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號限

存
襠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函
地址: 704302臺南市勝利路138號
聯絡人:張藍云
聯絡電話: 06-2353535分機4957

電子信箱: carelabs.nckuh3﹫gⅢai l .c0Ⅲ

受文者:仁愛醫療財圍法人大里仁愛醫I亮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lll年9月8日
發文字號:成附醫老字第ll100l87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雲】收之
霉刁

附件:活動簡介與議程l份﹙l8745.pdf﹚

式r

裝

主旨 :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等設營運處-高齡教育組訂於ll1年l0月
l日假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9F國際會議廳舉行

「l00l聯今國國際老人日」最適老化論壇,請公告轉知所
羼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打

一﹑旨揭論壇係以建立高齡友善環境及健康服務,提升醫療端

之服務能量為起點,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及各領域實務工作
夥伴,進行為期l天的專業論壇,提供與會者共同探討長者
整合評估與照護’期待能建構無牆化高齡健康照護生態系

﹙HealthCareEc0syste川with0ut﹟all﹚ 。
線

二、相關資訊:

（一﹚時間: l1l年l0月l日。

﹙二﹚地點: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9F國際會議廳（70l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89號﹚ 。
（三﹚報名連結:https:∕∕www‧beclass.c0Ⅲ
∕rid﹦2648b9l62fc495426a2b。

（四﹚報名期限:額滿（l60位﹚或lll年9月25日23時59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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醱

三、檢附活動簡介與議程l份。
正本

裝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臺北榮民總醫
院、長庚醫療財圍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圍法人馬偕
紀念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圍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新光醫療財
圍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
理、醫療財圍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中山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
教醫院、奇美醫療財圍法人奇美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長庚醫療財圍法人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
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圍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衛生福利部雙禾口醫
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附設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新北市立聯今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圍
法人聖保祿醫院、敏盛綜合醫院、東元醫療社圍法人東元綜今醫院、衛生福利部
臺中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奇美醫
療財圍法人柳營奇美醫院﹑寶建醫療社圍法人寶建醫院、國單花蓮總醫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醫療財圍法人羅許基
金會羅東博愛醫院、夭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
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臺北市立聯今醫院中興院區、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矛口平婦幼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
愛院區﹑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基督復臨安息曰會醫療財圍
法人臺安醫院、振興醫療財圉法人振興醫院、醫療財圍法人辜公亮基金會矛回信治
訂

線

靈

癌中心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行夭宮醫療志業醫
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國泰醫療財圍法人汐止國泰綜今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圍法人耕莘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天成醫療社圍法人天最醫院﹑聯新國
際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馬偕醫療財圍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為恭醫療財圍法
人為恭紀念醫院、林新醫療社圍法人林新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圍法人大甲李綜今
醫院、光田醫療社圍法人光田綜今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圍法人童綜合醫院、佛教
慈濟醫療財圍法人合中慈濟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澄清綜今醫
院﹑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
醫院、秀傳醫療財圍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埔基醫療財
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中國醫藥大學
北港附設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
院、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圍法人夭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圉法人大林慈濟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
院、合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圍法人經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
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圍法人台南新樓醫院、臺南

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市立大同
醫院﹙委託財圉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國軍高雄總醫院
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阮綜合醫
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
營﹚、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安泰醫療社圍法人安泰醫院、屏基醫療財圉法人屏
東基督教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國仁醫院﹑合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合東馬偕紀念醫院、社團法人合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台灣家庭醫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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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

學會﹑台灣在宅醫療學會、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合灣老人學學會、台灣老
人急重症醫學會、社圍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台灣整今照護學會、台灣高齡
照護暨教育協會

副本: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設營運處高齡教育組

代理院長

李

經

維

裝

線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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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01 日聯合國國際老人日】最適老化論壇

無牆化高齡健康照護生態系---跨越社區與醫院的長者整合評估與照護探索
⚫ 指導單位: 國家衛生研究院 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 主辦單位: 成大醫院

˙承辦單位:

成大老人醫院籌備處

國衛院計畫：後疫情時代無牆化健康照護體系---高齡智慧整合照護模式發展與評估

台灣自 2020 年起逐步全面推展的【長者功能評估服務】
，運用 WHO 長者整合性
照護評估指引(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ICOPE)，並結合美國醫療照護改善研究
機構(IHI)之 4M 架構，提供社區長者「認知功能、行動能力、營養、聽力、視力、憂
鬱情形、用藥及生活目標」共八大面向之整合性評估，從社區各種據點、基層醫療院
所到各級醫院也慢慢展開。依評估結果給予衛教建議、改善方案、轉介服務，協助長
者運用社區相關資源進行自我健康管理，希望達到預防及延緩失能，然而推展的過程
仍然有許多的挑戰與改善空間。
此外國民健康署也推展【醫院推動延緩失能之長者友善照護模式(Acute Care

