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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照顧″是一條漫長的路… 

您因為長期照顧生病的家人而覺得

生活疲憊嗎？這是一個您可以放心

釋放壓力、分享經驗的地方，提供您

如何減輕壓力及管理情緒，讓您在 

″照顧″的路上，絕不孤單！ 

針對不同主題，每週兩小時的聚

會，為期六週，全程免費，歡迎家庭

照顧者踴躍參加！ 

本團體第一梯次已於六月份圓

滿落幕，第二梯次將於七月下旬開

辦，名額有限！報名請洽協會，會員

優先喔!! 

 

 失能老人家庭照顧健康生活講座 

（含特別活動：骨質密度檢測）  

    本年度第五場次將於 8月 14 日 

（星期六）上午 9:30 假新興區老人

活動中心舉辦【黃海街 62 號】。 

由高醫泌尿科王起杰醫學博士

主講「中老年人排尿問題之處理與諮

詢」及「中老年人性功能障礙」二大

主題。 



本次因配合新興區社區健康營

造中心需求，除了提供精緻小茶點

外，還特別安排″骨質密度檢測″。這

麼精采的活動內容，錯過可惜，您一

定要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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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燕草聯誼會 

時間過得很快，大家上次見面還

是新春，轉眼第二次再見就是四月天

了！而且本次參加聚會的人數更創

下新高，共有 54 位。依照往例，我

們相約在長青日照中心，每位夥伴都

帶了一道拿手菜，最後幾乎都被吃得

盤底朝天呢！ 

 

 

【照片一】 

 

 

接著，就是大家期待的減壓課

程，這次特別請到了市立聯合醫院黃

友良心理師主講「元氣克補---疼惜

阮自己」，教導大家先從情緒、壓力

分析，來檢視自己目前的心理狀況，

進而練習自我健康管理，試著改變現

狀。 

 

 

其中還介紹了幾種抒解壓力的

方法，例如：肌肉放鬆訓練、正向思

考、音樂療法、找人傾訴、做自己喜

歡的消遣…等等，陪伴大家度過了一

個輕鬆的午後時光！ 

 

 

 

【照片二】 

 

 

 

失能老人家庭照顧健康生活講座 

本年度第二場次於 4月 19 日

舉行，這也是首次選在楠梓地區，

獲得廣大當地民眾迴響！要感謝

宏昌老人活動中心的大力宣傳，以

及提供這麼好的場地給我們使用。 

這次講座特別邀請高醫中醫

部針灸科胡文龍主任，以及力挺協

會的高醫泌尿科王起杰醫學博士

分別講授「中老年人身體活動功能



障礙的復健---按摩、推拿」與「中

老年人性功能障礙」兩大主題，引

起長輩們的興趣，無不專心聆聽，

並積極提問討論。 

到了有奬徵答時間，長輩們趕

緊拿出演講中做好的筆記，除了希

望拿到精美禮品外，更希望獲得答

對題目的成就感！活動結束，我們

相約下半年再見！ 

 

 

 

 

【照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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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今年協會預計開辦兩梯次的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有鑒於家庭

照顧者終日將自己的時間、健康奉

獻給家人，鮮少有喘息的機會，也

幾乎暫停所有與外界的聯絡….身
為守護家庭照顧者的我們，似乎該

做些什麼了…. 

      5 月 15 日第一次聚會，人數

雖然不多，但時間卻不夠用…參加

的成員們，像是在大海中抱到了浮

木，將自己長期的壓力一洩而出，

有的生氣，有的哭泣，有的委屈，

有的鼓勵….. 

連續六週下來，藉由活動主題

的安排，成員間的互動愈來愈多，

也表達了對這個團體的肯定！雖

然結束之後，每個人仍舊得面對生

活、照顧的壓力，但我們相信，經

過一個多月心情上的充電與整理,
成員們已有足夠的能量繼續向前,
而且知道每天有許多和自己一樣

的家庭照顧者，都在默默付出。讓

我們彼此支持、互相打氣！ 
 

 

 

 

【照片四】 

 

 

 

 

 

 

 

 

 

    ″老人失智症″是許多人近年

來逐漸關注的議題，隨著失智症

患者的增加，又是另一項棘手的

照顧議題…. 

