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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告 

及征求论文摘要 
 
 

第十五届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会议 
暨 第二十五届老年学周年会议 

及 第七届跨境安老服务研讨会 
 

日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 (周四至周六) 

地点：九龙红磡香港理工大学 

赛马会综艺馆、蒋震剧院及校内演讲厅 
 

主题：「可持续及优质的长期照护服务」 

 

会议赞助人及主礼嘉宾：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 张建宗先生 
GBM, GBS, JP 
 

主办单位： 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联会 
 

承办单位： 香港老年学会 

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及老年护理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 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上海市老年学学会 

台湾天主教长期照护机构协会 

台湾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台湾长期照护专业协会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赞助单位： 和富社会企业 (金赞助) 

新风天域 (金赞助) 

松龄护老集团 (银赞助) 

安进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银赞助) 
 

 

递交征文摘要 
  限期延长至： 

20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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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 

香港安老事务委员会 

香港医院管理局 

香港资历架构秘书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福利署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香港大学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护理学院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那打素护理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老年学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药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纟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纟 

岭南大学亚太老年学研究中心 

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追进修学院 

香港树仁大学 – 社会工作学系 

香港东华学院 

明爱专上学院 

香港能仁专上学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香港复康会 

伸手助人协会 

香港老年学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香港职业治疗学会 

香港物理治疗学会 

香港安老服务协会 

香港私营安老院同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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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背景： 

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联会自 2002 年开始，每年于不同地区／城市举办「世界华人

地区长期照护会议」，以促进长期照护服务在华人地区的发展。会议曾于香港(2002、

2011)、台北(2004、2009、2015)、上海(2005、2010)、澳门(2006、2013)、北京(2007、

2016)、杭州(2012)、宁波(2014)、烟台(2017)等地举行。每届会议均有 500 多名来自多

个地区／城市与国际的学者、政策制订者及长期照护服务提供商等官、产、学、研专

家参与，在长期照护领域获得广大回响。 

为持续促进世界华人地区的长期照护服务发展，建立学术交流与经验分享的平台，共

同讨论长期照护重要议题等目标，本届会议将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假

香港九龙红磡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及蒋震剧院举行。我们很荣幸获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务司张建宗司长，应允为是次会议的赞助人及开幕礼的主礼嘉宾。 

会议主题为「可持续及优质的长期照护服务」。会议活动包括主题演讲、论文交流、

及海报展示等形式，内容涵盖多个华人地区长者护理及长期照护服务范畴。大会除已

邀请了多位本地、国内及海外专家进行专题演讲外，亦诚邀从事老年人服务与管理领

域的专家、学者、管理者及专业人员共同参与，提供平台让大家发表相关的科研心得

和成果，及分享宝贵的长期照护工作经验。我们确信是次会议最终能收获丰盛的成果，

让所有的参会者获益良多。 

为促进本地与外来的长期照护服务同业互相交流工作经验，大会在会议前后均安排有

参访长期照护机构/单位的活动，欢迎本地及外来的参会者报名出席。 

我们期待本年十一月于香港和大家在大会中聚首，届时见！ 

 

梁万福医生 

香港老年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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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题发言讲者 

Prof. Ian Cameron 

Chair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澳洲悉尼大学康复医疗学系讲座教授 

“Reablement and Living Well in Long Term Care.” 

梁万福医生 

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联会主席，香港老年学会会长 

「人囗老化下华人地区长期照护的挑战」 

陆杰华教授 

中国老年学及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老龄化背景下失能老人照护政策的主要进展、挑战及改革方略」 

李玉春教授 

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高龄社会的长照财务规划政策」 

周永新教授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名誉退休教授 

「华人社会长期照顾本土模式的发展」 

蔡兆源厅长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社会互助厅厅长 

「澳门特别行政区长者长期照顾服务的规划与发展」 

研讨会专题讲者 

研讨会：晚睛照顾 

林佳静教授 

香港大学护理学系主任 

“Supporting Palliativ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Long Term Care Demand.” 

黄胜坚医师 

台北市联合医院总院长 

「台北市家居缓和医疗服务」 

陈念芝女士 

香港老年学会《赛马会安宁颂 - 安宁在院舍计划》总监 

「香港赛马会安宁颂 - 安宁在院舍的发展及成果」 

许鸥思医生 

沙田医院内科及老人科部门主管及沙田慈氏护养院服务主管 

「沙田慈氏护养院 - 晚期医护服务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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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优质长期照顾服务 

蔡淑娴女士 

香港认可处主管，创新科技署署长 

「香港认可处就【安老院服务提供商管理体系认证】提供的认可服务」 

王祖琪女士 

台湾长期照顾专业协会理事长 

「台湾长期照顾机构评鉴制度」 

黄燕仪女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牌照及规管) 

(主题待定) 

赵迪华女士 

香港老年学会副总监 

「安老院质素提升计划 - 改善香港私营院舍服务的成果」 

研讨会：护老者支持服务 

齐依教授 

Chinese-American Golden Age Association/Dr. Frances Wu Chair for the Chinese Elderly 

Professor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Caregiver Self-Management Program.” 

