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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資訊
General Information

Elder Care Asia 2019 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展出日期

10/31~11/2  10:00~18:00
11/3   10:00~17:00                           

October 31~November2   10:00~18:00         
November 3   10:00~17:00                           

Show Dates and hours

展出地點

高雄展覽館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         

Kaohsiung Exhibition Center
No. 39, Chenggong 2nd Road,
Qianzhen Dist., Kaohsiung 806,
Taiwan

 Venue

主辦單位  Organizers

指導單位  Under the auspices of

贊助單位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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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贊助  Sponsors

( 論壇共同主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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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Taiwan Medical And Biotech Industry Association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 (TSSM) Taiwan Society of Sleep Medicine

台灣保健營養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Taiwan Functional Food Industry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 Taiwan Grain Industry Association

台灣銀髮產業協會 Taiwan Elderly Care Industry Association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Hondao Senior Citizens Welfare Foundation

高雄市直轄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Kaohsiung Municipalites Medical Instruments Commercial Association

台灣省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屏東縣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Taiwan Medical Equipment 

Business Association (Pingdong County Medical Equipment Business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台灣揚善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Taiwan Yang Shan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Un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Taiw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財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Kaohsiung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Association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for the Seniors

社團法人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Kaohsiung Spinal Cord Injury Association

財團法人台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 （簡稱：脊髓損傷基金會）Spinal Cord Injury Foundation

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Taichung Importers & Exporters Chamber of Commerce

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of Kaohsiung

永慶慈善基金會 Yungching Charity Foundation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 Prosthetics and Orthorics Society of Taiwan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暨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 Foundation of Universal Design Education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福祉協會 Welfare Organization for the Elderly, Taiwan, R.O.C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 Professional animal-Assisted Therapy Association of Taiwan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Taiwan Physical Therapy Association

台灣物聯網產業工會 Taiwan IOT Industrial Union

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Taiwan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ist Union

台灣亞太創意老化交流協會 Taiwan Asia Creative Aging Association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肌萎縮症病友協會 Taiwan Muscular Dystrophy Association

台灣在宅醫療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Home Health Care

臺灣健康管理學會 Health Management Society of Taiwan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The First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台灣老人急重症醫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Geriatric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臺北市生物產業協會 Taipei Biotech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Elder Welfare Concerned Association

臺南市全人照護關懷服務協會 Tainan City Whole Person Care Care Association

台灣亞太護齡協會 ( 高雄辦事處 ) Taiwan Asian Pacific Aging Protection Association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高雄分會 Genesis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Eca 2019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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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 2019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Energy Medicine Association-Taipei, Taiwan

台灣無障礙協會 Taiwan Disability-Free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聯盟 Taiwan Public Interest League

社團法人宜蘭縣長期照護發展協會 Yilan County Long-term Ca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Taiwan Toilet Association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Health & Exercise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台灣無障礙旅遊發展會 Taiwan Barrier-Free Trave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中華民國公立醫院協會 Taiwan Public Hospital Association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Taiwan Union of Nurses Association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 Taiwan Medical Clinics Association

高雄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Kaohsiung Social Worker Association

台灣高齡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 Taiwan Active Aging Association, AAA

社團法人高雄市腦性麻痺服務協會 Kaohsiung City Cerebral Palsy Association

財團法人磐石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高雄市營養師公會 Taiwan Dietitian Association Kaohsiung Local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 Beunen Foundation

高雄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Kaohsiung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Union

高雄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kaohsiung medical instrument commercial association

台灣長期照護管理學會 Taiwan Long-term Car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台灣空氣品質健康安全協會 Taiwan Air Quality Health & Safety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台灣福生環境住易聯盟 Alliance of Fortune Living Environment

財團法人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are of Organ Trans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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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of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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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霖藝品有限公司                           攤位號碼 : A105

公司 /

Company
坐落於台南市歸仁區的木雕藝術博物館，展示相當豐富、多元且精緻的木雕藝
品。

三葉鍋具實業有限公司                            
Tel: 02-2831-3881
E-mail: sanyehcook@yahoo.com.tw
網址：http://sanyehcook.com

攤位號碼 : A109

公司 /

Company

三葉鍋具健康概念養生鍋 

三葉鍋具之經營團隊具有多年家庭精緻用品及百貨零售通路代理的經驗，當初
鑑於市面上一些精品鍋具全由國外進口，於是由現在三葉鍋具負責人與資深人
員冊劃了 2 年，終於在台灣產生第一支超越精品的鍋具，且 100% 由台灣生產
是一支有履歷的台灣工藝 !
＜產品簡介＞： 
三葉 316 不鏽鋼養生鍋 100% 台灣製造 健康概念養生鍋 :
(1) 頂級 316 醫療鋼打造，最安全 ！ (2) 全程台灣製造，品質放心！
(3) SGS 檢驗合格認證！ (4) 全鍋七層結構，厚度達 2.8mm，最耐用！ (5) 一體
成型，精品鍋身，最吸睛！ (6) 加熱快，導熱均勻，小火就能烘焙蛋糕！ (7)
特殊鍋蓋設計，水膜密封，保留食物原味。(8) 少油，少油煙，省瓦斯。(9) 令
人驚豔的無油烹飪效果。(10) 絕佳的物理性不沾鍋功能！

產品 /

Product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6-505-8168
EmailChen.tsaiyu@syngen.com.tw
網址：https://www.lohaslbs.com.tw

攤位號碼 : A113

公司 /

Company

1. LOHAS 優活 LBS 有酵益生菌：
(1) 添加北歐丹麥進口頂級益生菌 
(2) 4 種好菌 高定殖率、耐熱耐酸耐膽鹼 
(3) 19 種酵素 幫助消化 促進新陳代謝 
(4) 專利益生質 乳酸菌的糧食 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 
(5) 適合全家大小適用，細顆粒好吃不嗆粉
2. 食事の牛蒡茶：
來自台灣嘉南平原的獻禮，保留傳統工藝，歷經低溫熟成、日曬淬鍊，將厚實
內斂的牛蒡，琢磨成餘韻綿長的清雅茶湯，堅持無添加，純淨讓生活永續美好，
一杯蘊藏豐富人情味的好茶，獻給每個人。

生展生技以微生物醱酵技術為主，研發與生產原料藥、保健食品及農業用生技
產品，同時受託先期研究、受託放大量產條件搜尋、受託代工等服務項目。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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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6-795-4723
E-mail: ctia53@zenu.com.tw
網址：https://pse.is/GKEPV

攤位號碼 : A117

(1)BSN311 順暢益生菌— 每包活菌數超過 100 億以上，為業界唯一孢子型納
豆菌發酵技術，強健菌株、安全到位。專利競爭型共生發酵製程，全方位調整
細菌叢生態、維持消化道機能，使排便更順暢。具 Halal 認證。
(2) 皇家御品納豆— 強效型高活性納豆激酶，每顆足量 2,000FU 以上。為自有
品牌原料，具 Halal 認證。
(3) 黑醋栗葉黃素— 採用美國 Kemin FloraGLO 原廠專利游離型葉黃素，葉黃素
與玉米黃素黃金比例 5:1。並搭配黑醋栗與小米草，幫助提升舒適感。

Biorich Rich Your Life 源於自然，豐富生活
堅持運用天然科技及素材的源富生技，邀您邁向極致健康的幸福生活！
二十年前研發團隊發現藻類、微生物菌種富含極高營養價值及酵素，並從自然
環境中取得菌株，開發出天然的微生物發酵純化技術。2002 年源富生技品牌
創立後，因擁有獨特的蛋白質萃取及發酵技術，已成為納豆相關保健原料的領
導者。源富生技期望能開發出更多對人體有益的保健食品，帶給消費者健康的
幸福生活。

產品 /

Product

公司 /

Company

禾畯企業有限公司                                 
Tel: 07-392-8372
E-mail: ssweetlife3928372@gmail.com
網址： http://3928372.com/index.html

攤位號碼 : A217

公司 /

Company

禾畯產品均通過 SGS 檢驗合格，商品採用原料皆來自信用享譽國際的知名大
廠，禾畯產品在醫療通路上深獲眾多醫師藥師愛用及推薦。
本次展場主打商品為：
(1) 美しい奇跡の工場：特別添加日本機能性食品級原料－鮭魚鼻軟骨抽出物
( 含蛋白聚醣 )，是日本當紅保健聖品。
(2) 寶中寶血橙地龍：添加日本紅蚯蚓酵素、義大利血橙…等珍貴原料，調節
身理機能，維持身體健康，深受年長者愛用。

禾畯企業有限公司是 1996 年成立的保健食品公司。
Slogan：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歌林多前書 16:14
本次展出部門分為：《Sweet-Life》醫療通路部門：秉持著「堅持誠信 & 無限
分享」。堅持好的品質，將甜美的生活分享給大家。《DoubleH 健康加倍快
樂加倍》直營網路部門：家人健康，「家」才會快樂。Health & Happiness= 
DoubleH 健康加倍 快樂加倍
禾畯把那份對家人的關愛放進產品，讓您吃的到、感受得到。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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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源實業有限公司
Hanover&Queenie Industries Corp.        
Tel: 0800-000-348
E-mail: hanover6@ms18.hinet.net
網址：https://www.gikedi.com/products/ 磁浮運動鞋

 攤位號碼 : A209

公司 /

Company

全世界第一雙Gikedi磁浮運動鞋.運用車子避震器原理,在鞋底加裝彈簧和磁鐵,
利用磁鐵同極相剋原理 , 使彈簧產生連續彈力 , 能有效吸收來自地面的震波 , 讓
你在行走,久站時,能有效舒緩腰腿不適的狀況.讓你每走一步,提高肌肉鍛鍊.是
一雙兼具健康彈力的磁浮運動鞋。

翊源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6 年 , 先前主要經營以文具和玩具為主 . 隨著時
代的轉變 , 漸漸轉型以生產專利產品為主 ,, 如魔術方塊 , 智慧型剪刀 .. 等等 . 於
2012 年開始研發磁浮運動鞋 , 並陸續取得美 , 日 , 英 , 德 .. 多國專利 , 且於 2019
年開始量產銷售 .

產品 /

Product

蘭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6-2365256/
     0921-212-128
E-mail: lanhui.biotech@gmail.com
網址： http://www.lanhui-biotech.com

攤位號碼 : A216

公司 /

Company

(1) 成蘭經典系列產品 : 成蘭經典蘭花保濕嫩白面膜、成蘭經典蘭花香水、成蘭
經典蘭花香水組、成蘭經典蘭花護手霜、成蘭璀璨潤澤露、成蘭經典賦活眼部
膠囊、成蘭經典蘭花潤色唇膏。
(2) 成蘭之美系列產品 : 蘭卉 ALINA 蘭花香水、蓓莉娜蘭花精靈香水、伊奎斯
蘭花精靈香水、伊奎斯 / 蓓莉娜 / 維納斯 蘭花精靈手工精油香皂 (3) 成蘭經典
精油系列產品 : 蘭花精油活膚霜、蘭花精油、蘭花滾珠精油
(4) 蘭胚素系列產品 : 蘭胚嫩白精華液、成蘭維納斯蘭胚賦活霜、蘭胚甦活蠶絲
面膜、蘭胚甦活抗皺 CC 霜
(5) 維納斯系列產品 : 維納斯蘭花香水、維納斯蘭花潤色唇膏、蘭胚逆時光修護
組
(6) 成蘭養生健康文創系列產品 : 維納斯 / 伊奎斯蘭花書籤、維納斯蘭花茶、蘭
葉酚養生麵、維納斯白金項鍊
生展生技以微生物醱酵技術為主，研發與生產原料藥、保健食品及農業用生技
產品，同時受託先期研究、受託放大量產條件搜尋、受託代工等服務項目。

【蘭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願望在於創造一個屬於台灣在地蘭花品牌公
司，並結合成大蘭花研發中心能量，利用生物科技技術替蘭花加值，並藉由文
創與創新重新賦予蘭花新的生命，並配合嚴謹的科學態度，使用創新科技研製
成各項的蘭花衍生商品，期能將台灣蘭花王國之稱號，進一步以創新的蘭花精
品形式行銷國際。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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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業興實業有限公司                                                  
Tel: 02-2596-1949
E-mail: lungerflying@gmail.com
網址：http://pyx.care

 攤位號碼 : A210

公司 /

Company

國際唯一多國殺菌專利，水洗後滅菌金黃色葡萄球菌、肺炎桿菌 >99.6%，過
濾 PM1.3~2.5，空汙中的鹽霧、油霧 ( 細懸浮微粒 ) 都 >99.97%，，現今的空汙，
口罩已成必備的配件，健康靠小心不是靠運氣 ! 妳還在用妳的肺當空氣濾清器
嗎 ?

