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 

暨暨暨暨中国康复医学会第五届全国作业治疗论坛中国康复医学会第五届全国作业治疗论坛中国康复医学会第五届全国作业治疗论坛中国康复医学会第五届全国作业治疗论坛 

第三次会议通知第三次会议通知第三次会议通知第三次会议通知 

主办机构主办机构主办机构主办机构 中国康复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香港职业治疗学院香港职业治疗学院香港职业治疗学院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承办机构承办机构承办机构承办机构：：：： 深圳市康复医学会深圳市康复医学会深圳市康复医学会深圳市康复医学会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2015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0-22日日日日 (3月月月月19日报到日报到日报到日报到、、、、23日参观深圳或香港康复医院日参观深圳或香港康复医院日参观深圳或香港康复医院日参观深圳或香港康复医院)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维也纳国际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深圳北站店深圳北站店深圳北站店深圳北站店））））深圳市龙华新区致远中路深圳市龙华新区致远中路深圳市龙华新区致远中路深圳市龙华新区致远中路 2 号深圳北站西广场号深圳北站西广场号深圳北站西广场号深圳北站西广场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会议主题会议主题：：：：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健康与幸福健康与幸福健康与幸福健康与幸福 

会议形式会议形式会议形式会议形式：：：：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分组专题讲座分组专题讲座分组专题讲座分组专题讲座、、、、操作演示操作演示操作演示操作演示、、、、论文报告论文报告论文报告论文报告、、、、作业治疗专业数据展览作业治疗专业数据展览作业治疗专业数据展览作业治疗专业数据展览、、、、康康康康

复产品展览复产品展览复产品展览复产品展览 

参参参参与者与者与者与者：：：： 作业治疗师作业治疗师作业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医师及护士医师及护士医师及护士医师及护士、、、、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康复管理人员康复管理人员康复管理人员康复管理人员、、、、作业治作业治作业治作业治

疗或康复治疗学生及教师疗或康复治疗学生及教师疗或康复治疗学生及教师疗或康复治疗学生及教师、、、、以及各界残疾人工作者以及各界残疾人工作者以及各界残疾人工作者以及各界残疾人工作者。。。。 

会议征文会议征文会议征文会议征文: 我们诚邀您向会议我们诚邀您向会议我们诚邀您向会议我们诚邀您向会议“论文发表论文发表论文发表论文发表”环节投稿环节投稿环节投稿环节投稿。。。。 

报名方式报名方式报名方式报名方式：：：： 参加者需网上注册参加者需网上注册参加者需网上注册参加者需网上注册，，，，注册费在网上注册完成后经电子交易平台支付注册费在网上注册完成后经电子交易平台支付注册费在网上注册完成后经电子交易平台支付注册费在网上注册完成后经电子交易平台支付，，，，系统自动系统自动系统自动系统自动

把收据发送到参加者电邮信箱把收据发送到参加者电邮信箱把收据发送到参加者电邮信箱把收据发送到参加者电邮信箱 

招商联络人招商联络人招商联络人招商联络人: 王玉龙王玉龙王玉龙王玉龙，，，，张瑞昆张瑞昆张瑞昆张瑞昆（（（（台湾台湾台湾台湾）））） 

 

研讨会注册费用研讨会注册费用研讨会注册费用研讨会注册费用：：：： 

代表种类代表种类代表种类代表种类 

提前报名提前报名提前报名提前报名 

2015/02/18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正常注册正常注册正常注册正常注册 

2015/03/18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现场注册现场注册现场注册现场注册 

2015/03/19 

一般会议代表一般会议代表一般会议代表一般会议代表 1100 1300 1500 

一般会议代表一般会议代表一般会议代表一般会议代表 (只限香港只限香港只限香港只限香港OT, 参加参加参加参加

3月月月月21-22日两天会议日两天会议日两天会议日两天会议) 
800 1000 1200 

全日制在校作业治疗学生全日制在校作业治疗学生全日制在校作业治疗学生全日制在校作业治疗学生 300 1300 1500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会议名额有上限会议名额有上限会议名额有上限会议名额有上限，，，，所有代表及工作人员均须在网上报名所有代表及工作人员均须在网上报名所有代表及工作人员均须在网上报名所有代表及工作人员均须在网上报名，，，，满额后不接受现场报名及不安排住宿满额后不接受现场报名及不安排住宿满额后不接受现场报名及不安排住宿满额后不接受现场报名及不安排住宿。。。。 

− 全日制在校作业治疗学生网上报名时要上传学生及学科证明文件全日制在校作业治疗学生网上报名时要上传学生及学科证明文件全日制在校作业治疗学生网上报名时要上传学生及学科证明文件全日制在校作业治疗学生网上报名时要上传学生及学科证明文件 



 

重要日期重要日期重要日期重要日期: 

2015-02-18 

 

