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日本高齡健康照護產業人才培育新概念」研討會 

研討會簡章 

 

 

●桃園場 

研討會簡章：http://goo.gl/Sh3Yy3   

報名網址：http://goo.gl/AGr1vH  

●台中場 

研討會簡章: http://ppt.cc/5naU  

報名網址: http://ppt.cc/8THC       點我報名 

活動內容與報名資訊如有變更，以上述網站公布為準，不另行通知。 

壹、 緣起與目的 

教育部為要提升大學生的就業競爭力，鼓勵大學教育的課程規劃與教學必須有創新思維，

除傳統偏重學術研究之授課內容，應可選擇分流走向專業實務應用的教學型態設計，以強化學

生畢業後之就業能力，因而鼓勵大學規劃推動課程分流計畫。長庚大學於 2013 年 12 月通過教

育部補助開始執行此計畫。 

因應本計畫及高齡社會的照護需求，長庚大學於醫學院規劃設立「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

學程」與「生物科技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其中健康照護產業方面，於 2014 年初於醫學院物治

系、職治系、呼治系、護理系及管理學院醫管系遴選教師代表及數位業界代表組成課程委員會，

經數次課程委員會議，訂定本學程目標為—課程與業界緊密結合，強調實作實習，培育具同理

心、社會關懷使命感、實務經驗、經營管理、創業能力、職場移動能力、外語能力、及國際觀

的高齡照護專業人才；同時完成初步課程規劃。目前已於今年五月份舉辦招生說明會，2014 學

年度開辦部分大學部先修課程，2015 學年度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 

本「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特色為：(1) 實務性碩士學位─強調實習課程，碩士論文

得以「專案企劃撰寫」形式完成；(2)產學合一─將大量延聘業師共同授課，同時規劃「三明治

式」實習方式，讓學生能將課堂知識與產業經驗相互結合；(3)學碩雙拿─由大二開始做修課安

排，可以於五年內完成學士及碩士學位。 

http://goo.gl/Sh3Yy3
http://goo.gl/AGr1vH
http://ppt.cc/5naU
http://ppt.cc/8THC
http://ppt.cc/8THC


 

弘光科技大學秉持「以人為本、關懷生命」的教育理念，著重專業技能的訓練與人文素養

的薰陶，為因應教育部 96 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社區銀髮族全人照

護與健康管理創新教學發展計畫」之推動，於民國 97 年 4 月成立「銀髮族全人健康照顧管理中

心」，辦理各項提昇銀髮族健康照顧管理專業，以及促進社區長期照顧需求民眾之服務品質，101

年開始建置「長期照顧相關專業師資資料庫」，作為提供政府單位與產業有關長期照顧專業諮詢、

輔導、與人才需求的媒合，進而提升本校長期照顧相關產、官、學的合作能量。 

眾所周知，日本於高齡健康照護及長期照護領域的發展，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值得借鏡。有

鑑於高齡社會需求，日台於醫療福祉、銀髮產業方面交流越趨頻繁，笹井 格代表理事及笹井 洋

子副代表基於台灣女兒及女婿的身分，特創辦「NPO（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日台醫療福祉文

化交流支援機構」，近年來致力於促進日台醫療福祉方面之公益活動，喜願台灣和日本能有更多

更加友好緊密之交流與連結。 

為協助長庚大學健康照護產業實務性課程的創新規劃，本次研討會特由長庚大學聯合弘光

科技大學銀髮族全人健康照顧管理中心、物理治療系，邀請「日台醫療福祉文化交流支援機構」

協助安排有豐富介護福祉辦學及業界實務經驗的江頭 瑞穗會長，及接受新世代教育，有創新經

營理念的江頭 大總經理，由目前日本介護福祉蓬勃發展的業界的視野，向我們介紹日本高齡照

護的永續經營理念、新知能、新技術與新思維，同時提供日本目前部分標竿福祉學校的養成教

育課程內容，以啟發我國對培育高齡健康照護產業人才的新思維與創新課程規劃。 

 

