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109 年論壇(一)『高齡者人身安全』暨
『緊急救援連線服務』主題展示
一、緣

二、目

起：高雄醫學大學承接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業務，
規劃辦理社政議題或政策論壇及研討會，提供各界交
流，發揮老人議題倡導功能，進而彙整作為政府施政
白皮書之參考。
的：探討「高齡者人身安全」議題，建構產業界、官方代表
及學界對話的平台，進而提供完善社政服務相關建議。
此外，邀請『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緊急
救援連線服務』之主題展示單位，進行相關業務介紹及
服務說明，增進與會相關團體及市民，對高齡者緊急救
援連線服務項目等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進而加以使用
及推廣。

三、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四、主辦單位：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長期照顧研究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五、合辦單位：台灣老人照護暨健康促進學會
六、時
間 ：109 年 6 月 18 日(四)，下午 2:00~5:00，共 3 小時。
七、地
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8 樓會議廳。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51 號 8 樓)
八、名
額：120 人。
九、參加對象：
(一)老人服務及居家服務相關單位之工作人員，護理、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社會工作、老人照顧、老人福利、健康管理等
相關科系，公部門社福業務承辦人員等相關領域之實務工作
者。
(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C 級巷弄長照站。
(三)終身學習與高齡教育之產官學人士。
(四)大學校院教職員生。
(五)關注本論壇議題的高雄市市民。
十、學分證明：全程參與本活動，給予 3 小時研習時數條(公務人員
核發 3 小時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或社工師申請繼續
教育積分時數登錄)。
十一、 活動不提供免費停車、餐點或茶杯，請自行處理。
十二、 紙本講義發送 120 份，發完為止，敬請提早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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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議程表：
時間
13:30 ~ 14:00 30"

流程
報到

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推廣教育與數位學習中心 蔡宜蓉 主任

貴賓致詞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4:00 ~ 14:10 10"

開幕

黃淵源

局長

論壇介紹
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主持人 陳桂敏
論壇座長

教授

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主持人 陳桂敏

教授

產 引言人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照護事業處

14:10 ~ 14:25 15"

界

陳醒鄉 處長

14:25 ~ 14:40 15" 主題 I：
高齡人身安全

官 引言人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方

謝勝隆

14:40 ~ 14:55 15" 風險與原因分
析
14:55 ~ 15:20 25"

學 引言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界

楊國德

展示單位介紹

15:25 ~ 15:45 20"

休息&主題展示
產 引言人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照護事業處

15:45 ~ 16:00 15"

16:15 ~ 16:30 15"

教授
回應與討論

15:20 ~ 15:25 5"

16:00 ~ 16:15 15"

警務員(警官)

界

陳醒鄉 處長

主題 II：

官 引言人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高齡人身安全

方

謝勝隆

之防備與因應

學 引言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界

楊國德

16:30 ~ 16:55 25"

警務員(警官)
教授
回應與討論

16:55 ~ 17:00 5"

問卷填寫 & 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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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講者介紹(依發言先後排序)
黃淵源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陳桂敏

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計畫主持人
高雄醫學大學長期照顧研究中心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蔡宜蓉

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推廣教育與數位學習中心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陳醒鄉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照護事業處處長

謝勝隆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警務員(警官)
2014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防治兒童暴力犯罪國際任
務部隊(Violent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訓練

楊國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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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姓

名

E-mail

服務單位/學校系級

職

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稱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非必填)

年

月

日

(公務人員研習、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時數者敬請填寫)

通訊地址
一、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如 2.進行線上報名，建議優先選擇線上報名。
2. 中心官網：http://socbu.kcg.gov.tw/kcg_senior/index.php，
「109 年論壇(一)『高齡者人身安全』暨『緊急救援連線服
務』主題展示」簡章中點選網址(https://reurl.cc/lL1XpA)

注意事項

或用手機行動條碼掃描器掃描報名表單
QRcode 完成線上報名。
3. 電子郵件：98elder@gmail.com
4. 傳
真：(07)727-7620，請來電確認是否
報名表單
QRcode
報名成功。
5. 報名截止：6/4(四)，名額以 120 人為限。
6. 報名結果：線上報名，若系統接受您的報名，即表示報名成
功，請準時出席(6/18 星期四下午 1：30~2：00 前完成報到)
，活動前三日內會在中心官網發佈活動「行前通知」訊息；
如因故無法前來，請事先來函(電子郵件)或來電說明「報名
取消」。
7. 講義說明：有事先報名且當天報到前 120 名，中心提供紙本
講義，其餘者請於會後上老研中心官網自行下載講義。
二、報名後未到或未完成簽到、退程序者，本中心保留不接受其
報名參加未來各項老研中心活動之權利。
三、提供茶水，請自備環保杯；會場內禁止飲用餐點、食物、飲
料。
四、災害暫停：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水災等天然災
害，依政府宣布是否停止上班而定，若因假日政府未公告，
則請依本會網站於「活動前一日下午 5 時」之公告為主。活
動執行期間如因災害停止，將另行協調辦理時間。
五、洽詢電話：
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07)771-0055 轉 3703
聯絡人:林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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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地理位置圖

行駛中山高速公路，在中正交流道下，行駛中正路直達和平路時左轉，和平路與
四維路交叉請左轉四維路即可看到右側目的地高雄市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交通資訊
公車名稱
0南
0北
37 路
52 路
72 路

路線
鹽埕站 ->高雄女中 ->長青中心->市政府大樓->歷史博物館->鹽
埕站
鹽埕站 ->歷史博物館->市政府大樓->長青中心->高雄女中->鹽埕
站
前鎮站->世貿廣場->瑞祥高中->凱旋醫院->道明中學->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育英護校 凱旋醫院下車後沿四維路步行約 10 分鐘
火車站->新興高中->廣州街口->凱旋醫院->三信高商->建軍站 凱
旋醫院下車後沿四維路步行約 10 分鐘
金獅湖站->文藻外語學校->火車站->高雄師範大學->文化中心->
正勤社區 高雄師範大學下車後沿和平路步行約 10 分鐘

82 路

瑞豐站->憲德市場->長青中心->七賢國小->大勇路口

紅 21

捷運三多商圈站->市政大樓->文化中心->高師大->民生醫院->長

接駁公車

青中心->市政大樓->捷運三多商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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