品業興全方位殺菌防霾口罩 / 品業興成立於 2002 年，【品業興】走在時尚的
尖端，敢於活潑創新，更敢於改變，賦予口罩新形象；創造性的改變與冒險創
新，讓口罩不再受刻板單調印象束縛；它更應該展現出；年輕、氣質、尊貴、
沉穩、自信、冒險、神秘、富麗華貴、輝煌錦簇；原來口罩可以復古與現代融
合一氣，展現出雍容華貴的氣質與美感，【品業興】給你健康防護一百分；高
貴精緻與時尚更是口罩中的御天至尊。

泛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高雄加盟店 )                 
Tel: 0913-994-031
E-mail: anderson8899@gmail.com
網址：http://www.widedoctor.com.tw

 攤位號碼 : A212

公司 /

Company

法國濱海松樹皮萃取精華
(1)Pycnogenol 碧容健 萃取自純淨、無污染的法國西南部大西洋沿岸，
總面積超過四百萬英畝之濱海松樹林，以高壓低溫之專利萃取方式，
僅萃取樹齡 35-50 年之松樹皮，含有豐富的天然類黃酮素、花青前素、兒茶素
及超過 40 種對人體有益的有機酸。
(2)SNQ 您的健康生活管家
(3) 保健食品產業爭相申請的國家級品質與安全認證

泛博國際 高雄加盟店：稟持「最有健康責任的公司」說真話，不誇張，不作秀，
遵守法規、嚴謹控制品質，讓所有人享受優質生活，也擁有健康的身體。『泛
博國際 健康 安全 可靠 值得信賴』。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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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Tel: 04-2208-0958
E-mail:  cmu995995@gmail.com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CMU995/
          https://www.cmu995.com/

攤位號碼 : A213

公司 /

Company

中國醫藥大學專利菌種 CMU995 益生菌，篩選自健康嬰兒，擁有 9 張國際專利
證書，具有強力吸附能力，可改善細菌叢生態，使排便順暢、幫助消化，並調
整體質，是無年齡限制，嬰兒到老人皆可食用的安全保健食品。

CMU995 益生菌 / 領航生醫專精於乳酸菌篩選與功能性開發。由於健康食品素
材種類繁多，使消費者無從選擇適合之產品，因此本公司致力於健康食品原料
之嚴選與實驗，以提供合作廠商及消費者有效且安全之健康食品。
CMU995 益生菌 / 領航生醫專精於乳酸菌篩選與功能性開發，並已申請多項乳
酸菌相關之專利。此外，由於健康食品素材種類繁多，使消費者無從選擇適合
之產品，因此本公司也致力於健康食品原料之嚴選與實驗，以提供合作廠商及
消費者有效且安全之健康食品。

產品 /

Product

立川漁場股份有限公司        
Tel: 03-865-1333
E-mail: phoenixy0725@gmail.com
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E7%AB%8B%E5%B7%9D%
E6%BC%81%E5%A0%B4-207161759345931/?ref=bookmarks

 攤位號碼 : A215

公司 /

Company

(1) 綠川黃金蜆精：由花蓮壽豐立川農場利用天然湧泉無污染的水質活水養殖，
培養出高品質的黃金蜆。
(2) 綠川黃金蜆錠：為立川多年獨有開發的萃取技術，每錠以高品質的黃金蜆
提煉，具有優質蛋白、調整體質、調節生理機能及增強體力的多種優點，是最
佳營養護肝保健極品。
(3) 立川嚴淬滴魚精：採用完全滅菌密封技術，經食品工業研究所檢驗後高溫
殺菌，不添加防腐劑。
(4) 咔啦魚酥蛋：選用立川三寶 - 活力鯛做為原料之一，是全家大小平時都可食
用的零嘴，也是吃飯或下酒的好配料，低油無負擔又唰嘴，吃了一口之後，很
難罷手。
(5) 活力鯛魚鬆：立川以湧泉活水養殖台灣鯛，魚體健康充滿活力；肉甜味美，
為鯛中極品， 

黃金蜆的故鄉立川漁場
立川漁場，位居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為一天然形塑的開闊縱谷地形。區
內人口少，純淨無污染。東側的太平洋水氣終年吹拂，遇中央山脈阻擋凝結成
雨，在溪澗匯聚成川，或滲透地表成地下水，向東流回太平洋。流經壽豐鄉時，
經漁民開築而成一個個湧泉活水養殖池，是世界少有的天然活水湧泉的五星級
養殖環境。立川漁場利用此得天獨厚的天然湧泉，養育出高品質無污染的黃金
蜆以及其他漁產。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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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平安夜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2909-8656
E-mail:  Silent1976168@gmail.com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T75TTEYMI&feature=youtu.be

 攤位號碼 : A305

公司 /

Company

 9805 新式電動按摩床 ( 涼感 + 抗電磁波 )
(1) 抗電磁波、天絲纖維布 - 抗靜電、健康、舒適、安全、環保
(2) 重要特點：天絲層、涼爽乳膠層、親膚性記憶膠、綠的環保棉、不鏽鋼層、
震動式按摩馬達、船型馬達
(3) 其他特點：柔軟護邊、防夾設計、停電自動復原安全裝置、兼具休閒、健康、
安全、舒適等功用。 無論在床上看書、聽音樂、看電視、抬腿都讓您有極致
舒適支撐。

台灣平安夜公司提供革命性的睡眠解決方案，專注於床的研究。我們努力研究
人體的氣脈和血液循環與睡眠之間的關係。這種周到的服務是為了確保您和我
“睡得好，夢想甜蜜”。此外，我們研發了具有人性化功能的“新型電動按摩
床”。我們專利的可調節按摩床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更好的睡眠和更健康的生
活。平安夜名床保證您放鬆睡眠，關心您的健康和幸福。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                         
Tel: 02-2756-9756
E-mail: yufenghuang1230@gmail.com
網址： https://www.organcare.org.tw/

攤位號碼 : A309

公司 /

Company
為服務廣大民眾知情權，俾能做好移植器官的事前評估，「臺灣國際器官移植
關懷協會」成立宗旨為促使各方資訊公開及透明化以降低風險，及時保障捐贈
者及受贈者的權益，同時以行動協助台灣的移植倫理與法規制度面跟上國際趨
勢，包括積極推動提昇國內器官捐贈與禁止境外移植旅遊之相關修法，並配合
國際醫法社群，共同喚醒社會公義，阻卻系統化迫害人權與生命安全的強摘器
官情事繼續發生。

產品 /

Product



展商索引  Index of Exhibitors

12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                                  
Tel: 06-2757575 分機 58406
E-mail: em75009@email.ncku.edu.tw
網址：http://cbb.ncku.edu.tw/

攤位號碼 : A315

公司 /

Company

微藻雖然渺小，卻是地球上營養價值最高的食物，含有與人類本身成份非常相
似的胺基酸、維他命與礦物質，不僅能提供營養，更能幫我們重建健康的身體，
因此被譽為是 21 世紀的「綠色超級食物」。除此之外，在微藻體內更含有的
高價值化合物，像是長碳鏈不飽和脂肪酸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PUFA)、
多醣體 (Polysaccharides) 以及色素類產物 (Pigments)，具有高度綠色生技產品
發展潛力。本團隊目前已開發出微藻葉黃素果凍條以及微藻萃取物相關保養
品。

生物科技乃 21 世紀科學研究之發展重點，是跨領域結合而形成的一新興高科
技產業，也是政府大力提倡支持的重點產業。有鑑於此，成功大學於民國 88
年特別成立生物科技中心，為跨學院一級行政單位，負責綜理本校理、工及醫
學院相關之科技人才及鄰近科學園區專業人才之聯繫與整合工作，共同研發創
造卓越的科技產品，協助地方產業法展與繁榮，提升國家產業整體之競爭力。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06-578-2561#6710
E-mail: apple.hsu@everest.com.tw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rsmile.buy/

攤位號碼 : A313

公司 /

Company

【戶外專業機能服飾、鍺紗保暖系列】
抗酷熱系列：吸濕、排汗、涼感、抗UV；防冷禦寒系列：拒水羽絨、三層貼保暖、
潑水防汙、防風、會呼吸的衣服。鍺紗保暖系列為最新研發衣料，透過合金鍺
紗線織成的布料，含天然鍺礦石，可抗靜電，消除異味，釋放負離子及遠紅外
線，可達促進血液循環，緩解疲勞的功效。

幸福台灣」是國際品牌機能布料最大供應商宏遠所創立的服飾品牌。從布料、
後加工到成衣堅持100%台灣製造，產品全面通過瑞士bluesignR無毒環保認證；
以「無毒、環保、低碳、機能服飾專家」為立足點，推廣「衣的安全」和「穿
的健康」。此外，提撥營業額 1% 做為支持台灣社會慈善公益之基金，讓消費
者購買商品同時也為公益行善盡一份心力。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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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陀扶元堂生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7-322-0369
E-mail: Emen@huato.url.tw
網址：https://zh-tw.facebook.com/twhuato

攤位號碼 : A316

公司 /

Company

華陀扶元堂－龜鹿的專家
來自古傳漢方食補，全方位關鍵保養，其中以龜鹿最為出色。
多元產品領域生產多種暢銷保健機能食品，結合優選技術，以科技萃取草本精
華，漢方珍品，龜鹿精華，讓你行動靈活，揮灑自如！

華陀扶元堂生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最傳統的古法來炮製中藥，再用最好的
科學方法將中藥材發揮最好的程度及效果。提供消費者安全安心的養生保健
品，從養生藥材、食品、飲品、保健品等，目前產品種類高達 200 餘種以滿足
消費者需求，成為消費者的貼身保鑣，提供完善的養生服務網。

財團法人神傳文化基金會                     
Tel: 02-5569-1013
E-mail: a0929805759@gmail.com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ShenYunZH/

攤位號碼 : A409

公司 /

Company

《神韻藝術團》成立於 2006 年，總部在紐約，是一家非營利機構，以恢復
五千年中華神傳文化為根本，致力於創作和演出純善純美的節目奉獻給觀眾。
五千年來，神傳文化在中國溢彩流光。今天，這一人類的瑰寶幾近失落，通過
動人心魄的音樂與舞蹈，神韻令神傳文化再現輝煌。接受傳統訓練的世界頂級
舞蹈家、溶合了東西方器樂的獨特交響樂團和炫目的動感天幕共創蔚為大觀的
演出。

 基金會成立宗旨為：恢復、發揚中華傳統優良的神傳文化，贊助並歸正文化事
業，包括平面與電子媒體、藝術教育、藝術表演等。本會為美國《神韻藝術團》
台灣巡演的主要協辦單位，並負責台灣地區的推廣工作，讓台灣的民眾能更深
入的認識《神韻》饒富中華五千文明內涵的藝術形式與文化精粹。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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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林食品有限公司                              
Tel: 02-2581-0034
E-mail: meyjiaolin@gmail.com
網址：http://www.organics.tw.

攤位號碼 : A415

(1) 土耳其手工皂
成份 : 天然的橄欖油和月桂油製造而成。橄欖油 : 含豐富的維生素 E 及 A、D 、
F、K 等脂溶性維生素；月桂油 : 滋養，軟化皮膚，毛孔的深層清潔效果；洗淨
後具有滋潤保濕、適用全身及各種肌膚。
(2) 保加力益生菌
含高濃縮好的乳酸益生菌 , 無賦形劑所有菌種都具有強大的耐酸性 , 到達結腸
後仍保持極強的活力。坊間益生菌品牌很多，選擇方法 : 效果第一
(3) 黑種草油的特色
可蘭經記載：黑種草油除了不能起死回生外，可供百用。

成立 1994 年，是國內第一家引進有機產品的公司（有機誌查訪認定）
公司進口的原則：
1. 有益人體健康。
2. 價位合理

哈卡鞋業有限公司                     
Tel: 04-3500-9788#2207/0911-432-228
E-mail: Demi_Lu@ustini.com / chiachen.luu@gmail.com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ustini360/

攤位號碼 : A412

公司 /

Company

你和大地「絕緣」多久了 ? 文明讓我們穿上鞋子，生活中塑膠地板、車子…等，
也杜絕了我們與大地自然接觸的機會。身體累計的靜電無法自然排出，長期產
生所謂的「文明病」。
USTINI 接地氣健康鞋，使用獨家擬肌歐姆片，讓身體自然產生「電位差」
（『10』^5Ω → 10』^4 Ω 排放靜電）！每天輕鬆穿鞋 - 就能恢復身體與大地
的自然關係。

哈卡鞋業擁有豐富的設計代工經驗，在創業初期和台灣知名的腳踏車界合作並
設計了專業自行車鞋品牌 HASUS。有了自行車鞋的體悟讓我們知道雙腳舒適的
關鍵在於其受力面積，受力面積越大時，腳部所承受的壓力就越小，長時間行
走也較不易痠痛，為了能夠讓大家都穿上一雙舒適的好鞋因而創立了 USTINI
我挺你健康鞋。USTINI 的寬楦設計更符合亞洲人的腳型；根據男女不同的骨架
與重量比設計不同的大底支撐密度與弧度；360 度支撐大底則讓雙腳享受真正
的壓力釋放，給予最好的緩衝與彈力。因為 USTINI 相信：若我們在這世界看
不見的地方，都能真心付出、彼此守護，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真、更善、更美、
更健康！

產品 /

Product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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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虹傢俱有限公司                                                              
Tel: 07-788-0587
E-mail: furni.ture@msa.hinet.net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Urus888/