貳、 研討會內容 

1. 會議日期及地點：  

桃園場－103 年 11 月 8 日於長庚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二樓表演廳 

台中場－103 年 11 月 9 日於弘光科技大學 L 棟國際會議廳(LB206) 

2. 會議議程： 

桃園場   103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 

議程：103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 

Saturday, November 8, 2014  

主持人：林佩欣老師  口譯：蔣國芬小姐 

時  間 講    題 演講者 引言人 

08:30 –09:00 報到 



 

議程：103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 

Saturday, November 8, 2014  

主持人：林佩欣老師  口譯：蔣國芬小姐 

時  間 講    題 演講者 引言人 

09:00 –09:15 開    場 

長庚大學  陳君侃副校長致詞 

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貴賓致詞 

09:15 – 09:30 NPO 法人 日台醫療福祉文化交流支援機

構簡介 

笹井 格 

代表理事 

長庚大學副校長 

陳君侃 教授 

09:30 – 10:40 

日本高齡照護之永續經營概念 
江頭 瑞穗 

會長 

衛生福利部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蔡誾誾 副司長 

10:40 – 10:50  休息  

10:50 – 12:10 日本如何培育 21 世紀新生代的照護管理

人才 
江頭 瑞穗 

會長 

長庚桃園分院  

護理部 

黃慈心 主任 12:10 – 12:20 問題與討論 

12:20 – 13:30 午餐 

主持人：黃秀梨老師  口譯：蔣國芬小姐 

13:30 –14:50 日本高齡照護新知能與新思維 

江頭 瑞穗 

會長 

輔仁大學 

跨專業長期照護

碩士學位學程 

劉淑娟主任 

14:50 – 15:00 

問題與討論 

15:00 – 15:10 休息  

15:10 – 16:30 
日本介護機器人於高齡照護之應用 

江頭 大 

總經理 

桃園縣衛生局 

李嘉慧 專門委員 

16:30 – 17:00 綜合討論 所有演講者、引言人及與會者 

 

     

  



 

台中場   103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 

議程：103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 

Sunday, November 9, 2014 

時  間 講    題 演講者 

08:30 – 08:50 報到 

08:50 – 09:00 貴賓致詞 

09:00 – 10:00 
NPO 法人 日台醫療福祉文化交流支援機構簡介 

笹井 格 

代表理事 

10:00 – 11:00 
日本高齡照護之永續經營概念 

江頭 瑞穗 

會長 

11:00 – 11:20  休息 

11:20 – 12:20 
日本如何培育 21 世紀新生代的照護管理人才 

江頭 瑞穗 

會長 

12:20 – 13:30 午餐 

13:30 – 14:50 日本高齡照護新知能與新思維 江頭 瑞穗 

會長 14:50 – 15:00 問題與討論 

15:00 – 15:10 休息 

15:10 –16:30 
日本介護機器人於高齡照護之應用 

江頭 大 

總經理 

16:30 – 17:00 
綜合討論 

所有演講者、主持人 

及與會者 

3. 講者簡介： 

●笹井 格 SASAI ITARU  

◆現任：日本 NPO（非営利活動）法人 『日台医療福祉文化交流支援機構』 代表 

        1968 年 畢業於 早稲田大學 第一政經學系 經濟學科 

        1996 年 為學校法人創設「東京国際福祉専門学校」 

        1998 年起獨立開業，設立『有限会社 SUNSHOU INTERNATIONAL』。      

        開設營運 鍼灸院＆復健療所＆居家整療復健＆居家照護支援事務所 

    ～其他經歷～ 

◎『社会福祉法人 東京 MUSUMI 会』 評議員  

◎『医療法人 SASAI CLINIC』 監査 

◎『学校法人 中央工学校』 台湾顧問  



 

◎ 曾於台湾台中免費提供小教室供各項教學使用，並親自擔任日語志工教學老師 

  ～國家證照等～  

★ 鍼灸師  

★ 柔道整復師 

★ 介護支援専門員（CARE MANAGER） 

★ 日本語教師 

 

