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新任理監事推薦名單

姓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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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為民

余尚儒

林易岳

施至遠

職業

西醫師

西醫師

牙醫師

西醫師

現職／服務單位

台中榮民總醫院家醫部健康管理科主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兼任講師

台東都蘭診所所長／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理事人選

經歷／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台東聖母醫母醫院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寬安牙醫診所所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特殊需求者牙科專科醫
武漢大學內科學博士
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家醫科主治醫師／
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1

政見
透過多元平台與載體的教育方式，提升以下三種
對象對在宅醫療的知識/技能/態度：
學會會員：強化專業技能、增進照護品質。
專業人士：促進在宅知識、提高參與興趣。
社會大眾：建立正確態度、創造正向循環。

本人打算參選連任理事長。希望在 2025 年之前，
可以完善在宅醫療發展的環境，包含政策誘導、
人才養成、繼續教育以及學術研究，四大面向。
個人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學會夥伴同心協力，貢
獻體力、腦力和才幹，也需要與相關團體建立良
性的互動關係。最後，2025 年可以順利接交給下
一任理事長和理監事會，進入新的里程碑。

很感謝在宅醫療前輩們推薦參選。希望能得到學
會伙伴您的支持，以去年兩場嚥下評價工作坊為
基礎，對於老化衰弱、口腔衰弱、肌少症、嚥下
復健營養、預防吸入性肺炎等主題，鼓勵伙伴們
於各地舉辦實作工作坊、多職種協作討論會。

在居家醫療照護的經驗中，感受到「家」是最能
夠實踐全人照護精神的場域。希望協助學會將制
度建立的更好，讓各職類人員能在更完善的環境
下服務；也希望基於本身家醫與老醫安寧的背
景，協助發展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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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宏勳

陳柔謙

陳英詔

職能治療師

護理師

西醫師

延希職能治療所所長、
台灣失智症協會理事

耆樂股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耆樂居家長照服務
機構負責人、台南護專兼任講師

長庚大學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所博士生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碩士

維揚診所所長
輔仁大學長期照護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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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長期投入社區衛教宣導及長照復能服務、居
家服務等，在社區宣導疾病預防與照護時，發現
長輩或居民有許多照護需求，開始連結長照各項
資源以及宣導在宅照護的理念及跨專業團隊的合
作概念。讓更多職類能夠一起加入社區長照的照
護能量，讓社區有自己的照顧資源，讓未來高齡
社會的照護體質更加完善及健全。因此，本人有
三點期待與學會的前輩先進一起努力：
１．讓在宅醫療照護理念有更多人了解，加深社
區基層單位的各種職種的串聯與合作。
２．透過照護科技的方式，形成社區照護網絡，
串聯社區基層單位與醫院之間的連結，讓病人返
家不孤單不害怕。
３．讓更多護理人員能夠認識在宅，增加護理人
員對於社區及居家照護的知能，讓更多專業的護
理人員能夠投入在宅照護。
４．致力社區在宅照護政策倡議，由下而上讓政
府單位知道基層照顧單位連結的需求，讓願意從
事社區在宅照護的夥伴能夠有更多資源與權力執
行照護業務。
1. 倡議在宅醫療為失能在家者的基本醫療人
權。
2. 推動在宅醫療診所與居家護理所緊密合
作。
3. 持續與長照服務單位合作，讓長照服務者
接納在宅醫療是長照一大助力。
4. 透過媒體採訪與演講邀約，持續呼籲政府
提高在宅醫療合理給付。
5. 每年持續辦理在宅醫療的宜蘭年會，並全
力協助在宅醫療全國年會。

6. 急重症在宅醫療及侵入性治療等各種在宅
醫療模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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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仁

張欽凱

張凱評

張賢政

西醫師

西醫師

西醫師

西醫師

本人長期投入居家連續性醫療照護的臨床服務與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奇恩病房主任
建構接軌機制，深耕本土在宅醫療的實證研究，
台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高齡醫學中心 專
期望與學會夥伴一起投入壯闊旅程(TRIP)
科醫師/臨床研究員
英國牛津大學 Stroke Prevention Research Unit 暨
1. Telecare 智慧醫療導入照護。
老年醫學科臨床研究員
2. Research 強化本土研究質量。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老年醫學科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CL)老年醫學科臨床研究
3. International 擴大國際合作交流。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員／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博士候選人
4. Policy 溝通影響國家政策。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齡醫學科主任

