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2020 年全國社區式長期照顧成果分享會」
銀照社區，你我同行
報名簡章
壹、前言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以下簡稱老盟）看見服務使用者的需求，自 97 年起
陸續開始推展日間照顧擴點、失智症老人團體家屋、小規模多機能及家庭托顧等服務，
邀請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組成工作小組，建立中央、地方與民間單位平台全力推動。
老盟因長期關注「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的議題，不斷的分析整理擴點時遭遇到的困
境，提供政策建言，推動服務發展，所以更能看見社區式照顧服務發展的需要與成長。
老盟截至今年國內推展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已逾 10 年，而 106 年長期照顧服務
法通過後，小規模多機能與失智症團體家屋亦成為社區式照顧服務重要的ㄧ環，辦理
模式日趨成熟，這些社區式照顧服務從空間設計、服務規劃、活動呈現，都充滿服務
人員的用心與巧思，但相關的照顧經驗或作品成果缺乏平台，來提供單位間有效地分
享與交流，故老盟今年持續辦理社區式長期照顧成果分享會，期待藉此讓不同社區式
照顧服務的經營模式與從業人員有更多交流，提升服務單位經營品質、增加專業服務
知能，打造完善的社區式長照機構的服務願景，落實在地老化的理念。

貳、目的
一、廣邀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單位與會交流，藉由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對
話，共同檢視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推動成效。
二、透過實務及學術分享會規劃設計，促進多元社區式照顧形態的展現，以及產官
學的交流，並鼓勵表揚相關優良服務單位。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肆、辦理日期：民國 109 年 9 月 26 日(六)當日為補班日
伍、辦理地點：台大公共衛生學院 101 講堂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陸、參加費用：免費
柒、參加對象：各縣市政府相關人員、社區式照顧服務經營者、實務工作者、專家學
者以及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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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報名方式：(1)預計開放名額 220 位
(2)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K4WiQisM4CmrU5ki9

(3)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109 年 9 月 13 日(日)為止(額滿則提前截止)
玖、注意事項：
(1)本分享會全程免費，惟求計畫之公平性，報名後請務必出席，以確
保其他參與者權益，若不克出席，請於一個禮拜前電洽本聯盟取
消報名，俾安排學員遞補。
(2)考量防疫，若分享會如期舉辦，活動當日不接受現場報名，僅事前
報名成功者，方可入場。報名未成功者，請勿前往會場。
(3)配合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防疫政策，請自備口罩並且全程
戴上，如無法配合者，本單位有權拒絕入場。
(4)請配合量測體溫，量測有發燒情形(額溫達攝氏 37.5 度)，不得入
場。(僅提供講義，並請離場)
(5)如有其他疑問，請聯繫：鐘專員
聯絡電話：02-25927999 轉 241
E-mail：paula@oldpeople.org.tw
拾、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相關平台
(1) 老盟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oldpeople.org.tw/
(2) 老盟臉書粉絲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lderlyunion/
(3) 社區式長照機構諮詢平台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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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活動議程
時間
9:00-9:20

內容

講者

報到

9:20-9:30

開幕式/貴賓致詞

9:30-9:50

頒發優秀論文獎/大合照

9:50-10:30
10：30-11：10

11:10-11:20

 專題演講一：社區式照顧服
務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專題演講二：COVID-19 疫情
在社區式長期照顧體系之因
應
休息時間

衛生福利部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衛生福利部
主持人
主講人
主持人
主講人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 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司
： 陳雅美 教授
： 陳潤秋 局長

11:20-11:40

主題論壇（一）：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之《營運模式》
主持人： 簡月娥 執行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和家庭照顧者成為「夥伴」 分享人：洪嘉妙 顧問
~提升日間照顧中心服務滿意 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度之策略
 回應與討論

11:40-12:00

主題論壇（二）：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之《空間規劃設計》
主持人： 陳政雄 建築師
陳政雄建築師事務所
 照護空間的打造~以高仁愛
分享人：詹麗珠 護理長
學苑為例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高仁愛學苑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回應與討論

12:00-12:30

 主題論壇（三）：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學術研究》
主持人： 林秋芬 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偏鄉社區復能多元介入模式 分享人：洪珮倫
成效研究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
 多元表達藝術治療運用於社 分享人：林宜姵
區照顧成效探討-以臺中市某 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臺
社區式長照機構為例
中市私立春社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回應與討論

12:30-13:50

午餐(海報展示及評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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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3:50-15:20

內容
講者
主題論壇（四）：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之《照顧模式》
主持人： 游如玉 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運用學習理論轉換個案囤積
行為-以魏愛倫學苑為例

 原鄉部落社區長照服務模式
現況之初探～以屏東縣來義
鄉為例
 運用優勢觀點於活力園日照
中心發展互助照顧模式
 提升三感之創新飲食變化促
進長者食入量

 SIT-TO-STAND 復能模式-日照
照顧現場之移位能力首要性
 哈老行動手沖咖啡

分享人：陳汝珍 社工師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附設彰化縣私立魏愛倫學苑
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分享人：尹可鴻 社工督導
社團法人中華家庭暨社區展望協會附
設屏東縣私立依立瓦社區長照機構
分享人：林佳慈 主任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附設社區長照機
構
分享人：温惠伃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
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經營管理台北市
中山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分享人：侯志龍 負責人
屏東縣私立松柏樂復易綜合長照機構
分享人：林淑萍 社工師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石岡服務中心

 回應與討論
15:20-15:40

休息時間(下午茶)

15:40-16:10

綜合座談

16:10-16:20

頒發優秀海報獎

16:20-16:30

閉幕式

主持人： 張淑卿 秘書長
與談人： 黎世宏 執行長
林秋芬 教授
李光廷 教授
陳柏宗 建築師
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司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司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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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積分認定:預計依程序申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全程參與者，會後提供研習時數證明。
拾參、交通方式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電話:：(02)3366-8000

 搭乘捷運:
淡水北投線(紅線)：台大醫院站 2 號出口
->沿常德街直行到達中山南路口過馬路(對面是台大醫院大門)→左轉中山南路到達
第 1 個路口徐州路口→右轉徐州路，過了林森南路口左手邊，即是公衛學院，步行
大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
板南線(藍線)：善導寺站 2 或 3 號出口
-> 2 號或 3 號出口出來→走到林森南路→沿林森南路走到徐 州路口 ，左手邊即
是公衛學院大樓，走路約 8 分鐘。
 搭乘公車:
成功中學站: 0 南/15/22/36/37/208 正/253 右/265 三重/265 大南/294 正
仁愛林森路口站: 214 正/249 左/249 右/261/263/270/621/630
開南高工站: 0 南/15/22/36/37/253/295/615
 停車資訊:
1.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徐州路與林森南路口)B1 及 B2 停車場，請由徐州路 19 號
按對講機後進入。
2.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
3. 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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