    要照顧失智症患者，首先讓

我們來瞭解這個疾病。本期特別

以專題，整理了一些資料，希望

能提供家庭照顧者參考，學習跟

″它″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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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患阿茲海默氏症的老太太

在門診追蹤多年，眼看著她由中度逐

漸變為重度。最近她女兒帶著三歲的

小兒子陪老太太回診，老太太坐在輪

椅上無法行走，手腳均已僵硬，連自

己的名字都不會講，但是眼珠子卻亮

著，跟著小男孩的身影轉。小男孩被

母親調教得活潑而有教養，不時過來

拉拉祖母僵硬的手，說是替祖母運

動。對著祖母吹口哨或做鳥叫聲，祖

母也鼓起嘴巴試著吹口哨，發出一些

聲音，更伸出手去摸摸小男孩。這固

然是祖母疼小孫子的動作，但不更像

是一個小孩子看見了另一個小孩

子，感覺到有了「同伴」般的興奮快

樂？ 

    這位老太太的女兒把母親照顧

得無微不至。她感嘆說：「父親生前

常抱怨照顧母親多麼辛苦，現在我才

深深體會。」可想像這位年輕的母親

要照顧的不只是一個三歲小男孩，而

是兩個小孩，只是其中一位身體較

大，不良於行，且肌肉萎縮僵硬了，

其辛苦可想而知。 

 

 

 

 

 患者背後的隱形病人 --- 談照顧者
 

 

    另外，有位接受臨床藥物試驗的

阿茲海默氏症患者，每兩星期由太太

帶至診療室抽血，並接受評估，非常

合作，可以看出太太因照顧患者而非

常疲累、焦慮且憂鬱。後來她每次把

患者帶到診療室後，自己就去看精神

科門診了。可惜的是，最後，太太的

憂鬱症嚴重到不肯、也無法帶病患去

繼續追蹤診療了。可見照顧者其實是

患者身後的隱形病人，也是需要被照

顧的啊！ 

    照顧者在失智症的診斷上佔有

很重要的角色。失智症患者常常是家

屬（照顧者）發現其記憶有問題，生

活小節上有些不對勁，才會帶患者去

看醫師。而醫師除了給予患者客觀的

神經心理測試外，最重要的一定要與

家屬會談，請家屬舉例，由生活上點

點滴滴的表現以評定患者的記憶、語

言、計算、生活功能是否有障礙，以

及是否有焦慮、憂鬱、幻想等異常行

為。當然，家屬觀察愈仔細，對醫師

的診斷愈有幫助。 

 

 

    醫師通常會

跟 家屬解釋，患



者記性變差是失智症一種症狀，並非

故意，而病情常常是愈來愈壞，要有

心理準備。當患者開始接受藥物試驗

或定期追蹤時，照顧者除了要嚴格監

督患者服藥（避免患者重複吃藥

等），詳細觀察患者，以評估藥物的

療效外，並應預防患者發生意外（如

跌倒）及照顧生活起居以避免感染等

等。所以一旦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家

人所有的注意力均集中在病患身

上，導致照顧者本身的病痛、勞累及

心理壓力常被忽略。 

    只有照顧過失智症患者的人才

知道照顧者的辛苦。照顧者長期承受

身體、情緒以及經濟上的負擔，在疾

病初期是腦力、心力的煎熬，後期則

是體力、勞力的折磨，以及時間上無

止盡的付出。照顧者要有體力與耐

心，定期幫重度患者洗澡，每兩小時

翻身一次，大小便要清理乾淨，以免

發生併發症。當失智症患者有妄想或

幻想等異常行為時，更加重了照顧者

的困擾，甚至偶爾會對患者有暴力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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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顧

