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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濟醫院一步一腳印落實長照 2.0 計畫；

二○一○年推動社區關懷據點，

二○一四年成立護理之家，

二○一七年輔導太平居服中心、設立日間照護服務中心，

機構整合，再結合慈濟基金會資源，

慈濟式長照 2.0 模組已然領先建構完成，

引領大臺中地區的長輩們看見人生黃昏的彩霞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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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濟護理之家

幸福五步曲家家相連

當人體在自然法則下進入失能狀態，

無法居家照顧時，機構的必要性就展

現出來。當年臺中慈濟醫院申請設立

時，早有規畫護理之家的機構。當年

因為天災而推遲的規畫，一直到二○

一四年一月八日恰好是那年的臘八日，

證嚴上人蒞臨臺中慈濟醫院第二院區

為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揭牌啟用，他深

深期許醫護同仁打造令人輕安、快樂、

自在的「大家的家」，因而同仁都暱

稱這裡是輕安居。上人也期待護理之

家成為長輩們回家的中繼站，鼓勵同

仁拉近住民長輩與家人的關係。負責

人莊淑婷副院長實踐上人理念，獨創

「返家率」指標，在二○一七年國家

生技醫療品質獎榮獲銅獎。

長照類評審召集人林月桂在頒獎典

禮說出訪查時的感動：真的很不容易！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的主題就是「家家

相連」，以返家率做目標，住民的返

家率、跌倒率，還有體重衡量指標都

在全臺之上。甚至返家的住民個案，

有兩位還回到臺中慈濟護理之家當志

工，真的是長照 2.0的楷模。
評審看到的數字，都有辛苦的落實

過程。照顧團隊為讓住民能順利返家，

推動創新作法「幸福五步曲」，透過

吞嚥訓練、不同管路移除訓練、肌力

訓練等等，讓長輩身體功能愈來愈好。

評估能夠回家前，照顧團隊還要家庭

訪視，協助居家設施改造成無障礙環

境，更適合長輩回家生活。

莊淑婷副院長表示，「返家率」接近

六成，其實是團隊所有人包括家屬努力

完成的。辛苦的過程讓她百感交集，原

先立意是希望醫療機構轉來的長輩，接

受護理之家照顧後能重拾生活能力，早

日回家團圓。但來自照護人員甚至住民

家屬的刻板印象而產生的阻力不少。

文╱謝明錦、馬順德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推動幸福五步曲，住民返家

率全臺最佳，獲二○一七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

獎銅獎。圖為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頒獎典禮，

由衛福部王宗曦主祕頒獎給莊淑婷副院長。攝

影╱馬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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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淑婷想到證嚴上人告訴她，老年人

就是應該在家享天倫之樂，要跟家人多

相處，護理之家應該成為醫院與家庭間

的中繼站。莊淑婷立刻清楚目標方針，

照顧服務的重點內容有了願景，只要團

隊評估認為住民身體情況有回家機會，

就納入「幸福五步曲」計畫積極進行。

但說起來簡單，每個步驟有不同階段，

她舉例拔除鼻胃管就需要好幾階段訓

練，現在臺中慈濟護理之家住民的鼻胃

管拔除率也做到同儕最好的程度。莊淑

婷強調，這不是機構為自己的評鑑或申

請獎項，是真正為住民良好照顧與生活

著想。正因為硬體、軟體搭配得宜，臺

中慈濟護理之家開設逾三百床，入住率

高達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申請入住服務

經常處於滿床狀態，可以說供不應求。

輔導居服中心  深入關懷弱勢

護理之家經營上軌道後，莊副院長領

導的團隊把經驗分享出去，協助慈濟基

金會承辦二○一七年一月正式營運的太

平居家照顧服務中心。輔導培訓三十五

位居家照顧服務員，服務約二百三十位

個案，主要提供到宅整體服務，包括身

體清潔、沐浴、擦澡、移位、翻身、換

尿布、肢體活動、環境清潔、陪同外出、

就醫等整體照顧服務。

太平居服中心也承續慈善精神深入訪

視社經弱勢個案，結合慈濟基金會營建

處的力量，推動「居家改造創新回饋服

務」，二○一七年十二月起陸續評估中

低收入的服務個案，提供浴室改造、扶

上：李女士家接受居家改造，移除浴缸、降低洗手

檯高度；下：改造後的浴室環境解決了她長久以來

不便的如廁及洗浴等問題。攝影╱許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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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加裝、壁癌清除、無障礙空間設置等

