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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守東部小鎮二十一年的玉里慈濟醫院，

以小而美的規模實踐長照 2.0；

玉里慈濟居家長照機構及玉里慈濟居家護理所，

於二○一九年先後成立，

服務範圍擴及花蓮縣南區五鄉鎮，

近百公里的綿長距離。

新手上路的居家長照團隊與居家護理師，

帶著愛與照護專業，走出醫院，

敲開需要幫助的長者家門與心門，

一步步踏實鋪造長照在地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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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仍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間，長照

2.0的服務，在大花蓮南區小鎮也盡力
落實。玉里慈濟醫院本是小小一家社區

醫院，人力有限，光維持醫院運作就不

容易，怎麼還能去做長照？但是，有心

就不難！

證嚴上人的靜思語：「苦難人走不

出來，有福人要走進去，為他們拔苦予

樂。」運用在醫療上就變成「有病的人

走不出來，我們醫護就走進去。」相

對臺灣各區域，在高齡人口比例更高的

花蓮縣南區，為能照顧住在偏遠山區交

通不便、生活無法自理，或者因行動不

便而無法外出就醫的長者鄉親，佛教慈

濟醫療財團法人在二○一九年先後成立

了「玉里慈濟居家長照機構」及「玉里

慈濟居家護理所」，同年玉里慈濟醫院

成立了「失智共照中心」，透過多元的

服務面向與資源整合，以落實長照在地

化。而居家服務、居家護理、出院準備、

失智照護等相關長照服務，三個單位業

務相互合作、互補，讓長照與醫療兩端

銜接、連線不漏接。

「居家長照機構」的服務對象較廣，

主要項目為居家服務、居家護理、失智

共照、出院準備。居家護理所服務的對

象為行動受限、身上有留置管的病人、

有明確的醫療需求。兩個機構的服務區

域都分布在萬榮鄉馬遠村與紅葉村、瑞

穗鄉、玉里鎮、卓溪鄉、富里鄉；而且

有時為了病人，兩個機構的護理師也會

合作，甚至共同到宅訪視。

八月一日，玉里慈濟醫院陳岩碧院長 ( 左一 ) 帶著院內同仁、居家長照團隊，結合慈濟基金會同仁和

志工，一起來關懷戶高先生家協助打掃。

文／張汶毓、洪靜茹

攝影／張汶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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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寥寥數個地區，實則花蓮縣地形

