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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完備關山長照2.0

二○一七年啟動十二項長照服務  

從兩人小組的居家服務開始

二○○七至二○一六年政府發展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簡稱長照 1.0），二○
一七年起邁入長照 2.0，關山慈濟醫院
隨即於二○一七年承作長照 2.0計畫，
就此展開大關山地區的長照 2.0之路，
從居家服務開始，從一位護理人員加一

位居家服務員的兩人小組開始，但很快

也一次到位，啟動了十二項長照服務項

目。

二○一八年六月開始，由一位同仁及

一位照顧服務員（也是司機兼廚師），

展開失智症據點照顧服務。

截至二○一九年十二月，正式執行

長照業務的同仁共有八位，計畫人員三

位，居家護理所兩位同仁兼長照專業服

務，長照 2.0共十七項業務之中，關山
慈院執行了十四項，預計二○二○年六

月池上多元照顧服務中心成立後，即能

完成落實十七項業務。

人少服務多

發揮創意與膽識執行

我們同時接下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A
級單位計畫，並且將長照據點 A、B、
C串在一起進行。有人說我們醫院長照
團隊很勇敢，確實是，因為沒有人知道

怎麼做，帶著創意，我們勇往直前！開

設了照顧服務員的訓練專班，自己當老

師，培訓照服員，分享我們的理念，希

望他們能融入照護行動之中。

我們的長照服務內容開始外展，包

含：居家照顧服務及喘息服務、社區整

體照顧服務體系 A計畫、社區整體照顧
服務體系 C巷弄長照、失智照護服務據
點計畫、家庭照顧者支持創新型計畫、

專業復能計畫、預防及延緩失能活動計

畫、出院準備銜接服務、即刻救援服

務、社區衛教、長照關懷方案、寒暑期

學生志工營、居家照顧服務員訓練等。

我們研擬將居家醫療整合計畫中一些

相關服務結合健保，包含重度醫療、居

家護理，以及居家安寧等等。居家安寧

怎麼做？護理師自己進去做，才會知道

從急性醫療到慢性醫療有著什麼樣的差

距。再者，如何把急性醫療的部分導入

到居家安寧裡面？又能如何結合 ACP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守護善終？後來

團隊確實也透過居家安寧做到善終病人

照護，而且同仁的成就感非常大。

失智症服務與資源又是另一個挑戰。

我們生活周遭有很多需要協助的失智症

患者及家庭，與這些長輩們連結便很重

要，我們團隊以在地人為主，彼此生活

脈絡是相近而互有交集的，所以後來我

們也很勇敢的接了一個失智據點。

走出醫院

看見不同的生命樣態

在長照領域，除了發揮護理專業，我

們服務時偶爾也要充當藥師，例如幫忙

篩檢、了解這家伯伯到底吃了哪些藥。

另外，也在關懷個案中發現變化、及早

處理，像是一名九十多歲的阿嬤，要照

文／古花妹　關山慈濟醫院居家照護組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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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精障的孩子，兩人卻天天吵架，她天

天打電話來向我們哭訴。後來服務團隊

發現阿嬤有疑似失智情形，協助安排就

醫並透過藥物介入後有所好轉，現在她

也在失智關懷據點上課。

服務讓我們看見不同。一名住在自

然村的長者，洪水把他家的廚房削掉一

半，只好住在客廳。裡面多亂？根本就

不是人住的地方。有些地方真的太荒

涼、太「自然」了，有次我帶吳勝騰醫

師去訪視時，他還嚇到，直問：「有走

對路嗎？」我說絕對沒問題，因為我們

之前也是帶著同樣的疑問才走到的。

關懷的對象中有一位是根本沒辦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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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完備關山長照2.0

床的阿公，我們發現他心臟有問題，還

有一大堆慢性病，經過居家醫療的醫師

診療後，現在他可以走出來。每次去看

他，都在外頭遠遠叫他的名字，等他慢

慢來應門，我們開心的說：「阿公，你

出來了！沒有不舒服躺著耶，真好！」

我們的心得是，去長輩的住家，就要去

觀察、關心，他能不能夠活動？能不能

夠照顧自己？一定要走到他們的生活裡

面。

串連長照 2.0ABC

實踐長照十七項服務

對於服務品質，我們也會進行追蹤，

在質與量上都會適度給自己一點壓力，

促進成長。到二○一九年十一月為止，

居家服務的個案數大約達一百七十多

位，就是因為人口數少加上地形偏遠，

我們更要把服務帶入他們的家中。A單
位的派案服務量，目前已達二百一十多

人，A單位的個案管理人員主要做資源
的重整和整合，除了規畫個人專屬居家

服務，也協助轉介長輩到合適的據點，

提供個案為中心的服務。B單位提供專
業服務養成，包含照顧服務員的在職教

育訓練，尤其是心靈成長結合慈濟理念

找出肯定自我的價值，以及社區整體服

務照護上的宣導活動。C單位目前有錦
園站、大埔站、海端失智服務據點、關

山慈院長照站四處，提供陪伴與健康促

進及預防延緩失能活動等服務。

我們認真的服務每一位家人，社區整

體照顧服務體系 A計畫至今已服務兩百
零四個個案。有時已結案的個案家人也

居家照護組團隊，前排左起：馬怡仙、余黃素怡、古花妹、邱燕婷、邱思婷、胡梅香；後排左起：黃

小玲、邱校芬、溫俞柔、王愛倫。攝影／潘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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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電問問題，他們說：「很方便啊，