家庭環境改造方案，短短一個月，經評

估符合改造條件的四戶個案都已經陸續

完工。

其中接受居家改造的李女士患有小兒

麻痺合併三高問題，且因代謝不佳導致

體重逐漸上升，無法靠雙手支撐上二樓

臥室，只好在一樓客廳鋪床睡覺。但客

廳浴室門窄，輪椅進不去，長期以來，

只能在床上如廁。居服員到宅也只能協

助在浴室與廚房間的洗手檯擦澡，不僅

毫無隱私，衛生也堪慮。

透過居家改造，浴室門拓寬，輪椅可

出入，移除浴缸，方便沐浴，洗手檯也

降低到坐輪椅可使用的高度，設施便利

許多，衛生與隱私也獲得改善。李女士

做油漆工的先生更獲得改造團隊邀請加

入改造行列，把客廳重新粉刷得煥然一

新。李女士全家很感謝慈濟為他們的付

出，不僅改善李女士的生活，也讓居家

環境重獲新生。

日間照護服務中心啟用

標誌照護新里程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重陽節前

兩天，由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成立的「日

間照護服務中心」正式啟用，多位與長

照政策相關的臺中市政府機構主管都蒞

臨參與，場面盛大。除了政策意義，日

間照護服務中心也是臺中慈濟醫院完成

的又一項里程碑，標誌長照 2.0照護服
務，從家庭端、社區端、機構端各階段

建置全部完成；宣示健康長輩生命的不

同歷程，已經由一個體系建構完備，結

合慈濟基金會遍布社區基層的志工群，

跨越社會福利與衛生健康兩個領域的

「慈濟式長照服務」模組雛形，可望複

製推動到不同社區。

「藍溪爺爺就是一路循著三階段接受

照顧服務的。」臺中慈濟醫院社區健康

中心高專賴怡伶回憶，藍溪爺爺很早就

參與社區關懷據點，那年，藍溪爺爺已

經八十八歲，但身體精神很好，還能夠

挖竹筍；他也是打理當地土地公廟的負

責人，鄰里關係、社會網絡健全。可以

稱為快樂阿公的他，生養四男一女，有

十五位孫子女、二十二位曾孫子女，每

週一次的據點活動都準時參與，還偶爾

到黃昏市場賣竹筍，真的是一位在地快

樂老化的長輩。

常參與社區關懷據點活動的藍溪爺爺是位在地

快樂老化的長輩，圖為二○一四年他上臺獨秀

八音鼓，博得滿堂彩。攝影╱湯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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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藍溪爺爺八十九歲那年，騎腳

