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臺灣全球健康福祉論壇議程 

1. 大會主題： 
健康一體：全面的健康與福祉促進  
（One Health—Advanc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for All） 
2. 日期: 2022 年 10 月 30 日(日)-10 月 31 日(一) 
3. 地點: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4. 議程： 
第一天，2022 年 10 月 30 日(日)  

時間 Time 議程  
8:30-9:30 
(60 min) 實體會議報到 

開幕式 
1101 主會場  

9:30-9:40 
(10 min) 開幕表演 

9:40-9:45 
(5 min) 開幕致詞 薛瑞元部長/ 衛生福利部 

9:45-10:00 
(10 min) 大合照 

大會演講 
1101 主會場 

10:00-10:05 
(5 min) 開場介紹 主持人：李麗芬政務次長/ 衛生福利部 

10:05-10:35 
(30 min) 

演講主題 講者 

健康一體：人類與生態環境共生 
Liette Vasseu 教授/ 加拿大布洛克大學生態科學教

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區永續：由地方到全球教

席主持人 
10:35-11:05 

(30min) 
危機無國界下追求全球健康：迷思

抑或新典範？ Jozef  Suvada 教授/ 斯洛伐克總理衛生顧問 

11:05-11:35 
(30 min) 

不再重蹈覆轍：全球須團結一致以

應對下一次大流行 

Martin McKee教授/ 英國倫敦衛生及熱帶醫學院歐洲

公共衛生教授；英國醫學會理事長及前任歐洲公共

衛生協會理事長；歐洲衛生系統和政策觀察站研究

總監 
11:35-12:05 

(30 min) 
非傳染性疾病：以精準健康策略應

對人類健康最大挑戰 陳建仁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中華民國副總統 

12:05-12:20 
(15 min) 

歐盟如何為全球健康及高齡社會做

好準備 Clemens Martin Auer博士/ 加斯坦歐洲衛生論壇主席 

12:20-13:00 
(40 min) 午餐  

平行場次 1 
平行場次 1A 

【社會保險司】 
平行場次 1B 

【國家衛生研究院】 

年金制度與未就業者的老年經濟安全:不同年金體

系的運作與影響 慢性病健康促進策略：呼應日內瓦福祉憲章 

1001 會議室 1101 主會場 

13:00-13:10 
(10min) 

主持人： 
傅從喜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副教授 13:00-13:10 
(10min) 

主持人： 
1. 邱弘毅所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

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 
 

2. 許志成副所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13:10-13:35 
(25min) 

韓國老年年金制度的挑戰和改革 
金元燮教授/ 高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3:10-13:30 
(20min) 

糖尿病：持續的全球健康危機 
Padmini Murthy 主任/ 紐約醫學院健

康科學與應用學院全球健康系主任兼

教授；美國女醫師協會全球衛生總

監；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國際健康部主

席 

13:35-14:00 
(25min) 

日本年金制度的現狀與挑戰 
高山憲之教授/ 年金與老年政策綜合

研究機構理事長；日本一橋大學名

譽教授 

13:30-13:50 
(20min) 

亞洲糖尿病福祉倡議 
神馬征峰教授/日本東京大學醫學研究

院社區與全球健康系教授 

14:00-14:25 
(25min) 

以繳費行為探討台灣國民年金保險

之永續性與公平性 
張智凱副教授/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

精算數學系副教授 

13:50-14:10 
(20min) 

臺灣糖尿病照護管理的挑戰與策略 
黃建寧校長/ 中山醫學大學校長 

14:25-14:40 
(15min) 綜合討論 14:10-14:40 

(30min) 綜合討論 

14:40-15:00 
(20 min) 中場休息 Coffee Break 

主場會議 1：促使公眾參與健康福祉促進 
1101 主會場  

15:00 -15:05 
(5 min) 開場介紹 主持人：胡朝榮副院長/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教授兼

副院長; 雙和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 

15:05-15:25 
(20 min) 

演講主題 講者 

人民、權力及參與：促使經濟邁向

福祉平權的核心條件 

Fran Baum 所長/ 澳洲阿得雷德大學史崔頓健康平等

研究所所長；前任佛林德斯大學衛生、社會及平等

研究所所長及特聘教授；前澳洲公共衛生協會主席

及終身會員 
15:25-15:45 

(20 min) 
歐洲醫師藉COVID-19大流行經驗給

歐盟的建言 Sarada Das 秘書長/ 歐洲醫師常委會秘書長 

15:45-16:05 
(20 min) 

COVID-19 模型為基礎的減災規劃及

政策：夏威夷州實例研究及經驗分

享 

Victoria Fan 副教授/ 全球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美

國夏威夷大學衛生政策所副教授 

16:05-16:25 
(20 min) 打造失智症友善社會 邱銘章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神經部主

任 
16:25-16:40 

(15 min) 綜合討論  

18:30 歡迎晚宴(限邀請) 
 
  



第二天，2022 年 10 月 31 日(一)  
時間 議程 

9:00-10:00 
(60 min) 實體會議報到 

主場會議 2：投資健康福祉的基礎建設與科技 
1101 主會場  

10:00-10:05 
(5 min) 開場介紹 主持人：黃美涓榮譽院長/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榮譽院長 

10:05-10:25 
(20 min) 