別人的人也需要被照顧，也有接受照

顧的權利。以下是可能的措施： 

一、 家屬支持團體：照顧者互相交

換意見、心得，互相打氣，甚

至互相幫忙照顧患者。 

二、 喘息服務：可把患者送到某個

機構照顧幾天或一星期，好讓

照顧者放心的休息、渡假，甚

至做身體檢查、看病或開刀

等。根據研究發現，每星期把

患者送去接受日間照顧至少

三個月時，照顧者所承受的壓

力有明顯的減低。 

三、 照顧者的教育及諮詢：提供有

關失智症的最新治療消息、處

理患者破壞性行為的方法以

及社會資源的取得。 

    在定期追蹤失智症患者的幾年

來，損失了不少位悉心照料的照顧

者，有死於心臟病的先生、死於癌症

的女兒等，而失智症患者依舊健在，

只是一臉茫然，真令人為之心痛。當

然，更多的是盡心盡力、默默承擔，

甚至心力交瘁的照顧者，很需要我們

的關懷與照顧。   

本文摘自「當父母變老：關心失智症、

中風及其他神經疾病」/劉秀枝著/天下

遠見出版【作者為台北榮總一般神經內

科主任、國立陽明大學神經學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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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期 

    失智症早期的一些症狀經常會

被人疏忽了，甚至將一些臨床表現誤

解是年紀大了或只是正常老化現

象，病患可能出現： 

1. 日常生活中出現了記憶減退的情 

形，特別是對最近發生的事尤其

容易忘記。 

2. 語言表達出現困難，如講話停

頓，想不起來要講什麼或是想要

講一個物品卻想不起來物品的名

稱。 

3. 對時間產生混淆，弄不清楚今天

幾月幾日，或記不清事情發生的

先後順序。 

4. 在較不常去的地方容易迷路。 

5. 對事情難以下決定。 

6. 對事情缺乏主動性及失去了動

機。 

7. 出現憂鬱或躁動不安的行為。 

8. 對於日常生活嗜好及活動出現興

趣缺缺的情形，較不愛出門。 

 

 

 

 

失 智 症 常 見 的 症 狀
 

 

9. 個性改變，原來脾氣很好的人，

變得愛發脾氣，出現多疑、妄想

等症狀。 

中  期 

   當疾病進入中期之後，症狀更為

明顯。在日常生活事務的處理上變得

更為困難。   

1. 非常健忘，重複地問問題。 

2. 社交功能出現障礙。 

3. 煮飯、清潔及上街購物等出外活 

動，很難獨自完成。 

4. 衛生問題需仰賴他人協助，例如 

上廁所、洗澡、穿衣及吃飯等。 

5. 說話愈來愈困難。 

6. 出現遊走的問題，以及行為異常 

愈發嚴重。 

7. 在住家及熟悉的社區附近也會出 

現走失的情形。 

8. 無法單獨生活。 

 

 

晚  期 



    晚期病患呈現完全依賴以及喪

失活動的能力。記憶喪失的情形非常

嚴重，其他身體症狀也會愈來愈明

顯。 

 

柒

1. 無法自我進食。 

2. 無法辨認家人、朋友及熟悉的事 

物。 

3. 對於事情喪失理解力與判斷力。 

4. 在公共場所出現不適當的行為。 

5. 行走困難。 

6. 開始需要藉由輪椅行動或臥床不

起。 

7. 大小便失禁。 

8. 無法自己獨立生活。 

 

 

【本文摘自「失智症手冊—照護者 

指引」/台北榮總神經內科編制】 

 

 

 

 

 

 

 

 

 

 

 

 

 

 

        新增會員 

（93.3-93.5） 

個人會員   

     224  張黃麗榕 

贊助會員   

贊 049  謝春祥 

    

歡迎新會員 
加入關懷行列… 
 

 
 

捐款芳名錄（單位元） 
  
3 月份 

吳林金鳳  500    吳沛淇   500   

 
4 月份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王起杰   1600   林朝鳳  10000 

李淑婷    200 

 
5 月份 
  王起杰  10000   沈素月 11000 

  洪昭民 藍勢真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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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所

舉辦的支持團體活動，使我能夠和一

群相同際遇的家庭照顧者分享彼此

的心情，傾聽到別人的辛酸血淚故

事，也談談自己內心痛苦的往事….