踏車發生車禍，大腿骨折住院二十天，

出院後至少回家躺床一個月，三個月無

法行動必須完全依賴他人照顧。就在藍

溪爺爺稍稍康復對重建社會網絡仍然退

縮的時候，臺中慈院社區健康中心參與

了關懷據點計畫。賴怡伶知道藍溪爺爺

的情況，藉著家人、社區服務員、慈濟

志工的關懷互動，終於讓藍爺爺重拾自

我照顧的能力。二○一二年歲末，他在

高齡友善年度成果發表會與社區夥伴一

起在臺上唱跳表演舞蹈，之後連著三年

到二○一五年，每年都參與成果發表，

甚至還上臺獨秀八音鼓，博得滿堂彩，

完全是延緩老化預防失能的見證。

當然，逐漸年邁的藍溪爺爺身體也難

逃自然法則，二○一六年九十四歲的他

已經需要接受機構照顧，透過社區健康

中心同仁的轉介與協調，爺爺在家屬安

排下入住安養院。賴怡伶表示，爺爺從

健康、亞健康到失能，都能按照長照的

階段安排，他本人與家屬都很從容，這

是極為難得的圓滿。

社區健康中心主任陳慶元說明，完

整長照概念建構需要有醫院、社區、居

家與機構端的投入。醫院端在長照體系

能夠推動一般人熟知的慢性疾病管理，

當然也可以提供出院準備服務、居家醫

療、健康促進等項目。而長輩身體從健

康、亞健康、衰弱階段，享有「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文化健康站」、「樂

齡學習中心或長青學苑」、「預防及延

緩失能計畫」的社區端協助。最後在居

家端可以有「居家服務」、「居家護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臺中

慈濟醫院日間照護服務中心開

幕，標誌長照 2.0 照護服務，

從家庭端、社區端、機構端各階

段建置全部完成。攝影╱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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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居家復健」，甚至到最後階段

的「居家安寧」。

「這是極為漫長的一條路」賴怡伶

說，臺中慈濟醫院成立才十一年，創院

時基礎資源尚未完備，但既然是「看健

康的醫院」，同仁原本就認知醫院是社

區長輩的健康後盾。所以當年除醫療門

診維繫基本健康，例如慢性病就醫之

外，多半以進入社區推廣預防醫學知識

為主。當時做最多的就是健康講座，重

點都鎖定在慈濟的社區活動，以「健康

促進」核心概念，帶動不同社區、大樓

鄰居好朋友參與健康講座，接著投入戒

菸、戒檳榔、減重等防制計畫。逐步整

合資源，終於在二○一七年完整建構了

「慈濟式的長照 2.0模組」。

健康促進奠基

親近社區推動關懷據點

賴怡伶想起那幾年，要培養同仁全面

的健康促進觀念，藉著參與政府不同計

畫，領著同仁結合慈濟社區志工，以醫

院為中心，擴及周圍區里鄉鎮，足跡從

大臺中，深入南投、彰化甚至到苗栗。

算算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每年講座平

均都超過四百場。正因為與鄉村鄰里結

合深了，順理成章進入社區總體營造的

各類活動，二○一○年的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也是水到渠成開辦。

潭子嘉仁社區關懷據點是最早期加

入慈濟醫院關懷據點計畫的兩個社區之

一，嘉仁里長林瑞文是在地長大的孩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高齡友善社區成果發表會，林瑞文里長（右二）舞獅，右一為臺中慈院社

區健康中心陳慶元主任。攝影╱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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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很多長輩看著他長大，人的情感

