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臺科技大學護理學院老人照顧系教師個人資料表
一、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徐明仿

英文姓名

國籍

臺灣

性別

二、主要學歷

HSU, Ming-Fang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男
女

請填學士及以上之學歷或其他最高學歷均可，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縣立高知女子大學

日本

健康生活科學研究科

博士

2003/04 至 2006/03

國立高知大學

日本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

碩士

2001/04 至 2003/03

三、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

前追溯

服務機關
現職：
中臺科技大學
經歷：
(日本)八戶工業大學
(日本)八戶工業大學
(日本)八戶工業大學

四、專長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護理學院/老人照顧系

助理教授

Kansei Design 學院
/Kansei Design 系
Kansei Design 學院
/Kansei Design 系
Kansei Design 學院
/Kansei Design 系

研究員(Research
Associate)
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資深助理教授
(Senior Assistant
Professor)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2012/02 至現在
2006/04 至 2007/03
2007/04 至 2009/03
2009/04 至 2012/01

請自行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名稱

1.介護保險(長照保險)

2.老人福利

3.社會福利

4.失智照顧

五、論文著述：
1.請詳列個人發表之學術性著作。
2.請將所有學術性著作分成四大類：(A)期刊論文(B)研討會論文(C)專書及專書論文(D)技術報告
及其他等。
3.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每篇文章請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出版年、月
份、題目、期刊名稱、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
4.若期刊屬於 SCI、EI、SSCI 或 A&HCI 等時，請註明：若著作係經由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所產
生，請於最後填入相關之國科會計畫編號。
(A)期刊論文
1.
2.

期刊論文
徐明仿（2016）。日本介護保險實施 15 年之回顧。《社區發展季刊》,No.153（預計 2016
年 3 月出版）
徐明仿（2015）。日本介護保險對現金給付觀點之探討－從兩性不平權的角度分析。《社
區發展季刊》,No.149, 327-344。

3.
4.
5.

小林明子‧塚本利幸‧酒井美和‧後藤真澄‧三上章充‧森田直子‧片桐史惠‧包敏‧
徐明仿（2015）。台湾の高齢者の終末期ケアに関する見取り観・死生観－医療・福祉
関係者へ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から－。《福井県立大学論集》,No.44, 55-86。
徐明仿（2011）。台湾における少子化問題とその対策。
《賃金と社会保障》,No.1538, 46-67。
徐明仿（2009）。「超少子高齢社会の進展を見据えた青森県の新たな挑戦―地域活性化
に向けた「人づくり・安心安全なまちづくり」の可能性―」ニューズレター第30号青
森雇用・社会問題研究所監修発行pp.12－19。

(B)研討會論文
研討會論文
Ming-Fang HSU，2017，＜What is "Self-Reliance Support" in Nursing Care Fields?＞，發表
1. 於 2017「International Elderly care industry leaders forum 2017」, May 11-12, 2017。地點：
Taipei, Taiwan。
Pei-Pei HO,,Ming-Fang HSU，2017，＜On difficulties of execution of Self-reliance support in
2. day service centers: from administration perspective＞，發表於 2017「International Elderly care
industry leaders forum 2017」, May 11-12, 2017。地點：Taipei, Taiwan。
Wan-Ting HSU, Ming-Fang HSU，2017，＜Experiences in Propagating Self-Reliance Support
3. in Day Service Centers＞，發表於 2017「International Elderly care industry leaders forum
2017」, May 11-12, 2017。地點：Taipei, Taiwan。
徐明仿（2015）。＜照顧服務人力之國際比較：日本經驗－＞，《長照整備的大缺口：
4.
照顧服務人力研討會》。2015 年 10 月 1 日。地點：台灣，台中。
徐明仿（2015）。＜健康長寿に関する国際比較調査－日・台の調査結果から－＞，《グ
5. ローバル化にともなうコミュニティ、近隣、家族の関係の変化と健康長寿－アジア諸
地域の比較から－》國際研討會，2015 年 8 月 5 日。地點：福井，日本。
Juichi Kosakaya, Naruhito Kodama, Reioko Kawamorita, Ming-Fang Hsu，2015，＜An
automated musical scoring system directly from sounds for Tsugaru and Nambu Shamise＞，發
6.
表於 2015「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vent-Base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June 17-19, 2015。地點：Krakow, Poland。
徐明仿（2014）。＜照護津貼與家庭照顧者角色＞，《醫療長照整合財務制度論壇會議
7.
手冊》，2014 年 11 月 21 日。地點：台灣，台北。
徐明仿（2014）。＜日本介護保險下的多層級連續性之運作＞，《多層級連續性長期照
8.
顧服務與老人社會工作研討會》，2014 年 11 月 28 日。地點：台灣，台北。
Ming-Fang HSU, Tsuann KUO, Man-tsu Liu, Chin-Ying YU，2013，＜Challenges on Lifelong
Education in Taiwan：A Practice Experience in“Taichung City Beitun District Pleasant Age
9.
Learning Center”＞，發表於 2013「the 20th IAGG World Congres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June 23-27, 2013。地點：Seoul, Korea。
徐明仿（2012）。＜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的現況與問題－從現金給付的議題來探討－＞，
《挑
10. 戰 2025 超高齡社會：101 年度社會福利實務與學術研討會》，2012 年 11 月 1 日與 2 日。
地點：台灣，台中。
Hsu,Ming Fang,Hirasawa,Emi，2011，＜Development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in
11.