截止提前注册截止提前注册截止提前注册截止提前注册 /开始正常网上注册开始正常网上注册开始正常网上注册开始正常网上注册) 

2015-03-18 截止网上注册截止网上注册截止网上注册截止网上注册 

学术活动内容学术活动内容学术活动内容学术活动内容: 

查询查询查询查询:  

吕吕吕吕  星星星星  13751060072  zhfddm@126.com    邱嘉欣邱嘉欣邱嘉欣邱嘉欣    13510525731  ka_star@163.com 

大会网页大会网页大会网页大会网页：：：：www.hkiot.org/2015iotc 

 

 

主题演讲嘉宾主题演讲嘉宾主题演讲嘉宾主题演讲嘉宾：：：： 

 

 

Professor E Sharon Brintnell 

Director of the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Analysis Unit (OPAU)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Past President,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世界职业治疗师联盟  前任主席 加拿大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嶽嶽嶽嶽医生医生医生医生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 主席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 前任局长 香港 

 

 

林克忠教授林克忠教授林克忠教授林克忠教授 教授兼医学院总务分处 主任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职能治疗学系 台湾 

 

 

黎颖强先生黎颖强先生黎颖强先生黎颖强先生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理事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社区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居家康复”项目深圳负责人 深圳 

 

黄锦文先生黄锦文先生黄锦文先生黄锦文先生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会长 香港大埔医疗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 香港 

 

 

 

梁国辉先生梁国辉先生梁国辉先生梁国辉先生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副会长 香港伊利沙伯医疗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 香港 

 

 



 

已答允邀请的嘉宾及报告题目已答允邀请的嘉宾及报告题目已答允邀请的嘉宾及报告题目已答允邀请的嘉宾及报告题目 (暂定暂定暂定暂定) 

 

专题 题目 讲者 

主题演讲 Happiness and Well being comes from the Ordinary Everyday 

Things in Life 

Sharon Brintnell  

(加拿大) 

Healthcare, Rehabilitation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周一嶽 (香港) 

Frontiers in Neurorehabilitation After Stroke 林克忠 (台湾） 

深圳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与ADL探究 黎颖强 (深圳)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Occupation 

黄锦文 (香港) 

The Bridge to Happiness 梁国辉 (香港) 

手康复 Rehabilitation program following hand allotransplantation 张瑞昆 (台湾） 

僵硬手的预防和康复治疗 王骏 (无锡) 

臂丛神经损伤的康复 陈少贞 (广州) 

十指双前臂完全离断再植成功 張子清 (深圳) 

脊髓损伤康

复 

脊髓损伤病人利用机器人训练与传统职能治疗之比较 柯宜峰（台湾） 

BTE 在脊髓损伤康复中的应用 顾越 (北京) 

脊髓损伤患者活动和参与的促进 李奎成 (广州) 

Community Integration for people with spinal cord injuries 陈宝珊 (香港) 

神经康复 Prospective memory problems in patients with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ssessment and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文伟光 (香港)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of unilateral neglect in people after 

stroke: An update 

方乃权 (香港) 

电脑辅助作业治疗新发展：人工智能认知训练 叶智斌 (香港) 

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的研究进展及临床研究分享 杨永红 (四川) 

脑卒中患者的吞咽训练  窦祖林 (广州) 

Effects of working memory training for expressive aphasia. 叶香君（台湾） 

脑卒中后的习得性废用 危昔钧 (广州) 

香港作业治疗七级上肢功能系统训练方法 陈刚 (香港) 

作业治疗在中风患者上肢训练新趋势 林翠明 (香港) 

利用异步脑波律动之评估研发镜像治疗系统 李秉家（台湾） 

脑卒中后肌张力增高和痉挛的作业治疗 林国徽 (广州) 

功能、生活、

健康与幸福 

.职能治疗如何提升生活质量 吕淑贞 (台湾) 

Lifestyle Redesign and Mental Health 何静雯 (香港) 

Hope Therapy Programs’ to improv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cl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 

吴倩华 (香港) 

OT教育 作业治疗学历教育在内地的最新发展  敖丽娟 (昆明)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 in USA 
MU Keli (美国)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 in Canada Sharon Brintnell 

(加拿大) 

Student pre-discharge communication with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Kit Sinclair (香港) 

内地OT发

展的现状与

展望 

内地作业治疗发展现状与展望 闫彦宁（河北） 

综合医院开展 OT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陈少贞（广州） 

戴玲（南京） 

危昔均（广州） 

康复专科医院开展 OT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李奎成（广州） 



林国徽（广州） 

顾越（北京） 

OT 教学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胡岱（昆明） 

胡军（上海） 

杨永红（四川） 

国际作业治

疗服务新发

展 

OT Service in Canada Sharon Brintnell   

(加拿大) 

OT Service in Hong Kong 郑慧慈 (香港) 

OT Service in Malaysia Teoh Jou Yin & 

Teoh Ter Fu 

 (馬來西亞) 

OT Service in Taiwan 张自强（台湾） 

 

OT services development in internet-connected cities 刘志豪 (香港) 

心理健康 Development of OT Mental Health Service for adult psychiatric 

patients in public hospitals in HK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Maurice Wan  

(香港) 

Recovery in Action: OT Programs for adult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public settings in HK. 

