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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素月接任理事長

已滿一年了!回想去年三月接任時，

歷經協會辦公室搬遷、SARS 風暴，

致使協會活動計畫被迫延期，且壓縮

在下半年度密集舉辦，所幸皆能如期

且圓滿完成。 

過去一年，在有限的經費下，協

會共舉辦了二場「老有所養~如何照

顧年老的父母」研討會、四場「家庭

照顧健康生活講座」、六次「飛燕草

聯誼會」及「家庭照顧者關懷月系列

活動」，除了感謝內政部給予補助之

外，在此更要向所有支持協會的民間

機關、團體及個人致意！有您的幫忙

和鼓勵，讓我們在服務家庭照顧者的

路上不孤單！ 

 

 

 

            理事長 沈素月 

今年協會預計舉辦六場「家庭照

顧健康生活講座」，特別邀請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中醫部一

群熱心公益的醫師及一向支持我們

協會的王起杰醫學博士為民眾及家

庭照顧者講授一系列的健康照顧概

念。還有兩梯次的「家庭照顧者支持

團體」，希望藉由小團體的方式，彼

此經驗分享、關懷支持。另外，六次

的「飛燕草聯誼會」及「十一月家庭

照顧者關懷月系列活動」都是我們延

續辦理的重點工作。 



各個精采活動，期盼您的熱情參

與！也歡迎您隨時給予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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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在長期照護體系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她（他）們更是家

庭中不可或缺的成員，過去多項政策

如：「加強老人安養服務方案」三年

計畫，及「老人長期照護三年計畫」，

提及希望將機構式照護與居家式照

護的比例達成三與七之比（行政院衛

生署，1996）。內政部長期照護先導

計畫報告指出英國、德國、瑞典等國

由於正式服務體系的發達，對家庭的

依賴不如我國，但是近年來，由於財

政負擔沉重，因而多項鼓勵或支持家

庭照顧策略陸續出爐。英國在評估老

人需求時，同時評估家庭照顧者需

求，再給予支持；德國長期照護保險

現金給付家庭照顧者，並將家庭照顧

者納入就業保險，增進他們獲得退休

年金的機會；瑞典更是由中央提撥地

方特殊預算，支持地方開發支持家庭

的新型模式，學界也開始大力投入家

庭照顧者研究，希望擴大家庭提供照

顧的功能。在台灣，據估計全國扮演

家庭照顧者角色的人遠超過 50 萬 

 

 

 

 
家庭照顧者的健康狀況及健康管理 

邱啟潤 

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顧問 

高醫護研所副教授     

 

人。要讓家庭照顧者在長期照護體系

中充分發揮其功能，她（他）們的健

康與長期慢性病患的健康，同樣是不

可忽視的一環。 

家庭照顧者在日常生活中要落

實「健康促進」時，首先應先將自己

的心情調整好，面對它、接受它、處

理它，並與家人商量或利用喘息照顧

服務，抽空出外參加照顧者經驗分享

團體、或壓力處理調適課程。過去高

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辦理多場此

類活動，照顧者均認為受益良多，因為

這個團體成員彼此的問題相近，不但可

以學習照顧的小撇步，更可以互相傾吐

苦水，使心理健康先做好，讓生氣、焦

慮或憂鬱無法接近照顧者。有好的心情

才能面對日以繼夜的照顧工作，再要做

規律的運動、採均衡的飲食，以維持健



康的生活，做好疾病的預防；並養成定

期健康檢查的習慣，以免無謂的擔心，

同時又可做到疾病的早期發現、早期治

療，這些都與照顧工作一樣是非常必要

的，偶而的喘息是為了走更遠的路，絕 

 

參

 

對不是偷懶。 

家庭照顧者的「健康維護」：對

於病患身體的照顧，如：身體清潔（沐

浴、洗頭、皮膚照顧、口腔清潔）、

協助移位（如：上下樓梯、協助行走、

輪椅使用、復健或肢體運動）常需花

費很多的力氣來處理，若方法不對還

會傷害自己的腰背部，造成疼痛的問 
題，故學習正確的搬動病人以及使用輔

具協助之，都是維護照顧者健康的不二

法門。 

全國各地的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在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協助

下，從民國 87 年迄今已陸續於 10 縣市

成立，不斷地與當地社政單位與衛政單

位合作，辦理照顧技巧訓練班、支持團

體、照顧者聯誼會及如何照顧自己等活

動，照顧者應與家人討論，申請喘息服

務請他人照顧，或抽空參加這些活動，

使自己與被照顧者的健康兼顧。  

 

【照片一】 

 

 

 

 

 

 

 

 

 

 