連結深，對社區情感更深。當時開辦

據點，需要各方資源投注，臺中慈濟

醫院就在附近，當醫院同仁就近探詢合

作意願時，林瑞文爽快答應，而且全力

配合。同仁社區走得勤又提供長輩健康

促進資源，雙方合作超過七年，共同目

標就是社區長輩的健康。每年高齡友善

成果發表會，林瑞文都帶著長輩組團參

與，靜態作品、動態表演，讓長輩們呈

現最棒的成果。二○一七年十二月的發

表會，長輩們臺上舞獅，他是遊走全場

的兩頭獅子之一。斗大汗珠掛在臉上，

滿是喜悅，因為長輩的活力是他最真的

期待。林瑞文很感謝慈濟醫院每年提供

舞臺給長輩，他們熱切的期待表演，在

據點練習起來的認真勁都讓他這晚輩感

動莫名。林瑞文說，看見里民長輩透過

據點健康快樂成長，他也更願意投入引

進資源帶動長輩健康老化。

近百歲人瑞樂參與 在地活躍老化

小學老師退休的九十五歲鄭巫碧桃

就是在地健康活躍老化的見證，平時

勤於參與據點，不論知識講座或技能

活動，每次上課都仔細寫筆記。她說，

一方面怕忘，透過手寫記下內容，在

家能複習。志工觀察她的認真程度就

像個小學生，也因為積極參與，關懷

據點對她的身心幫助都很明顯，至今

仍活動力十足，雖不是耳聰目明也還

是行動力十足。社區老朋友彼此扶持

也很重要，鄭巫碧桃來回據點參加活

動，都是鄰居林寶騎著四輪電動車共

乘。差了一輪的年紀，兩人說說笑笑

去據點就像姊妹，林寶笑容滿面的外

表看不出來已經八十二歲，其實也已

經是高齡長輩了。

剛跨過二○一八年，一月四日嘉仁

里社區據點迎來臺中慈院中醫師群，

衛生所志工也早早就位，這回要做體

適能後測。住家離活動中心不遠的林

劉圓奶奶第一位報到，她幾乎是全勤

生，居家生活就像排課表：週一到週

三至親戚、鄰居家泡茶，週四到據點，

週五上國語課，週六去老人會唱歌，

週日就去唸佛共修。不到九點，二十

位學員到齊，慈濟培訓的指導員陳明

小學老師退休的九十五歲鄭巫碧桃（右）與鄰居

林寶 ( 左 ) 都是在地健康活躍老化的見證，樂於

參與社區或動或靜的據點活動。攝影╱馬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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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先帶領八段錦，功法操練已有一段

時間，果然長輩們招招俐落，動作也

都式式到位！

許嘉文醫師做後測問卷，是問一題讓

大家寫一題。長輩們拿筆專注聽完再寫

答案，遇到不懂的內容還交頭接耳討論，

或到別桌詢問。女醫師梁雅淳不厭其煩

一一協助完成問卷，心思活躍的奶奶們

搶著跟梁醫師攀談套問身家，感覺就像

要做媒，只差沒推出自己孫子介紹。

隨後，許醫師與梁醫師一一為長輩脈

診、舌診，陳明沼指導員則帶領未輪到

診察的長輩做膝蓋操，踏步大喊「哈、

哈、哈」的聲響，響徹活動中心，據點

的日常如是這般在每週不同活動中進行。

陳明沼成為據點指導員是因參與了

慈濟式的長照 2.0 模組

圖╱臺中慈院公傳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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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臺中慈濟醫院「活得好抗衰