● 江頭 瑞穗 EGASHIRA MIZUHO   

◆現職：『株式会社 日本 AMENITY 協会』 代表取締役（董事長） 

   『SAKURA JAPAN 株式会社』 代表取締役（董事長） 

   『株式会社 NEXT AMENITY』 代表取締役（董事長） 

1956 年 出生（58 歲） 

1981 年 畢業於 神奈川大學 法學系法律學科 

1985 年～1995 年 任職於『学校法人 国際学園 横浜国際福祉専門学校』              

職責行政教務 課程編列 乃至統合管理，後四年並就任「理事長」一職 

1996 年 自創業成立了『株式会社 日本 AMENITY 協会』 

2006 年 又成立『SAKURA JAPAN 株式会社』 

2014 年 設立『株式会社 NEXT AMENITY』 

    〜其它簡歷〜 

1992 年〜2004 年 『社会福祉法人 偕恵園』 評議員  

1995 年～1996 年 『社会福祉法人 湘南遊愛会』 理事  

2006 年  『社会福祉法人 NOBINOBI 愛児会』 監事 

2012 年  『公益社団法人日本認知症 GroupHome 協会』神奈川県支部 理事 

2013 年  『学校法人 自然学園』 理事 

＊『日本介護福祉士養成施設協会』 関東 Bloc 運営委員会 委員 

                     実習事故問題検討委員会 委員 

                     上級資格検討委員会 委員 

  



 

● 江頭 大 EGASHIRA DAI 

◆現職：『株式会社 NEXT AMENITY』 取締役社長（總經理） 

       『株式会社 日本 AMENITY 協会』 執行役員 開發企劃室 室長 

1985 年  出生（29 歲） 

2008 年  法政大學 現代福祉學系現代福祉學科 畢業 

2014 年  法政大學 經營研究所（MBA)  修畢 

                （專攻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8 年 進入『株式会社 日本 AMENITY 協会』 

2011 年 升任為同公司之執行役員 

2014 年 新設立『株式会社 NEXT AMENITY』 就任 取締役社長（總經理） 

～國家證照～ 

★社会福祉士 (2008 年) 

★介護福祉士 (2009 年) 

★精神保健福祉士（2010 年） 

 

● 蔣 國芬 (笹井 洋子) ～ 翻譯者・口譯人 

  ◆現任：日本 NPO 法人『日台医療福祉文化交流支援機構』 副代表 兼事務局長 

～資格認證～ 

★日本語能力檢定 1 級  

★日本居家照顧服務員 2 級 

★日本福祉用具専業諮詢員 

4. 主辦單位： 

 桃園場－ 長庚大學健康照護與生物科技產業學院   

 台中場－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學系、銀髮族全人健康照顧管理中心、教學資源中心 

5. 指導單位：教育部 

6. 繼續教育時數認證(請求認證中)：參加完全程將核發下述繼續教育學分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護理學會                     



 

7. 參加對象： 

歡迎國內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大三以上學生報名參與，各場200人 

參、 報名方式 

    ●桃園場 

研討會簡章：http://goo.gl/Sh3Yy3   報名網址：http://goo.gl/AGr1vH 

費用：免費 

●台中場 

研討會簡章: http://ppt.cc/5naU           

報名網址: http://ppt.cc/8THC         點我報名 

費用：免費，現場收代辦費用$ 150 元(包含講義、午餐、研習證明與相關單位之繼續教育時數認證等費) 

* 為響應環保，現場不提供紙杯，請自行準備水杯，謝謝 

肆、 聯絡方式 

●桃園場 

長庚大學「健康照護與生物科技產業學院」 

學院秘書：張正蒓  小姐 

辦公地點：第一醫學大樓教務處 

學院電話：(03)211-8800  分機 3844 

E-mail：jengtsun@mail.cgu.edu.tw 

報名開放日期：即日起至 2014-11-03 

●台中場 

連絡人： 葉 小姐 連絡電話： (04)26318652 分機 7157  

E-mail：wanewha@gmail.com  

報名開放日期：額滿截止，*需收到電子郵件回覆報名成功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http://goo.gl/Sh3Yy3
http://goo.gl/AGr1vH
http://ppt.cc/5naU
http://ppt.cc/8THC
http://ppt.cc/8THC
mailto:jengtsun@mail.cgu.edu.tw