飛燕草聯誼會 

延續過年的熱鬧氣氛，今年第一

次聚會安排在一月底，成員們依照往

例帶來了許多拿手好菜…課程則是

請到了高醫賴玉麟藥師指導「中藥的

用藥安全與禁忌」，讓大家對中藥的

服用有更深一層的認識。 

 

【照片二】 

 

 

 

 

失能老人家庭照顧健康生活講座 

    今年度的講座陣容堅強喔!! 開

春第一炮選在高雄市民族老人活動

中心（九如一路 899 號）舉辦，特別

感謝地主『金齡協會』的熱情協助，

努力動員會員及民眾參與，當天邀請

高醫中醫部婦兒科主任張志浩醫師



及小港醫院泌尿科主任王起杰醫學

博士，分別講授「高血壓、糖尿病之

防治與保健」及「中老年性功能障礙」

主題，參與人數近百人，反應相當熱

烈！ 

 

肆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本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已於 2月

21 日假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樓 B101

室舉辦。 

 

 

【照片三】 

 

 

 

 

 

 

 

當天除頒發感謝狀給過去一年

對協會熱情支持的夥伴之外，特別邀

請高醫中醫部內科主任吳景崇醫師

蒞臨講授『以中醫觀點談-癌症防治』

主題，透過這一主題的分享，了解到

原來生活當中有許多的食物都能夠

防癌，打破了珍貴食材及藥材才能夠

養生防癌的觀念，著實增加大夥對於

中醫健康保健的概念。 

 

 

 

【照片四】 

 

 

 

 

 

 

 

 

飛燕草聯誼會 

    新春時刻我們的第一次聚會圓

滿完成！轉眼又到了我們相聚的時

間，期待大家繼續熱情的支持與參

與！ 

日期：93 年 4月 10 日（六）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3:30 

地點：長青中心六樓日照中心     

（四維二路 51 號 6樓） 

活動內容 

11:30~1:30 分享餐會 

  請參加成員，每人準備一道餐食，

以分享餐會方式進行。 

 1:30~3:00  

“元氣克補-疼惜阮自己＂ 

  邀請市立聯合醫院身心科范樂群

主任進行專題演講。 

 
 
 
 
失能老人家庭照顧健康生活講座 

今年度的講座預計有六場喔!!

第一場次已經在 2月 23 日假民族老



人活動中心舉辦了!您參加了嗎?? 

我們將於 4 月份舉辦第二場囉!!

今年特別邀請王起杰醫學博士及高

醫中醫部醫師們為我們講授不同的

主題!錯過可惜，趕緊來電報名！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一年多沒有舉辦的家庭照顧者

支持團體，本會預計在今年度舉辦兩

梯次喔！您想與其他照顧者分享您

心中的苦悶嗎?您想知道別人在照顧

過程中的困境嗎?您是否也同樣陷在

照顧壓力中呢? 

您就是我們要招募的對象啦!! 

本會期待這樣的團體能夠提供家庭

照顧者些許支持，陪伴您走這段照顧

的路! 別再猶豫了! 趕快預約報名

喔!!  

 

伍

 
 
 
 

 

 

 

 
 

 

                 社工員  陳怡柔 

回想當初到協會面試時，還只是

個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想也不敢

想會得到這一份工作。接下協會工作

後，因 SARS 而延誤的活動在下半年

度接踵而來，一切從零開始，由計劃

撰寫、經費申請、活動籌畫與籌備及

活動當天演出，一連串的動作都必須

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當中經費申請

的壓力，足足讓我失眠良久，而今卻

已經在寫離職感言。 

人云：「初生之犢不畏虎」，大概

就是形容像我這樣的人吧！我這初

出社會的小毛頭，就像劉姥姥進大觀

園一般，對於這個花花世界的每件事

情都是新鮮的，把自己當作海綿一

樣，讓自己不斷的吸取新的知識與見

聞，深怕有一點點的遺漏。在這短短

九個月的時間當中，學習很多，一時

間也無法一一道盡與大家分享。 

但是不可免俗的要感謝大家對

我的扶持，首先謝謝邱老師對我的指

導與包容，因為有您的提點，讓我發

現一些盲點與需關注的地方；沈理事

長與張副教授的指導、孫姐的疼愛與

協助、政智老師與江清老師的支持、

淑媛老師的鼓勵及惠珍老師、淑婷主

任、彬吾姐、春玲姐、東富先生、、

等，實在感謝不完。另外，也要感謝

我們所有的家庭照顧者們、聯誼會的

成員們，會長黃爸爸、副會長黃媽

媽、惠淑、素霞、敏莉、杏珠、慕蘭、

鍾水凉先生、秋銀姐、高爾頓大哥、、

等，沒有您們熱情的支持，我可能無

法堅持到現在，因為看到您們的愛與

付出，讓我感動，也更堅定我為家庭

照顧者服務的心。 

現在因為我個人的因素，與大家

的緣分在此要畫下短暫的休止符（記

得是休止符，不是句點喔！），希望



在未來的日子裡，大夥都能夠平安、

順利，我也將期許自己，在未知的將

來能夠再回來為您們服務！！ 

 