在這裡，大家可以宣洩內心的痛苦與

無奈，適時的抒發自己的壓力和情

感，並且調整自己不當及不智的情

緒，重新整裝出發，勇敢地往″照顧″

的路上邁進，這是一個漫長黑夜裡的

加油休息站！ 

    如果早知道有這個機構能提供

這些免費的資訊及服務，可以擦拭、

安慰照顧者內心傷痛的眼淚，許多照

顧者就不用靠自己無知的照顧方式

來對待病患，白費了好大的精神及力

氣，最後還把自己搞成病倒、累倒—

身心疲憊、精神崩潰，甚至造成發

瘋、跳河、自殺等不幸的事件發生。 

     

 

 

~.加油休息站.~
家庭照顧者   楊佩珍  

 

在″照顧″的艱辛旅途上，照顧者

應要先學會保重自己的身體，更重要

的是照顧好自己的心情，這樣才有好

的能量替病患服務。如果當天心情

好，做起事來得心應手，病患就能受

到好的照顧；如果當天心情暴躁、痛

苦，病患反而因此受到不明的斥責，

這樣非但於事無補，更傷害了彼此的

親情關係。這些不智的行為，點點滴

滴都會在內心留下不可磨滅的傷痕。 

既然有緣結為親人，更有機緣成

為照顧者，其實要體會到：老天爺是

看重我們的，是給予我們使命的，為

了要磨練我們的心智，使我們受造就

後去安慰、扶持更多需要幫助的人，

讓我們的生命活得更精采！有一首

歌詞是這樣寫的： 

 

 



 

 

玖

 

 

 

 

 

 

 

 

 

 

    讓我們一起祝福每一個家庭都

能早日脫離病痛的折磨，展開愉快的

笑容，盼望有更多人加入這個協會，

一起來爲社會人群服務！ 

 

 
 

 
 
 
 
 
93.3 
 

03/03  社工員出席「高雄市九十 

三年度第一次社會福利  

及志願服務機構聯繫會 

報」  

03/05  孫總幹事參加「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委託天主教聖

功醫院辦理失智老人日

間照顧中心」開幕 

03/09  沈理事長、孫總幹事及社

工員拜訪協辦家庭照顧

健康生活講座機構：楠梓

宏昌老人活動中心、鼓山

區濟興基金會、新興區社

區健康營造中心 

03/15  沈理事長出席「高雄市老 

人福利促進委員會會議」 

03/15  孫總幹事代表參加「高雄 

市九十三年度第二次婦 

女團體聯繫會議」 

03/15  社工員至左營愛基會參

加「身心關懷諮商課程」 

歡 迎 投 稿 
如果您對照顧工作頗有心

得，歡迎寫下您的經驗與我們

分享…或是有關家庭照顧者的

資料、文章，也可以提供我們

轉載喔！ 



03/18  召開第三屆第五次理監

事聯席會議 

     

 

 

壹拾

93.4 

 
04/01  沈理事長及社工員至高 

醫參加「建構長期照顧體 

系政策理念與方向」演講 

會 

04/05  社工員隨王惠珍理事進 

行個案家訪 

04/08  社工員隨王惠珍理事進 

行個案家訪 

04/10  舉辦「飛燕草聯誼會」九 

十三年度第二次活動 

04/14  社工員至社會局長青中 

心參加「早期診斷與認識 

失智症」專題講座 

 

04/19  舉辦「家庭照顧健康生活 

講座」九十三年度第二場 

次（楠梓宏昌老人活動中 

心） 

04/23  沈理事長受邀出席擔任 

社會局優良居家服務員 

選拔評審小組委員 

04/26  社工員至左營愛基會參

加「身心關懷諮商課程」 

04/29  社工員至高醫復健病房

進行關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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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  社工員至高醫復健病房

進行關懷訪視     

05/07  孫總幹事代表參加「高雄

市長期照護品質研討會」 

05/13  社工員至高醫復健病房

進行關懷訪視 

05/15  舉辦「家庭照顧者支持團

體」九十三年第一梯次第

一次聚會 

05/21  社工員參加社會局舉辦「方 

案規劃與撰寫」研習課程 

 

05/22  舉辦「家庭照顧者支持團

體」九十三年第一梯次第

二次聚會 

05/29  舉辦「家庭照顧者支持團

體」九十三年第一梯次第

三次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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