 

伍、 交通資訊 

(一) 桃園場 

 

 

 

校址：333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9 號 



 

●自行開車往返 

1.經高速公路→長庚大學： 

林口交流道：下林口交流道後往龜山方向直達體育園區內，開車進入直走後，可看見一個幽靜

的志清湖，再往左轉，就可看見長庚大學的校門。 

 

五股交流道：下五股交流道走新莊、丹鳳二省道（中山路），上青山路後左轉即可抵達。 

2.經省道→長庚大學： 

1.至龜山可轉桃七號線往中正體育園區方向。 

2.至新莊第二省道轉青山路往中正體育園區方向。 

●汎航通運往返 

1.長庚大學→林口長庚醫院、長庚醫護社區的免費校車候車處：學生活動中心三樓外 

2.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長庚醫護社區的免費校車候車處：林口長庚醫院之醫學大樓一樓 

林口總院←→校區交通車時刻表 (http://generalaffairs.cgu.edu.tw/files/11-1020-1378.php) 

3.往返台北車站、台北長庚、桃園車站、中壢車站、基隆長庚(在台北長庚轉車) 

行車路線及時刻請參考汎航通運網站 

●其他客運往返 

長庚大學→外縣市： 

除了至桃園車站搭乘火車之外，可就近在林口長庚醫院附近交流道下，等統聯、台汽、尊龍等

客運，經過林口長庚醫院停車場即可看到。 

●騎車往返 

長庚大學→鄰近縣市： 



 

1.往醫院、林口市區：出體院大門直直走，經由文化一路 

2.往龜山市區、桃園：出體院大門向左轉，經由振興路 

3.往新莊、台北：出體院大門直行約 100 尺向右轉， 經由青山路 

★行經青山路務必注意道路彎曲，請小心慢行。 

 

(二) 台中場 

弘光科技大學交通路線資訊 

【國道一號】 

●南下/北上 

自中山高速公路 →請下 178.6KM 中港/沙鹿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出口→接省道  往沙鹿方向沿

中港路→中棲路→約 10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國道三號】 

●北上 

自第二高速公路 →請下 182.8KM 龍井/台中交流道→往台中方向出口→第一個紅綠燈(約 700

公尺)左轉→往省道 沙鹿方向行駛→至中棲路左轉→約 3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南下 

自第二高速公路 →請下 176.1KM 沙鹿/沙鹿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出口→往省道 至中棲路左轉

→約 3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中彰快速道路】 



 

●中彰快速道路→請下 11KM 西屯 3 交流道(西屯交流道)→經西屯路→至玉門路左轉→至中港

路右轉→中港路→約 8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搭乘公車或火車】 

1.搭公車(如國光客運、統聯客運)往台中者： 

請搭乘經中港交流道(或台中車站)的班次，下交流道後第一站「朝馬」站即下車，至中港路改搭 

台中市公車 88 號(新民高中<->沙鹿高工<->梧棲(遠東街))、 

統聯客運(83 路沙鹿高工<->新民高中)、 

巨業客運(往大甲、清水、梧棲或大甲行客運，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20 分鐘)。 

2.自外縣市搭山線火車或國光客運至台中火車站者： 

請到台中火車站附近巨業客運站(從火車站出來往右邊方向建國路行走約 2 分鐘)，搭乘往大甲、

清水、梧棲的班車，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50 分鐘)。 

3.搭海線火車者： 

請在沙鹿站下車後，至巨業客運沙鹿總站搭往台中的班車(沙鹿火車站－步行中正路－左轉沙田

路－右轉中山路)，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10 分鐘)。 

 

【搭乘高鐵】 

烏日站下車，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三十分鐘，亦可搭乘高鐵台中站免費快捷專車至東海大學站，

再轉搭客運公車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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