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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寧療護講座  

什麼是安寧療護？接受安寧療

護有什麼好處呢？身為家庭照顧者

的您不能不知道….今年協會特別辦

理的專題，邀請北部安寧基金會南下

合辦，提供實務上經驗豐富的講師陣

容，歡迎免費參加！            

【請務必事先報名】

 時間：95 年 11 月 11 日（星期六） 

    上午 9:00-下午 5:00 

 地點：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8 樓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路 51 號） 

 

 

 

 

 

 
   家庭照顧者關懷月（11 月）系列活動   

 

 講題內容：緩和醫療、預立遺囑、  

            臨終照顧..等 

 

 照顧技巧訓練班  

    進行今年最後一梯次，名額有

限，敬請把握！ 

 時間：95 年 11 月 18 日、19 日 

（星期六、日）兩天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女館

B1 視聽教室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路 777 號） 

 課程內容： 



   中風老人營養與飲食製作 

   壓瘡傷口、便秘及腹瀉處理 

   導尿管、鼻胃管、氣切管常見 

     問題處理 

   臥床病患洗頭、洗澡及口腔清 

 

貳

     潔指導 

   臥床病患關節活動、移位、翻 

     身及擺位 

   照顧壓力調適及相關社會福利 

     資源介紹 

 

        家庭照顧者聯歡會 

    本活動可是今年的大事喔！！ 

配合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在今年首度推行的「家庭照顧者喘息

日」活動，即將在北、中、南同步展

開，本會負責南部地區的活動統籌，

要號召上百位的家庭照顧者參加喔! 

☺ 時間：95 年 11 月 26 日（星期日） 

        下午 2:00~4:00 

☺ 地點：高雄市社會局婦女館1 樓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路 777 號） 

☺ 活動內容：短劇演出、家庭照顧 

        者才藝表演、照顧之路甘苦 

談、創意照顧示範…..等 

☺ 備註： 

   本活動旨在鼓勵家庭照顧者有 

     外出”喘息”的機會，因此有提 

     供替代人力（居家服務）酬勞

津貼，歡迎申請！ 

   另有徵文活動，包括照顧心情 

     寫照、照顧經驗心得、受照顧 

     者的感恩分享…等，與照顧有 

     關的議題皆可，投稿就有小禮

     物，入選另有獎品！ 

  【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 11月 30日 

   止，預計 12 月 31 日前評選出入 

  選佳作】 

   本活動會後將每人發放精緻餐 

     盒及紀念品一份 

 

~.免費活動，

歡迎事先報名~. 

 
 

  “照顧之路有我陪伴”主題學習站  

    爲推廣本會服務工作，讓更多社

會大眾了解參與，我們承接了社會局

婦女館 11 月份的主題學習站活動；

雖然多為靜態的展示，但內容呈現豐

富，並在特定時段有安排專人解說，

您不妨利用時間前往參觀，將會有意

想不到的收穫喔！ 

 時間：95 年 11 月 1 日~30 日 

        每天上午 8:30~下午 5:30 

       （星期一除外，婦女館休館） 

 地點：高雄市社會局婦女館2 樓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路 777 號） 



 活動內容： 

   靜態展示---- 

    協會專區 

 

參

    包括本會服務介紹、活動宣傳單 

    張及成果展示 

    照顧者專區 

    包括家庭照顧相關書籍、衛教手 

    冊及輔具展示 

   免費諮詢---- 

    活動期間於每週選定時段安排 

專人在現場提供照顧指導及相

關問題諮詢 

 

 

 

 

家庭照顧健康生活講座                                      

    今年第二場於 6月 15 日（星期

四）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 8樓舉辦，由高醫新陳代謝科

蕭璧容醫師及泌尿科王起杰醫學博

士分別講授「新陳代謝症候群」及「關

不緊的水龍頭---談前列腺肥大及膀

胱過動症」。民眾參與踴躍，共計 170

人。 

 

          【照片一】 

 

          飛燕草聯誼會 

   6 月 24 日（星期六）中午，許多

家庭照顧者又齊聚ㄧ堂，共進午餐！

本次活動因與高雄基督教信義醫院

合辦，所以出席人數達 73 人，還好

長青日照中心的場地夠大，在不斷增

加桌椅後，讓每位參加者都能舒適聆

聽接下來的精采課程！ 

 

 

          【照片二】 

 

 

    本次課程安排曾擔任信義醫院

方舟養護之家失智專區護理長且是

現任高醫精神科研究助理的張瓊怡

小姐，爲家庭照顧者講授「失智症照

顧技巧」。講師先以短片（劇）播放

的方式，引導大家對失智症狀有初步

的了解，再以本身豐富的照顧經驗與

大家分享如何有耐心和智慧來照顧

家中失智的長輩。在失智症患者激增

的今日，不只家庭照顧者，這亦是一

般社區民眾需正視的健康議題。 

 



    很快的，在 8月 5日（星期六）

大夥又見面了，本次專題演講特別請

到高雄市立民生醫院內科主任醫師.