攤位號碼 : A504

公司 /

Company
本公司所有產品作法都是榫接方式製作，一凸一凹 2 支木頭結合非常牢固。榫
接傢俱利用老師父技術來完成，這種施工法已漸漸失傳。品質保證 (1) 和室升
降房間組有 ( 香檜、美檜、柚木…等木料材質 ) 本公司提供了可客製化依客戶
需求訂做尺寸與後座桶身樣式。(2) 船木泡茶桌 : 古船木家具由於原材料取自舊
木船。經過海水幾十年的浸泡，海浪無數次的沖刷，俞發堅韌耐磨，具有強烈
的滄桑感，並兼有防水、防蟲的功效。且船木一般採用比較優質的硬木，這樣
木材打造出來的實木家具不但結實，還防水防火，並賦予辟邪與吉祥的含義，
船木家具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

JNC 銘祥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06-311-0008
E-mail: sammi126@jnc-tec.com.tw
網址：http://www.jnc-tec.com.tw

攤位號碼 : A509

健康，從有氧呼吸開始！不通風的室內場所無形中會釋放含有多種化學物質的
氣體，環境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JNC 銘祥科技，研製一系列領先全球技術的
智能科技產品，能有效達到「監測」及「改善」之智慧連動的自動偵測危險及
引進新風和智能自動開窗，讓人們擁有專屬的智慧家庭，達到環保節能之效，
走進綠建築的生活。

「JNC 銘祥科技」(JNC Technology) 成立於 2005 年，專精自動控制系統與智
能儀錶之整合應用，擁有超過 20 項台灣與中國專利，具備研發、設計、製造
的能力。主要產品包括雲端監控預警機、室內空氣品質 IAQ 連續監測儀、藥用
冰箱溫度監控預警系統、雲端氣象儀、雲端氣體水質控制器、植物工廠環控系
統等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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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Tel: 07-3313-623#19
E-mail: markpoilt520@gmail.com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R7ptri/?ref=bookmarks

攤位號碼 : A512

公司 /

Company

「好好印」是一個由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所打造，能滿足創意
圖文編輯與多元輸出需求的線上編輯電商平台 , 可以匯聚來自各地的輸出需求，
是為中小型印刷相關產業導入商機的重要橋樑。在這時時刻刻都離不開手機的
時代，透過這個融合設計、數位科技與印刷專業智慧的平台，以及中心設計與
印刷專業團隊的快捷、依需服務，你可以輕鬆的透過平台將噴發的創意付諸實
體，更能幫您完美輸出想要的個性化印品。

本財團法人由經濟部工業局與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 原台灣區
印刷工業同業公會 ) 共同捐助基金設立，名稱為「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
發展中心」，對外簡稱「印研中心」。
本中心以配合政府印刷產業之發展政策，促進印刷及其相關產業之創新技術與
發展為宗旨，從事相關機材、生產技術、品質工程之創新研究、輔導、管理、
技術移轉與人才培育；進行市場及創新商業服務模式之研析；推動產業鏈技術
整合與應用發展。

產品 /

Product

輔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4-2314-2032
E-mail: ian@foreaider.com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m1_ivHIjk

攤位號碼 : A515

公司 /

Company

根據統計老人跌倒發生率最高的場所在寢室，但我們沒辦法隨時隨侍在長輩身
旁。每當長輩起身離床時常可能因姿態性低血壓 意識未清 或腳步未穩而發生
跌倒的遺憾 ForeAider-Z 能依您的需求調整警報時間，在長輩可能產生跌倒風
險時及時通知您前往巡視。此外，ForeAider-Z 還能提供主動叫人 生理異常警
報 動態翻身提醒 呼吸中止紀錄及自律神經變異分析等功能。只需搭配一支手
機，幫您在床邊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輔愛德 / 輔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8 年 7 月，公司主要係為照護者 
醫師與資深工程師所共同成立。幾位創辦成員過去深感照顧長輩的過程中遇到
很多困難與情感上的衝突，甚至在長輩離世後也才發現很多的遺憾與誤解。而
人都會老，沒人願意年老時要開口去拜託人，很多長輩也不願意還要隨身帶著
穿戴式裝置入睡。我們期望在不改變原有生活習慣下，提供心領神會的照顧服
務。盡孝變得簡單，讓老人得到真正的尊重。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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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鼎股份有限公司 /
莎菲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el: 03-572-2000#1197
E-mail: pippen_chang@premtek.com.tw
網址：https://www.shftlabs.com/

攤位號碼 : A517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1) 辰波共振保健儀：利用電脈衝變成醫學治療方法，深層輔助身體、細胞、
器官乃至組織活化復原，技術開發朝向血糖、高血壓舒緩及帕金森氏症之研
究，血糖舒緩已有明顯成效進入第三期臨床驗證。
(2) 伊諾來富臨床化學分析儀：利用獨家專利光譜模組，涵蓋全段光譜，應用
不同的檢測試劑盤上，達到多種健康項目指標，快速分析、低樣本量，檢測時
間快速有效的新臨床檢測方式。
(3) 莎菲特國際 - 白金系列：利用白笈及金銀花，結合科技草本植萃，有效改
善受損角質，重建肌膚防禦屏障，鎮定抗氧化並預防粗糙老化

技鼎醫療事業部代理高科技及新醫學科學的產品，運用預防醫學相關技術，科
學數據分析，精準醫學為目標，以此願景推廣新的健康預防觀念及方法給大
眾。產品以物理科學為核心技術達到預防醫學目的。保生國際生醫 - 伊諾來富
臨床化學分析儀、辰波共振保健儀 – 生物電子醫學 
莎菲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台灣本土植物萃取為基礎，致力研發天然無負擔
的保養產品，落實植萃核心護理的宗旨，貫徹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的綠色
永續的品牌精神

大金空調                                                                      
Tel: 02-2514-8887#662/0916-172-622
E-mail: mialin@hotaidev.com.tw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4RTgOYuhpU&t=51s

攤位號碼 : A609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面對日益嚴重的空氣危害及人們生活型態改變，兒童及老人高達 80% 時間是
在室內活動。因此，室內空氣品質與室外空氣品質同等重要。大金空調提供各
種空間的最佳空氣品質對策，小至家用的臥房空間、家庭共用空間、中至商用
的店舖空間及養照顧中心，大至辦公場所、賣場及工廠等。提供全方位產品包
括 PM2.5 過濾箱、新風換氣機、外氣處理機、空氣調節箱、落地箱型系列空調
及空氣清淨機，以最專業的產品與技術提供最舒適的空氣。

在人與空氣之間，總是有大金
大金空調身為空調的領導品牌，以提供全方位空調產品來滿足各種場域的空氣
需求。提供恆溫、舒適、靜音、省電的生活環境及冷氣、暖氣、換氣、淨氣、
調濕的清新空氣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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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機裝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2712-2211#7349
E-mail: kunwaylin@nkfg.com.tw
網址：https://reurl.cc/yy6lay

攤位號碼 : A610

公司 /

Company

光立潔除菌棒：使用世界第一航太等級深紫外線 LED 晶片，瞬間破壞細菌病毒，
除菌力高達 99.9%，業界最高輸出功率，有效快速除菌，並避免二次汙染，無
化學品或汞、無腐蝕性、環境無汙染，一鍵使用，操作簡單，攜帶方便，收納
容易。
水恆靚水器：使用航太等級深紫外線 LED 晶片，除菌力達 99.9%，採無汞無化
學品除菌，保證使用 5,000 小時低耗電，簡易安裝，讓你的濾水器升級成生飲
等級。

福機裝股份有限公司為台塑石化與日本日機裝之合資公司，專注於 UVC-LED 量
產及終端商品應用開發製作。UVC-LED 技術來源為 2014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
主赤崎 勇與天野 浩教授，並獲日本政府支持。福機裝股份有限公司將 UVC-
LED 應用於終端商品，研發各類 B2C 應用商品並銷售致終端客戶；另外在 B2B
部分，在日本也已經開始針對各表面、空氣、水各類型應用推出標準化模組供
客戶選用。

產品 /

Product

台灣空氣品質健康安全協會                   
Tel: 02-2761-7811
E-mail: iairtaqhsa@gmail.com
網址：http://www.taqhsa.org.tw/

攤位號碼 : A612

公司 /

Company

為提升室內空氣品質上、中、下游相關產業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與服務水準，
台灣空氣品質健康安全協會每年於春、夏、秋、冬四季舉行教育訓練課程，並
陸續開辦「初級」、「中級」、「高級」室內空氣品質治理人員技術證培訓班，
協助國人取得治理室內空氣品質之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以取得社會大眾對其
專業能力的認同與信賴，進而對改善室內空氣品質環境有所幫助，並為企業及
社會大眾帶來更大的服務商機。

台灣空氣品質健康安全協會為一結合從事空氣品質評估、調查、檢 ( 監 ) 測、
診斷、淨化等相關產、官、學、研、媒人士，共同推動空氣品質產業之規範研訂、
技術推廣、實務應用、研究發展及教育訓練等工作，藉以深化國人對於空氣品
質健康、安全以及衛生等呼吸權的重視，加速政府各項空氣品質管理政策的推
動，提昇相關產業的技術水平與競爭力，進而改善生活環境與公共衛生，提高
國人居住品質之健康與安全的非營利性質人民團體。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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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鴻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Tel: 02-8952-9646
E-mail: ling70777@gmail.com
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1h2PaG6t0J5El1etUMt1Rb_
x9paaOhv6cgcqPslvEVA/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攤位號碼 : A613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易鴻 醫用足墊】（未滅菌）
專為個人使用設計，製造─高科技複合材料的醫用足墊
1. 系統原理：利用波動能材料及取模設計技術～
透過全身平衡使〔肌肉〕幫助〔雙腳平衡〕。
2. 測試認證 : 台灣專利，獨家〔脊椎平衡測試〕讓使用者 2 秒鐘雙腳平衡。
3. 功能：讓您雙腳～輕盈、釋壓、平衡、穩定、更舒適
(1) 個人專用型  (2) 全方位型  (3) 兒童專用型  (4) 專業健康鞋

易鴻 ‧ 足步天下 ‧ 醫用鞋墊

嘉通物聯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4-2323-6229
E-mail: wtwmedon@gmail.com
網址：http://www.jtiot.net/product/aibed.shtml

攤位號碼 : A615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首創非穿戴式且無干擾，能即時不間斷的跟蹤使用者的在床狀態，分析生活作
息、睡眠品質、紀錄在床心率和呼吸資料以及預警健康狀況。

嘉通物聯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物聯網科技專家組件，從事專業物聯網技術
服務 (IOT) 產品與解決方案，研究、開發、銷售和工程技術服務的高新技術的
企業。公司產品涵蓋了感測器、物聯終端、網路傳輸設備何應用平台，為用戶
訂製開發物聯網應用解決方案，目前已經在遠端智能居家照護領域得到廣泛應
用，我們的數據服務平台已在台運行供客戶使用。透過 AIBED 微動體徵感應儀
雲端數據分析，為用戶提供完整的居家遠端互動、控制與服務運用等服務解決
方案。



展商索引  Index of Exhibitors

20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Tel: 02-2725-5200#2781
E-mail: agexpo@taitra.org.tw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gexpo2020/

攤位號碼 : A707

公司 /

Company

展覽品項含復健器材及行動輔具、牙科骨科及眼科器材、聽覺及視覺輔具、醫
療及診察器材、高齡智慧輔助科技、營養補充品、膳食飲品等，亦納入針對高
齡族群設計的各項服務，包含二次就業、腦力開發課程、運動及休閒課程、休
閒養生渡假飯店及旅遊行程等。

2020 年馬來西亞銀髮健康照護展 (Agexpo) 將於 4 月 16 日至 19 日在吉隆坡會
展中心舉行，主題聚焦銀髮族群之醫療復健、居家 / 遠距照護、健康保健等，
同期舉辦亞洲銀髮照護趨勢及 i-Age2020 研討會，此展由貿協與馬來西亞 C.I.S
展覽公司共同主辦，歡迎業者參展，赴東協開拓銀髮商機。

產品 /

Product

駿緯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2567-6228
E-mail: yamapii0409@gmail.com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hchoospray/

攤位號碼 : A708

公司 /

Company

中國醫藥導報－華人世界最權威的中醫藥大健康媒體
(1) 久賜良吾 9405 －嚴謹的專業給人生更多的選擇，世界衛生組織榮譽顧問領
銜研發的病後補養保健品
(2) 哈萩噴式內服液－純天然用噴的感冒藥，噴噴治療噴噴預防噴噴有效，關
愛家人自然做起 ( 北市衛藥廣字第 108010356 號 )

台灣駿緯健康產業集團成立於 1979 年，是以中醫和西醫理論為基礎，通過理
論和臨床實踐，結合生物科學研究、現代科學的製藥技術開發出有特色、優質
的天然植物藥品、保健產品、長壽養生產品，並也權威的傳播世界華人地區的
醫藥衛生文化和產業政策信息於國際社會。
主要以資訊傳播 ( 中國醫藥導報 )、藥品研發 ( 駿緯醫藥科技 )、醫學教育 ( 緯
揚文化 ) 等三大大健康領域為努力目標，期許台灣駿緯健康產業集團能為全球
健康產業有貢獻國際社會的深刻印記。