狹長而遼闊，人口分布差異甚大又交通

不便，地圖上雖是鄰近鄉鎮，但在服務

個案時，若要從萬榮鄉馬遠村移動到富

里鄉的豐南村，即使同屬花蓮縣南區的

兩地，相距卻達九十八點七公里，近百

公里之隔，約莫是臺北一○一大樓到新

竹火車站的距離，然而此處沒有便捷的

大眾運輸工具可轉搭，山路曲折加上天

氣變化莫測，開車單趟就需要花費兩個

鐘頭左右的時間，在偏遠地區從事居家

照護的通勤成本之高可見一斑。

關懷戶納入長照服務

打開受助人的心

看見地方長者在長照上的需求愈加迫

切，自二○一九年三月開始服務的玉里

慈濟居家長照機構，即使挑戰重重，仍

設定在偏鄉提供高品質的服務為目標。

今年（二○二○）八月，玉里慈院收

到慈濟基金會提報，在卓溪古風村一位

高先生，多年前在打獵時不慎遭汽油彈

炸傷、燒燙疤痕讓他的右手皮膚緊繃，

影響到手臂活動力，再加上日前中風，

高先生在生活方面自理能力開始變得不

佳，也不重視自身清潔，身上有多處抓

癢抓傷的痕跡，又任由蒼蠅與蚊蟲停留

傷口。另一方面，居住的環境更是髒亂

不堪，甚至已經看不見地板的原貌。據

親友描述，屋內垃圾還曾經堆積到一層

樓高，還有大量的蜘蛛、蟑螂，雖然有

協助清掃過，但沒多久又故態復萌。

經基金會社工的轉介，邀請玉里慈院

和玉里慈濟居家長照機構來作關懷與打

掃環境，並且為他進行身體健康評估與

導入居家長照服務資源。在謝彩琳護理

長和周文斌居家服務督導員的努力下，

不到兩週的時間，立即安排照服員進到

高先生家中服務，提供協助沐浴、家事

服務、關節活動、精神支持等服務。

周文斌居服督導，最早是玉里慈院

急診護理師，後來到臺北慈濟醫院服

務，在二○一九年決定返回家鄉，投入

原民鄉親的長照服務。與高先生同樣為

卓溪鄉人的周文斌，用布農族語和他溝

通、搏感情，也能更了解他的整體照顧

需要。幾次拜訪後，高先生從不太搭理

人，到願意邀大家同坐在院子裡聊天，

還叫大家去採院子裡的檸檬，帶回去分

享給院長。後來他也接受儀容打點，周

督導特別抽空來一趟幫高先生理頭髮，

見到鏡中人從蓬頭垢面變得乾淨清爽，

八月二十五日，周文斌居服督導專程前來為案

主高先生理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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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某次的陪

伴聊天中，方知原來他年輕時，就曾經

和周文斌的父親一起去深山打獵過！兩

人就這樣建立起亦親亦友般的信任連

結。

另一個形同家人的是居服員黃永盛，

也是卓溪同鄉，才剛到職一個多月，雖

然外型粗獷高大，卻十分體貼細心，在

進行服務時，總睜著一雙大眼睛親切地

喊著高先生「叔叔，叔叔」，一邊話家

常，一邊幫他處理家務清潔的工作。高

先生非常感恩慈濟帶給他這麼多資源，

改變了他，擁有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生活

品質改善，期許自己未來透過撿拾回收

來維生，不要辜負了慈濟相助翻轉的好

意。

「玉里慈濟居家長照機構」由周

文斌居服督導帶領八位居家服務員，

從二○一九年六月開始服務，當月服

務了三十六位個案、兩百四十三人

次；一年多以來逐漸累積個案數，

二○二○年八月單月服務七十一位個

案、一千七百六十四人次，統計這

十五個月以來，居家長照服務了一萬

七千八百七十六人次。

居家護理　到宅照護

緊接著居家長照機構之後成立的玉里

慈濟居家護理所，也為部落鄉親提供了

另一種支持性照護。居家護理所自二○

二○年六月開始收案，服務內容為更換

管路 (鼻胃管、尿管或氣切管 )、藥物
注射、傷口造口護理、代抽血採檢、照

顧技能護理指導，由具有加護病房與一

般病房臨床經驗的謝彩琳護理長與葉珈

妤護理師來承擔。而院內楊行樑醫師與

李晉三醫師也以醫療專業，參與其中需

要結合醫師到宅評估的環節。

居家護理工作可說是從醫院換個場

景，將臨床照護延伸到社區、居家來執

行，為的是減少病人及家屬受奔波之

苦。但個案的家，有些位在毫無訊號的

山區，需經過雜草叢生、曲折又狹小的

產業道路，常常是一邊山壁一邊梯田的

僅容單行，初次造訪時導航也幫不上

忙，往往必須請個案家屬在電話中指

路，如果再找不到，只好委請家屬出來

帶路。

記不住的阿嬤　勤訪勤衛教

富里鄉竹田村有座著名的六十石山，

在景點附近一座人煙稀少的山頭，住著

一位七十八歲的林阿嬤，輕微失智的

照服員黃永盛揮汗為高先生打理環境與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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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多年前曾因右下肢靜脈曲張出血開