 

陸

 

 

 

 

 

                 社工員  陳泰儀 

畢業於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從事社會服務相關工作已邁入第

六年，之前大部分的經驗都在醫務社

工領域，包括處理個案經濟補助、醫

療抱怨、資源轉介，舉辦病友團體聯

誼及社區義診等活動，所以對協會性

質的工作還是第一次嘗試！ 

以在醫院服務病人及家屬的心

得，我很能夠理解照顧者的處境及感

受，其實對照顧者的關懷跟對病人的

關懷一樣重要！很高興有機會能夠

加入協會---提供照顧者支持的行

列！ 

來自台中，嫁到高雄的我，希望

能儘快適應新生活，適應高雄的艷

陽、感受高雄人的熱情，並以加倍的

心力來服務南部鄉親！ 

 

 

 

 

【照片五】 

 

 

 

 

 

 

 

經濟補助類 

一、中低收入老人特別照顧津貼 

補助對象： 

【被照顧者】 

1. 實際居住在戶籍所在地。 

2. 領有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未接受收容安置或居家服務補

助，且未經政府補助中低收入

老人重病住院看護補助及未領

有政府提供之其他看護費用補

助者。 

3. 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身心

障礙者鑑定醫療機構診斷證明

罹患長期慢性病，且經社政單

位指定之社會福利機構、團

體、醫療機構及護理之家之社

會工作人員或護理工作人員作

日常生活活動功能量表（ADL）

評估為重度以上，需家人照顧

者。 

【照顧者】 



 

柒

1. 應與被照顧者設籍於同一鄉

（鎮、市、區）並實際居住者。 

2. 與被照顧者同爲計算家庭總收

入全家人口之成員。但出嫁之

女兒及其配偶，不在此限。 

3. 有工作能力而未就業者。 

補助金額：每月補助照顧者新台幣

5,000 元。 

洽詢單位：各縣市辦理情形不一， 

請洽當地社會局。 

 

二、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費用補

助 

補助對象：輔具係指可以協助身心

障礙者克服生理機能障

礙，促進生活自理能力的

輔助器具，本項補助係針

對身心障礙者發放，惟申

請補助項目應為未曾獲

政府醫療補助或社會保

險給付者。 

補助金額：列冊低收入戶者全額補

助，非低收入戶則視申

請補助類別核定。 

洽詢單位：當地社會局。 

 

服務類 

一、居家服務 

☺服務內容：由合格的居家服務員到

宅提供下列服務 

1.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換

洗衣物的洗滌修補、居家環境

改善、家務助理、文書服務、

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品、陪同

就醫或連絡醫療機關、友善訪

視。 

2. 身體照顧服務：協助沐浴、協

助穿換衣服、協助進食、協助

服藥、協助上下床、陪同散步、

運動、協助肢體關節運動、使

用生活輔助器具等。 

☺服務對象：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 

協助的老人及身心障 

礙者。 

☺補助方式：以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為例，詳見第 10 頁 

【附表】 

☺洽詢單位：當地社會局。 

二、日間照顧 

☺服務內容：由專業人員提供日間 

生活照顧服務，包括機

能回復運動、諮詢服

務、文康休閒、聯誼活

動、供應餐食、午憩服

務、交通接送等。 

☺服務對象：各縣市辦理情形不一。 

☺洽詢單位：當地社會局。 

 

三、復康巴士 

☺服務內容：針對行動不便的身心障



 

捌

礙者提供交通接送服務。 

☺收費標準：各縣市辦理情形不一。 

☺洽詢單位：當地社會局。 

四、暫托服務 

☺服務內容：讓被照顧者在護理之

家、醫院、養護所等機

構，接受二十四小時的

機構照顧。 

☺服務對象：日常生活活動無法自

理，且無傳染性疾病、

精神病或攻擊行為需

家人長期照護者。 

☺補助方式：每人每年可有七天的暫

托服務，政府補助合約

機構一天一千元的照

顧費用，超出費用由家

屬自行負擔。 

☺洽詢單位：當地衛生局或長期照護

管理示範中心。 

 

