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長期照顧實務技術研究中心 1110506 版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1 年度 4-6 月學術研究討論會時程 

日期 主題 

111/04/07(四)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高齡產業與長照人才培育與留任 

講師：蔡芳文總顧問(日勝生銀光計畫營運長) 

主場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mjh-eomp-ckf 

副場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xpy-gvbk-iaz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GTcHvqe28np2EpRH9 

111/04/08(五) 

12:00-13:30 

實體研習 

主題：多元教學策略分享 

講師：唐善美副教授(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 

地點：本校晨晞樓 11F 會議室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4nXipZoYR2fJUoFH7 

111/04/13(三)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中醫觀人術-用十五問深入淺出認識養生之道 

講師：謝無愁老師(「情緒食療」作者)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gsu-yadu-mym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BLzMiQy6rXvPntAv7 

(預備副場連結：https://meet.google.com/voo-xroq-sbn) 

111/04/14(四) 

9:00-17:00 

實體研習 

主題：醫護虛擬實境教案寫作班 (共 4 場) 

講師：曹毓安經理(醫研雲集股份有限公司行銷業務經理) 

(1) 09:00-10:30 AR/VR/MR 軟硬體介紹及醫療照護現況使用分析 

(2) 10:40-12:00 虛擬實境醫療教案體驗 

(3) 13:30-15:00 VR 醫護教案開發寫作分享及觀念澄清 

(4) 15:10-17:00 醫護教案開發寫作及各組分享 

地點：本校晨晞樓 8F 身體評估技能教室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Y4P4ePoLWSNC7j8e6 

111/04/15(五)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長照經營管理~人資、財管、績效 

講師：賴添福執行長(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海青老人養護中心)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ntf-kqbx-jan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CFZ2DBAs4pYDk577 

(預備副場連結：https://meet.google.com/hxd-uwmr-tqg ) 

111/04/22(五) 

12:00-13:30 

實體研習 

主題：尋找幸福的空間香氣 (無同步視訊) 

講師：廖孟容老師(植光音有限公司創辦人) 

地點：本校蔻思樓室 5F 中草藥養生教室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8UzRC65dYYp4fCv9 

https://meet.google.com/mjh-eomp-ckf?hs=122&authuser=0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meet.google.com/xpy-gvbk-iaz?hs%3D122%26authuser%3D0&sa=D&source=calendar&ust=1649145381489749&usg=AOvVaw3pQ4RzznpWFzfDute72GiY
https://forms.gle/GTcHvqe28np2EpRH9
https://forms.gle/4nXipZoYR2fJUoF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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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1 年度 4-6 月學術研究討論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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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28(四)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從使用者需求看長照 2.0 發展 

講師：陳景寧秘書長(台灣家庭照顧者總會)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xcs-gfeg-cxw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kTsLrSTtt5yZqb9z5 

111/04/29(五) 

12:00-13:30 

實體同步視訊 

主題：運動讓大腦逆齡延緩老化 

講師：洪聰敏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研究講座教授)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 

優先以主場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mmz-jtqj-mne 

預備副場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scv-uceb-cfp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xc12uZrv43qFdFfL9 

111/05/02(一)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掠奪性期刊之威脅與因應 

講師：林孟彥教授(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rnh-cetn-auh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J8MwnrfxqdC5e2n78 

111/05/04(三)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一人一故事劇場在社區關懷據點的應用 

講師：梁翠梅助理教授(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jsk-hotx-dcb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6NSjssyk7aDRJZSt6 

111/05/05(四)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照顧服務員的培育升遷制度初探 

講師：李仰慈副教授(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mbr-iwqx-jdt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HM5cLJCqZDSeC7o8 

111/05/12(四)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照顧服務員人力培育與職能發展策略 

講師：張淑卿秘書長(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主場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dob-rigq-gzk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MefNQXCNHXtgJhoy7 

(預備副場連結：meet.google.com/aip-ujac-hqs) 

111/05/18(三)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新世代養生指標 

講師：陳昭慶博士(元占養生教育中心執行長)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avd-gsej-umx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aDJvB5SAP17E78dz8 

https://meet.google.com/xcs-gfeg-cxw?hs=122&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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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場次 ★ 

111/05/23(一)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當運動科技融入高齡健康促進 

講師：王凱立副教授(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系主任)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pgb-qmop-rbr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zeXezfuNJbLwzyx6 

★ 新增場次 ★ 

111/05/24(二)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氣的樂章》日常養生運用 

講師：王恬中總經理(金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hrs-pngy-kif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KaqiYZ8jpaUPC3d9 

★ 新增場次 ★ 

111/05/25(三)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芳香按摩於長期照護的應用 

講師：楊雅萍副教授(本校護理科)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snq-ndmk-zoh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ZjbH6VFXU7ayWiD7 

111/05/26(四)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照顧服務員分級制度初探 

講師：李希昌執行長(財團法人愚人之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vic-hmnc-rbn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A7RKYkMhYXYibxux9 

111/06/08(三)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長期照顧服務與安寧緩和醫療接軌之研究 

講師：龍紀萱副教授(本校老人服務事業科)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xow-uoiq-nkx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EHKzsnbgUruuvm589 

111/06/14(二) 

12:00-13:30 

實體同步視訊 

主題：老人哀傷療癒與靈性關懷 

講師：羅耀明博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iso-kboe-gwt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MF2gZSZ4E72o9As9 

★ 新增場次 ★ 

111/06/16(四) 

12:00-13:30 

實體同步視訊 

主題：公園就是我的健身房 

講師：周學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所) 

地點：本校晨晞樓 11F 會議室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yye-ivmj-eqo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vJ3e3nrTz1wVhiUp6 

https://meet.google.com/pgb-qmop-rbr
https://forms.gle/zzeXezfuNJbLwzyx6
https://meet.google.com/hrs-pngy-kif
https://forms.gle/zKaqiYZ8jpaUPC3d9
https://meet.google.com/snq-ndmk-zoh
https://forms.gle/WZjbH6VFXU7ayWiD7
https://meet.google.com/vic-hmnc-rbn
https://meet.google.com/xow-uoiq-nkx
https://meet.google.com/iso-kboe-gwt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forms.gle/wMF2gZSZ4E72o9As9&sa=D&source=calendar&ust=1645347513488407&usg=AOvVaw0RgsOyqV__hspW5lVo6hVa
file:///D:/111躍升計畫/meet.google.com/yye-ivmj-eqo
https://forms.gle/vJ3e3nrTz1wVhiU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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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22(三) 

12:00-13:30 

視訊研習 

主題：長照中的文化教育-台南客家伯公照護站的思考 

講師：古秀妃主委(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dax-gvja-jwd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NY2ovv8DDDqS6U5S9 

★ 新增場次 ★ 

111/06/23(四) 

12:00-13:30 

實體同步視訊 

主題：高齡者運動社區介入研究與實務分享 

講師：林麗娟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學務長兼體育健康與休閒所)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xip-pyqz-hxp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DeQwa6gD5ojRS49z6 

111/06/29(三) 

12:00-13:30 

實體同步視訊 

主題：參透為何、迎接任何~安寧療護理念在老年人應用之分享 

講師：賴維淑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foq-scps-vko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rjuUJkJemgrtxEL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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