楼玮群教授 

香港大学秀圃老年研究中心总监，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 

「共居照顾者家庭的复原力：倡议迈向协同照顾」 

庄明莲教授 

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客座教授及副主任 

「外佣照顾：是否居家安老的希望？」 

研讨会：认知障碍症/失智症照护服务 

Prof. Susan Kurrle 

Curran Chair in Health Care of Older People,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澳洲悉尼大学医学院讲座教授 

“Long Term Care for People with Dementia: the Australian Perspective.” 

陈裕丽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那打素护理学院副教授 

「与认知障碍症患者预设照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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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雄医师 

台湾天主教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执行长 

「台湾失智长者共照中心的运作及服务」 

雷永昌医生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 

「老人精神科外展服务的挑战与展望」 

研讨会：小区照护服务 

王燕妮女士 

青松康复护理集团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临床联盟》成员 

「中国大陆城市及郊县小区整合照护模式实践」 

陈丽华女士 

天主教长期照顾机构协会常务理事 

「台湾居家环境医疗小区整合照护」 

杨慧敏女士 

澳门基金会明爱家居护养服务主任 

「澳门基金会明爱家居护养服务：突破与创新」 

梁敏儿女士 

英国伟卢多元文化组织《伟卢华人协会》总监 
「英国华人身心健康–探讨英国华人长者家居和我小区护理及支持服务」 

研讨会：医疗及复康 

汤秉忠医生 

玛嘉烈医院医学及老人科顾问 

「香港小区老人科评估服务：透过团队协作支持安老院舍的外展服务」 

方乃权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副教授 

“Fall Prevention in Long Term Care.” 

蒋秀珠女士 

香港医药护理基金会总监 

「以《创意、科技、专业》为香港安老院舍提升药物安全管理」 

研讨会：创新照护模式 

桂世勋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上海市长护险试点的探索与完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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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会议 
暨第二十五届老年学周年会议 及 第七届跨境安老服务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 

 29/11/2018 

星期四 

30/11/2018 

星期五 

1/12/2018 

星期六  

会议场地 
香港理工大学 

演讲厅 / 赛马会综艺馆 

香港理工大学 

赛马会综艺馆 / 蒋震剧院 / 演讲厅 

香港理工大学 

蒋震剧院 / 演讲厅 

上午 

9:00 – 10:30 
京港沪台 

青年学者论坛 

(一) 

参加者登记 
专题研讨会及 

论文口头发表 

专题研讨会及 

论文口头发表 

10:30 – 11:00 

长期照护服务 

单位参访 A 

小休 小休 
长期照护服务 

单位参访 B 11:00 – 12:30 
专题研讨会及 

论文口头发表 

专题研讨会及 

论文口头发表 

12:30 – 14:00 午膳时段/参加者登记/海报发表 午膳时段/海报发表 午膳时段 

下午 

14:00 – 15:30 
会议开幕式 

专题演讲及全体会议 

(会议场地：赛马会综艺馆) 

专题研讨会及 

论文口头发表 专题研讨会或 

论文口头发表 

京港沪台 

青年学者论坛 

(二) 15:30 – 16:00 小休 

16:00 – 17:30 
专题研讨会及 

论文口头发表 
会议闭幕式 

(会议场地：蒋震剧院) 

# 会议发表语言：英文及普通话/国语 

(首两天于赛马会综艺馆内举行的环节会提供「实时

传译」) 
大会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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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照护服务单位参访 A 及 B：(暂定) 

日期 路线 参访单位 语言 
费用 

(港币) 

长期照护服务

单位参访 A 

29/11/2018 

(星期四) 

10:30 – 12:30 

A1 
玛嘉烈医院老人科日间医院 

九龙丽景 
普通话/国语 $100 

A2 
东华三院冯尧敬医院老人科日间医院 

香港岛南区薄扶林 
普通话/国语 $100 

A3 
九龙城蔚盈轩 

元朗松龄雅苑 

普通话/国语 

及 

广东话 

$100 

A4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顺利安老院 

清水湾道顺利邨 
广东话 $100 

长期照护服务

单位参访 B 

1/12/2018 

(星期六) 