也是目前高醫藥研所博士班的薛榮

海醫師，談的主題為「中藥、西藥、

草藥，你要吃哪一種藥？」 

    本身也是家庭照顧者的薛醫師

用最生活化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中、西

藥的用藥觀念，從地下電台和第四台

的賣藥頻道，講到如：收驚的民俗療

法，直到有科學驗證的西藥；在輕鬆

玩笑的對話中，卻挑戰著中老年人嗜

吃補品（藥）、營養品的迷思！有別

於嚴肅、學理的上課方式，與家庭照

顧者（尤其是中年婦女）現場互動、

經驗交流，不時傳來陣陣笑聲…效果

一級棒！希望有機會再請薛醫師來

講授更多不同的健康議題！ 

 

 

【照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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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技巧訓練班  

    今年第二梯次於 7月 15、16 日

（星期六、日）辦理完畢，兩天共有

超過 50 人參加，把市立聯合醫院大

同院區的二樓衛教室都坐滿了！ 
 

 

         【照片四】 

 

 

 

 

    其實每一梯次的課程都相當緊

湊，加上家庭照顧者皆會把握機會、

踴躍發問，所以兩天的時間往往＂

咻＂一下就過去了…所以為了延續

課程上的演練或加強實際操作，協會

特別於今年下半年起，成立居家關懷

小組，有小組委員可以到府指導照顧

上應注意的種種細節及提供各疑難

雜症的諮詢！且服務完全免費！有

需要的家庭照顧者（不限參加照顧技

巧訓練班者）皆可向協會申請喔！ 

 

 

          【照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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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一個單位，但在這個單

位中的每一份子卻未必都能夠認同

這個單位的所有事物，包括照顧家中

生病的家人。隨著時日漸久，家庭成

員間向心力可能愈來愈緊密；也可能

愈來愈疏離，或者更夾雜著許多埋怨

及紛爭。 

    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今

年度再次舉辦「家庭照顧者支持團

體」，無非是希望透過團體之運作，

可以讓參與團體的家庭照顧者有彼

此分享心情、照顧經驗，進而互相支

持的機會。此次參與之成員，雖然都

身為家中的照顧者，但各有不同的角

色與功能，有全職照顧先生、父親

者，有夫妻分擔照顧母親者，有提供

主要經濟資源及協助就醫者，也有成

員曾經是家庭照顧者現在雖已不是,

但還是能在支持團體中提供給團體

其他成員許多寶貴的意見。 

    家庭照顧者心中常是充滿許多

未知、無助感及疲乏的，尤其當您是

家中主要或唯一的照顧者時，更會感

受到極大的負荷，此時不是一味的埋

頭苦幹、獨自默默承受，一定要記得 

 

 

 

 

 

李欣萍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精神科護理師 

不要只想著要一個人獨撐大局，應可

以主動積極提出對家庭支持的需求,

另外，尋找社會或醫療資源亦是一項

重要任務。 

    有一位成員提到照顧父親的心

情令我印象深刻，她形容對父親的照

顧是出自反哺的心情，過去自己曾經

歷過幾次風波，父親給了自己極大的

幫忙，她甚至提到父親給自己重生的

機會，所以縱使現在再怎麼忙或累她

總是親力親為，她認為照顧父親是應

該的，在團體中一開始多位成員看到

疲憊又無助的這位成員時，紛紛提供

一些資訊，包括：將父親送至安養中

心，但她始終拒絕，隨著團體的進

展，大家終於明白原由何在。 

    其實，每個家庭照顧者都很辛苦

也有著許多辛酸和無奈，但是，日子

終究要往前走，有時大家很習慣以自

己認為對家人最好的方式去照顧他

(她)，卻忽略了他們真正的需求。再

者，在照顧者不斷付出及給予的過程

當中，往往許多照顧者的精力常跟隨

著消磨殆盡，所以在此很想提醒家庭

照顧者的是，您愛與關懷您的家人雖



 

