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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長期照顧服務內涵

參、長照2.0創新服務-以天主教仁慈醫院為例

肆、結語



壹、前言(1/3)

你想像中的老年生活是什麼樣子？

圖片出處：Heart & Stroke Fundation



壹、前言(2/3)

當你老的時候，想要住在哪裡呢？

圖片出處：Heart & Stroke Fundation



壹、前言(3/3)

✓ 105年全人口失能人數78萬人，120年增加至120萬人
✓ 全國65歲以上老人比例：13.39%

推估至民國120年全國失能人口狀況

失能率 105年 107年 110年 120年

全人口 3.45% 3.63% 3.94% 5.30%

老人 16.19% 15.91% 15.60% 16.36%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



長照乃指對身心功能障礙者在一段長時間內，提供一套包括長期性
的醫療、護理、個人與社會支持的照顧；其目的在促進或維持身體
功能，增進獨立自主的生活與能力(Kane＆Kane1987)。

Weissert(1991)長照服務對象包含所有年齡組之人口，罹患慢性病
及身心障礙者均為其服務對象，且此服務可在機構、非機構及家中
提供(吳等，1998)。

整體而言，長期照顧是提供給需要提供協助的個人(因身體或心智
失能)予多元性的、持續次的健康及社會服務；服務可能是在機構
裡、護理之家或社區之中提供；且包括由家人或朋友提供的非正式
服務，以及由專業人員或機構所提供的正式服務。(長照2.0核定本)

貳、長期照顧服務內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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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罩你我的老年
◆高齡少子化時代來臨，人口老化已是全球重要的健康議題，建構完善的長照制

度，是為實現在地老化，讓你我都可安心樂活終生的社會。
◆為因應國內人口老化、少子化現象，以及家庭照顧功能日益薄弱的趨勢，政府

分三階段來建立長期照護制度，包括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建置長照服務網、
制定長照服務法，以及規劃推動長期照護保險。

我國的長期照顧政策藍圖期程規畫表

貳、長期照顧服務內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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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長期照顧服務內涵(3/3)



參、長照2.0創新服務-
以天主教仁慈醫院為例

../../Users/DR06/Desktop/170309仁慈醫院Final.mp4


以人為本

社區基礎

連續照顧

目的:
建立優質、平價、普及
的照顧服務體系。
實踐在地老化價值:提供
支持家庭，從居家、社
區到機構的多元連續性
服務。
向前延伸初級預防照護
向後整合多目標社區＋
支持服務，銜接出院準
備服務及居家醫療、護
理、居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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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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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弄長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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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有需要人士能在自
己熟悉的社區內受
到照顧，過正
常的生活。





流程構面 顧客構面 員工構面
社會責任
構面

財務構面



資源整合、人員交流

建置資訊平台

服務模式

永續經營

整合:提供服務的管理原則。
藉由醫療與長照的雙向結合，以人需為核心
無縫銜接醫療照顧、長期照顧及生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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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社區醫療群



互助家庭



代間學習



新竹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天主教仁慈醫院)

B級複合式服務中心(湖口鄉勝利村)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湖口鄉孝勢村)

B級複合式服務中心(新埔鎮)
規畫建置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新埔鎮新民里)

醫療支援協定合作案
(竹東台大、榮民醫院)

1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湖口鄉)
2 B-複合式服務中心(湖口鄉、新埔鎮)
1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湖口鄉)

規畫建置A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新豐鄉山崎村)



21

新竹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目標、推廣模式及成效

項次 指標 推廣模式 成效

1 個案管理服務 門診篩檢、社區篩檢、轉介 服務人數156人

2 培訓失智專業人員 照服員專業訓練 培訓455人次失智症專業人員

3 失智公民識能率 社區宣導、公司行號宣導 失智公民識能教育達1,299人

4 育成、輔導失智據點 召開連繫會議、個案轉介
輔導新豐、湖口、竹北三家失
智據點。

失智疾病多元，每個疾
病歷程皆會不同樣貌呈
現，家屬照顧相對較一
般失能辛苦，共照中心
重要任務為陪伴家屬走
過這段照顧歷程，並輔
導失智據點協助更多失
智長者及其家庭擁有品
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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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醫院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各據點一覽表

地區 名稱 推廣模式 備註

湖口鄉

⚫ B級複合式服務中心
關懷訪視、專業課程規畫、
輔導C據點、共餐服務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特約據點

⚫ 聖母社區失智據點
專業課程規畫、共餐服務、
團體健康促進活動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特約據點

新埔鎮 ⚫ B級複合式服務中心
關懷訪視、專業課程規畫、
輔導C據點、共餐服務

新豐鄉

⚫ A級社區整合型服務

中心(長照旗鑑店)

⚫ C級巷弄長照站

照顧管理、培力在地C、資

源平台、直接服務四構面

交通車巡迴接送、日間照

顧、居家醫療、居家護理

居家服務、復健、輔具服

務、營養餐飲等

1.1A3C之整體照顧團隊，希望
納入社區醫療群、居家醫療、
居家護理、居家安寧、出院
準備為共同小組。

2.成立快速醫療轉介窗口。
3.預計10月份辦理揭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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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指標 推廣模式 成效

1 服務個案人數
醫院門診個案、長照中心轉介、社區篩檢、相
關宣傳管道

失智症個案6位、疑似個案4位

2 健康促進活動團體
提供認知、藝術、運動、懷舊、音樂等活動，
維持身體功能及提升參與動機

182人次(每日1場次)

3 家庭照顧者教育訓練
透過疾病了解及衛教，協助家屬及照顧者對照
顧方面資訊，使家屬及個案之生活品質提升

19人次(2場次)

4 社區識能率活動
辦理社區失智症教育及宣導活動，讓社區民眾
對失智症認識及預防

113人次(4場次)

5 延緩失智服務
除據點提供服務以外，定期於社區帶領長者活
動，達到預防及延緩之成效

70人次(13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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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重症

預防保健
癌症篩檢

長照2.0
計畫推動

慢性疾病

e化門住診服務提供優良品質

推動新湖社區醫療群照護服務

提昇急重症醫療照護品質

優質急性後期照護服務

落實社區健康營造、提供社區預防性照顧

銜接社區、居家醫療整合照護

續航長照失智失能服務
永續預防及延緩失能(智)服務

銜接出院準備服務

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延伸出院準備服務
綿延居家護理服務

提供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
提供餐飲服務
提供居家及社區復健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含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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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失智共照中心

新豐鄉A級整合型服務中心

延續106年服務普及

各村莊角落



肆、結語(1)

• 人口老化是世界潮流所趨，衍生很多

問題及危機，但是否也是轉機的崛起？

• 長期照護產業將必須整合健康行為促

進、醫療發展、健康預防照護、終至

機構式照護，新的健康照護(走入社區

提供居家醫療、護理、居家服務及居

家安寧等)、創新模式(遠距醫療等)方

能滿足高齡者的照護需求。



肆、結語(2)



幸福不是你的愛人有多漂亮
而是你愛的人笑容有多燦爛
不是每個人都會有失智症
但是每個人都會老
社區長照需要你我他
邀請您〜憶起加入愛

肆、結語(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