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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批省级“智慧助老”优质工作案例、教育培训

项目及课程资源推介名单

表1：优质工作案例推介名单

序
号

属地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1 省属
福建开放大学、福建老年开
放（互联网）大学

多元参与，技术赋能，助力老年人跨越“数
字鸿沟”

沈光辉

2 省属 福建开放大学
大数据驱动，搭建“智慧助老”新平台—
—福建省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沈光辉

3 省属 福建老年大学 福建老年教育新媒体电视平台 张国茂

4 省属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开设智能手机应用课堂 助力老人融入智
慧生活

王雪梅

5 省属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线上线下相结合，智慧助老不停歇 赖晓红

6 省属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三堂一室”新模式，智慧助老解困境—
—泰古康养产业学院开辟助老新途径

罗格莲

7 省属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闽生工院糖尿病健康教育走进西园老年
公寓

林瑾文

8 省属 福建省邮电学校 “邮·爱”智慧助老，志愿服务同行 李沛然

9 省属 福建医科大学
智能科技养老--夕阳红身心机能活化志
愿服务专项计划

裴 骏

10 省属 华侨大学 打开数字大门 享受智慧生活 陈巧玲

11 省属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老有所智、慧己助人” 吴文平

12 福州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校企社三位一体，老中青增能赋权智慧养
老案例

余 晶

13 福州 福州市老年大学 《闽都金秋》电视栏目 荣华丽

14 福州 福州市老年大学
“福州老年学堂”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学习
平台

荣华丽

15 福州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建长乐数字乡村智慧助老项目 邹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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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属地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16 福州 福州市台江区亚峰社区
“一聚二帮三服务”打造居家养老亚峰模
式

江秀珍

17 福州 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苑社区 “ 送学上门”服务 张玥玥

18 福州 福州市台江区曙光社区 康养驿站 邱石君

19 厦门 厦门开放大学
“长者智能应用学习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社区供给与支持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洪晓萍/
周 堃

20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社区教育服务
中心

近邻智享乐生活——老年人智能技术运
用

陈晓燕

21 漳州 漳州开放大学 智能生活应用及普及系列课程 余础础

22 泉州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互联网+”背景下的医学生助老志愿服
务机制与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李 辉

23 三明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老年小饭桌 陶 榕

24 南平 南平市社区大学 乐享“智慧老年生活” 杜 璇

25 南平
中共南平市委老干部局(南
平市老年大学）

创新老年教育新平台 智慧助老开新局 历建栋

26 平潭 平潭职业中专学校 跨越“数字鸿沟” 让技术更温暖 林小山

表2：教育培训项目推介名单

序
号

属地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1 省属
福建开放大学、福建老年开放
（互联网）大学

百场“智慧助老”进社区专项培训活
动

沈光辉

2 省属 宁德师范学院
“宁师公益课堂”- 普及老年人智能
技术

章立亮

3 省属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全民营养健康教育《三健三减》专项
活动

张迅捷

4 省属 福建经济学校 VR体验红色之旅 陈春华

5 福州 福州市老年大学 智能手机 林新慧

6 福州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智慧生活与健康管理 袁 双

7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终身教育促进委
员会

智慧助老，赋能适老——老年人玩转
智能手机暨摄影培训

柯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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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属地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8 漳州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家庭血压的管理与压疮的预防、护理 刘春香

9 漳州 漳州开放大学 智慧生活你我他 余础础

10 泉州 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 E行无忧——信息化技能提升培训班 李克勤

11 莆田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留守老人应急逃生技术培训 李云雷

12 宁德
古田县社区学院、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古田县分公
司

古田县“银发计划”“智慧助老” 陈东晨

表3：课程资源推介名单

序
号

属地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1 省属
福建开放大学、福建老年开放
（互联网）大学

智能手机一点通入门级微课程 沈光辉

2 省属
福建开放大学、福建老年开放
（互联网）大学

乐享智慧生活微课程 沈光辉

3 省属
福建开放大学、福建老年开放
（互联网）大学

玩转智能手机摄影篇微课程 沈光辉

4 省属 福建开放大学 指尖上的生活 阳亚平

5 省属 龙岩学院 老年病居家康复技法 陈丽姝

6 省属 宁德师范学院 智慧助老之网络防骗科普 范业仙

7 省属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旅游日语轻松说 谢淑媛

8 省属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排舞 王丰彩

9 福州 福州市老年大学 手机摄影 荣华丽

10 福州 福州市老年大学 智能手机应用 林新慧

11 福州 福州市老年大学 摄影教程（数码相机） 林新慧

12 福州 福州市老年大学 智能手机操作基础 荣华丽

13 福州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篆刻入门 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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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属地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14 福州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老年护理急救技术 林淑芳

15 福州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福州”智慧医疗助老 林 晛

16 厦门 厦门老年大学 手机拍照与修图 李龙波

17 漳州 漳州市社区大学 手机摄影——审美与表达 余础础

18 漳州 漳州市社区大学 微信便民小程序应用教学----医疗 余础础

19 漳州 漳州市社区大学 物联网与智慧生活 余础础

20 三明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老年健康照护技术 陶 榕

21 三明 永安市老年大学 智能手机微信应用 郭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