10:30 – 12:30 

B1 
香港房屋协会北角丹拿山「隽悦」 

香港岛北角区 

普通话/国语 

及 

广东话 

$100 

B2 
香港房屋协会「长者安居乐」彩颐居 

九龙牛头角 

普通话/国语 

及 

广东话 

$100 

B3 
九龙城蔚盈轩 

元朗松龄雅苑 

普通话/国语 

及 

广东话 

$100 

B4 
香港房屋协会「长者安居资源中心」 

九龙油麻地 

普通话/国语 

及 

广东话 

$100 

# 长期照护服务单位参访只供注册参会者(本港及非本港)参加，参访交通费用为港

币 100 元正。 

# 有兴趣参加者需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或之前就此向大会秘书处登记，确认参访之

讯息和相关数据(例如付款安排、参访集合地点和时间等) 将最迟于 11 月第一个星

期内以电邮告知。 

# 两次参访(A 及 B)暂定每次有 4 条路线/4 个参访单位可供选择，而每条路线的参加

者上限为 20 位。请有兴趣参加者于登记时清楚选定参访路线/单位(可拣“首选”和

“次选”各一)，一经大会确定将不能更改。但大会秘书处保留“取消”个别参访路线，

及/或“重新安排/重组”个别参访路线出席者名单的权利，并会尽快寻求登记参访者

的同意。 

# 各参访单位较详细的介绍数据会于 9 月内发表，请有兴趣者浏览香港老年学会的

网页：www.hkag.org，或发电邮至会议电子邮箱： Congress2018@hkag.org 查询。 

 

 

 

http://www.hkag.org/
mailto:Congress2018@hk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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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香港本地参加者的报名及缴费方式 

# 参加者皆需缴纳注册报名费。 

# 非香港本地参加者的报名方式： 

(一) 可直接登入香港老年学会之网页 www.hkag.org 报名及经 paypal 付款；或 

(二) 填写下面「参会回执函」，发至会议电子邮箱：Congress2018@hkag.org，然

后再经我们回复电邮提供的 paypal 途径付款。 

参会回执函 

单位名称  参会人数  

带队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人员名单 

     

     

     

     

备 注  

会议注册费 

项目 
费用 

8 月 31 日或之前报名(早鸟价) 8 月 31 日后报名 

香港本地参加者 
港币 450 元整 (会员) 

港币 500 元整 (非会员) 

港币 500 元整 (会员) 

港币 600 元整 (非会员) 

本地及非本地全日制学生 港币 200 元整 (会员及非会员同价) 

非香港本地参加者 港币 1,000 元整 港币 1,100 元整 

住宿事宜(见附页) 

大会不设“合作酒店”，请根据附件提供的参考数据自行选择和安排住宿。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第十五届世界华人地区长期照护会议 

  暨第二十五届老年学周年会议及第七届跨境安老服务研讨会 

  筹备工作组 

联系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 35 号金巴利中心一楼全层 

联系人： 钟伟棠先生 (852) 2775-5756 

电子信箱： Congress2018@hkag.org  

http://www.hkag.org/
mailto:Congress2018@hk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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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论文摘要 

是次会议征求与大会主题或其他研讨会主题相关的论文，请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 或之前，提交论文摘要至电邮地址：abstract@hkag.org。所有被大会接纳的

论文均会获颁发证书，其论文摘要并会刊登于【亚洲老年学及医学杂志】。 

Outstanding Paper Awards: 

是次会议设有 Outstanding Paper Awards，颁发给整个会议中最佳的三份『口头

发表论文』(包括本地及非本地发表者)，以示奖励。大会会邀请各范畴的专家组成评判

团，审视所有『口头发表论文』的内容和发表素质，从以作出 

颁奖决定。Outstanding Paper Awards 设有现金奖：港币 8,000， 
5,000 及 2,000 

大会主题：「可持续及优质的长期照护服务」 

其他主题：  

 纾缓／临终照顾  照护服务模式 

 养老产业模式及财务安排  认知障碍症／失智症照护服务 

 护老者支持服务  护老服务质素监察及评核 

 长者心理及社交方面的介入  临床护理 

 原居安老  乐龄科技 

 跨境安老  青年学者论坛(中西医结合与长期照护) 

非香港本地参加者亦可参考以下征文摘要说明：(请使用「论文格式」提交摘要) 

1. 是次会议征求与大会主题或其他研讨会主题相关的论文，请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一) 或之前，提交论文摘要至电邮地址：abstract@hkag.org； 

2. 论文摘要 500 字以内，以 Microsoft Word 格式登打，可以中文或英文书写；请用

A4 纸、单行间距、页码置于最后一行的中央。中文字体为标楷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体大少为 pt.12，论文摘要内容不应包涵图表、相片及图画，格式