for Elderly 簡稱 ACE)試辦計畫】，鼓勵醫院於急診端、住院端及門診端納入延緩
長者衰弱、失能之篩檢與預防策略，建立與社區資源轉銜網絡，期使長者從醫療
端至社區端，均能得到持續性的整合評估與照護服務。至於高齡老年專科推展已
久的【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CGA】，其重要性眾所皆知，但至今仍未有一致的通
用版本或執行標準可以作為健保署給付認可的共識。
為能積極整合社區與在地醫療資源，建立高齡友善環境及健康服務，提升醫
療端之服務量能，今年國際老人日論壇，成大醫院承接國家衛生研究院高齡整合
照護計畫，辦理此研討會，希望跨越不同場域---從社區到醫院，邀請各界專家學
者及各領域實務工作夥伴，共同來探討長者整合評估與照護的無縫接軌，期待能
建構無牆化高齡健康照護生態系(Health Care Ecosystem without Wall)。
本次論壇邀請的專家學者有:
國民健康署 魏璽倫副署長

奇美醫院 林宏榮醫師/院長

國民健康署 賈淑麗副署長

花蓮慈濟醫院 羅慶徽副院長

國民健康署 慢性病防治組吳建遠組長

長庚大學資管系/企管所 許建隆教授

國民健康署 社區健康組羅素英組長

高雄醫學大學家醫科 李純瑩主任

(以下依照筆畫順序)

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所 吳肖琪教授

大林慈濟醫院老年醫學科 張舜欽主任

慈濟大學醫學系/公衛系 王英偉教授

中國醫大高齡醫學科 林志學主任

臺大醫院老年醫學部 詹鼎正主任

成大健康照護所 林宗瑩副教授

臺北榮總高齡醫學科 彭莉甯主任

成大職能治療所 張玲慧副教授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系 毛慧芬副教授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張家銘主任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李孟智教授/顧問

亞東紀念醫院高齡醫學科 陳家宏主任

羅東博愛醫院家庭醫學科 張賢政主任

無牆化高齡健康照護生態系---跨越社區與醫院的長者整合評估與照護探索
˙時間:2022 年 10 月 01 日
Time

˙地點: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9F 國際會議廳

Theme

Speakers/Topics

8:20-8:50

報到

8:50-9:00

開幕式/貴賓致詞

9:00-10:35

Session1:
社區場域: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
照護網絡與資源連結

長者功能評估與整合性照護網絡
S1-1 國民健康署慢性病防治組 吳建遠組長
ICOPE-Taiwan: 試辦推動的經驗分享與未來展望
S1-2 高雄醫學大學家醫科 李純瑩主任
ICOPE-Taiwan: 初探分析與國際發展
S1-3 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所 吳肖琪教授

Moderator/
Discussant

 引言人
國民健康署副署長
魏璽倫
 與談人
成大健康照護所
林宗瑩副教授

綜合討論
10:35-10:55
10:55-12:30

合照留影 茶敘交流
Session 2
社區場域:
長者健康促進介入
方案評估

 引言人

社區健康促進方案成效之評估
S2-1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系 毛慧芬副教授

國民健康署副署長

社區健康促進方案的資通訊協助與平台建置

賈淑麗

S2-2 長庚大學資管系/企管所 許建隆教授

 與談人

跨越社區與醫院藩籬建置無牆化健康照護生態系
S2-3 慈濟大學醫學系/公衛系 王英偉教授

成大職能治療所
張玲慧副教授

綜合討論
12:30-13:30
13:30-15:00

用餐交流
Session 3

醫院延緩失能之長者友善照護模式(ACE):

 引言人

醫院場域:

門診/急診/住院長者健康篩檢、評估照護與管理

部立臺中醫院顧問

全院非老年專科

連結

長者健康評估與照護

李孟智教授

S3-1 大林慈濟醫院老年醫學科 張舜欽主任

 與談人

S3-2 羅東博愛醫院家庭醫學科 張賢政主任

奇美醫院院長

S3-3 亞東紀念醫院高齡醫學科 陳家宏主任

林宏榮醫師

綜合討論
15:00-15:20
15:20-16:50

茶敘交流
Session 4

老年高齡專科門診及專責病房長者健康篩檢、評估  引言人

醫院場域:

照護與管理連結

花蓮慈濟醫院

老年高齡專科

S4-1 臺北榮總高齡醫學科 彭莉甯主任

長者健康評估與照護

S4-2 中國醫大高齡醫學科 林志學主任

 與談人

S4-3 成大醫院高齡醫學部 張家銘主任

臺大醫院老年醫學部

羅慶徽副院長

詹鼎正主任
綜合討論
16:50-17:00

閉幕式

17:00-

賦歸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9F 國際會議廳交通資訊
地址：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89 號 (台南火車站後站步行 3 分鐘)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外觀

報名連結
聯絡窗口
成大醫院老人醫院籌設營運處 高齡教育組
TEL: 06-2353535 ext.4957 張小姐
Email: carelabs.nckuh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