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 臺灣原住民族健康不均等之聯合學術研討會
"遵循祖靈智慧"-從文化健康與長照福利出發
一、 緣起：
本研討會由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發起，並聯合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及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協會等，四個具有
國際視野、學術論點與關懷實務等原住民族學術團體共同辦理的研討會，其
會議的核心理念為「遵循祖靈智慧、聆聽部落聲音」之精神價值。從遵循祖
靈的智慧喚起政策的重視與學術的翻轉；且聆聽部落的聲音，將族人耆老/
智者的觀點，納入族群健康實務與關懷層面上。
二、 研討會目的：
本研討會目的，以原住民族健康不均等議題作為開端，強調促進原住民
族健康發展，須從原住民族的文化與歷史傷痛切入。因此，期望與會者能從
國際觀中瞭解原住民族健康不均等之策略與臺灣執行現況；再者，透過目前
國內所推動的原住民族健康法，其艱辛歷程與演進，藉以瞭解族群捍衛健康
自主權之重要性；同時，目前原鄉該如何落實部落長期照顧與社會福利服務，
如何共同以祖靈賦與之使命，喚起負重任務而揚帆啟航。
本研討會邀集專家學者，就現有原住民族相關政策共同討論並相互交流，
在依循傳統文化中做出有效且適當的政策、學術及實務之具體精進策略建議，
以提升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健康不均等下，族人健康與社會福利議題的關注
與重視。
三、 聯合主辦單位：
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
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協會
四、 研討會日期與時間：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09：00 至下午 04：30
五、研討會地點：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瓦特廳(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臺鐵新烏日站 3 樓))
六、 報名日期與截止日：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13 日 17:00 或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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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方式：
(一) 採網路報名(若有何問題請來電或來信洽詢)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BiGZva6v5N86sVhSA 或進入各主辦單
位官方網頁取得報名連結。
(二) 若欲取消報名請於活動前 7 日(含假日)來電告知，本單位將於確定取
消後將名額釋出並依退費原則辦理退費。
八、報名費用：
(一) 任一聯合主辦單位之會員：1000 元
(二) 非任一聯合主辦單位之會員：1600 元
九、繳費方式：
(一) 匯款：
銀行名稱：臺中銀行 龍井分行 (代號：053-0754)
戶名：臺灣跨文化健康照護學會
帳號：094-22-0154776
(二) 請於匯款後來電提供帳號末 5 碼以供款項查詢，將於款項確認後發送
報名成功信件至指定電子信箱，即報名成功。
十、退費原則：
(一) 活動前 14 日(含假日)取消報名者，將扣除手續費後退還指定帳戶。
(二) 活動前 7 日(含假日)取消報名者，將扣除 30%報名費及手續費後退還
指定帳戶。
(三) 活動前 1-6 日(含假日)取消報名者，將不予退費。
十一、 研討會聯絡人：
（一）聯 絡 人 ： 社團法人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 陳明玲/李佳穎助理
（二）連絡電話：04-26316809
（三）E-mai：tchca6688@gmail.com
十二、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研討會並依規定完成簽到、簽退者，可申請以下類
別教育積分：
(一)
(二)
(三)
(四)

西醫師繼續教育積分。
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長期照顧繼續教育積分。
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

2

十三、研討會議程：
時間
09:00-09:30

會議流程
報到及領取手冊
致詞

09:30-10:00

學會理事長
長官/來賓致詞

主題：國際健康不均等之前瞻策略-論臺灣原住民族健康議題
10:00-12:00

12:00-13:00

主持主講人：怡懋．蘇米 理事長/社團法人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
與談人：林昭光 教授兼副院長/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
與談人：歐燦騰 主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原住民健康照
護中心
午餐

主題：原住民族健康法的過去式和進行式
13:00-14:30

14:30-14:50

主持人：林德文 理事長/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桃園市復興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主講者：高靜懿 助理教授/慈濟大學/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秘書長
與談人：楊志良 榮譽講座教授/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茶敘

主題：部落健康照顧與福利服務的負重啟航
14:50-16:20

主持人：許俊才 理事長/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
主講者：郭俊巖 教授 /靜宜大學
與談人：莊曉霞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綜合座談
16:20-16:30

