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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關懷國際研討會 大會議程表 】 邁向全人醫療的里程碑–靈性關懷的導入 

Reaching the Milestone for Holistic Care: Implementing Spiritual Care (2022/12/03-04)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合辦單位：萬芳醫院、雙和醫院、臺灣靈性關懷專業人員協會、 財團法人基督教史懷哲宣道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灣)安寧照顧基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台灣大悲佛學會、社團法人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台灣安寧照護協會、台灣放射腫瘤學會、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醫院(邀

請中)、台南奇美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安寧緩和療護中心、臺灣基督教門諾

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天主教守護生命協會、中華傳愛協會、真愛健康協會、高雄一哩路協會、台灣神學研

究學院基督教研究所靈性諮商組(邀請中) 
 

2022 年 12 月 3 日（週六） 

時       間 主 題 講師 

08:00~08:30 報到 

08:30-08:50 
開幕式 

Open Ceremony 

陳建仁 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吳昭軍 署長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 

林建煌 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林啟禎 董事長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醫療品質策進會董事長 

邱仲峯 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08:50-09:10 

特別演講 1                               【座長】賴允亮教授 馬偕醫學院董事長 

邁向全人醫療的里程碑–靈性關懷的導入 

Reaching the Milestone for Holistic Care: Implementing Spiritual Care 
邱仲峯 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09:15-09:40 

特別演講 2                               【座長】李克勉主教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Global Trend of Spiritual Care Professionals in 

Medical Systems  

(靈性關懷師在醫療系統的全球趨勢) 

Rev. Jana Troutman-

Miller  
Director of Spiritual Care, Saint John’s On 

The Lake, USA 

09:45-10:05 

特別演講 3                               【座長】林宏榮教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院長 

Spiritual care – the essential of patient centered 

care for every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靈性關懷–醫療人員以人為中心照護之核心能力) 

王英偉 教授 
花蓮慈濟醫院緩和醫學中心主任 

10:10-10:20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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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5 

特別演講 4                               【座長】楊政達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Evidence-Based Research and Spiritual Care  

(實證研究及靈性關懷) 

Professor George Fitchett  
Director of Research, Department of Religion 

Health and Human Values, 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USA 

10:50-11:10 

特別演講 5                               【座長】高靖秋監事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最好的醫療，從「心」開始~ 

醫學系靈性關懷課程：縱向整合設計及實作經驗分享
Integration  of Spiritual Care Curriculum in Medical School (Pilot study) 

葉炳強 教授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11:15-11:40 

特別演講 6                               【座長】林從一教授 華梵大學校長 

Spiritual Care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失智症病人的靈性關懷) 

Professor John Swinton 
Chair in Divinity and Religious Studie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United Kingdom 

11:45-12:00 Q&A 

12:00-13:30 午餐時間 及 海報策展 

13:30-13:50 

專題演講 1                                【座長】林明慧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相遇，於所在之處− 

大悲學苑社區安寧靈性關懷之服務與教育 

董雪華(釋宗惇 法師) 
大悲學苑 

14:00-14:20 

專題演講 2                               【座長】邱浩彰教授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顧問醫師 

存在神學在安寧靈性照護的實踐 方俊凱 醫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 

14:30-14:50 

專題演講 3                              【座長】黃俊仁副院長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副院長 

重症病房的生命之歌 石台華 修女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院牧部副主任 

15:00-15:15 休息時間 

15:15-15:35 

專題演講 4                               【座長】蔡兆勳教授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長 

從善終品質體會靈性照護 程劭儀 教授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15:45-16:05 

專題演講 5                               【座長】蔣寶玲牧師 財團法人基督教史懷哲宣道會執行長 

超越吧！爺爺奶奶！高齡者靈性健康的促進 吳麗芬 教授 
路加傳道會總幹事 

16:15-16:35 

專題演講 6                              【座長】譚國才校長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校長 

修女，小鳥沒有東西吃了 

～長照中的靈性關懷經驗～ 

洪曼華 修女 
台南市天主教仁愛修女會附設台南市私立老吾老

養護中心 

 16:45-17:00 總結 邱仲峯 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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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4 日（週日） 

時       間 主 題 講者 

08:00~08:30 報到 

08:30-08:50 

特別演講 7                               【座長】曾頌惠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教學副院長 

醫護人員的靈性關懷教育 陳建宇 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主任 

09:00-09:20 

特別演講 8                              【座長】吳麥斯副校長 臺北醫學大學副校長 

從西到東量身訂製： 

台灣臨床靈性關懷師的養成模式 
黃麗慧 博士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助理教授 

09:20-09:30 Q&A 

時       間 優選論文口頭報告 講評人 

09:35-10:05 

論文發表 主題一： 

靈性關懷臨床導入 

論文 1-1、論文 1-2 

黃宗正 醫師 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董事長 

蘇文浩 醫師 馬偕醫院安寧中心資深主治醫師 

10:10-10:40 

論文發表 主題二： 

靈性關懷教育實踐 

論文 2-1、論文 2-2 

曾頌惠 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教學副院長 

周致丞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10:45-11:15 

論文發表 主題三： 

實踐社會責任的靈性關懷 

論文 3-1、論文 3-2 

鐘國軒 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員工關懷中心主任

謝宛婷 醫師 奇美醫院緩和醫學科主任 

11:20-12:00 總講評及頒獎 

12:00-12:10 閉幕式、大會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