台北都蘭診所所長

東京大學醫學部高齡總合研究所研究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碩士

1. 強化醫院與在宅醫療端的合作與連結。
2. 實踐地域醫療圈的理念。
3. 以自己留學日本的背景，扮演台灣與日本間各
項交流與學術合作的橋梁。
4. 強化在宅醫療「肌少症與失能」的篩檢與介入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主治醫師
育睿診所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系

1. 在台北與其他學會夥伴共同發展在地跨專業
合作照護網絡。
2. 參與政策倡議，完善在宅醫療相關政策與給付
3. 參與醫療與跨專業相關課程制定，增進台灣在
宅醫療教學制度。

羅東博愛醫院家庭醫學科科主任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兼任主治醫師／
羅東博愛醫院社區醫學部主任
台灣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陽明大學醫學
理監事：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台灣老年學暨老 系
年醫學會、宜蘭縣醫師公會、宜蘭縣善集合教育
文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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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中心的居家醫療相關的服務、教學、研究，
必須協調及整合跨專科、跨專業、跨照護機構（醫
院及基層院所，醫療與長照）
，藉由參與家醫、老
醫、安寧等專業醫學會、及地方醫師公會的會務
工作，醫院及與基層院所合作的居家醫療服務實
務經驗累積，期待持續透過影響中央及地方政策

引導、健保及長照給付調整、合作網絡建構、教
學及研究規劃執行，精進並發揮居家醫療帶給人
的生命意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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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鈴君

營養師

惠璿諮詢中心負責人
台灣長照營養暨健康促進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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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萍

護理師

旺福居家護理所負責人

14

蔡宏斌

西醫師

台大醫院內科部整合醫學科主治醫師

以全人營養觀念為本，推廣長期照護營養專業，
並與跨領域各專業團隊合作，希望每一位國民都
能獲得並實踐正確的營養與健康知識，促進身體
與心理的健康，並藉由教育學術文化交流，開創
台北市營養師公會理事、台灣營養學會理事／ 營養教育發展契機，達成健全營養發展為宗旨。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顧研究所碩士
1. 致力長期照護營養推廣及團隊合作。
2. 研發營養相關教具（教案）及合宜餐食。
3. 促進服務對象體認自我健康與飲食攝取的
正向關係。
4. 推動全人營養照護，跨領域專業團隊合
作、實務運用等相互學習課程規劃。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

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
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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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從事在宅醫療的前線醫師們，有來自後方醫院
的堅強後盾；讓遠距醫療與即時超音波的場域應
用和教育訓練相結合，發揮 COVID-19 疫情後台
灣在宅醫療的真正價值，促進共同醫療決策，讓
醫病兩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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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清霞

馮明珠

趙榮勤

教授

護理師

西醫師

協助會員了解社會福利政策以及長期照顧服務，
促進在宅醫療學會與社會福利相關專業組織之間
的合作與交流。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兼系主任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

小港醫院咀嚼吞嚥中心執行長
輔英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
高雄市政府市政顧問
厚生基金會委員
愛滋病學會監事
護理人員愛滋病學會理事
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
濟興基金會董事
敏惠醫專牙技體系兼任教師

本人在醫療工作年資 28 年，在學校教學也約 20
年，曾在日本做過 3 個月長照(包含居家)的學習，
高醫大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病友服務室主任、
爾後協助建立小港醫院的咀嚼吞嚥中心成立與業
公關室主任、院長室
務推動，希望藉由本人在醫療及長照單位的工作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營)護理部主任
經驗及目前執行咀嚼吞嚥機能重建的工作，結合
院長室高專、國際醫療中心主任／
醫療單位、學校單位、政府單位的資源推動與在
成功大學護理研究所碩士
宅學會的合作，將在宅醫療的理念落實。
高雄大學高階法律暨管理碩士