可参照简章下列； 

3. 来稿内容须与大会主题或其他研讨会主题相关，论点清楚，数据真实可靠，属于

作者近年内未公开发表过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 

4. 请注明姓名、单位、职称及报告形式(口头报告或墙报展示)，发表方式最终将交由

筹备委员会论文审查小组决定； 

5. 会议使用语言为中文和英文，请注明发表时使用之语言； 

6. 稿件一经接受，不再接受任何修改，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7. 被接纳的论文发表者(包括口头及海报) 必须注册为参会者(不设部份参会)； 

8. 查询：电子邮箱 Congress2018@hkag.org 或致电：(852) 2775-5756。 

现金奖： 
$8,000 

$5,000 
$2,000 

mailto:abstract@hkag.org
mailto:abstract@hkag.org
mailto:Congress2018@hk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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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论文摘要格式：Abstract template 

论文主题 (Subject)： 

作者群 (Author)：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服务单位/职称 (Organization/Title)： 

发表形式(Mode)： 口头发表 (Oral Presentation) 

                 海报发表 (Poster Session)  

                 口头发表 (Oral Presentation) 或 海报发表 (Poster Session) 

报告语言 (Language of presentation)：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背景与目的 (Background & Purpose)： 

方法 (Method)： 

结果 (Results)： 

结论及建议 (Conclusion & Recommendations)： 

稿件联络人 (Contact)： 

稿件联络电话 (Phone)： 

稿件联络电子信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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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会场附近酒店资料 
参考房价 

每晚港币 
交通提示 

IND Hotel (工业家酒店) – 九龙观塘道 326 号 
Website: www.indhotel.com 

⚫ 订房时请表明是参加第 15 届世界华人长期照护会议 

Standard Single 
550 (including 

breakfast) 
Standard Double 

800 (including 
breakfast) 

地下铁路 

(牛头角站) 

往返酒店及 

理工大学的交通可

另作安排 

Caritas Bianchi Lodge HK (明爱白英奇宾馆) 
Website: www.caritas-chs.org.hk 
Contact person: Johnson Chan 

Standard 
Twin Room 
880-1,100 

地下铁路 

(油麻地站) 

Park Hotel (香港百乐酒店)  
https://www.parkhotelgroup.com/en/hongkong 

Superior Single 
960 

地下铁路 

(佐敦站) 

Cityveiw (YMCA) Waterloo Road (香港城景国际) 
https://thecityview.com.hk 
Contact person: Ruth Ching 

Economy Plus 
980 

地下铁路 

(油麻地站) 

Guangdong (int'l) Hotel Mgt Holding Ltd (香港粤海酒店)   
http://www.gdhotel.com.hk/en/ 

Superior Room 
1,044 

地下铁路 

(尖沙咀站) 

BP International (龙堡国际宾馆)  
http://www.bpih.com.hk/eng/Default.aspx 

City Vista   
1,045 

地下铁路 

(佐敦站) 

Eaton Hotel( 香港逸东酒店)  
http://www.eatonhongkong.com/en/rooms 

Delux Room 
1,102 

地下铁路 

(油麻地站) 

Harbour Plaza Metropolis (香港都会海逸酒店) 
https://www.harbour-plaza.com/metropolis/Index-en.htm 

 Standard room 
1,208 

红磡区 

步行十五分钟 

Royal Pacific  (尖沙咀皇家太平洋酒店)  
http://www.royalpacifichotelhongkong.net 

Premier Room 
1,248 

地下铁路 

(尖沙咀站) 

YMCA - 港青酒店-香港基督教青年会 
http://ymcahk.org.hk/main/en/home/index.html 

Single Room 
1,280 

地下铁路 

(尖沙咀站) 

Empire Hotels (尖沙咀皇悦酒店)   
http://www.empirehotelsandresorts.com/zh/ehk/location.aspx 

Lifestyle Room 
1,980 

地下铁路 

(尖沙咀站) 

Hotel Icon (唯港荟)科学馆道  
http://www.hotel-icon.com 

Icon 36 City 
2,016 

理工大学对面 

步行十分钟 

# 以上房价不包括早餐 

# 稍后再提供会议举行地点附近之路线图供参考 
 

http://www.indhotel.com/
http://www.caritas-chs.org.hk/
https://www.parkhotelgroup.com/en/hongkong
https://thecityview.com.hk/
http://www.gdhotel.com.hk/en/
http://www.bpih.com.hk/eng/Default.aspx
http://www.eatonhongkong.com/en/rooms
https://www.harbour-plaza.com/metropolis/Index-en.htm
http://www.royalpacifichotelhongkong.net/
http://ymcahk.org.hk/main/en/home/index.html
http://www.empirehotelsandresorts.com/zh/ehk/location.aspx
http://www.hotel-ic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