刀，術後卻因糖尿病控制不佳，導致傷

口無法正常癒合，時常反覆感染，如今

已演變成慢性傷口。雖然行動上有所不

便，但自理能力還行，一直沒有積極處

理。住在臺中的女兒，聯繫上玉里慈濟

居家長照機構，希望能有人力資源幫

助，到家中為媽媽換藥。但因為林阿嬤

個性不喜歡麻煩別人，照服員服務過幾

次後，她向同住的兒子表示「傷口已癒

合」不需再請照服員來換藥。

直到有一天，兒子在家中聞到猶如老

鼠屍體的腐臭味，驚見媽媽腳上的傷口

已經大面積潰瘍，狀況非常嚴重，連忙

把人帶往花蓮慈濟醫院住院治療。遠在

中部的女兒得知後，趕緊再度與玉里慈

濟長照機構的周文斌居服督導聯繫，這

才了解媽媽婉拒居家服務的始末。擔心

情況重演，她再次表示希望有居家服務

員能繼續到家中為媽媽做傷口護理的服

務，不過此時卻因長照法規更改，讓居

服員無法按家屬期待執行原先的服務內

容。

變化始料未及，收案程序要重新來

過，但周文斌居服督導與葉珈妤居家護

理師，仍在第一時間立刻前往阿嬤家中

探視，協助清洗傷口並仔細教導。林阿

嬤年事已高，換藥觀念和方式很「老

舊」，居護所提供的消毒藥水原封不動，

阿嬤都沒有用藥水消毒傷口，加上兒子

因農務繁忙而早出晚歸，無法配合傷口

護理，放心不下的珈妤，只能暫時利用

跑個案之間的空檔，赴林阿嬤家中幫她

傷口護理。「時間上允許我就盡量過來，

葉珈妤居家護理師為林阿嬤處理傷口，詳細衛教叮嚀要消毒後再上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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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一些沒關係，也會勸阿嬤，如果放

任傷口持續惡化，最嚴重可能要截肢。」

看著居護所同仁如此為個案著想，多次

跟著陪訪的謝彩琳護理長，總是和夥伴

一起想辦法處理現況因應，一邊等待著

可以進入的資源通過審核。

在居家護理所的服務順利進入後，富

里鄉衛生所照顧管理專員也幫林阿嬤爭

取到更多資源，其中最要緊的就是讓居

家護理師增加衛教的項目。感激於玉里

慈濟居家長照機構與居家護理所在服務

之外對媽媽的關懷，林阿嬤的女兒回家

鄉探親時，特地帶著太陽餅以及寄送水

梨來感恩居家長照機構與居家護理所的

同仁，濃濃的人情味總是讓服務往來充

滿溫暖。

居護團隊的努力有了成果，阿嬤的

傷口恢復狀況良好，在不斷的衛教示範

和溫情開導下，改正了阿嬤重複使用髒

汙紗布的習慣。另外，這段時間也察覺

到阿嬤還有用藥習慣不正確的問題，有

時忘了吃、有時吃過量，就連住隔壁的

親戚好心送來分格藥盒幫忙分裝好，阿

嬤還是用不慣，平白把藥放到過期。葉

珈妤居家護理師為了讓阿嬤服用正確的

量，經詢問藥師意見後，協助將控制血

糖的藥切成兩半，隔日才能正確服用。

接下來，團隊希望能找到適合的方式，

幫助不愛出門的阿嬤健康促進，減緩功

能退化的速度。

教到會幫到底　家屬的定心天使

玉里慈濟居護所，目前就是謝彩琳

和葉珈妤兩個人，小而美的團隊，小歸

小，始終想為個案多做一點的願力很

大。同在富里鄉、但距離竹田村近二十

七月十六日，李晉三醫師前來為潘大姊的婆婆進行訪視評估，珈妤現場教學如何為臥床病人按摩以預

防關節僵化，潘大姊和先生一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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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路程的豐南村，有一位曾經在雨天