天恩診所所長
靜宜大學人社院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中心講師
美國坎薩斯州立大學醫學院研究醫師
瑞典卡洛林醫學中心研究醫師

三軍總醫院腦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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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90 年起於苗栗偏鄉，以基層診所醫療深耕為
中心，再以協會社區服務為輪軸(99 年中華民國健
康心靈關懷協會創會理事長)，踐履實踐社區共
生、居家安寧醫療及長照服務，互相扶持供應。
希以此架構為全台社會性處方箋模式，已為促進
在宅醫療之前衛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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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新任理監事推薦名單 監事人選
姓名

1

2

李懿軒

楊玲玲

職業

藥師

呼吸治療師

現職／服務單位

出雲藥局負責人
台灣年輕藥師協會常務監事

好康居家呼吸照護所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第五屆
常務理事

經歷／學歷

台灣年輕藥師協會理事長
敦品民治藥局藥師、新三醫藥局藥師／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藥學碩士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士

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所碩士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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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見
1. 持續打造「在宅住院」(hospital at home)有利
的政策論述及環境，例如強化跨專業整合、資訊
系同、爭取給付項目等。
2. 創造多專業整合契機，並不同專業團體間推
廣在宅醫療之觀念，強化在地跨專業轉介之連結。
3. 加強藥師與不同專業於在宅醫療的連結，鼓
勵更多藥師投入在宅醫療的行列。
4. 提供自身於非營利組織管理之經驗，協助學
會穩定成長。

1. 推動並參與居家醫療與照顧之學術與研究。
2. 推動並建立居家醫療照護專業成員教育訓練
制度。
3. 促進在宅醫療照護之跨專業合作。
4. 增進建立居家呼吸照護於在宅醫療需求及連
結。
5. 促進實施居家呼吸醫療照護之合理制度。
6. 促進學會相關業務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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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依琳

黎家銘

蘇信昌

社工師

西醫師

物理治療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人文創新書院組長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兼任講師
醫師公會全聯會老年醫療與長照專案小組
學術組副召集人、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
監事、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所所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社會工作室 副主任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公共事務組 組長／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美國密西根大學–Ann Arbor 社工碩士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兼任主治醫師／
台灣大學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醫學系

長庚大學復健科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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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以人本(People-Centred)為依歸的在宅醫療，從
個人取向(Person)到看重家庭與社會關係對其健
康照護的影響促進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家庭共
融。
提供正確知情、反覆溝通，了解個人對生命價值
與醫療偏好的想望以醫護社心-跨專業整合的在
宅醫療模式，「讓病人到最後一刻都能活成自己
期待的樣子、善終圓滿！」

1. 親自出席理監事會議與年會，提供個人經驗與
意見。
2. 與其他兩位財務委員共同監督學會財務運作。
3. 以其他學會身份代表出席與居家醫療相關的
政府單位會議時，附議本學會代表之立場。
4. 提供其他學會運作之相關規章制度，協助本學
會相關制度建立。
5. 擔任本學會圖書「居家醫療實務」的總編輯，
預計 110 年 5 月在合記圖書出版社發行。
6. 參與本學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在宅醫療前瞻
性世代研究，未來對失能老年民眾照護，提供
實證性的國家衛生政策建議。
代表本學會參與 2020 年 Project ACP 安寧緩和照
護專業人員赴日研習提升專業能力計畫。
敬請 各位會員支持本人繼續擔任監事工作，與其
他學協會結盟，一起支持臺灣在宅醫療學術研
究、實務發展與國際交流。
1.積極推動在宅跨專業與跨團隊聚會。
2.推廣本會會員參與長照與輔具相關課程。
3.推動健保急性後期照顧整合計畫(尤其居家部分
應納入醫師，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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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立

西醫師

台大兒童醫院 兒童胸腔加護科主任

兒童居家醫療與呼吸治療訪視經歷 14 年／
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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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與重症兒童的兒童居家醫療、兒童長期
照護、與兒童安寧緩和療護在台灣是被忽視的，
雖然目前號稱是包含所有年齡層，但是相關專業
知能、制度與人才培育都有待努力，讓學會有兒
童經驗的代表參與，更形重要與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