時代智慧照護科技發展 

工業技術研究院 

策略與需求探索設計部 

連俊宏 經理 林育德 理事長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師 

12:00-13:30 午餐、會員大會 

13:30-16:20 專題競賽暨學術論文發表 

16:20- 歸賦 



 

議程-下午場：專題競賽暨學術論文發表 

(※統一口頭發表，每場時間為 15 分鐘，包括口頭報告 10 分鐘、提問 5 分鐘) 

 

時間 題  目 講  者 主 持 人 

學術論文發表 

13:30-13:45 (徵選中) (徵選中)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 

黃靜君 理事/助理教授 

13:45-14:00 (徵選中) (徵選中) 

14:00-14:15 (徵選中) (徵選中) 

14:15-14:30 (徵選中) (徵選中) 

14:30-14:45 (徵選中) (徵選中) 

14:45-15:10 中場休息 

創意專題競賽發表及頒獎 

15:10-15:20 (徵選中) (徵選中)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輔英科技大學健康管理系 

林政翰 監事/副教授 

15:20-15:35 (徵選中) (徵選中) 

15:35-15:50 (徵選中) (徵選中) 

15:50-16:05 (徵選中) (徵選中) 

16:05-16:20 (徵選中) (徵選中) 

16:20-16:25 評審講評、頒發競賽獎勵 

16:25- 結束與賦歸 

  



 

交通方式及路線： 

地址：高雄榮民總醫院 急診大樓六樓第五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因應防疫，本院急診禁止進出；進院路線，以下三條 （也可主動詢問本院同仁，如何走到會場） 

● 1.「高齡醫學大樓」大門口檢疫站進入→搭電梯到 2F→通過復健部櫃臺→連通道→右轉急診

大樓→進急診大樓、搭電梯到 6 樓→第五會議室。 

● 2.「門診大樓」大門口檢疫站進入→搭電梯到 2F→轉急診大樓方向→進急診大樓、搭電梯到

6 樓→第五會議室。 

● 3.「醫療大樓」大門口檢疫站進入→搭電梯到 2F→轉門診大樓&急診大樓方向→進急診大

樓、搭電梯到 6 樓第五會議室。 

行駛高速公路 

● 國道 1 號（中山高） 

鼎金系統交流道 左營(右側）下 大中路(右轉）→ 本院 醫療大樓 

鼎金系統交流道 左營(右側)  下 大中路(右轉)   → 榮總路 → 本院門/急診大樓 

● 國道 3 號（南二高）→ 接 東西向 10 號快速道路 往西(高雄方向) 

鼎金系統交流道 左營(右側）下 大中路(右轉）→ 本院 醫療大樓 

鼎金系統交流道 左營(右側)  下 大中路(右轉)   → 榮總路 → 本院門/急診大樓 

搭乘高鐵左營站/台鐵新左營火車站出口(高鐵路) 

● 下車地點為榮總路榮總側門站：3、紅 35、紅 50、E11 

● 下車地點為大中路榮總站：E25 

● 下車地點為新莊高中站(民族一路)：90民族幹線 

● 公車班次更新異動，依[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公告為主 

● 參考資訊： 高鐵時刻表 /  火車時刻表 

 

 

急診大樓 
6 樓 第五會議

室 

https://www.thsrc.com.tw/ArticleContent/a3b630bb-1066-4352-a1ef-58c7b4e8ef7c
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1/tip112/queryby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