蹲在戶外不肯回家的重度失智阿嬤，幾

個月前突然中風癱瘓，兒子與媳婦決意

辭掉工作自北部返鄉照顧，同時也把患

有糖尿病的岳母接來豐南村同住，一家

子相互照應。

孝順的媳婦潘大姊，是負責收案的葉

珈妤居家護理師口中的「模範生」，張

羅家裡一切，積極的學習為婆婆抽痰、

翻身擺位等各種照顧技巧，更懂得帶動

丈夫和其他家人一起投入照護行列。這

位爽朗健談的阿美族女性，提及剛開始

也會憂心自己能不能辦得到，但想到當

家作主的婆婆，總是讓家裡的運作保持

秩序和整潔，是最穩固的靠山，現在婆

婆病倒了，料想也會要求她要堅強起

來，守護起這個家。在「絕不允許婆婆

在我的照顧下愈來愈糟糕」的心念驅動

下，潘大姊克服害怕，從零學起每個照

護步驟，兩個月以來已然熟練上手。

「阿嬤，我們來看您囉！剛才下好

大一場雨吶！現在是不是比較涼？」這

一天，約好來更換鼻胃管和導尿管。臥

床昏迷的阿嬤雖然無法回應，但是仍能

接收到外面的訊息，所以問候、寒暄是

一定要的，在執行護理行為時，也都會

說明一下以示尊重。珈妤和彩琳默契十

足、相互搭配，翻身、拍背、鋪墊、更

換管路……，既要使力，也要謹慎，還

要考慮阿嬤的舒適度來調整力道輕重。

夏日熱雷雨後迎來陣陣涼風，兩人仍忙

得滿頭大汗。接著要進行比較花時間的

肛門口護理，等待潘大姊取來相關備品

之前，一直彎腰埋頭的珈妤站直身體喘

口氣，仍握著阿嬤的手按摩著，一邊檢

查其四肢關節和皮膚狀況。

八月十七日居護所兩人小組前來為潘大姊的婆婆進行居家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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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進步很多耶！潘大姊照顧得

很好喔！」彩琳記得兩個月前初次到

訪時，阿嬤是虛弱到完全沒有反射動

作的，現在呼吸有力氣，氣色好、皮

膚有光澤，非常不容易。主要照顧者

潘大姊深有同感，她每日按表操課照

護，牆上的日曆、書桌上的筆記本，

都有寫來提醒自己的注意事項，更常

常在婆婆耳邊精神喊話、分享生活大

小事，丈夫也在她的引導下願意一起

分擔，如今婆婆真的進步到能睜眼看

人、手腳能有節奏的擺動，肢體活動

能力變佳，看在潘大姊眼裡充滿欣慰

與動力，她也樂天地開玩笑說：「我

的婆婆愈來愈『長大』了 !」
除了進到個案家中教做、解說，居

家護理師也善用科技，平時會透過通

訊軟體與個案家屬保持聯繫，輔助指

導照顧技巧以即時解決問題。潘大姊

和葉珈妤居家護理師便是如此建立起

革命情感的隊友，共同為提升阿嬤的

健康而努力著。

謝彩琳護理長參與

第一線服務，希望

能為長者提供最適

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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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服務告一段落，珈妤對於阿嬤

的灌食方式、如何減少管線與皮膚接觸

的摩擦或拉扯，給予了一些建議，潘大

姊承諾會做到，即知即行又勤奮好學的

她，總想著為婆婆做更多：「如果珈妤

有可以指導我的技巧，一定要告訴我，

我要全部學起來。」家屬積極的態度與

居家護理所提供的服務是相輔相成的，

有助於促進個案的狀況逐漸好轉。

為夥伴著想

互援相守團結力量大

深入社區的居家護理，必須有基本

的臨床經驗，還要有臨機應變的能力。

來自嘉義的葉珈妤，是慈濟科技大學護

理系公費生，二○一六年畢業即到玉里

慈院上班，今年二月轉調居護所，她說

隻身服務的過程充滿挑戰，好比承接居

家護理師工作後，皮夾裡的駕照才「見

光」，開始累積實際開車上路的經驗，

穿梭在不熟悉的村落巷弄找路是常有的

事，進一步來說，「以前在病房什麼配

備都有，現在要走進病人的家裡，輔助

家屬在長期照顧這路上，為他們張羅需

要什麼。」

雖然常常一人出隊，但總有後援相

守不孤單。每當遇到執行層面的問題，

向在花蓮慈濟居家護理所服務的前輩請

益，「學姊在白班忙碌之餘，只要看到

我求教的信件，無論再忙還是會一一詳

居護團隊前往玉里靜思堂關懷，為長者進行失智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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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解答，很感激。」

此外，接案初始，身為直屬主管的

謝彩琳，不放心珈妤獨自一人跑服務，

跟著去過好幾次。她感恩理性又沉穩的

珈妤，不論面臨各種變動或挑戰，始終

把個案的健康照顧放在第一順位，與社

工、個管師等人進行跨部門協調溝通，

提出可行性高的方案一起討論。

歐欣怡護理長是投入居家長照機構

及居家護理所籌畫的開路先鋒，她說：

「我們重視出院準備服務，從病人一入

院開始，就提供相關服務，協助出院後

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讓病人在出院後能

獲得持續性的健康照顧服務，減輕家屬

玉里慈濟醫院失智共照中心深入社區，樂智據點有多元豐富的課程陪伴老人家健康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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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慈濟醫院失智共照中心
為了守護在地長者，落實長照 2.0，失智照護資源的布建也是玉里慈院

