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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德老龄产业合作研讨会 
主题: 失智症的研究、监控与治疗 

2019 年 1 月 24 日, 埃森 
 

 

 
 

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

的发展，失智症的患病风险也在日趋升高。全球的科研人员都在

积极寻找失智症的发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 

 

在过去的 20 年里，人们一直没有找到能够有效治疗失智症的新

的方法。在未来的几年内，我们仍将对此症束手无策。因此，制

定早期诊断策略，看护住院病人，其他病症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导

致的老年痴呆症恶化，以及对住院患者的人性化护理等措施就显

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能够帮助病患及其家属减轻生活负担的

高科技辅助系统得到了显著发展。 

 

参会人群： 

➢ 老年医学领域从业者、政府和行政单位代表、养老院和老年

医疗中心运营商、养老院和医院供应商、医疗设备供应商、

护工培训机构、工程规划师和建筑师、房地产开发商、投资

者、咨询和服务行业代表。 

 

会议主旨： 

➢ 业内代表将介绍德中两国在失智症的研究及治疗领域的现状

和该领域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老年人健康护理培

训，护理和医疗、养老院和老年人中心的规划及运营是本次

大会探讨的重点。 

 

 

最新日程请点击：www.dcw-ev.de/SGGC 

 

联系方式： D C W GmbH 

石天明 (Thomas Scheler) | thomas.scheler@dcw-gmbh.de 

电话：+49 221 139 7701 

 



第三届德中老龄产业合作研讨会，2018 年 1 月 24 日，埃森 
主题：失智症的研究、监控及治疗 

会议日程 
（保留变更权利） 

08:30 签到 

接待处提供咖啡，饮料及小吃 

 
09:00 迎宾讲话 

 

Dietmar Düdden 博士 

德国 GIGA 国际老年产业协会，理事会成员 

  
Silke Besser 

德中经济联合会，干事长 

 
09:05 致辞 

 
Thomas Kufen 

埃森市市长 

 
09:10 阿尔茨海默症状的诊断与治疗  2019 年概况 

 

Hans Georg Nehen 教授 

德国 GIGA 国际老年产业协会，理事会成员 

 
09:40 中国的老年痴呆症研究 —— 现状与展望 

 

齐亚超 

痴呆症研究者，埃森大学医院 

 
10:00 医院内的失智症筛诊 

 

Christine Bienek 医学博士 

Contilia 集团，埃森 

 
10:20 失智症患者在治疗中的护理 

 
Susanne Johannes  

Alfried Krupp 医院，埃森 

 
10:40 术后譫妄症 

 

Simone Gurlit 医学博士 

St. Franziskus 医院, 明斯特 

 

11:00 – 11:30 茶歇 

  

11:30 医院中的老年痴呆特殊护理站 

 

Ursula Sottong 医学博士 

Malteser 护理服务协会，科隆 

 
12:00 中国养老院及老年痴呆症的日常护理 

 

奚志勇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 

 



12:30 德国养老院及老年痴呆症的日常护理 

 
Anne Markgraf 

勃兰登堡老年护理中心 

 

13:00 – 14:30 午休 

午餐及饮品 

  

14:30 专家座谈 

失智症患者的治疗及护理领域之发展 

 

主持人：Hans-Georg Nehen 教授 

德国 GIGA 国际老年产业协会，理事会成员 

 

Susanne Johannes，Anne Markgraf，齐亚超，Ursula Sottong 医学博士，奚志勇 

 
15:00 失智症友好型建筑 —— 中国经验 

 

Birgit Dietz 博士 

Dietz 建筑公司，班贝格 

 
15:20 失智症友好型建筑 —— 德国经验 

 
Sven Nebgen  

WTR 建筑公司合作伙伴，法兰克福 

 

15:40 – 16:00 茶歇 

蛋糕与甜点 

  

16:00 痴呆症患者在诊所检查的监视器系统 

 

Richard Dodel 教授 

Haus Berge 老年医学中心，埃森 

 
16:20 AAL 与失智症 – 失智症患者辅助系统的研发 

 

Christian Hofmann 博士 

弗劳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所, 埃尔兰根 

 
16:40 Ichó 项目介绍 

 
Steffen Preuß 

Ichó 系统公司，总经理 

 
17:00 专家座谈会 — 失智症研究：何去何从？ 

 

主持人：Dietmar Düdden 博士 

德国 GIGA 国际老年产业协会，理事会成员 

 

Richard Dodel 教授，Helmut Frohnhofen 博士，Christian Hofmann 博士， 

Hans-Georg Nehen 教授，齐亚超，奚志勇 

 
17:45 会议总结与闭会致辞 

 

约 18:00 会议结束 

 



第三届德中老龄产业合作研讨会，2019 年 1 月 24 日，埃森 
主题：失智症的研究、监控及治疗 

 