Taiwan based on acomparative study of elderly care in Japanand and Taiwan＞，發表於2011「
21st Asia-Pacific Social Work Conference」，15-18 July, 2011。地點：WasedaUniversity,
Tokyo, Japan。

Hsu,Ming Fang, Shinozaki,Yoshikatsu，2011，
「災區身心功能障礙者專用緊急避難中心的現
，發表於2011「21st Asia-Pacific Social
12. 況及課題」災變社會政策與實務的「感性」與「理性」
Work Conference」，13-14 June, 2011, 地點：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Taipei, Taiwan。

(C)專書及專書論文

1.
2.

專書及專書論文
詹火生總校閱、陳怡如、曾薔霓、徐明仿、吳老德、陳伶珠、陳秀靜、馮意茳（2013）
『老
人福利服務』華格納，執筆第四章。
詹火生總校閱、陳怡如、曾薔霓、徐明仿、吳老德、陳伶珠、陳秀靜、馮意茳（2013）
『老
人福利服務』華格納，執筆第五章。

(D)技術報告及其他
1.
2.
3.
4.
5.
6.
7.
8.

技術報告及其他
徐明仿（2017）。106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成果報告。教育部。
徐明仿（2016）。105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成果報告。教育部。
徐明仿（2015）。104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成果報告。教育部。
徐明仿（2014）。日本介護保險介護報酬相關規定文書翻譯計畫結案報告。衛生福利部。
徐明仿（2014）。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中心辦理 103 年度樂齡學習工作成果報告資料檢
核表結案報告。教育部。
陳伶珠、林谷燕、徐明仿、林雅文（2014）。探討實施長期照護國家之照顧管理制度－
探討韓國長期照護保險之照顧管理制度委託計畫結案報告。衛生福利部。
徐明仿（2013）。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中心辦理 102 年度樂齡學習工作成果報告資料檢
核表結案報告。教育部。
林谷燕、李易駿、陳伶珠、徐明仿（2013）。研擬長期照護保險特約服務機構管理辦法
（草案）及相關管理機制研究計畫結案報告。衛生福利部。

六、核定即申請中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106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學海築夢
105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學海築夢
介護・看護・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分野に
おける死生観教育に関する研究－日本と
台湾に焦点をあてて－(長期照顧‧護理‧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申請(核
定)情形

研究主持人
研究主持人

2017.06-2017.08
2016.07-2017.09

教育部
教育部

已結案
已結案

海外協同
主持人

2015.04-2016.03

中部學院大學
特別研究費

已結案

研究主持人

2015.07-2015.08

教育部

已結案

海外協同
主持人

2014.04-2015.03

中部學院大學
特別研究費

已結案

研究主持人

2014.09-2014.12

研究主持人

2014.02-2015.02

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
教育部

研究主持人

2013.02-2014.02

教育部

已結案

海外協同
主持人

2013.04-2016.03

福井縣立大學
特別研究

已結案

復健領域之生死學教育：台日跨國比較)

104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學海築夢
介護・看護・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分野に
おける死生観教育に関する研究－日本と
台湾に焦点をあてて－(長期照顧‧護理‧
復健領域之生死學教育：台日跨國比較)

日本介護保險介護報酬相關規定文書翻譯
計畫
103 台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102 台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グローバル化にともなうコミュニティ、
近隣、家族の関係の変化と健康長寿－ア
ジア諸地域の比較から－（全球化效應帶給
社區、鄰人、家庭關係之變化以及影響健康長
壽效應之研究－亞洲跨國比較）

已結案
已結案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申請
(核定)
情形

協同主持人

2013.12-2014.6

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

已結案

協同主持人

2012.12-2013.12

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

已結案

2012.04-2015.03

日本學術振興會
科學研究補助經
費挑戦萌芽研究

已結案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探討實施長期照護國家之照顧管理制度－
探討韓國長期照護保險之照顧管理制度委
託計畫
研擬長期照護保險特約服務機構管理辦法
（草案）及相關管理機制委託計畫

国際化に対応する「見取りケア」の再構
築に関する研究－東アジアの介護労働者
の死生観と見取りケアに対する意識、実
海外協同主
践知を手がかりに（因應全球化潮流重整「臨
持人
終照顧」機制之研究－從東亞各國長照工作者

的生死觀與臨終照顧之價值觀與臨床技能的角
度探討）

地域福祉の持続的推進のあり方と財源確

日本文部科学省

保の方法論についての研究（永續型社區福 研究主持人

2008-2012

利之推動模式與財源確保之方法論）

国際的通用性を有する外国人介護労働者
の職業教育モデルの創設に関する研究

日本學術振興會

協同主持人

2008.4-2011.3

科學研究補助經

已結案

費基盤研究(B)

アジアにおけるソーシャルワーク高等教
育の国際化共通化に関する研究（研擬東亞 協同主持人

日本學術振興會
2008.4-2011.3

各國融通型社會工作人才高等教育機制）

科學研究補助經

已結案

費基盤研究(Ａ)

東アジア包摂型福祉社会の創出と地域福
祉専門職養成の循環システムの形成に関
協同主持人
する研究（研擬東亞各國總合型福利社會模式

2009.4-2012.3

日本學術振興會
科學研究補助經
費基盤研究(Ａ)

已結案

2012.4-2015.3

日本厚生勞働科
學研究補助金

已結案

與推動社區福利專業人力的循環型教育）

日本長照制度影響之評估）

已結案

學者研究(A)

（跨國循環型長照人才的培育可行機制估）

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新たな介護制度の
創設課程とわが国の影響の評価等に関す
る研究（東亞各國研究長照制度的過程與對

科学研究費年輕

海外協同主
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