演講主題 講者 
加拿大 COVID-19 疫情期間的汙水

病毒監測措施 (待確認) 
Michael Pearson 處長/ 加拿大衛生部國際事務辦公室

處長 
10:25-10:45 

(20 min) 
資源有限情境下利用科技對抗

COVID-19 疫情 
Indika Mahesh Karunathilake 教授/ 斯里蘭卡科倫坡大

學醫學院醫學教育系教授 
10:45-11:05 

(20 min) 
應用新科技及資料系統於大流行病

監測及防治 
王智弘教授/ 美國史丹佛大學醫療預防及成果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兼醫學院小兒科暨衛生政策教授 
11:05-11:25 

(20 min) 
以智慧科技降低全球健康不平等現

象於新冠肺炎之案例分享 
蔣榮先執行長/ 成大醫院健康數據資源中心執行長；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特聘教授 
11:25-11:40 

(15 min) 綜合討論 11:30-13:00 
(90 min) 部次長圓桌會議(僅受邀者參加) 11:40-13:00 

(80 min 午餐 

平行場次 2 
平行場次 2A  

【中醫藥司、中醫藥研究所】 
平行場次 2B 

【長期照顧司】 
平行場次 2C 

【口腔健康司】 

傳統醫學在全球疫情下對健康福祉

的角色 建立失智友善台灣並與國際接軌 因應臺灣超高齡社會挑戰之典範

轉移 

1001 會議室 1101 主會場 801 會議室 

13:00-13:05 
(5min) 

主持人： 
林昭庚講座教授/ 中
國醫藥大學中醫學

系講座教授；中央

研究院院士 
 
陳方佩所長/ 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傳統醫

藥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臺北榮民總醫

院傳統醫學部主治

醫師 
 
顏宏融院長/ 中國醫

藥大學中醫學院院

長；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中西醫結

合科主任 

13:00-13:05 
(5min) 

主持人： 
郭慈安副教授/ 中
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副教授 

13:00-13:05 
(5min) 

主持人： 
許明倫特聘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牙醫學院特聘教授 

13:05-13:25 
(20 min) 

通過國家級失智照

護政策之重要性

Paola Barbarino
首席執行官/ 國際

失智症協會首席執

行官 

13:05-13:35 
(30 min) 

因應臺灣超高齡社

會挑戰之典範轉移 
鄭景暉院長/ 高雄

醫學大學口腔醫學

院院長兼牙醫學系

教授 

13:25-13:45 
(20 min) 

失智症共同照護中

心：連接失智及照

顧者到社區的橋樑 
白明奇教授 /國立

成功大學失智症中

心主任 

13:05-13:35 
 (30min) 

傳統醫學對於流行

病之回顧與未來願

景 
崔昇勳會長/ 國際東

洋醫學會 

13:40-14:10 
 (30min) 

亞洲傳統醫學在流

行病中之角色 
渡邊賢治教授/日本

13:45-14:05 
(20 min) 

失智症整合照顧服

務  : 失智症居家

式、社區式、機構

13:35-14:05 
(30 min) 

微生物群標靶療法

在口腔疾病的前景

Lakshman 



慶應義塾大學漢醫

學研究中心客座教

授；WHO 傳統醫藥

顧問組共同主席 

式照顧服務 
陳俊佑社工主任 /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

智老人社會福利基

金會社工主任 

Samaranayake 榮

譽教授/ 香港大學

牙醫學院榮譽教

授；國際牙科期刊

主編輯 

14:15-14:35 
 (20min) 

臺灣清冠中藥治療

新冠肺炎之研發與

應用 
蘇奕彰所長/ 衛生福

利部國家中醫藥研

究所所長 

14:05-14:25 
(20 min) 

醫院、社區及家庭

的迴旋門：失智症

支持網絡與服務 
郭慈安副教授/ 中
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副教授 
 

14:05-14:35 
(30 min) 

組織工程邁向口腔

健康之典範轉移 
江草宏教授/ 日本

東北大學牙醫學院

教授 
 

14:35-14:40  
(5min) 綜合討論 14:25-14:40 

(15min) 綜合討論 14:35-14:40 
(5min) 綜合討論 

14:40-15:00 
(20 min) 中場休息 

主場會議 3：健康福祉危機下的夥伴關係 

1101 主會場 
15:00-15:05 

(5 min) 開場介紹 主持人：陳保中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15:05-15:25 
(20 min) 

演講主題 講者 

危機應變之經驗學習及新合作途徑 Joseph Lamana 處長 
美國衛生部緊急管理暨醫療應變司整備處處長 

15:25-15:45 
(20 min) 

危機下歐盟的優先衛生事項及合作

重點 

Isabel de la Mata 首席顧問 
歐盟衛生暨食品安全總署首席衛生及危機管理顧問；

西班牙常駐歐盟代表處衛生及消費者顧問 

15:45-16:05 
(20 min) 我們是否該繼續談論危機？ 

Bettina Borisch 教授 
世界公共衛生協會聯盟執行長；瑞士日內瓦大學全球

衛生研究所教授 

16:05-16:25 
(20 min) 

大流行下的公私部門合作：臺灣經

驗分享 

李偉強副院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臺北榮民總醫院腸胃科醫

師；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臺灣國

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16:25-16:40 

(15 min) 綜合討論 

16:40-16:50 
(10 min) 

閉幕致詞 
李麗芬政務次長/ 衛生福利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