產品 /

Product



Elder Care Asia 2019 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21

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 高雄台 )                                                                   
Tel: 02-2361-7231#759
E-mail: office9531@gmail.com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kao.csbc/
x9paaOhv6cgcqPslvEVA/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攤位號碼 : A709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企業形象宣傳及服務。

正聲廣播公司 / 正聲廣播公司自 1950 年創立，在 69 個年頭的時光中，我們以
聲音記錄台灣各項政經發展史，見證台灣由胼手胝足的農村社會演變為富強鼎
盛的科技社會的歷程，不論在那一個階段，我們總是有所堅持：堅持最公正無
私的新聞採訪；堅持最快速報導重大突發事件；堅持製播最好聽的節目；堅持
舉辦最精彩的活動；堅持勤做公益；堅持回饋聽友……。這些堅持，讓正聲在
台灣的廣播史上留下了輝煌的紀錄，而長期以來，正聲陪同無數聽眾走過風雨
歲月，用聲音撫慰人心、教化民眾，更是聽友心目中的好伴侶。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Tel: 02-2995-6099
E-mail: exhibition@tmbia.org.tw
網址：http://www.tmbia.org.tw/index.php

攤位號碼 : A710

公司 /

Company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為茂勝醫療儀器有限公司洪盛隆總經
理、監事會召集人為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蘇東茂董事長接任，會員廠
約 360 家。 會員廠主要產品項目：醫療用耗材、醫院設備、復健器材、醫療
儀器、診斷用檢驗試劑、生醫材料等。

東洋羽毛工業株式会社                                                                     
Tel: 02-2518-1139
E-mail: kikiwang@ladykiki.com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OYOUMOTAIWAN/

攤位號碼 : A712

公司 /

Company

東洋羽毛工業株式会社 / 來自日本第一間製造羽絨被的老舖 ,100% 日本製造的
品質 , 由職人手工縫製的高質感羽絨寢具。

東洋羽毛工業株式会社 / 來自日本第一間製造羽絨被的老舖 ,100% 日本製造的
品質 , 由職人手工縫製的高質感羽絨寢具。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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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群福祉事業有限公司                    
Tel: 04-2230-1888
E-mail: kidov@ms29.hinet.net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kidovx/home

攤位號碼 : B101

公司 /

Company

輕巧窄邊，可以在狹窄空間運用自如，讓使用者可從病床、洗澡椅或輪椅等位
置進行移換位動作，台灣製造，具醫療認證、CE 國際安全認證。

展群移位機 / 創立於 1998 年，早期從事於老人安養護中心、護理之家、教養
院等設備服務。今專一致力於輔具—移位機的服務。
我們期望能將台灣自己設計製造的不同款式移位機介紹給國人認識及使用，願
以熱忱、真誠的態度協助照顧者及被照顧者在移位上的需求。更以產品優良、
價格經濟實惠，共創國人長照優良品質為最高目標。

產品 /

Product

東民輔具醫材               
Tel: 07-398-3399
E-mail: dmpo073857088@gmail.com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dmpo077317123

攤位號碼 : B102

公司 /

Company

小兒 / 長照常用輔具分類簡易介紹 :
(1) 矯具類 - 體外使用之輔助裝置，用予矯正、支撐或修飾神經肌肉與骨骼系統
之結構及功能特性。
(2) 行動類 - 行走輔具 . 輪椅 . 電動輪椅 . 電動代步車 . 特製機車。
(3) 減壓類 - 藉由增加承載體重的接觸面積，減少單位面積所需承受的體重。
(4) 生活類 - 無障礙環境建造。

東民輔具義肢醫材 - 中央健保局特約廠商。成立於民國九十五年。經營項目 :
義肢製作組裝維修、支架背架專業製造、人體矯正裝具製造、小兒腦麻輔具器
材、復健器材醫療用品、糖尿病鞋鞋墊製作、扁平足鞋墊矯正鞋、運動傷害專
用護具、燒燙傷壓力衣訂製、長照、老人修繕住宅補助、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及生活輔具補助。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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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登冠國際有限公司                                                             
Tel: 06-331-5858
E-mail: edmundwangtwn@gmail.com
網址：https://zh-tw.facebook.com/gambadefmtv/videos/%E8%81%B0%E6%98%8E%E6
%8C%91%E5%B0%8D%E8%B6%B3%E5%BC%93%E5%A2%8A/268655227372020

攤位號碼 : B104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足寶 Strong Feet 遠紅外線能量鞋墊 Strong Feet FarInrared Ray Energy Shoe-Pads 
人的雙腳長期承受身體重量與反作用力經年累月之壓力，導致身體軟硬組織的
局部異常的壓力，因而積勞成疾加速勞損與退化。因此人未老足先衰便成為現
代人的文明症狀。80% 人類因過度勞動或持續運動造成足部支撐疲乏，導致肌
肉不協調與骨骼錯位，也因此衍生的步態行為異常、姿勢不良、『肢體症狀』
與『肢體不適』等問題發生。遠紅外線能量鞋墊具備人體力學平衡、穩定、分
壓與省力的力學效應，強化人體肌力與肌耐力、人體工學之契合舒適、足底穴
位及反射區之刺激反射及促進足部微末梢循環之複合功能。對人類勞動損傷與
運動傷害之預防或緩解產生明顯物理性效益，尤其在降低勞損延緩退化之良性
效果特別顯著。讓身體時時保持平衡穩定、推進助走與輕鬆省力之特色。 

八十一年創立的捷登冠國際有限公司，致力於大健康產業及相關商品研發、製
造與行銷，創辦人王鈞弘博士意識到人類健康的關鍵在雙腳，便於九十年積極
投入人體力學健康鞋墊、肌力平衡墊等相關輔具的研製。最王鈞弘博士表示，
人的雙腳長期承受身體重量與反作用力經年累月之壓力，導致身體軟硬組織的
局部異常的壓力，因而積勞成疾加速勞損與退化。因此人未老足先衰便成為現
代人的文明現象，而如何延緩退化、降低勞損遠離亞健康，就在於保健保腳養
生養足的概念建立。王鈞弘博士研發的鞋墊力學之硬中帶柔原理，分散足部支
撐身體的重力及強化穩定進而吸震分壓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Tel: 08-736-8686#7937
E-mail: 00368@ptch.org.tw
網址：https://zh-tw.facebook.com

攤位號碼 : B107

公司 /

Company

推展長期照護 在地老化 健康終老
成立長照 2.0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提供民眾長期照護資源，推展居家服
務、日間照顧、喘息服務、家庭托顧、社區復健、居家復能、獨居老人緊急救
援系統、防走失愛心手鍊、輔具租借…等。本院家庭托顧服務以「守護部落情 
堅持所愛」榮獲第 21 屆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長照類長照服務組銅獎。
設立多世代共融空間【聚樂部】，提供可以互相交流的空間，設計不同課程，
把不同世代聚集在一起，豐富社區每個人的生活，彼此學習成長，這是一個對
社區每個人都好的所在。

屏東基督教醫院是由一群來自美國、挪威、芬蘭的宣教士醫護人員所建立，是
基督的愛激勵他們為台灣擺上二十、三十年之久，樹立「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
去」的優良傳統。屏基從不起眼的小診所，蛻變成擁有 600 多床的區域教學醫
院，一路行來，不僅守候南台灣民眾的健康，在台灣外科、骨科、50 年代傳
染病醫療發展、物理治療史及助理護士教育上，更寫下一頁頁令人動容的醫療
史。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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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Tel: (07)334-4885
網址：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

攤位號碼 : B111

公司 /

Company
有鑑於高雄市人口結構已快速邁向高齡化社會，市府提供給身體或心智失能而
需要協助的個人，提供多元性、持續性的健康及社會服務，並推動長照 2.0 政
策。包括喘息服務、居家復健服務、居家護理服務、照顧服務、老人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輔具購買及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同時為
加強推動老人福利工作，也提供老人休閒、育樂、進修、日託、復健、諮詢等
綜合服務。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Tel: 07-556-3225
E-mail: f0090@hondao.org.tw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14168098915284/

攤位號碼 : B117

公司 /

Company

每個人都會變老，老年是生命歷程的最後階段，除了面對生理退化外，許多來
自心理、人際、社會及環境上的挑戰也不斷發生。為了提倡弘揚孝道觀念與老
化教育推廣，開發具有台灣專利的高齡模擬體驗教材「彭祖體驗包」。讓參與
者透過穿戴彭祖體驗包，變身成為視茫、重聽、駝背等生理退化狀態、再搭配
活動設計體驗長者世界，進而引發參與者反思長者生心理退化、友善設計、活
躍老化等高齡議題；本會希望能透過這種「做中學」的學習方式將「敬老、惜老」
的種子埋下，建立台灣高齡社會友善風氣與環境。

弘道成立於民國 84 年，至今已邁入第 24 年，我們希望「聯合眾人用愛心關懷
老人」，並開展三大服務核心精神：一為「弘揚孝道」，透過系列方案，跟社
會大眾傳達孝順的精神與重要性，帶動社會良善風氣；二為「社區照顧」，除
了失能長期照顧之外，我們更關心前端的預防照顧，透過身心靈的課程，延緩
長輩退化的速度，落實在地老化的目標；三為「不老夢想」，我們希望長輩不
僅僅是被照顧者，他們也有自我實現的機會與可能性。迎接「高齡社會」，弘
道持續藉由「弘揚孝道」、「社區照顧」與「不老夢想」等核心精神，為弱勢
長輩建構更符合需求的服務，也為其他長輩提供健康促進與樂活安老的多元活
動，為你我未來的老世界而努力。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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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ztek Co., Ltd.                                                            
Tel: 02-5576-0899
E-mail: thomas_huang@yztek.com.tw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yztek/

攤位號碼 : B118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現代人忘記關閉爐火愈趨頻繁，全台每天有 10 起廚房火警，造成家庭單位損
失、消防單位勤務繁重，亦增加社會資源的投入。現有廚房警報方式只在災害
發生後警報，「e+ 自動關」為專利外掛式瓦斯爐裝置，能有效降低關閉爐火發
生：
(1) 安裝簡單：不須更換爐具
(2) 自動啟動：不忘記設定
(3) 不改習慣：不改使用習慣  
(4) 時間調整：可自由調整時間
(5) 愛心提醒：可做到最大程度的提醒 
(6) 主動協助關閉爐火：自動關閉旋鈕  
(7) 省電耐用：耐用且替換方便  

「E+ 自動關，因愛而誕生」，忘記關瓦斯爐的記憶相信並不陌生，此產品的
起心動念當初也是因為心疼母親在與家人閒話家常之間，忘了關爐而煮壞了一
鍋滷肉的失落心情，後來漸發現若真能夠降低忘記關火發生的機率，其實就能
夠為這片土地、這個社會貢獻一點點正面的力量。歷經兩年多的開發，在堅持
讓社會更美好的理念及信仰支持引導下，終於順利突破瓶頸完成開發，耀主科
技於焉誕生，同時在公司成立之初便承諾社會回饋方案台灣弱勢團體。

赤陽工業有限公司                                                                 
Tel: 03-465-1137
E-mail: chih.young@msa.hinet.net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 赤陽工業有限公司

攤位號碼 : B202

公司 /

Company

我們生產個尺寸輪子（2”~27”電動輪椅 / 代步車用 / 手推輪椅用、12”&16”
沙灘用輪、工業用輪、傢俱用輪、行李箱輪 )，輔具零件、配件。販售 " 量身
訂製 " 的各廠牌進口高活動型輪椅 ( 日本 OX 輪椅、日本鈦合金輪椅、韓國鋁
合金 / 鈦合金輪椅 )，運動專用輪椅 ( 羽球、網球、舞蹈、競速、籃球 ...... 等等 )。
我們不分廠牌各廠牌輪椅 / 電動輪椅都可以維修、所有零件都有支援，我們全
省也都有到府服務。在 " 赤陽 " 沒有修不好的輪椅，要買輪椅 / 輔具、維修輪
椅 / 輔具、歡迎找 " 赤陽 "，" 赤陽 " 給您最好的服務。

我們生產個尺寸輪子（2”~27”電動輪椅 / 代步車用 / 手推輪椅用、12”&16”
沙灘用輪、工業用輪、傢俱用輪、行李箱輪 )，輔具零件、配件。
販售"量身訂製"的各廠牌進口高活動型輪椅(日本OX輪椅、日本鈦合金輪椅、
韓國鋁合金/鈦合金輪椅)，運動專用輪椅(羽球、網球、舞蹈、競速、籃球......等
等 )。我們不分廠牌各廠牌輪椅 / 電動輪椅都可以維修、所有零件都有支援，
我們全省也都有到府服務。在 " 赤陽 " 沒有修不好的輪椅，要買輪椅 / 輔具、
維修輪椅 / 輔具、歡迎找 " 赤陽 "，" 赤陽 " 給您最好的服務。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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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揚善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Tel: (07)07-531-7052
E-mail: twys168@gmail.com
網址： http://www.twys.org.tw/

攤位號碼 : B204

公司 /

Company

承辦勞動部產業人才培育訓練、推廣人文終生職能教育服務、辦理社會福利類
志工基礎 / 特殊訓練、推展長者社會參與活耀老化、獨居老人關懷與到宅送餐
服務、無障礙推廣及老人住宅規劃設計、推廣社會企業、推廣青年公共參與 /
服務學習、NPO 資源整合及人才培育服務

本會成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理監事成員包括社工系學界及社福實務界資深
工作者，有感於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愛」。我們愛這塊土地的人、事、物，並
關心這塊土地的一切 ! 並用愛與關懷創造和諧的社會 !!