2019 年 1 月 25 日参观日程安排 

(保留变更权利) 

 

09:15 到达  

Martineum – 新教老年中心 

Augenerstraße 36, 45276 Essen 
 

09:30 欢迎辞  

 

Hans Georg Nehen 教授，Dietmar Düdden 博士 

德国 GIGA 国际老年产业协会，理事会成员 

 
09:35 参观 Martineum 老年中心 – 失智症患者的护理 

 
Andrea Kolditz 

Martineum 教育培训部主任 

 
10:15 介绍 Memory 医疗中心，豪斯贝格, 埃森 

 

Hans Georg Nehen 教授  

老年病学研究专家 

德国 GIGA 国际老年产业协会，理事会成员 

 

10:45 – 11:00 茶歇 

  

11:00 失智症护理机构的检验与认证 

 
Marion Rehm 

Albertinen 教育中心主任, 汉堡  

 
11:45 日程总结与结束致辞 

 

Dietmar Düdden 博士 

德国 GIGA 国际老年产业协会，理事会成员 

 

约 12:00 结束日程 

 

 



 

 

报名表 
  

传真报名: +49 221 120 417 

电子邮箱报名: anmeldung@dcw-gmbh.de 
 

D C W GmbH, Unter Sachsenhausen 10–26, 50667 科隆 

受托于德国国际老年医学联合会（GIGA e.V.）与德中经济联合会 (DCW e.V.)  

 
我（们）报名参加“第三届德中老龄产业合作研讨会”，2019 年 1 月 24 日 

埃森 Elisabeth 医院会议厅，Klara-Kopp-Weg 1，45138 埃森（Essen） 
报到于上午 9 点开始–下午 6 点左右会议结束，会议配有中德文同声传译 

参与 1月 25日的参观日程（可选） 

公司 / 机构名称（必填）:  

地址（必填）:  

邮编及城市（必填）:  

行业:  

电话:  

传真:  

德中经济联合会会员/ 

德国国际老年医学联合会会员:  是   否   

电子邮箱（必填）:  

隐私权声明： 

您是否同意您的姓名及公司名称出现在参会者名单上？       

 同意               不同意    

DCW 资讯： 

我（们）同意订阅德中经济联合会群邮，了解联合会活动及其他相关资讯，并

同意德中经济联合会以此为目的存储我（们）的联系方式：                            

 同意               不同意              已经同意订阅 

 

 名(必填) 姓(必填) 职务 / 部门 称呼 参观日程 

1 
 
 

   先生         女士     参与 

2 
 
 

   先生         女士     参与 

3 
 
 

   先生         女士     参与 

 

每人的报名费，包含午餐、茶点、饮料和门票： 

德国国际老年医学联合会/德中经济联合会会员： 200 欧元（参与参观日程加 60 欧元）（包含 19% 的增值税） 

非会员： 225 欧元（参与参观日程加 60 欧元）（包含 19% 的增值税） 
 

请注意：您的报名将在您收到德中经济联合会或者德中经济联合会子公司的电子邮件报名确认函后生效。报名确认函中包含付款通知，请

务必于指定时限内全款付清参会费用。若德中经济联合会在2019年1月14日之前未收到账款，您的报名有可能被自动取消。活动之前，德

中经济联合会将提供相应发票。截至2019年1月2日，已报名者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免费取消报名，该报名撤销申请仅在得到德中经济联合

会（DCW e.V）或者德中经济联合会子公司（D C W GmbH）的确认后方才生效。若您在规定时限之后取消报名或活动当日未参会，您

也必须支付全额费用，已缴纳的费用不予退还。已报名者若无法出席，可以在告知德中经济联合会后，另派他人代替参会。报名此活动，

即表示您同意德中经济联合会（DCW e.V.）与德中经济联合会子公司（D C W GmbH）储存并使用您报名时提交的个人信息。上述隐私

权声明是参加此活动的必要条件，您可以在活动结束后随时撤销此声明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6条第1(1)a,b款）。您还有权免费获取

您的储存信息，必要时有权对此信息更正、冻结或删除。请您注意，此次研讨会期间将拍照和录像，您出席此次活动表示您已同意我们可

以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地在所有与德中经济联合会相关的媒体中使用您出席此次活动时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德中经济联合会对参会者和

（或）其家人因参加活动、前往活动地点、在活动现场和回程途中以及一切个人行为而产生的事故和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他企业或机

构（如运输公司和酒店等）的相关责任条款不受影响。德中经济联合会保留随时无条件取消本次活动的权利。如主办方取消活动，您已支

付的费用将被退还，但此外无任何其他损失赔偿。此条款适用于德国法律，司法管辖权在科隆。此声明有中、德文两版，如中文版与德文

版有不符合之处，以德文版为准。 

 
 
 
 

日期  签名 / 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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