能很快得到答案，電話不用轉來轉去，

而且，我們認識她、也相信她。」A個
管護理師的職責主要是能以個案為中

心，整合設計屬於個人照顧方案，貼心

的了解個案需求，讓個案在自己習慣的

生活方式中得到長照服務，不會覺得不

舒服或被強迫。

居家與喘息服務

居家照顧與喘息服務中，居家照顧

服務員是這服務過程的靈魂人物，從基

本的生活照顧、身體沐浴、肢體關節活

動、餐食、陪伴服務、家務協助、協助

就醫等，就好比多了一位家人照顧，讓

自己比較安心。有一個案就說：「居家

照服員就像管家，除了照顧我，還幫我

維持家裡清潔乾淨，督導員就像經理，

管理管家做的事，對外面要聯繫的事如

協助掛號、聯絡交通車等，督導員都很

清楚，我真的不用擔心我不會的事，交

給她很放心。」在服務時，走入別人的

生命中，會發現被人家需要是多麼幸福

的事。

C級巷弄長照站

最有活力的 C級巷弄長照站，從每
週一天到目前每週五天的開站時間，每

班人數自一開始的個位數，至近四十位

長輩，每位長輩精神奕奕、活力滿滿的

參加各種課程，從簡單手作創意、烘焙

點心、創意料理、在地手創物、衛生保

健、延緩失能活動、關懷訪視等。長輩

們非常愛參加巷弄站的課，時間到了 
一定要出席，萬一不能到還會自動請假

並知會原因。長輩把巷弄站當作自己的

事，且已深入心中，還自己創作打招呼

招牌語「笑 CC」加手指數字七，當我
們看到笑臉迎人的長輩時，好療癒。

二○一八年五月四日，關山慈院長照

團隊偕志工至海端鄉日間照顧中心與

長者們共度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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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完備關山長照2.0

從失智症據點到失智團體家屋

在失智症據點與長輩及家屬相處時，

更帶動我對失智症想要作的事。還好，

上帝聽到了我們的祈求，二○二○年，

我們將有失智團體家屋，延續失智症據

點的功能，讓我們能把愛散布於失智症

患者的家人。

失智服務一樣是從收一位個案開始，

到現在有七、八名個案。每天當長輩問

「你是誰？」我回應：「我叫花妹。」

是我們例行的互動。他一轉頭又忘記，

再問：「你是誰？」我又微笑回答：「我

是花妹。」用這種方式，不斷不斷的讓

他知道。他們永遠都會忘記，不是故意

的，他們生病了需要被理解。

在照護老人的課程設計上，我們也做

了很多嘗試，例如運用進修習得的心靈

圖卡，結合靜思語，讓長輩訴說自己想

要的生活，也嘗試導入音樂療法，將空

的藥罐子放入石頭或其他能發出聲響的

材質，讓長輩聆聽或跟著打拍子，大家

都很開心。二○一九年、二○二○年，

我們開始承接多元照顧服務中心，完全

實踐長照 2.0十七項服務。

全院各科團隊支援

關山慈濟醫院要提供長照，還要有各

科專業團隊後援，例如：復能團隊，到

個案家中指導床邊復健動作，更能符合

個人之生活照顧；還有出院準備服務護

理師，在個案尚未出院時即進行整合式

評估、轉介服務、電話諮詢等，做好最

佳出院準備；還有中醫師、各專科西醫、

居家護理師、物理治療師、社工、營養

師等等。

關山慈院長照團隊與志工前往關懷個案家庭近況，還提供義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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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社區關懷

在各個社區，我們還有年節關懷方

案，邀請社區志工共同家訪，協助打理

長輩的門面，心情輕鬆愉快；寒暑期學

生志工營，先請學員們認識長輩特點、

陪伴方法，讓學員接觸長輩時較能理

解，增加互動遊戲，在陪伴過程中更輕

鬆愉快。

除了照護服務外，教育訓練更是重

要，透過居家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內容

與慈濟精神理念結合，配合在地文化的

差異，更能發展出獨特的生活照顧方

案，所以，規畫了系列課程如：園藝工

作坊、芳療與生活工坊、預防及延緩老

化增能坊、心靈探索坊、生活照顧方案

坊、居家安全一起來等，課程多元化讓

生活照顧更有想法與創意。

即刻救援的服務計畫

在長照 2.0計畫，我們都把時間與精
神給了照顧個案，那麼，不符合長照資

格條件的又該如何？我們幸運的趕上

──「即刻救援的服務計畫」，而這計

畫又可與慈濟基金會的照顧戶與關懷戶

計畫配合，能讓照顧個案及照顧者得到

及時的協助。好事需要大家一起來做，

關山慈濟醫院真的能從出生到終老守護

與陪伴在地的每一戶人家。

二○二○年，我們將有機會服務更多

的家人，包含：多元照顧服務中心、團

體家屋、巷弄 C站、失智據點站、餐
食服務、多元復能服務、家庭照顧者休

息站等，期望我們的服務能走入別人的

生命寫下人間有愛的故事，且長存回憶

之中，而這就是對家人的生活照顧。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關山慈院長照團隊舉辦家庭照顧者支持活動，期能協助提供喘息與互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