旭田企業社           
Tel: 05-584-5430
E-mail: shiutian1989@gmail.com
網址： http://shiu-tian.com.tw/wheelchair_series.html

攤位號碼 : B205

公司 /

Company

輪椅專用雙人傘是一款為了需要座輪椅及照顧者貼心設計的產品，本產品特色
是可收折攜帶方便不占空間，想帶行動不放便的家人外出，有了這把高品質的
傘具就能遮陽避雨！
(1) 傘布採用防潑水、抗 UV 的機能布下去製成。不銹鋼管、玻璃纖維棒等零件
下去組裝。
(2) 傘具經過設計據有良好的抗風效果，不容易因風力而造成損壞。
(3) 外型輕巧、方便收折、不易占空間，是使用輪椅外出遮陽避雨的最佳工具。
(4) 傘具能自行調整高度及寬度的尺寸。

旭田已累積了豐富營運經驗及整體運作，本公司相信在用心的經營及售後服務
下，提供最多元化的優質服務選擇；我們始終貫徹「專注本業，技術提升，嚴
格品管，誠信經營」的公司信念，因此我們除了不斷的在研究新產品及提升人
員素質外，也配合了現代化的生產管理理念，專業技術上我們力求精益求精，
機械設備持續汰舊換新，使旭田所生產的精密零組件，能提供顧客更高品質的
產品，在互利互惠的原則下，共同追求企業的成長與茁壯，且永續經營。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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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趴 GO 沐浴氣墊 - 創新工作室　                                                            
Tel: 0980-408-300
E-mail: bathtubservice@gmail.com/
          te0056@gmail.tut.edu.tw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bath.aired.mattress/

攤位號碼 : B207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充氣式氣墊 - 沐浴兩用床 
本體材質雙層尼龍 - 塑膠布製作。內外層具有防水，可輕易清洗。充氣式氣墊 -
沐浴兩用床 : 底層主體氣墊 ( 一片 ) 和前後左右側邊護欄氣墊 ( 四片 ) 組成兩用
床。當氣墊床使用時，只將底層主體氣墊適當充氣即可。四面不充氣之側邊護
欄 , 可收納折入底層主體下。當沐浴床使用時，配合連結已充氣之底層主體氣
墊，將四面護欄從主體底層下拉出即時充氣，並將四角弧型尼龍膠布片上魔鬼
氈相互貼住，預防水溢出即可。 

趴趴 GO 沐浴氣墊 / 創新工作室
Pa Pa Go Homecare 是以老人健康照護設計為基礎的產品開發工作室，其致力
於幫助人們無法在家中或任何地方享受可便利的沐浴生活。為了實現此便利
性，團隊設計開發可攜式、易充氣的床墊浴缸型沐浴床，利於在護理機構、健
康照護中心和家中等不變行動的老年人盡能享受沐浴洗澡的益處。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Tel: 0932-870-452
E-mail: yihsuanwu@fareastone.com.tw
網址：http://www.healthplus.tw/

攤位號碼 : B216

公司 /

Company

遠傳電信「Health 健康 +」服務團隊，透過與各地區醫院診所、政府衛生單位
及企業合作，醫事機構系統整合經驗 ( 醫院 / 診所 ) 已經超過 60 家 。2018 年
遠傳「Health 健康 +」已延伸開發出長照機構專用的「長照住民平台」、「居
服居護平台」，結合多元化 IoT 裝置，打造從「端」到「雲」的完整醫療物聯
網解決方案。
本次展出三大主題 :
(1) 居家照護：居家生理量測設備  
(2) 醫療 / 機構院所：住民照護資訊平台
(3) 社區照護：社區公共型生理量測站

遠傳電信「Health 健康 +」主要服務範圍 :
A. 政府智慧健康城市專案
B. 智慧醫院及長照服務管理方案
C. 企業員工 _ 健康促進方案
D. 個人健康 _ 管理方案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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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久股份有限公司
Tel: 04-2339-7171
E-mail: tw@suncue.com
網址 : http://www.twys.org.tw/

攤位號碼 : B218

公司 /

Company

全國唯一，材質、設計與日本同步，最高集熱性能、最佳保溫設計、最高熱水
使用率，省錢、安全、耐用、方便、愛地球。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 / 引進日本技術，民國 69 年推出全國第一台太陽能熱水器，
82 年獨創獨立桶設計，最高集熱性能、最佳保溫設計、最高熱水使用率，台灣
製造，市佔第一的領導品牌。

福樂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07-555-5398#58
E-mail: furoto.life@msa.hinet.ent　lpeiyu10@gmail.com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furoto/

攤位號碼 : B301

公司 /

Company

【日本松下 - 愛吉福立】樂休移 - 離床輔助機器人
支援看護現場的各種難題，離床輔助機器人「樂休移 PlUS」。
用融合了「電動照護床」與「輪椅」的新構思，每日輔助使用者順利離床。
【手持式輔助住溝通器 - 聽吾】
侵入式的助聽器，長輩帶著不舒服嗎？潮濕 ?  悶熱 ?  異物感 ?  電波干擾 ?  
吵雜 ? 代替原本一般助聽器，像聽電話一樣簡單 ! 使用者高評價回饋 !!! 『不用
再跟子女大小聲』高齡友善機構，大力推薦 !! 『與顧客零距離』ＮＯ .1

1994 年高齡化開始，福樂多也積極投入銀髮產業，秉持著「歡歡喜喜的服務、
輕輕鬆鬆的照顧」的宗旨，提供更多樣的生活照顧服務及高齡生活上的解決對
策。從急性期照顧商品、出院後生活照顧產品到機構設計規劃等，提供全面性
服務的全齡生活公司。
本公司於高雄美術館旁打造一座全齡化的生活展示及教育空間，我們以「全齡
化的生活支援，全方位的宜居生活」中旨為生活提案。
展出品牌：松下愛吉福立、松六無障礙設備、東京技研口腔護理、I&C 智慧生
活家具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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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健大和直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Digibionic Lifestyle CO., LTD.　                                                            
Tel: 0980-408-300
E-mail: assist@digimaxproducts.com
網址 : https://www.dropbox.com/s/ottr6ajp31ls20n/%E9%9B%B2%E7%AB%AF%E5%
8A%A9%E8%81%BD%E5%99%A8.mp4?dl=0

攤位號碼 : B307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1. 數位 8 頻雲端助聽器
(1) 電池式設計，方便立即使用，無需等待充電時間 (2) 適用於輕、中度聽損 (3)
數位音質，打造客製化的聲音，降噪性能好 (4) 第一等級醫療器材 (5) 各式尺
寸耳塞齊備，請按照耳道大小更換使用
2. 機械式假牙清潔器
(1) 結合超音波清洗及紫外線消毒 (2) 無使用化學清潔劑 (3) 可使用於各種牙
具 (4) 經 SGS 檢驗報告抗菌測試結果高達 99.8% 以上 (5) 智慧型電源設計，使
用電池或專用變壓器來驅動，清洗完畢也會自動關閉電源 

元健聽力中心有多年聽力檢測經驗並已取得國家級聽力師高等考試合格執照，
所使用的聽力檢查及驗證設備都是業界一流。
與元勛集團技術合作的日本耳寶數位助聽器不僅售價合理，更重要的是採用中
文發音的聲音處理零件，以符合國際演算公式為基礎的適配處方，來幫助聽力
障礙者。
元健現在更推出雲端助聽器，讓聽力障礙者可以不用出門，在家即可進行助聽
器調整及適配。

永純義肢股份有限公司                                                               
Tel: 07-386-7686
E-mail: ran.jake@gmail.com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YongChwen/

攤位號碼 : B308

公司 /

Company

永純義肢深耕南台灣市場近四十年，一向秉持著「永恆的服務、純厚的關懷」
之精神服務每一位客戶，除了爭取到 GMP 優良製造廠商外，更積極參與國內
外技術精進課程，並與國際各大義肢零件供應商合作，取得最新資訊、技術。
您是否因退化性關節炎或不明原因導致膝蓋長期疼痛？
永純義肢遠赴沖繩佐喜眞義肢公司將世界最輕量的退化性關節炎輔具 (CB 
Brace) 帶回台灣，CB Brace 重量僅有 190g，穿得住且支撐性高，希望能造福因
關節疼痛而無法跑跳、久站的您。

本公司自民國六十五年成立以來在南台灣開業經營義肢輔具業務，多年服務病
患的經驗、專業的技術團隊、完整的公司結構造福截肢患者不計其數，深獲好
評。期間與各大醫院合作簽訂為義肢裝配之特約廠商，始終秉持著「永恆的服
務，純厚的關懷」的經營理念。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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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Tel: 07-322-1606
E-mail: kota96@gmail.com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KOTAinTaiwan/

攤位號碼 : B313

公司 /

Company

本次展覽以職能治療在長照 2.0 服務中提供的復能、預防及延緩失能、多元健
康促進等為主軸，讓參展民眾可以深入瞭解職能治療和長照服務的內容。現場
將會展示職能治療師在長照 2.0 服務中的成果、使用器材以及手做成品。職能
治療師在不同時段會以靜態和動態活動讓參展民眾一同感受活躍樂齡的精神，
每個活動都是治療師精心設計且具有趣味性。

職能治療的目的在協助個案能夠選擇、安排與執行日常的職能活動，進而提昇
其生活品質。職能治療可以幫助個案能夠執行有意義的日常活動，以維持其身
心功能，並預防功能之退化，讓每個人都能夠過著有品質的生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Tel: 02-2610-1237
E-mail: oturoc@ms64.hinet.net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OT-Network-88471403560/

攤位號碼 : B313

公司 /

Company

本次展覽以職能治療在長照 2.0 服務中提供的復能、預防及延緩失能、多元健
康促進等為主軸，讓參展民眾可以深入瞭解職能治療和長照服務的內容。現場
將會展示職能治療師在長照 2.0 服務中的成果、使用器材以及手做成品。職能
治療師在不同時段會以靜態和動態活動讓參展民眾一同感受活躍樂齡的精神，
每個活動都是治療師精心設計且具有趣味性。

職能治療的目的在協助個案能夠選擇、安排與執行日常的職能活動，進而提昇
其生活品質。職能治療可以幫助個案能夠執行有意義的日常活動，以維持其身
心功能，並預防功能之退化，讓每個人都能夠過著有品質的生活。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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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Tel: 02-2382-0103
E-mail: otaroc@ms13.hinet.net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otaroc1982/

攤位號碼 : B313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本次展覽以職能治療在長照 2.0 服務中提供的復能、預防及延緩失能、多元健
康促進等為主軸，讓參展民眾可以深入瞭解職能治療和長照服務的內容。現場
將會展示職能治療師在長照 2.0 服務中的成果、使用器材以及手做成品。職能
治療師在不同時段會以靜態和動態活動讓參展民眾一同感受活躍樂齡的精神，
每個活動都是治療師精心設計且具有趣味性。 

職能治療的目的在協助個案能夠選擇、安排與執行日常的職能活動，進而提昇
其生活品質。職能治療可以幫助個案能夠執行有意義的日常活動，以維持其身
心功能，並預防功能之退化，讓每個人都能夠過著有品質的生活。

新加坡商旭潤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Tel: 07-338-6039
E-mail: celine830427@gmail.com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twdeguohaitun/

攤位號碼 : B316

公司 /

Company

Dolphin is a multi-functional water-based cleaning system where all production 
and accessories are come from Germany. It has four design patents. Dolphin highly 
praised the real use of water cleaning and removing dust concept, emphasizing 
there is absolutely zero filter and dust bag in order to be environmental natural. 
With the main design "L-Lamella" separator, it can effectively filter dust particles, 
micro-bacteria and micro-organisms. The filtration performance is almost perfect.