五、居家照護 

☺服務對象： 

1. 提供只能維持有限之自我照顧 

能力，即清醒時間超過 50﹪以 

上，活動限制在床上或椅子上的 

病患。 

2. 有明確之醫療與護理服務項目

需要服務者，病情穩定能在家

中進行醫護措施者。 

☺服務內容：由專業居家護理師到府

提供護理指導及照

顧，包括身體健康評

估、注射、更換或拔除

鼻胃管、更換氣切內外

管、留置導尿管及尿

袋、各種尿管、鼻胃

管、氣切套管護理、鼻

胃管灌食及技術、膀胱

灌洗、膀胱訓練、一般

傷口護理、大小量灌

腸、檢體之採取及檢

查、簡易復健指導、其

他有關病人之護理指

導。 

☺補助方式：補助每月居家護理師訪

視，以兩次為限，費用

依全民健保之收費標

準，案家需付 10﹪部

分負擔及支付居家護

理師來回計程車費用。 

☺洽詢單位：當地衛生局或長期照護

管理示範中心。 

六、日間照護 

☺服務內容：提供日間的專業護理服

務、醫師定期回診、日

常生活照顧及訓練、進

行物理、職能治療之復

健服務。 

☺服務對象：依各日間照護中心規

定。 



☺補助方式：各縣市辦理情形不一。 

☺洽詢單位：當地衛生局或長期照護

管理示範中心。 

 

【參考資料：家庭照顧者實用手札（內政部社 

 

玖

會司補助、財團法人國票社會福利慈善基金會

贊助、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編印）】 

 

 

 

 

        新增會員 

（92.12-93.2） 

個人會員      

216 張  淑  217 蔡素娥   

   218 曾素珍  219 蔡玉英  

     220 趙素娥  221 黃蔡靜香 

     222 羅良月  223 許蓮招 

  贊助會員 

    贊 048 吳秀盆 

 

歡迎新會員 
加入關懷行列 

 
 

捐款芳名錄（單位元） 
  
12 月份 

金齡協會 3000  邱啟潤 3000   

簡淑媛 2000    

 

 

1 月份 

王敏莉  800    李淑婷  400     

王瓊玉  960    賴玲吟  360 

孫淑婉 2000    吳瓊滿 1000 

林

曉

音  510    鍾楊秀鳳 500 

田乃芃  200    賴玉麟  800 
  
2 月份 
   賴裕鈴  400    陳碧嬌  200 

   林正枝 2000    吳景崇 1600 

   王起杰 1600 

   富華養護中心 3000 

   吳秀盆  100（卡片義賣） 

       
 
 
 
 

 
92.12 

 

12/01  舉辦『家庭照顧健康生活

講座』 

12/08  孫總幹事參加『高雄市政

府九十二年度第二次

社會福利暨志願服務

機構聯繫會報』 

12/12  中華社會福利聯合勸募

協會審查委員張玲如至



協會進行方案申請實地

複審 

12/15   沈理事長、社工員參加

『高雄市九十二年度第

九次婦女團體聯繫會

議』      

 

 

壹拾

93.1 
 
01/16  九十三年度『拓展家庭照

顧服務方案』通過中華

社會福利聯合勸募協會

審查 

01/31  舉辦『飛燕草聯誼會』九

十三年第一次活動 

 

93.2 

 

02/02  社工員參加『高雄市九十

三年度第一次婦女團

體聯繫會議』 

02/21  召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 

02/23 

 

舉

辦

『

失

能老人家庭照顧健康生

活講座』第一場 

 

   

【附表】 

 

 

 

 

 

 

 

 

 

 

 

 失智十大警訊  

1. 記憶力變差，影響日常生活起

居。 

2. 以前可以做好的事情，現在做不

好。 

3. 搞不清楚過去、現在與未來，沒

有時間與空間概念。 

4. 情緒起伏很大，容易生氣，有時

服  務  對  象 補助時數（每月）政府補助額度 服務對象自付（每小時） 

  低  收  入  戶 60 小時 100﹪ 免費 

8 小時內 100﹪ 免費 

9~20 小時 60﹪ 72 元 

 

輕度失能 

21~60 小時 50﹪ 90 元 

16 小時內 100﹪ 免費 

17~36 小時 60﹪ 72 元 

 

中低 

收入戶 

中重度 

失能 

37~60 小時 50﹪ 90 元 

8 小時內 100﹪ 免費 
輕度失能 

9~20 小時 50﹪ 90 元 

16 小時內 100﹪ 免費 

 

一般戶 

中重度 

失能 17~36 小時 50﹪ 90 元 



 

壹拾壹

會攻擊人。 

5. 沒辦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與

意見，理解力變差。 

6. 判斷力變弱，警覺性變差。 

7. 缺乏抽象思考能力，例如：不知

道鑰匙可以用來開門，不知道筆

可以用來寫字。 

8. 換了個人似的，性情大變。 

9. 和以前相比，情緒和行為都不一

樣。 

10. 會偷偷藏東西，又忘記東西放在

哪裡，甚至以為別人偷藏他的東

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