16:30-

主持人：怡懋．蘇米 理事長/社團法人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
文化照顧延緩失能之發展/原健法/長照整合/社會福利政策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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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專家學者簡歷

怡懋．蘇米(太魯閣族) 博士/理事長
現職
社團法人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 理事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系暨碩士班 副教授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 委員
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健康照護諮詢會 委員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委員
原住民族委員會人體研究諮詢原住民族同意專管中心 計畫主持人
學歷
慈濟大學醫科研究所 哲學博士
經歷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慈濟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合聘副教授
專長
原住民族健康與文化照顧、原住民族長期照顧、
原住民族人體研究倫理、急重症護理。

林德文(泰雅族) 理事長
現職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 第九屆理事長
桃園市復興區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
學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健康照護諮詢會委員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諮詢會委員
原住民族委員會長照 2.0 推動小組委員
臺灣健康城市聯盟理事
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董事
專長
內科專科醫師、結核病專科醫師、原住民族健康照護

許俊才(排灣族) 理事長
現職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 理事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學歷
英國布萊頓大學 健康與社會政策 博士
經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
專長
部落組織與發展、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政策、健康與社會
照顧、社會福利服務、社會工作方法、社會福利立法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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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光(泰雅族) 教授
現職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博士
經歷
中華科技大學副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臺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會秘書長
專長
部落社區健康營造、國際安全社區、事故傷害防制、運動健康促進

歐燦騰 主任/醫師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原住民健康照護中心 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過敏免疫風濕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內科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醫學院過敏及臨床免疫部門研究員
專長
風濕病與關節炎、自體免疫疾病、痛風、過敏性疾病

高靜懿(阿美族) 助理教授
現職
慈濟大學公衛系 助理教授
學歷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研究所 臨床心理學 精神科流行病學
博士
經歷
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衛生諮詢會委員
臺灣原住民醫學會秘書長
慈濟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性平會委員
原民會性平會委員
專長
成癮心理學、精神流行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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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良 榮譽教授
現職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榮譽講座教授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 公共衛生學 博士
經歷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全民健保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政務副署長
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秘書長
教育部國中國小健康教育課本編輯委員
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醫院行政協會秘書長
中華民國衛生教育學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老吾老基金會董事長
臺灣健康保險學會理事長
專長
衛生政策領域、健康保險研究、醫療產業之研究

郭俊巖 教授
現職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教授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研究所 博士
經歷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院長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副院長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系主任
專長
原住民社會福利、長期照顧、社區照顧、社會福利理論、社會救
助、社會政策

莊曉霞 副教授
現職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副教授
學歷
英國約克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博士
經歷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暨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香港新生精神康復會 博康中途宿舍 welfare worker
專長
原住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工作、兒童與家庭、質性研究、
社會工作實務、社會工作理論、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社會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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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交通資訊
火車
【臺鐵新烏日站】：直走約 30 秒抵達

高鐵站
【臺中站】：請往出口 3 臺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臺鐵售票大廳，
會議中心即在左側

公車
【高鐵臺中站(臺中市區公車)】：
3、26、33、39、70、82、93、99、101、102、133、151、153、153
區、155、155 副、156、158、160、161、617、800、1657、A1、56、
74、281 副、655
【高鐵臺中站(旅遊景點接駁線)】：
6188、6188A、6268B、6333B、6670、6670A、6670B、6670C、6670D、
6670E、6670F、6670G、6737、6738、6882、6882A、6883、6883A、
6933、6933A、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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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
【臺 74 線(中彰快速道路)】：
臺 74 線的 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右轉環河橋於高鐵東路右轉直駛至
高鐵東一路左轉(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停車資訊
臺鐵新烏日車站【室內停車場】：電梯直達會議中心
汽車 20 元/時，高鐵東一路右轉入迴轉道左側即為汽車停車入口處
機車 20 元/日，機車停車入口處位於高鐵東一路
【日出停車場】：
汽車 80~100 元/日；機車 15 元/平日、20 元/假日
步行至臺鐵新烏日車站(搭乘電梯或手扶梯至會議中心)，停車入口處
位於高鐵東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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