【德國海豚】室內及空氣淨化系統 ------ 把健康帶給您！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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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Tel: 07-351-3121#3340
E-mail: marklin@mail.mirdc.org.tw
網址 : http://www.mirdc.org.tw/

攤位號碼 : B317

公司 /

Company

輔導國內金屬相關領域之中小企業，協助進行技術或產品研發、升級與轉型，
以提升企業研發能力，降低創業及研發初期的成本與風險，達到事業成功的目
標。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自民國 52 年成立以來，致力於發揮「價值創
造」之關鍵角色，提供金屬產業整體解決方案，以金屬科技提供高科技產業創
新開發所需之金屬材料 / 關鍵零組件技術；並以研發與應用服務之能量，驅動
金屬產業朝高附加值技術 / 產品 / 資訊方向轉型升級，達成協助金屬產業提升
附加價值及國際競爭力之使命。金屬中心創新育成中心成立於 94 年，目前於
全台灣北、中、南各地區皆設有育成服務據點，主要係輔導國內金屬相關領域
之中小企業，協助進行技術或產品研發、升級與轉型，以提升企業研發能力，
降低創業及研發初期的成本與風險，達

澄美股份有限公司           
Tel: 7-733-3904
E-mail: chengmeishop@gmail.com
網址 : https://www.instagram.com/chengmeishop/

攤位號碼 : B317

公司 /

Company

澄美股份有限公司】為了不造成人體上的負擔，訴求自然的最好，並嚴謹控管
成分的完美比例，以提升產品功效。「完美比例，澄美自然。」為本公司的最
高原則，而將品牌命名為「1.618」。 「1.618」意思為「黃金比例」或「完美
比例」，如自然生物鸚鵡螺，螺旋剖面曲線分明，其美麗的元素融入品牌 1.618
的設計理念，是為尊重自然，掌握最完美製作比例。實現「完美比例，澄美自
然。」信念。

【澄美股份有限公司】為「正修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及技術轉移衍生性企業。
以「自然」及「完美」為出發點，透過正修科大教職員專業知識技能，經正修
科大「超微量研究中心」檢驗，開發優質商品，有效提升產學合作，堅持澄美
品牌讓你我安心。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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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達益企業有限公司                                                            
Tel: 04-2556-6881
E-mail: kevin@welllands.com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welllands.angelaid/

攤位號碼 : B317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1) 貝爾適坐墊 : 特殊配方發泡黏彈體，經實際實驗證明傑出完美的釋壓效果，
完整吸收臀部下的壓力，即使將雞蛋置於其上亦坐不破，有效減緩人體臀部壓
力。人體工學設計，貼合人體臀部形狀，幫助導正坐姿，特殊開孔設計，減緩
久坐對人體脊椎背部壓力
(2) 果凍凝膠床墊 : 是採用一種具有優異的壓力傳導性以及能吸收衝擊力的高
分子材料，TPE 透過模具灌注成型，形成蜂巢式結構，擁有複數個孔洞框體結
構，產品中將 TPE 與透氣布料結合，再利用魔鬼氈與高密度泡棉床墊體結合使
其固定，不易鬆脫，床墊體亦有透氣孔洞，與凝膠結構、布料三者形成空氣循
環，當使用者身體重力往下壓迫，透過蜂巢結構來達到分散壓力，有效減少身
體肌肉組織及皮膚的壓力，床墊設計結構具有良好的溫度平衡特性，用於協助
身體散熱 

AngelAid 天使愛
AngelAid ™為台灣專業人體工學產品開發及製造公司，我們致力於開發生產能
讓大眾在行、走、坐、臥方面更加舒適的人體工學產品！我們亦針對高齡者、
病人及久坐人士，提供各種紓緩症狀與解決問題的商品。AngelAid ™的精神，
即是在看到受病痛折磨的人，苦無適當的產品來緩解症狀，AngelAid 能猶如從
天而降的天使般，提供資訊及傳達正確的觀念，來為您解決問題。AngelAid 期
盼能讓大眾毫無負擔地享受每一天、健康的工作、和家人們健康的生活！

長宏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Acamed Pharma & Biotech Co., Ltd                                                                    
Tel: 02-2298-2843
E-mail: shuhan@acamed.com.tw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Biotechnology-
Company/%E6%96%B0%E4%B8%AD%E8%97%A5%E5%81
%A5%E5%BA%B7%E6%82%A0%E6%B4%BB%E9%A4%A8-302226920505179/

攤位號碼 : B317

公司 /

Company

開發由具有人體使用經驗的天然物產品，除了經由先進製程濃縮具有調理身體
活性的技術平台以外，也開發出得以排除可能具有副作用成分的獨特製程，調
製出不含澱粉及化學賦形劑的產品，堅持以科學的驗證及技術的創新，來維持
大自然賦予的智慧結晶，不再添加可能造成身體負擔的化學物，強調保持天然
物的特色，來促進你我的健康，展開亮麗精彩的人生。

長宏醫藥生技創立於 2010 年，是一個產學合作的經營團隊，頂尖研發團隊研
究成果，以最新高科技製程調製出完全無添加保存劑的頂級保健營養補充食
品。長宏自行設置全新高規格廠房，全程完整自行生產，屏除委外製造添加保
存劑及交互汙染的餘慮，提供最安全的品質保證。本公司以開發具有人類使用
經驗的食材，先期以最新高科技製程調製出完全不含澱粉及人工化學賦形劑的
頂級營養保健產品進入國際及國內市場，中長期將提供新藥開發所需的最上游
技術，以國際研發聯盟方式，進入國際新藥開發舞台，發展出得以永續經營的
綠色健康知識經濟產業。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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崴美數位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Tel: 05-230-2263
E-mail: service@mesh3.com.tw
網址 : https://mesh3.com.tw/

攤位號碼 : B407

公司 /

Company

採用進口 Matrex 網布，主要的特性是通風透氣，絕佳的散熱質材，通過美國
BIFMA 製造標準認證，嚴格耐洗、不褪色、不變形，保持彈性始終如一；一體
成型專利技術，以一體成形的模具拉撐網布，應用科技的計算，有效算出最佳
的網布支撐係數，專利技術獨步全球；全國唯一提供五年保固的網椅製造商。

Mesh3 多年經營歐美日國外市場，也是台灣唯一五年保固的網椅製造商，生產
配件都經由廠內實驗室，以最嚴格的測試標準做檢驗，每張椅子從最小的一顆
螺絲、輪子、椅墊、椅背都提供五年保固，不僅對每個零件要求，設計更是符
合人體工學，讓長期久坐的消費者都能保護脊椎、坐得舒適。

聽寶助聽中心           
Tel: 07-285-3168
E-mail: alina.hou@ibelive.com.tw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iBeliveTW

攤位號碼 : B408

公司 /

Company

iBelive 聽寶助聽中心與全球前五大助聽器公司合作，依照使用者不同功能需求
提供最高品質與最合適的助聽器。除了代理助聽器品牌，聽寶更與國際助聽器
原廠合作台灣獨家商品，提供消費者更多優質選擇！ IB 系列助聽器藍牙串流 i 
Phone 娛樂同步享受，自我語音強化處理讓聲音更自然。75% 原本不喜歡自己
聲音的使用者認為聲音獲得改善。。

「追求卓越，堅持專業」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不斷精進專業能力，堅持提供個
人化服務，包含聽力諮詢、聽力檢測、挑選適合的輔具及輔具的保養等。以熱
忱與專業陪伴所有聽力需求者勇敢追求自我理想生活，盡情享受每一個值得紀
念的精采時刻。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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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博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Tel: 04-756-9751
E-mail: chloe@ehcatv.com.tw
網址 : http://www.gadgletech.com/#page_product

攤位號碼 : B416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智慧照護 ViP 手環使用 PPG 傳感器搭載抗噪性佳遠紅外光及穿透力高遠綠外
光感測技術，並搭配IRB人體試驗數據蒐集，經由司博專利演算法調整誤差值，
即能經由測量並記錄 HRV 心律變異分析追蹤，提供使用者 24 小時全天候壓力
及疲勞自動偵測，並完整記錄日常自我健康指數檢測功能如心律、血氧、活動
量、運動、睡眠，並透過即時量測功能，提供當下更準確的量測數值，讓您更
能快速掌握身心最新動態。享受加值服務帶來更多檢測項目，例如 : 即時心律、
即時壓力、即時疲勞、血管彈性等。 

司博創意科技專注於智慧健康科技，發展創新產品與服務，提供方便有效的個
人健康管理。研究團隊配合專業生醫科技團隊及醫療機構，合作開發獨特專利
技術，產品包含自智慧健康手環及醫療照護相關監測設備等多項產品。
Gadgle Creativ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innovative wearables, healthcare 
devices and apps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your loved ones in an easy way. 
easier. Our team collaborate with biomedical professionals on hospital IRBs 
for exclusive measure algorithms. We believe that every customer participate in 
Gadgle’s story that will be fill with many beautiful life experiences with those 
we love.

真醫健康企業有限公司
Acamed Pharma & Biotech Co., Ltd                                                                    
Tel: 03-356-5918
E-mail: olife918@gmail.com
網址 : http://realmasters8899.com/

攤位號碼 : B501

公司 /

Company

首創 PE 智慧精準運動健康管理系統，以完整的評估 ( 生理量測、功能評估、
運動能力評估 ) 及運動處方 ( 被動式律動、等速肌力訓練 ) 形成完善的照護系
統，數據即時上傳雲掌握全方位健康指數；方便醫療單位、長照機構及社區銀
髮健促中心有效管理創造更高效益。

真醫健康企業自 2012 年創立，以在地安養為宗旨，致力推動運動生活化，復
能生活化的理念，以達成運動是健康良藥的指標，透過全身被動式運動及實用
性等速肌力訓練設備協助機構幫助失能長輩，重新復能再生，得以自立自援。
面對超高齡化的趨勢，推動健康促進亦是我們重要的指標，首創樂齡智慧精準
運動健康管理平台，協助醫、藥、動、養、促各大通路，創建全人全家全社區
健促發展，達到全面活躍，達到全面活躍健康老化之成果，更積極參與產學合
作、培養優秀人才，共創產業新生態系。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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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Tuning Element      
Tel: 05-230-2263
E-mail: service.tw.tuningelement@gmail.com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TuningElementTaiwan/?ref=bookmarks

攤位號碼 : B505

公司 /

Company

Tuning Element 開發出一種非侵入性技術，可支援人體生物場的正常功能，有
助於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對生物場的定義為「一種遍布
及滲透到生物體內並影響身體的無質量場」。

Tuning Element 由一群堅持以 50 多年的科學和技術為後盾的研究人員所組成。
我們堅信生物共振的概念能幫助適當調節身體且對健康有正面影響。

祐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4-2339-6000
E-mail: kevin@ucht.com.tw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search/top/?q=u2%E5%BE%AE%E9%81%8B
%E5%8B%95%E5%81%A5%E5%BA%B7%E7%94%9F%E6%B4%BB%E9%A
4%A8&epa=SEARCH_BOX

攤位號碼 : B507

公司 /

Company

U2 微運動健康椅，榮獲韓國首爾國際發明金牌獎。U2 微運動健康椅的設計理
念 : 是將運動融入生活中，放在客廳坐著休閒，看完電視節目也能同時做好運
動。
U2 微運動健康椅榮獲 5 項專利，五大特色。
(1) 舒適頭枕 : 可調整高度和角度。
(2) 專利椅背 : 符合人體功學、舒緩脊椎。
(3) 磁能按摩 : 手掌、手背、手臂按摩，促進末梢血液循環。
(4) 可調踏板距離 : 調整桿可調整踏板之舒適距離。
(5) 踢腿運動 : 可雙腳來回或前後同步擺盪微運動。

祐奇！ UCHEER 就是加油 ! 鼓勵 ! 喝彩！ 
2010 年，成立「腦力激盪、產品創新」小組，由公司幹部組成，開始研發新
產品，期望賦予公司新的生命、力量與希望，於 2011 年「動能啞鈴」首件產
品誕生。 2012 年，有感「微運動」的重要性，腦力激盪小組開始朝「微運動」
系列產品研發。2012 年 7 月，申請「U2ME」為「微運動」產品品牌 LOGO。
並再完成「微運動」品牌系列產品，有 U2ME 微運動健康椅、U2ME 手轉運動
器。 2012 年 8 月，正式推動「微運動」理念行銷「微運動」系列產品，期望
能推廣國人甚至全球的「微運動」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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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麟建設有限公司                                                          
Tel: 02-8951-4865#26
E-mail: 7sez.taipei@gmail.com
網址 : https://youtu.be/BJWwVJ8HMqU

攤位號碼 : B510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專業級動力式熱敷墊
(1) 黑陶瓷石 + 石墨碳纖雙傳導
(2) 持續恆溫熱敷促進局部血液循環
(3) 國際標準 - 安全安心
(4) 四段溫控 - 自動斷電
(6) 隨插即用 - 方便攜帶
(7) 原廠一年保固

守易立 / 阿曼塔國際健康事業集團於 1997 年正式於台灣省新北市創立，以皮
膚管理、教育推廣和醫藥進口保養品為營業主力。 2010 年有鑒於全球老年化
對健康產業市場的需求、健康的照顧，致力研發預防醫學改善亞健康之遠紅外
線輔健器材，系列產品以「守護健康、易於解勞、立可舒緩」作為設計之精神。
我們的產品經過國內某權威機構的測試檢驗， 證實我們產品的遠紅外線 8-12
微米的平均放射率， 為同類產品的佼佼者。我們的遠紅外線輔健器材， 主要
能緩解酸痛，促進循環。 它為客戶增強保健，我們深具信心。

明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04-2659-5888
E-mail: andrew@minyuenrubber.com.tw
網址 :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zkVsEVEhA0fBdr-PCuNlA/videos

攤位號碼 : B511

公司 /

Company

MYLALA 彈力帶提供各年齡者使用高品質彈力帶做全身肌力訓練 , 鼓勵大家隨
時隨地輕鬆運動。MYLALA 護腰帶及護膝提供喜愛運動者 , 在生活及運動時 , 
適當使用護具保護身體 , 避免運動傷害 , 大家一起快樂運動健康生活。

