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失智症防治照護國際研討會」
一、 辦理目的：
目前我國失智人口已逾 27 萬人且有九成以上失智者住在社區中，惟目前國
人對於失智症的認知仍十分有限，因而導致對失智症的恐懼、誤解及偏見，
並常常導致延誤就醫及醫療資源協助，爰亟需提升社區民眾對失智症之正確
認識及友善態度，更要發展失智友善社區，讓鄰里成為共同照顧的力量。
二、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承辦單位：天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三、 辦理時間：
10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參訪失智友善社區及相關服務據點(屏東縣)
108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辦理國際研討會
四、 研討會辦理地點：美和科技大學(屏東縣內埔鄉屏光路 23 號)
會議場地：國際會議廳(B1)
住宿地點：鮪魚家族飯店屏東館(代訂住宿)
五、 參加對象及名額限制：衛生福利部各單位暨所屬機關(構)、各縣市衛生
局及社會局(處)、政府相關部會、民間團體、長期照顧、衛生福利相關
領域之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相關系所學生及對議題感興趣一般大
眾人員。
名額以 200 人為限，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六、 報名方式:
（一） 採線上報名及紙本傳真報名(如附件 3)：
活動網址→https://reurl.cc/RdW5yx
（二）報名期間為即日起至 12 月 5 日(四)，報名時
請務必填寫正確的聯絡電話和 E-mail，以利
後續聯絡事宜。
（三）報名後，若因事而無法參與「失智症防治照
護國際研討會」請務必於 108 年 12 月 6 日
（五）前來電或以電子郵件取消報名，以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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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QR Code↓

候補人員遞補。
七、 報名注意事項：
（一） 活動前三天將透過 E-MAIL 發送行前通知，請以較常使用之 EMAIL
進行報名，以利活動相關資訊傳達。
（二） 填寫完報名表單後，需點取提交，完成報名程序。
（三） 書面報名：填妥之報名表請傳真至：03-8353991，並請來電確認
03-8310159 黃彥樺專員。
八、 接駁車資訊：
 集合地點(1)：屏東火車站前站出口處
 12 月 12 日(四)集合時間：下午 1：30-2：00(14 點準時發車)
 12 月 13 日(五)集合時間：早上 8：30-9：00(9 點準時發車)

建議搭乘火車班次
12/12 班次 372
12/13 班次 302

 集合地點(2): 左營高鐵站 2 號出口，彩虹市集前(需下手扶梯)
 12 月 12 日(四)集合時間：下午 1：00-1：30(30 分準時發車)
 12 月 13 日(五)集合時間：早上 8：20-8：40(40 分準時發車)

建議搭乘高鐵班次
12/12 班次 0125、0821
12/13 班次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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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聯絡方式：
聯絡人：天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柯蘊晅專員/黃彥樺專員
聯絡電話：07-5560868/03-8310159
E-mail: tianyi.kaohsiung@gmail.com
十、 報名費用：所有課程皆免費。
十一、 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證。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會場備有飲用水，請自備環保杯具。
（二） 此次研討會提供屏東鮪魚飯店住宿代訂服務，房型為 2 人一房，一
人一床之房型，並於 12 月 5 日前完成匯款，並電話通知。
（三） 鮪魚飯店一間雙人房為 2,700 元，一人需支付 1,350 元。
（四） 匯款資訊：帳號：2023-01-0000491-7，戶名：天翌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五） 匯款完請來電提供您交易的後五碼，以核對相關資訊，並再次確認
是否匯款成功，才算完成代訂。若需開立統編，請於報名表單上填
寫並可來電再次確認。
（六） 12 月 12 日(四)參訪活動預計 17：10 結束，交通車將於 17：30 至
屏東鮪魚飯店。
（七） 前一天住宿之學員，將安排交通車於 12 月 13 日(五)早上 9 點至大
門口接送至研討會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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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議程表
議程時間
09：00-09：40
09：40-10：00