June Chao 

(香港) 

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精神 OT 服务模式 苏彬 (无锡) 

OT运用团体动力模式于精神疾患之介绍与成效 刘靖旋（台湾）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 - Personalized Care 

Programme, in HK 

Menza Chu (香港) 

职业治疗在香港综合小区精神健康服务中的角色 Liu Yuet Ming  

(香港) 

台湾精神社区复健之现况与发展 吕淑贞（台湾） 

职业康复 广东工伤康复中心职业康复服务的现况与发展 徐艳文 (广州) 

台湾职能治疗在职业重建之角色与发展 陈美香（台湾） 

重返工作心态强化训练 梁国辉 (香港) 

老人康复 

(认知障碍)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for Psychogeriatric Patients in Hong 

Kong 

Grace Lee (香港) 

Application of Montessori Programme for Persons with dementia 

in Long Term Care Home 

Doreen Ho (香港) 

職能治療在失智症團體的介入 張自強（台湾） 

家居及社區

康復 

 

居家康復的評定量表 王玉龍 (深圳) 

Occupational Therapist Role in Geriatric Community Services 劉志豪 (香港) 

社區復健模式與專業團隊的合作 張廷宇 (香港) 

欠发达地区农村脑卒中患者居家康复模式初探及成效分析---

以恩平为例 

曹全荣 (深圳) 

家居及社區

康復 

 

居家康復的評定量表 王玉龍 (深圳) 

Occupational Therapist Role in Geriatric Community Services 劉志豪 (香港) 

社區復健模式與專業團隊的合作 張廷宇 (香港) 

生活辅具应

用 

深圳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或生活中的无障碍环境——辅助器具

适配应用 

范佳进 (深圳) 

渐冻人(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沟通辅具。 张瑞昆（台湾） 

Facilitating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through i-Rehabilitation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陈洁玲 (香港) 

儿童 职业治疗在心光 - 视障儿童复康 邓美妙 (香港) 

自闭症儿童的认知功能训练 叶香君 (台湾） 

自闭症青年人士社交效能训练 潘恩赐 (香港) 

职业治疗如何帮助有肢体障碍的学前儿童提升生活参与 罗尚芊 (澳门) 



为有特殊需要之学童所提供的作业治疗 卢景鸿 (香港) 

脑瘫感觉统合与神经发育学治疗 姜志梅 (黑龙江) 

计算机科技于儿童写字障碍之应用 张韶霞 (台湾) 

作业治疗新

角色 

 

从医院出发--台湾职能治疗服务的拓展 陈豫中（台湾） 

OT as Consultancy for Elderly Housing and Universal Design 

Community 

吴倩华 (香港) 

The challenge of OT private practice - the past 25 years and into 

the future 

Shelley Chow 

(香港) 

作业治疗新

科技 

 

双侧上肢机械协助训练在中风复建的应用介绍 张志仲（台湾） 

New technology in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Marko Chan   

(香港) 

Bio-feedback System applied in Poland and Europe Małgorzata Golik 

(波兰) 

天灾后作业

治疗的工作 

Building occupation-based resilience in disaster-prone 

communities 

Kit Sinclair (香港) 

地震灾害后作业治疗应用与反思---.基于病案加拿大作业活动

量表评估的多元回归分析 

朱毅 (南京) 

台湾莫拉克台风重灾区长期照顾服务之推展经验 林采威（台湾） 

作业治疗在 420 雅安地震伤员社会职业康复的贡献 罗伦 (四川) 中国传统康复与作业治疗 

脑认知功能的中医康复研究 杨珊莉 (福州) 

少林内功对慢性阻塞性肺气肿（COPD）肺功能影响的研究方

案探讨 

孙武权 (上海) 

理筋手法联合 CPM 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指导中的应用 白玉 (郑州) 

腹针治疗中风后肩痛的临床观察 陈红霞 (广州) 

中医传统康复概述及其与作业疗法的关系 王祚邦 (深圳) 

刺络放血拔罐疗法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 金远林 (深圳) 

针刺颈肌起止点治疗颈源性高血压的临床研究 陈东风 (深圳) 

针刀配合中医作业疗法在肩周炎康复中的作用 秦少福 (深圳) 

平乐郭氏荣肌揉筋法治疗关节僵硬的临床研究探讨 蒋拥军 (深圳) 

Kawa Model 

 

Constructions of Function, Lifestyle, Health and Happines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张柔茵、张德孚 

(馬來西亞)  

刘志豪 (香港) 

工作坊 上肢复康支具制作示范 张永强 (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