MYLALA 是由明源橡膠於 2019 年所創立的運動系列品牌 , 有 40 多年的橡膠製
造經驗 ; 製品大部份應用於成衣 , 醫療及工業類的輔料。市面上的橡膠彈力帶
多由含蛋白質過敏源 , 含刺鼻味 , 有粉塵 , 表面光滑易滑脫或過薄易斷 , 因此將
其所擅長的醫療級配方及義大利壓紋技術結合生產出 MYLALA 低過敏壓紋橡
膠彈力帶。喜歡做肌力運動及伸展運動的大眾可有更好的選擇 , 而護腰及護膝
帶系列則提供大家在生活中 , 因使用穿脫方便而願意時時保護身體 , 避免運動
傷害。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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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村企業行     
Tel: 07-561-2627
E-mail: sun98.dick@gmail.com/　t2627.th2627@msa.hinet.net
網址 : http://www.spinecare.com.tw/

攤位號碼 : B607

公司 /

Company

【新上醫倒立機】是提供使用者居家倒立位運動的設備，利用反地心引力的牽
引，使脊柱各部位受到牽引力與直立位的壓力相等，保持脊柱原曲度。可鍛鍊
並強化核心肌群，幫助身體保養、強健脊柱，防治腰椎病症、下背痛等狀況。
【上醫足弓運動鞋墊】可恢復足的舒適度、穩定度和平衡性，預防足傷害與畸
變，通過長期的肌肉鍛練運動（行走、跑跳）可促成”鑄形”作用，具有矯形
的功能，逐漸找回足的健康。

澄村企業行 (CHENG TSUN CO.) 前身為岱蘭興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0 年。
1993 年改組為澄村有限公司，附設整骱研究室。1999 年變更為澄村企業行迄
今。
真正能治病和維護健康的能力來自身體的「自癒力」，因此我們根據自然法則
「結構影響功能，功能影響結構」的生物學規律，與現代醫學人體機能解剖學
原理，學習研究人體健康，致力推廣自然醫學和主動健康管理。

同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2790-05800
E-mail: yehjerry77@yahoo.com.tw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BioPowerTaipei

攤位號碼 : B608

公司 /

Company

本產品採用同心生技遠紅外線專利轉能加工技術，使能量護具有釋放遠紅外線
能量之功能，藉由施加遠紅外線於人體上，可促使人體與遠紅外線產生「同頻
共振」。並通過美國 FDA 醫療器材核可與衛福部第一級醫療器材認證。

同心生物科技 經營全球獨一無二的【生物光波粒子能量植入科技】設備加工製
造，OEM ／ ODM 高密度生物光波粒子植入技術與 BIO-POWER 綠能高科技量子
光波系列產品，無輻射、無侵入性、無電磁波、無副作用、安全、快速、有效，
超越現有生物陶瓷、鈦鍺微量金屬元素技術。
本高科技【生物光波粒子能量植入科技】技術，可應用範圍包含『食、衣、住、
美容、醫療』等相關產業之產品。【自有產品】BIO-POWER 高科技光波系列產
品 ：能量晶片、能量護腰、能量護膝、光波時尚魔力環…等量子光波能量系列
產品。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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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邦妮有限公司                                                           
Tel: 08-886-62269
E-mail: tb@farabloc.com.tw

攤位號碼 : B610

公司 /

Company

產品 /

Product
Farabloc 柏克採用加拿大特有的設計，結合特殊創新設計與紡織科技發展出的
高科技結晶，由不鏽鋼超細金屬纖維及特殊尼龍混紡而成。不僅提供截肢患者
極佳的保護功能，其他如：運動訓練保護、肌肉傷害保護輔助、手術後保護、
慢性傷害保護輔助等情形都建議使用 Farabloc 柏克肢體裝具來改善肢體不適的
狀態。

Farabloc 柏克，緣於 1979 年德裔加拿大籍佛瑞德 ‧ 侃培先生 (Frieder Karl 
Kempe) 為了替因戰爭而大腿截肢父親舒緩幻覺痛煎熬，以高科技超細不繡鋼
金屬纖維網及特殊尼龍結構，研發出具屏障高頻電磁波能力的 Farabloc 柏克特
殊材質，製成截肢護套，成功舒緩父親多年的身心痛楚。1987 年這項成果取
得美國專利並廣泛應用於風濕、肌肉、關節等醫療復健用途上。

明達科研有限公司
Megastek Technologies Ltd                                                                        
Tel: 852-02-169-6315 (HK)/
      02-986-2819 (TW)
E-mail: alexkong@megastek.com (HK)/ anshome@ms19.hinet.net (TW)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anshometw/

攤位號碼 : B611

公司 /

Company

1.ECG 背心規格：
(1) 5 導連心電圖背心  (2) 24 小時 7 天全天候監控與數據與報告
(3) 心率，血壓的參考資料  (4) 跌倒報警  (5) 緊急報警
(6) 全球定位（與手機藍牙連接） (7) 超級防水 IP67
2.ECG 手錶規格：
心電圖手錶 ECG Imedtrack Plus (4G)
(1) 4G 網路  (2) 心電圖 / 心率監控與報告  (3) 解腕帶報警
(4) 跌倒報警  (5) 雙向通話  (6) 緊急報警 (7) 全球定位  (8) 超級防水 IP67

2002 年成立於香港，致力於研發與生產 GPS 的相關應用產品，給市場認可為
一家專業可靠的 GPS 設備生產廠商，由於全球人口老化與家居看護的需求，明
達利用健康監控的心電圖技術，結合 GPS 全球定位技術，成功推出心電圖全球
定位手錶與藍牙心電圖的監控背心，能提供 24 小時的緊急呼叫，心電圖波形
數據與其他家居看護的功能，所有心電圖與其他數據能傳至家庭醫生、診所與
醫院作為長期監控看護。另外明達與波蘭醫療機構平臺商合作，能利用傳送的
數據提供網上醫生即時診斷與 24 小時的智能診斷。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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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Tel: 08-766-3800#34006/ 08-766-3800#14104
E-mail: skypink10@mail.nptu.edu.tw/shih@mail.nptu.edu.tw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nptu.edu.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MnUA3bpy4&feature=youtu.be&app=desktop

攤位號碼 : B701

公司 /

Company

本校教師專長領域涵蓋教育、商管、資訊、人文社會及基礎科學，透過本校建
立之專業教師與合作廠商產學資料庫，可有效運用本校研發能量，協助企業提
升技術研發、資訊應用、創意設計、教育產業、文化產業與藝術產業等能力，
擴大本校師生與產官學研機構交流及增加共同技術合作之機會，強化區域產
業競爭力並鼓勵本校教師與學生致力產學合作，以期達到務實為產業界培養人
才，提供並推廣多元創意、創新技術與專業知識，有利於本校教師與合作機構
創造良好互動機會，建立與業界的合作關係，擴大後續產學合作之效益。

國立屏東大學是一所擁有高教、技職與師培三大體系的「教學與科研融合型大
學」，設有 5 大學院，教學及研究能量涵蓋各專業領域，秉持 UGSI 精神，整
合資源，鏈結在地，發揮以學術帶動專業，以實作厚實產學，培育全方位的優
秀人才。

邑康有限公司         
Tel: 0918-602-888
E-mail: howard8309235402@gmail.com
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target16888/

攤位號碼 : B704

公司 /

Company

本公司產品透過特定金屬鍺、鈦、π、黃金的添加，再結合工研院奈米技術及
紡研所的紡織技術，製造出吸收性遠紅外線，其原理是透過吸收自體骨骼釋放
的遠紅外線後加大反射回身體，達到同頻共振、促進血液循環及提升含氧量
17%，這是有別以往放射性遠紅外線能夠達到的效果，此外，產品取得多國專
利及發明大獎，也得到台灣、歐盟 CE、美國 FDA 醫療器材許可證。

健康是人生中唯一值得炫耀的事 , 邑康期待每一個人擁有健康 , 邑康運用台灣
先進紡織技術 , 結合世界頂尖成分 , 成就效果非凡的醫療毯被 , 立足台灣並將邁
向世界發光。

產品 /

Product

產品 /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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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無齡論壇



專題演講一：

超高齡社會無齡藍圖：跨域創新與斜槓人才

10/31
( 四 )
上午

來賓報到

開幕致詞

國際無齡論壇議程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者

42

09:30~10:00

10:00~10:20

10:20~11:05

11:05~12:10
專題演講二：

建構高齡友善社會：日本的現在與未來

陳亮恭 臺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 亞

洲衰弱症與肌少症學會理事長暨 AWGS 創辦人

荒井秀典 日本國立長壽醫療研究中心理事長

中午 12:10~14:00 午餐及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參觀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2010/31
( 四 )
下午

樂齡金融

幸福輪轉手

打造高齡友善與關懷的社會

李紀珠 新光金控副董事長

黃延鐘 裕隆集團資深專案經理

李臨鳳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副署長

15:20-15:35 午茶交流

15:35-16:05

16:05-16:35

16:35-17:20

心連著心，以科技為長者消弭世代的藩籬

青銀共創的無齡樂活

閉幕演講：把握中年，重新啟動人生

施宣輝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崔綵珊 延 ‧ 鹽計畫主持人 

蔡志浩 智榮基金會龍吟研論前特聘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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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活動區議程



失智症公益活動

淺談失智症

徐盈欣 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失智症公益活動

認識長照 2.0

吳秋玉 專業督導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

12:10 World Gym 

肌力訓練帶動 20mins

失智症公益活動

失智症照護

蔡君儀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樂齡對話室 ( 正聲 )

退而不休，活在當下

何瑞英 ( 柯媽媽 )

失智症公益活動

長者芳療及頭療

黃芊珈 芳療師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中華民國健康生活管理

促進產業協會

萬病之源在腸道 -

大腸癌的預防

林文鑫 藥學系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 領航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邀請 )

有愛無礙─

建立安全幸福的家

林俊福 理事長

台灣無障礙協會

高雄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推

動成果與展望

姚昱伶 主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長青中心

( 本場次時段為 16:30-17:10)

科技輔具讓生活無障礙 -

台灣身障長照輔具的期待

鄭龍水 理事長

台灣公益聯盟

10:30
︱

11:10
(40min.)

11:30
︱

12:10
(40min.)

13:00
︱

13:40
(40min.)

12:10
︱

13:00
(50min.)

14:00
︱

14:40
(40min.)

15:00
︱

15:40
(40min.)

16:00
︱

16:40
(40min.)

17:00
︱

17:40
(40min.)

開幕典禮

高雄市失智照護特色

林立人 局長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20 大會開舞

（快樂聯播網）安妮

失智症公益活動

失智者預防與延緩失能

陳泰佑 職能治療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2:10 World Gym 

肌力訓練帶動 20mins

12:10 World Gym 

肌力訓練帶動 20mins

高齡者環境支援及生活

中做復能的理念與企劃

蔡錦墩 理事長

台灣福生環境住易聯盟

失智症公益活動

AD8 極早期失智症篩檢

黃玲鈞 醫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失智共照中心

萬病之源在腸道 -

心血管疾病的預防

林文鑫 藥學系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 領航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邀請 )

樂齡對話室 ( 正聲 )

失智不可怕，

勇敢面對他

紀露霞

失智症公益活動

動物輔助治療體驗活動

毛文君 動物輔療師

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

發展協會

失智症公益活動

當老化來時，你我都可

能成為失智候選人

王宥予  臨床心理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

嘉義分院
( 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

基金會邀請 )

銀享生活

刁望聖 船隊經理

幻多奇遊艇會

如何維持腸道和

肝臟的健康

林文鑫 藥學系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 領航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邀請 )

大會活動區議程
( 實際活動需以現場公告為主 )

時 間 10/31 ( 四 ) 11/1 ( 五 ) 11/2 ( 六 ) 11/3 ( 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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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45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103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主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專員、社會局仁愛之家主任、老

人福利科科長

2019 年 10 月 31 日  15:00~15:40

高雄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推動成果與展望

台灣從 94 年開始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主要提供

社區長輩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與轉介、健康促

進及餐飲服務等四項服務。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增進

社區長輩人際互動、健康促進、延緩失能的重要方

案。高雄市截至 108 年 9 月底止共有 307 個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在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上，高雄市全

國首創生活輔導員制度、高雄健促 2.0 方案，並積極

培訓據點志工成為照顧服務員，以及多項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的創新方案與未來展望將於本演講中呈現。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姚昱伶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聯盟理事長

中華民國第三屆和第四屆立法委員（1995-2002）

2019 年 10 月 31 日  16:30~17:10

科技輔具讓生活無障礙 -- 台灣身障長照輔具的期待

近年來，台灣身障長照輔具的研發與推廣越加受到重

視，無論政府或民間都投入大量資源，台灣公益聯

盟尤其關注視障者的生活與學習權利，因此長期投

注資源與心力，研發電子書僮碎碎唸 APP、視障者

電子家教平台、Smart life 視障者生活無障礙 app，

期望利用現代科技幫助視障朋友，推進台灣身障長

照的發展，實現美好台灣，公益社會的理想。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鄭龍水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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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齡醫學中心  主治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治醫師、高雄榮民

