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完整永續長期照顧體系的發展與前瞻  

國際研討會 

 

 

 

 

 

 

活動期間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9日、20日(週五、六共兩日) 

活動地點    臺北市交通部集思會議中心五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4號)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合辦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 

            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護理部 

            臺北醫學大學．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護理部 

協辦單位    立法委員陳靜敏國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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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整永續長期照顧體系的發展與前瞻  國際研討會 

壹、大會主題 

本會為強化我國長照體系之建構及推廣長照相關知識，特舉辦「打

造完整永續長期照顧體系的發展與前瞻 國際研討會」，強化長照服務體

系發展，普及長照知能，提升長照服務品質。 

本次研討會目的： 

一、學習德國和日本之長照體制與現況，並分享其創新之照顧模式。 

二、推廣「長照政策與長照服務」之學術研究及實務新觀念。 

三、普及長照知識及概念。 

四、交流長照領域專業知識。 

五、培育長照人材投入長照服務。 

貳、 大會進行方式 

    將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就長照體制發展與長照創新服務模式等專業

主題作經驗分享與演說(有同步翻譯)，並進行產、官、學對話，研討會

共 2天。 

一、活動期間：108年 4月 19日、20日(週五、六共兩日) 

二、活動地點：臺北市交通部集思會議中心五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4號) 

三、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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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 

              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護理部 

              臺北醫學大學．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護理部 

              社團法人台灣長照及高齡健康管理發展協會 

六、協辦單位：立法委員陳靜敏國會辦公室 

七、參加對象 

    (一)各縣市衛生局及社會局代表 

    (二)各長照相關機構長照人員 

    (三)各醫療院所對長照工作有興趣者 

    (四)各大專院校長照相關科系教師 

八、參加人數：一日 400人，二日共計 800人次。  

九、報名日期：自 108年 3月 18日至 108年 4月 12日(或額滿為止) 

十、報名方式： 

本研討會僅開放網路線上報名，請至以下網址填寫報名資料： 

https://goo.gl/48BN2i 

 

  

https://goo.gl/48BN2i
https://goo.gl/48BN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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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整永續長期照顧體系的發展與前瞻 國際研討會 

2019年 4月 19 日(星期五)  

Day 1: Friday, April 19, 2019 

 

Time 時間 Topic 主題 Speaker 講者 主持人 

08:10 - 08:50 Registration 報到 

08:50 - 09:20 
Opening Remarks  

長官致詞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盧美秀理事長 

蔡英文總統 

蔡佩珊國際長(上午) 

林秋芬副院長(下午) 

09:20 - 09:40 合照與茶敘 

09:40 - 10:30 德國的長照體制發展與現況 
Dr. Gerhard 

Naegele 講座教授 
陳靜敏立法委員 

10:30 - 11:20 日本的長照體制發展與現況 秋山正子理事長 林碧珠副理事長 

11:20 - 12:10 我國長照發展現況與挑戰 陳時中部長 盧美秀理事長 

12:10 - 13:30 Lunch 

13:30 - 14:20 
居家照護孕育的力量-生活
保健室 

秋山正子 高靖秋理事長 

14:20 –15:10 失智照護體系建構 
Dr. Gerhard 

Naegele 講座教授 
周桂如院長 

15:10 - 15:30 Break 

15:30 - 16:20 鄰里居家護理體系建構 蔡淑鳳司長 蕭淑代主任 

16:20 - 17:00 Panel Discussion –座談會  蔡淑鳳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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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整永續長期照顧體系的發展與前瞻 國際研討會 

 

2019年 4月 20日(星期六)  

Day 2: Saturday, April 20, 2019  

 

Time 時間 Topic 主題 Speaker 講者 主持人 

08:10 - 09:00 Registration 報到 

09:00 –09:10 行政院院長蘇貞昌致詞 張秀君副局長 

09:10 - 10:00 長照 2.0 服務資源佈建 周道君副司長 紀淑靜理事長 

10:00 - 10:50 永續發展的長照財源 鄭清霞教授 劉淑芬主任 

10:50 - 11:10 茶敘 

11:10 - 12:00 機構式長期照顧服務 杜敏世秘書長 任秀如主任 

12:00 - 13:30 Lunch 

13:30 - 15:00 
打造醫養整合的照顧體
系: 產官學界的對話 

產: 賈佩芳副院長 

官: 薛瑞元次長 

學: 盧美秀教授 

薛瑞元次長 

15:00 - 15:20 Break 

15:20 - 16:10 

打造完整永續發展的長

期照顧體系: 產官學界

的對話 

產: 朱偉仁執行長 

官: 陳靜敏委員 

學: 王秀紅教授 

陳靜敏委員 

16:10 - 17:00 
會後記者會 

座談會 
 

盧美秀理事長 

陳靜敏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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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月 19 日(星期五)  

講師簡介： 

陳時中    衛生福利部部長 

蔡淑鳳    衛生福利部護理暨健康照護司司長 

秋山正子  NPO法人「白十字居家志工之友會」理事長。 

          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白十字在宅ボランティアの会理事長 

          「白十字居家護理所」暨「白十字居家照護服務中心」督導長。 

           株式会社ケアーズ 代表取締役 白十字訪問看護ステーション統括所長 

Dr. Gerhard Naegele  德國多特蒙德工業大學老人學研究中心講座教授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FfG), TU    

                     Dortmund Chair Professor 

主持人簡介： 

蔡佩珊    臺北醫學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林秋芬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教授兼副院長 

陳靜敏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立法委員 

林碧珠    社團法人台灣長照護理學會副理事長 

盧美秀    社團法人台灣長照護理學會理事長/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高靖秋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周桂如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蕭淑代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2019 年 4月 20日(星期六)  

講師簡介： 

周道君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副司長 

鄭清霞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杜敏世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秘書長 

賈佩芳    屏東基督教醫院護理副院長 

薛瑞元    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 

盧美秀    社團法人台灣長照護理學會理事長/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朱偉仁    八福銀髮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愛長照)執行長 

陳靜敏    立法委員 

王秀紅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教授 

主持人簡介： 

張秀君    屏東縣衛生局副局長 

紀淑靜    台灣私立醫療機構護理業務協進會理事長 

劉淑芬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護理部主任 

任秀如    部立雙和醫院護理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