的重點工作之一。除了長照機構，玉里慈濟醫院在二○一九年三月揭牌
成立「失智共照中心」，目前分別在玉里鎮、富里鄉有樂智據點，依年
度月分都安排不一樣的主題課程，讓阿公阿嬤來學習新事物，參與互動
防止大腦退化，平時也常會結合鄰近社區舉辦樂齡學習活動，或在居家
關懷時透過社工轉介來找尋有潛在失智問題的老人家。

玉里慈濟醫院失智共照中心提供個案管理服務，承擔個案管理的黃于
雯失智個管師表示，在發現疑似者提供確診及醫療照護諮詢或轉介照護
單位，確立診斷後依失智程度來轉介失智者所需的服務，症狀較嚴重者
由身心醫學科醫師評估，進行一條龍的確診服務，讓疑似失智症的長者，
能即早完成所有檢查，提升就診的便利性。而輕度或極輕度失智的長輩，
可以轉介到醫院承辦的服務據點──玉里環保站樂智社區服務據點與公
埔文化館樂智社區服務據點，透過多元課程提供各種認知活動的刺激，
進而減緩失智症造成的退化。玉里慈濟醫院失智共照中心積極與社區作
串連，藉以提升長照失智照護服務品質。

來自臺東縣長濱鄉膽曼部落的黃于雯失智個管師，二○一八年從慈科
大原住民專班畢業，第一志願就選擇到玉里慈院服務。從急診、病房到
門診，快步調的護理工作讓她不太適應，最後在護理科郭雅萍主任的引
導下，積極投入失智症關懷據點活動，讓黃于雯找到自己的護理定位，
也讓她能就近照顧自己年邁的奶奶。因為奶奶也有失智症，于雯在與奶
奶相處的過程中了解如何與失智症長者互動，用他們能理解的方式溝通。
現在的黃于雯不僅能獨當一面帶動社區長者一起做活動，也承諾將繼續
在當地守護長者的健康。

玉里慈濟居家護理所的兩位護理師，也常常到失智共照據點關懷，若
有需要照護的老人家，就協助提供適切的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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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並整合居家護理，未來期望將醫

療服務串連在其中。」居護所成立後，

就由謝彩琳代理護理長接棒。

居護所雖屬新手上路，謝彩琳護理

長說：「最重要的是我們醫院的單位之

間都會互相支援，這種團隊合作精神，

相信未來不論遇到任何困難都能迎刃而

解。」

謝彩琳原本在加護病房服務很長一

段時間，觀察到很多病人明明康復了

才離院，卻又因病情復發或併發症而

成為醫院的常客，心起疑惑：病人在

出院返家後，究竟面臨的狀況是什麼？

因而想要去了解、協助，改善病人反

覆住院的狀況。「在投入出院準備和

居家護理所服務後，發現真的有很多

需要受幫助的人，而且要花時間和爭

取更多的資源，有時候不免要面對期

待落差的挫折。」然而當看到單位同

仁用心為個案傾力付出，抑或是服務

的個案與家屬狀況能慢慢變好，榮譽

感就油然而生。這也是支持玉里慈濟居

家長照機構及玉里慈濟居家護理所前進

最大的動力。

玉里慈濟醫院護理科郭雅萍主任結語

表示，玉里慈濟居家長照機構與居家護

理所，本來就會攜手互補合作，居家服

務員與居家護理師是深入觸及到偏鄉的

手，期望這一雙雙用心於照護的手，讓

需要受照顧服務的人，省去路程奔波之

苦，未來更加提升服務的品質。

郭雅萍主任 ( 前排左四 ) 感恩玉里慈院同仁互助相惜，共同為在地長輩的健康而努力。圖為六月五日

參與和衛生所合作舉辦的樂齡活動，篩檢失智高危險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