總醫院神經科醫師、台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神經

科醫師

2019 年 11 月 1 日  10:30~11:10

淺談失智症

依據 2018 年國際失智症協會（ADI）資料，推估

2018 年全球新增 1 千萬名失智症患者，平均每 3 秒

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失智症（Dementia）不是單一

項疾病，而是一群症狀的組合 ( 症候群 )，它的症狀

不單純只有記憶力的減退，還會影響到其他認知功

能，包括有語言能力、空間感、計算力、判斷力、

抽象思考能力、注意力等各方面的功能退化，同時

可能出現干擾行為、個性改變、妄想或幻覺等症狀，

這些症狀的嚴重程度足以影響其人際關係與工作能

力。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徐盈欣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專業督導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兒科加護病房、台北馬偕醫院新生兒科加護病房、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精神科日間病房、高雄市立小港

醫院兒科中重度病房、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內科病房、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2019 年 11 月 1 日  11:30~12:10

認識長照 2.0

長照 2.0 服務對象及內容？如何申請？申請流程？社

區內之失智據點及巷弄站資源等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吳秋玉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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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11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醫師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主治醫師 -9 個月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神經科 主治醫師 -3 個月

部立恆春旅遊醫院 主治醫師 -6 個月

2019 年 11 月 1 日  13:00~13:40

失智症照護

失智症照護

( 一 ) 藥物治療 

( 二 ) 精神症狀治療

( 三 ) 照護原則

       1. 把焦點放在他的能力與長處

       2. 安排規律作息，避免經常改變

       3. 在安全的前提下，允許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4. 失智者原本會做的但現在不會做，可以先提

          醒他、帶著他做

       5. 瞭解失智者過去背景及生活經驗，盡量去配

          和長輩的習慣及愛好，多談他熟悉的往事，

          以維持言語能力並促進愉悅情緒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蔡君儀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爸爸是國小教員，媽媽曾當了十

年的家庭主婦，一個新竹的普通人家，卻養出了三

個博士小孩，在不同領域各有一片天。柯媽媽 _ 何

瑞英女士堅信，家庭生活愈單純、家人陪伴愈多，

對孩子愈好，讓我們一起來認識柯媽媽退而不休的

樂活態度！

2019 年 11 月 1 日 14:00~14:40

退而不休，活在當下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何瑞英

（柯媽媽）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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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華民國健康生活管理促進產業協會 - 芳療師

中華民國健康生活管理促進產業協會講師

中華民國健康運動協會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

芳香療法應用師 - 乙級

2019 年 11 月 1 日  15:00~15:40

長者芳療及頭療

根據研究病人的大腦組職之神經細胞及神經禿觸數

目明顯比一般人少，且神經元間產生斑塊，也就是不

正常的蛋百質異常沉積，及神經纖維纏結，慢慢損壞

腦細胞。同時，患者腦部的神經傳導物質乙醯膽鹼

不足，腦細胞逐漸萎縮。逐漸發現嗅覺的機能下降，

慢慢的認知機能也慢慢下降。投過精油療法可使嗅

覺神經的細胞再生，而其來活化腦部機能。

阿茲海默型失智症的初步症狀不是「健忘」，而是

失去嗅覺。首先嗅覺神經受損，進而引想到和嗅覺

神經相聯的海馬迴體，破壞海馬迴的記憶機能最後

蔓延到其他的部位，導致失智症惡化。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黃芊珈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副教授 

( 領航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

同時擔任中華藥用植物學會理事暨學術部委員、中

國醫藥大學藥學系應用生理生化共同研究室主持人，

中國醫藥大學育成中心輔導教授，及全民廣播健康

醫世代節目主持人等。

2019 年 11 月 1 日  16:00~16:40

萬病之源在腸道 - 大腸癌的預防

腸道保健相關之健康講座，讓國人建立正確的飲食

習慣與腸道保健觀念。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林文鑫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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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台灣無障礙協會 理事長

高雄市政府 顧問

高雄市職業總工會 理事長

衛福部庇護工廠 審查委員

2019 年 11 月 1 日  17:00~17:40

有礙無礙 - 建立安全幸福的家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林俊福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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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組長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第五分局分局長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局長

義大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

2019 年 11 月 2 日  10:30~11:10

高雄市失智照護特色

說明本市失智照護的宗旨與目標，介紹目前本市目前

已建置的各項失智照護資源，以及相關的服務特色，

讓民眾了解如何善用資源，協助失智症患者與家屬，

也鼓勵民眾對失智症有正確的認識，一起營照失智

友善的高雄市。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林立人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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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 職能治療師 

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外展委員會 委員

2019 年 11 月 2 日  11:30~12:10

失智者預防與延緩失能

失智症是指一個人隨時間進展逐漸喪失思考能力以

及基本生活能力的行為表現。此疾病影響認知範圍

包含記憶力、判斷力、抽象思考力、推理、問題解

決能力及對空間、時間關係的認知能力等，進而影

響日常生活的執行，像是語言溝通、社區活動或甚

至是日常的自我照護。

失智症類別繁多，目前尚未有任何藥物可以完全根

治失智症，因此如何預防失智症就成為大眾關心的

議題。在現今預防失智症的研究中，多數以阿茲海

默症為主，而隨著失智症研究不斷的進展，我們也

越來越瞭解有助於預防或延緩失智症的因子。 

民眾應積極在生活中增加大腦保護因子，同時減少

危險因子，以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甚至預防失

智症的發生。 

增加大腦保護因子的方法，如下：

1. 多動腦：從事可刺激大腦功能的心智活動或創造

   性活動。

2. 多運動：每週規律地從事 2 次以上的運動。

3. 均衡飲食：每日可參考全穀根莖類 2~3 碗、豆魚肉

   蛋類 4-6 份、低脂乳品類 1.5 杯、蔬菜類 3-4 份、

   水果類 2-3.5 份、油脂 3-5 茶匙及堅果種子類 1 份。

4. 多社會互動：多參與社交活動可降低罹患失智症

   之風險。

5. 維持健康體重：老年人不宜過瘦，維持健康體位

   (18.5 ≦ BMI ＜ 24)。

減少危險因子，如下：預防三高 ( 高血壓、高膽固醇、

高血糖 )、避免頭部外傷、不抽菸、遠憂鬱。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陳泰佑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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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副教授 

( 領航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

同時擔任中華藥用植物學會理事暨學術部委員、中

國醫藥大學藥學系應用生理生化共同研究室主持人，

中國醫藥大學育成中心輔導教授，及全民廣播健康

醫世代節目主持人等。

2019 年 11 月 2 日  13:00~13:40

萬病之源在腸道 - 心血管疾病的預防

腸道保健相關之健康講座，讓國人建立正確的飲食

習慣與腸道保健觀念。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林文鑫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017 年第 28 屆金曲獎的頒獎典禮兩個特別貢獻獎之

一，頒給了 81 歲的寶島歌后紀露霞，現場並由本屆

五位金曲準歌后獻唱她的代表作〈望你早歸〉，場

面動人。「寶島歌后」紀露霞，是台灣戰後第一個

名聞全國的歌后，唱紅〈黃昏嶺〉〈孤戀花〉〈望

你早歸〉，與文夏、洪一峰，並稱「二王一后」。

侯季然的電影《小夜曲》以她為原型，讓我們一起

走進寶島歌后的樂活世界！

2019 年 11 月 2 日  14:00~14:40

失智不可怕、勇敢面對它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紀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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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112
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

高雄縣政府社會局、永齡希望小學高師大分校、

文藻外語大學、一貫道天皇學院、南部大專校院兼

任課程講師、社福機構外聘督導、南部國中小輔導

團體講師

2019 年 11 月 2 日  15:00~15:40

動物輔助治療體驗活動

藉由與治療犬的互動，協助提供長者在認知、社交、

記憶、肢體上等多方面的刺激與活絡，透過互動遊

戲增進長者在情緒與感受的正向能量與經驗，使其

身心靈各方面都能夠獲得提升。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毛文君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臨床心理師

2019 年 11 月 2 日  16:00~17:40

當老化來時，你我都可能成為失智候選人

近一世紀以來，隨著醫學的進步、衛生及營養狀況的

提升等因素，人類的壽命延長，百歲人瑞已非罕見，

但伴隨而來的是老年社會所需面臨的種種嚴峻挑戰。

根據內政部 2018 年我國生命表統計分析中指出，我

國人口老化比例從 98 年 1 月的 61.93%，一路攀升

到今年 108 年 1 月已達到 113.18%，此數據突顯出

我國已搭上名為邁向人口老化的極速列車。其中，失

智症往往是導致老年人失能及生活無法獨立的主要

原因之一，罹患失智症對患者本身、照顧者、家屬、

社區及社會國家都造成嚴重衝擊。本場次演講內容

將著重於介紹正常老化與失智的差異，以及如何正

確就醫。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王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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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台灣福生環境住易聯盟 理事長

福樂多醫療福祉事業董事長

2019 年 11 月 3 日  10:30~11:10

高齡者環境支援及生活中做復能的理念與企劃

台灣在 2018 年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預測將於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這樣的速度是十分驚

人的。

本次以「高齡者環境支援及生活中做復能的理念與

企劃」為講題，和大家分享如何有尊嚴地用最自然

的方法進行生活復能，該如何讓硬體環境「住易」、

在生活照顧中「注意」、支援輔具有「助益」。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蔡錦墩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失智共照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神經科住院醫師及總醫師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2019 年 11 月 3 日  11:30~12:10

AD8 極早期失智症篩檢

在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增加的台灣，失智

症的人口也快速上升。失智症的症狀並非同時一起

發生，而是在生活中一點一點慢慢地出現，初期若

非特別留意，很容易被誤認為一般老化而延誤就醫。

AD8 是用來篩檢失智症的一個簡易工具，它是由美

國聖路易州華盛頓大學所開發，經驗證後被廣泛使

用許多國家，若使用得宜，它能夠篩檢出極早期的

失智症。如果 AD8 的篩檢結果為 2 分以上為疑似失

智症患者，需進一步轉介至門診確認。此外篩檢也

是另一種早期症狀的宣導，若能運用於社區廣為推

廣，也能使民眾了解失智症的症狀，達到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的效果。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黃玲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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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船隊經理

美國 ASA 帆船學校教練、台灣海洋休憩協會秘書、

國高中補習班理化教師

水中運動協會帆船委員會主任委員

2019 年 11 月 3 日  13:00~14:40

銀享生活

台灣號稱「海洋國家」，卻少有機會讓人們體驗海洋

的千姿百態。一般人遇到水就退避三舍，更不要談

航行到海上，享受愜意的海洋假期了。其實，要走

進帆船的世界不難，帆船假期也並沒有想像中昂貴，

就讓刁船長來為您介紹分享如何踏出第一步，豐富

您的人生。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刁望聖

大會活動區 講者介紹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副教授 

( 領航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

同時擔任中華藥用植物學會理事暨學術部委員、中

國醫藥大學藥學系應用生理生化共同研究室主持人，

中國醫藥大學育成中心輔導教授，及全民廣播健康

醫世代節目主持人等。

2019 年 11 月 3 日  15:00~15:40

如何維持腸道和肝臟的健康

腸道保健相關之健康講座，讓國人建立正確的飲食

習慣與腸道保健觀念。

現職

學經歷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簡介

林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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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堂
呼吸權 - 健康呼吸空氣淨化論壇

58

11/1
( 五 )

追求健康呼吸的台灣——

世界呼吸權領航者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者

11:00~12:00
洪明瑞博士 

明志科大環安衛系助理教授

室內空氣汙染物即時監測、顯示與

通風換氣改善先進智能技術與產品之應用
13:20-14:10

楊俊銘總經理 

銘祥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院所的空氣品質問題與

空氣清淨機的應用
14:10-15:00

楊建一經理 

一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先進 LED-UVC 產品於是內環境殺菌與

淨化的研發與應用
15:10-16:00

邱紹偉處長 

福機裝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單位 : 台灣空氣品質健康安全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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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堂
睡眠科技產業論壇 ( 睡眠科技委員會季會 )

11/2
( 六 )

Registration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者

12:30~13:00 祕書長 ( 主持人 )

支持單位 :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

Opening13:00-13:05 李學禹 理事長

Introduction13:05-13:15 陳濘宏 主席 

專題演講一：睡眠醫學介紹13:15-14:15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理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神經部主任

專題演講二：睡眠科技介紹14:15-15:15 嚴成文 教授 

中山大學醫療機電實驗室

睡眠科技產品之認證分享15:30-16:10 技鼎股份有限公司

Discussion16:10-16:30 陳濘宏 主席 



樂齡學堂
高齡福祉科技的研發應用

11/3
( 日 )

Opening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者

10:20~10:30
張家銘 理事長 / 主任 

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

成大醫院內科部老年科

10:30-11:10

60

高齡福祉科技產官學用的

整合 ( 智慧照顧 )

林志隆 副執行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1:10-11:50
智慧化樂齡健康促進

系統之研發與應用

林摯鈞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 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 

11:5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師

13:30-14:10
智慧型睡眠分析與

神經回饋訓練系統

梁勝富 副主任 / 所長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醫學資訊所

14:10-14:50
高齡跨語機器人

健康關懷服務

盧文祥 副教授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醫學資訊所 /AI 學程

14:50-15:30
微型化助聽器與聽力健康

雲端數位管理系統

吳志賢 總經理 

元皓科技公司

15:30-15:5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師

支持單位 : 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護暨教育協會

※ 若非會員須另付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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