陸

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請您也要記得

好好照顧自己，如同團體成員陸太太

在照顧先生之餘，總還是會安排私人

的休閒時間一般，在團體中她總能面

帶笑容，並侃侃而談照顧先生的歷

程。讓自己身心保持最佳狀態及穩

定，相信您對家人的愛與關懷才更能

長久延續。 

【作者為本會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領導者】 

                                                                                  

 

【照片六】 

 

 

 

 

 

 

 

 

 

 

 

 

 

 

 

 

 

 

 

前面提到，失智症患者有逐年增

加且年齡下降的趨勢，在成因不明、

無特效藥的情形之下，你我都有可能

成為下一個失智症患者或是此症患

者的照顧者！所以先讓我們對這個

疾病有一基本的了解… 

失智症常見的行為問題 

＊ 記憶力減退 

＊ 遊走 

＊ 睡眠情況改變 

＊ 經常遺失物品及藏東西 

＊ 重複問同樣的問題及重複性的 

動作 

＊ 注意力不集中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招 生 中… 
 

 

 



 

    

 

95  9 20  

 6:30-8:30 

  

 

   

 

＊ 懷疑 

＊ 日常生活能力喪失：打電話、 

購物、自我照顧 

失智症的情緒問題 

＊ 憂鬱 

＊ 無情感、無精打采 

＊ 易怒 

＊ 焦慮、緊張 

＊ 錯誤想法 

＊ 妄想和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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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照護原則 

＊ 把焦點放在患者的能力與長處。 

＊ 保有原有能力。 

＊ 鼓勵參加活動。 

＊ 失智症患者拒絕時，不勉強，先 

順著他，稍後再試試。 

＊ 了解過去背景及生活方式，盡量 

配合其習慣及喜好，多談他熟悉

的過往。 

＊ 安排規律作息，避免經常改變。 

＊ 請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 

＊ 失智症狀況會隨病程變化，照顧 

者要隨其照顧狀態來調整照護方 

式。 

＊ 維護其尊嚴，不以對孩子的方式 

對待，要以疼惜孩子的心情對待,

愛他、多讚美及尊重。 

＊ 在失智患者可接受範圍，多以身

體接觸傳達溫暖關懷。 

＊ 在安全的前提下，允許他做他想

做的事，適度調整自己的標準及

習慣。 

＊ 耐心、愛心很重要，但總有不夠

用的時候；請照顧者接受自己的

情緒及限度，定期安排充電及喘

息的機會。 

 

【以上內容摘自 95.6.24 飛燕草 

聯誼會上課講義】 

 

 


95.6-95.8 

個人會員 

  240  黃慶秀    241  蕭梅香 

 

歡迎新會員 

加入關懷行列… 

 

 

 
 

6 月份 

葉淑惠   2000    張銘娟  1240        

陳旺文   1000    牛慧萍   960      

周玉娟    700    張瓊怡   600

吳惠玉    460    蔡金蓮   200 

李佩珍    100 

7 月份 

林朝鳳  10000    王瓊玉  1200    

柯玲蘭    600    周玉娟   580    

李娟琛    500    邱啟潤   460    

張銘娟    380    牛慧萍   280    

李佩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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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 

羅若梅   1200    蔡金蓮   300     

鄭文文    200 

 

 

 

       
 

95.6 

06/07   辦理「95 年第 1梯次家 

06/14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第 

         5、第 6次聚會 

06/15   辦理「95 年第 2場次家 

庭照顧健康生活講座」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06/16   林理事長與社工員代表

出席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婦女館舉辦之「婦女主

題學習站」記者會 

06/16   中華社會福利聯合勸募 

協會陳武宗委員來訪， 

進行機構期中督導 

06/24   辦理「95 年第 3次飛燕

草聯誼會」活動 

06/28   社工員出席參加社會局 

召開 95 年第 4次婦女團 

體聯繫會議 

95.7 

07/04   社工員參加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兒福中心舉辦之

「創意行銷」主題講座 

07/13   召開第四屆第六次理監 

          事聯席會議 

07/15   辦理「95 年第 2梯次照 

07/16     顧技巧班」 （高雄市立

聯合醫院大同院區） 

07/21   社工員參加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主辦之「個案管 

理初階研習」課程 

 

95.8 

08/03   協會試辦「居家關懷協 

助方案」第一次籌備會 

08/05   辦理「95 年第 4次飛燕

草聯誼會」活動 

08/16   林理事長、孫總幹事、 

社工員至台南奇美醫院 

參加家庭照顧者關懷總 

會舉辦之「『服務家庭照 

顧者』專業人員研習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