議程

講者
報到
開幕典禮

10：00-10：20

我國失智照護政策

10：20-11：10

【專題演講】
全球失智友善行動及案例分享

11：10-11：25

【我國經驗】
善用在地特色資源

11：25-11：40

【我國經驗】
社區友善商店推動經驗分享

11：40-12：00
12：00-13：00
13：00-13：50

13：50-14：05
14：05-14：25
14：25-14：45
14：45-15：35

衛生福利部長官

討論交流
午餐
【專題演講】
創造有能力服務失智症患者的健康
照護體系：以美國為例之最佳實踐
模式
【我國經驗】

失智非藥物治療及創新照顧模式(導
入科技智慧)
【我國經驗】

15：50-16：05

透過空間創造關係，運用關係照顧
社區─多世代共融空間

16：05-16：20
16：20-16：50
16：50-17：00

美國洛杉磯阿茲海默協會
執行副總裁
Dr. Debra Cherry
台灣失智症協會
湯麗玉 秘書長

從 CRPD 談台灣失智照護品質提升
討論交流
休息
【專題演講】
會上錯菜的餐廳
如何支持失智症者自立生活
和田行男 理事長
【我國經驗】

15：35-15：50

國際失智症協會 研究與政
策項目負責人
Wendy Weidner
屏東縣政府
吳麗雪 副縣長
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黎世宏 執行長

【我國經驗】

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
許慧麗 主任
屏東基督教醫院
周文珍董事
台灣失智症協會

年輕型失智症服務經驗分享
余黛薇社工組組長
綜合座談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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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交通方式-美和科技大學
（一） 搭乘台灣高鐵:
至「高鐵左營站」下車→轉搭火車至「屏東站」→火車站左前方國光客運或往左轉直走
約 1 分鐘可達屏東客運，皆轉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皆可到達美和科
大，車程約 20～30 分鐘。

（二） 搭乘臺鐵火車:
至「屏東站」下車→火車站左前方國光客運或往左轉直走約 1 分鐘可達屏東客運，皆轉
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皆可到達美和科大，車程約 20～30 分鐘。

（三） 搭客運（屏東客運/國光客運）：
至「屏東」火車站左前方轉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的（屏東客運/國光
客運）可到達美和科大，車程約 20～30 分鐘。

（四） 自行開車：
◎
◎
◎
◎

由南二高「麟洛交流道」下→左轉接台 1 線→內埔、潮州方向(南下) →美和。
由中山高至「高雄」→轉 88 快速道路，終點下交流道，左轉直開即可到達美和。
由高雄市--走省道台一線，經屏東市→往潮州方向即可到達美和。
走 88 快速道路，終點下交流道，左轉直開即可到達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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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報名表
失智症防治照護國際研討會
參與單位(全銜)
基本

姓

名

職

稱

資料

性

別

用

餐

手

機

聯絡

電話

方式

E-mail

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時數需求
身份證字號

□葷食 □素食

(必填)
長期照顧服務

□需要 □不需要 人員繼續教育 □需要 □不需要
積分

(需學習時數者必填)

12/12 住宿代訂需求 □ 需住宿□ 不需要住宿 統編號碼 (需住宿者填寫)
參訪需求

報
名
須
知

□參加

□不克參加

□是，去程需接駁(12/12 屏東車站至參訪點)
□是，去程需接駁(12/12 左營高鐵站至參訪點)
□是，去程需接駁(12/13 屏東車站至會場)
□是，去程需接駁(12/13 左營高鐵站至會場)
接駁需求
□是，回程需接駁(會場至屏東車站)
□是，回程需接駁(會場至左營高鐵站)
□否，自行前往
一、報名截止時間：即日起至108年12月5日(四)止。
二、書面報名：填妥之報名表請傳真至：03-8353991，並請來電確認 038310159，黃彥樺專員。
三、需代訂房間者請匯款至台新銀行帳戶 812，帳號：2023-01-0000491-7，
戶名：天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匯款完成請來電提供您交易的後五碼，
以核對相關資訊，並再次確認是否匯款成功，才算完成代訂。
四、若有報名相關疑問請務必來電洽詢，洽詢電話 07-5560868
五、本報名表所填列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各該地方政府相關
法規之規定，僅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
六、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如天災、颱風或重大意外等)以致活動延期或無法
辦理時，將以電話通知參與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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