老 ---自助助人志工培力計畫」，由復
健科與中醫部投注資源培育的六十位長

照人才之一。這批指導員現都進入七個

社區，進行了十二期服務工作。

賴怡伶高專指出，社區照顧人員需

有基本照顧的觀念與技巧，才能有效帶

動社區照顧據點，工作內容包含引領高

齡、退休人士投入社區自助、互助，連

結地方社區發展協會、里長、志工服務

組織，成立志工隊，募集高齡志工參與

培訓及投入服務。臺中慈院推動培力的

區域涵蓋潭子、北屯、太平，整合醫院

具備的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心理師等專業人員，規畫肌力強

化、失智認知促進、維持日常生活功能

及促進社會參與面向的課程，從知識、

技能及技巧等構面提升照顧員能力。

對賴怡伶來說，帶動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跟推廣慈濟善的理念是並行不悖的平

臺。活動設計規畫，結合照顧員與慈濟

扎根社區的志工優勢，讓內涵更為豐富

而且目標清晰。社區健康中心同仁透過

「四大八印」，帶領據點學員了解竹筒

歲月為利他付出的精神，體會靜思語的

正念的生命意涵，引進社區大學資源帶

動生命教育，還有大愛媽媽劇場表演，

慈濟歌選教唱更曾成立手語專班，環保

回收分類更是必定推廣項目，運用素食

教學充實據點香積能力，讓長輩飲食多

些蔬食。賴怡伶表示，慈濟式的據點模

式給長輩們很充實的心靈支持，尤其浴

佛與吉祥月活動，看到長輩虔誠安詳的

神情，真有一種「老有所依」的感動。

失智據點

膚慰照顧者重建家庭關係

從健康到失能過程，失智是需要關

注的重點。社區健康中心看到趨勢，結

合護理之家，成立失智據點推動「認知

促進、緩和失智服務」課程，協助病人

與家屬。同仁喊他「大哥」的曹先生，

帶著九十三歲的爸爸來參加認知團體是

個偶然。他回想，老爸某天開始看到親

朋好友就嚷著：「我是總統！」曹大哥

剛開始會責備「都退休而且年紀這麼大

了，怎麼還可以當總統？」老爸竟還能

回說：「為什麼年紀大就不能當總統？」

無關痛癢的堅持，搞得父子關係緊繃。

於嘉仁社區關懷據點，臺中慈院中醫師梁雅淳

（右）像陪伴自己奶奶一般協助完成問卷。攝

影╱馬順德

圖╱臺中慈院公傳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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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溫馨長照情

後來到醫院就診，才知道老爸失智，認

知出了問題。初期沒影響生活能力，醫

師沒有用藥，但一次住院後，爺爺無法

站立需要輪椅代步，原本熟練的打麻將

也變得困難，退化速度讓家人很難想

像。

曹爺爺進入亞健康階段，長照的失

智照護據點派上用場，透過醫院門診，

努力保持正向樂觀的曹大哥跟爸爸進入

團體，積極學習失智病人的照顧技巧，

因為媽媽也診斷出輕度失智，身為父母

主要照顧人的他必須更有能力撐起這個

家。知道曹大哥背景的同仁深深明白照

顧失智病人的困難，他們相信只要有一

點幫助，付出再多都值得。

課程設計從生活取材，不僅讓失智

症病人在生活中找尋熟悉記憶，也讓家

屬學習後有個心靈成長與喘息的機會。

莊奶奶年輕時很會煮菜，烹飪能力還達

到可以辦桌的程度，診斷失智後，很多

東西都忘了，特別的是一看到青菜，立

刻知道是哪種菜，還能細數烹飪方法，

講得一口好菜。她擅長煮扣肉，邊說邊

提醒要摻入八角攪拌，然後溫火滷到香

味出來。看著她興致高昂的樣子，女兒

在旁邊懺悔的告訴同仁，「不知道媽媽

失智以前，會責備以前都會做的簡單動

作，現在為什麼都不做，都做不好？真

的很不能諒解。直到上課才知道，照顧

的人應該調整自己的心態。因為她不是

故意的，是生病了。」

賴怡伶高專表示，一定要鼓勵病人

臺中慈院日照中心同仁與志工陪伴長輩做沙畫。攝影╱馬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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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濟醫院長照2.0

與家屬積極尋求各項資源，勇於求助。

這是困難的歷程，需要長照服務的情況

很多，家人失智這件事，照顧的家屬很

難啟口。神經內科醫師傅進華就曾聽到

家屬抱怨：「怎麼不是得癌症，而是失

智？」正因為困難所以團體協助很重

要，社區健康中心的失智據點還會辦下

去，至少一週一次跟病友、家屬們交

流，放開執著，重新認識失智家人的需

要。更重要的是在家裡遭遇困擾，有個

窗口給建議，不會慌張失落，掉進譴責

病人、折磨自己的漩渦。

長照 2.0計畫的落實，還在政府推動
過程中邊走邊整隊，但臺中慈院立足大

臺中，一步一腳印踏實的走：二○一○

年推動社區關懷據點、二○一四年成立

護理之家、二○一七年輔導太平居服中

心、設立日間照護服務中心，機構整合

再結合慈濟基金會資源，慈濟式長照

2.0模組已然領先建構完成，在許多長
照政策的不確定變化中撥雲見日，引領

長輩們看見人生黃昏的彩霞滿天。 

失智服務據點成果發表合影。前排右一為神經內科傅進華醫師，右二為陳慶元主任，左一為社區健康

中心賴怡伶高專。攝影╱馬順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