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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燕草聯誼會  

 

 

 

 

日期：96 年 7月 28 日（星期六） 

時間：上午 9:30~11:00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六樓日間照顧中心     

【高雄市四維二路 51 號 6樓】 

內容：茶會交流 

      有趣的音樂律動（課程） 

☺ 特別邀請講師-- 

信義醫院社工室 賴其頡主任 

 

 

 

 照顧技巧班  

初階班 

日期：96 年 8月 25 日（星期六） 

時間：上午 9:00~下午 16:30 

地點：國軍高雄總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路 2號】 

進階班【暫定】 

日期：96 年 9月 1日（星期六） 

時間：上午 9:00~下午 15:00 

地點：本會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 108 號】 

※ 以上各班詳細課程內容及報名 

事宜請逕洽協會 ~ 

歡迎一起共度 

溫馨上午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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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技巧班  

    今年第一、二梯次家庭照顧者照

顧技巧初階班，已分別於 4月 15 日

（星期日）及 5月 26 日（星期六）

在高雄市立民生醫院和高雄市立聯

合醫院（大同院區）舉辦完畢。因是

初階課程，內容安排以一般「概念

性」、「保健性」為主，參加者反應熱

烈！剩下二梯次我們也將陸續在各

醫院辦理，希望近距離推廣給需要服

務的家庭照顧者！ 

今年進階班第一梯次在 4月 19

日（星期四）開課，利用連續三週星

期四的下午時間，採小班制（約 10

人）上課；第二梯次則是應部分家庭

照顧者要求，開在假日（6月 2日）

一次上完；兩梯次課程內容相同，以

「照顧實用性」、「動作示範」為主，

講師及照顧者可以立即溝通、互動！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今年第一梯次支持團體與 4月

19 日的照顧技巧進階班同步展開，

在每次課程後，進行小團體活動及經

驗分享。我們發現成員都很喜歡這種

溫馨、輕鬆的氣氛，即使現階段沒擔

任照顧者也覺得參加團體很有意義!

有照顧經驗的家屬則表示有壓力抒

解、得到支持的感受！這都有賴支持

團體的領導者---黃瑛琪心理諮商師

【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博

士候選人】經驗技巧豐富，讓團體效

果順利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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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燕草聯誼會 

今年第三次聚會於 6月 1日（星

期五）下午在高雄市衛生局心理衛生

中心舉行。這次我們接受部分家庭照

顧者建議，不再以自助餐會的方式

（自己備餐較麻煩且增加壓力），由

協會提供小點心，讓參加成員沒有任

何負擔，抱著輕鬆、愉快的心情來享

受這個可以＂喘息＂的時光！ 

    這次除了形式外，聚會的時間、

地點也有別於以往，是為了配合電視

台（打狗頻道）的拍攝。我們精心規

劃了「健康的按摩與拉筋運動」為主

題，情商協會超人氣講師—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佘良鑑物理治療師幫

忙指導。活潑、實務的教學方式，總

是可以聽到成員們的陣陣笑聲，讓大

家帶著快樂、滿足的心情而歸！ 

本活動感謝協會沈素月顧問及高醫

佘良鑑物理治療師協助接受電視台

專訪~ 

 

 

 

3 月份 

東泰花園廣場 

二期管理委員會          10000 

 

4 月份 

陳鳳英   1600    吳幸容  1200 
游玉蘭   1000    羅若梅   800 

蔡金蓮    300 

 

5 月份 

 王惠珍   1000    鄭燕琪  1000 

  黃瑛琪    800    陳鳳英   600    

吳幸容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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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衰老與退化的良方就是活動

參與（a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 

這也是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2 年向全

世界宣告的人類健康之要件。國人常

誤以為年老或失能的人不能參與活

動，殊不知活動與參與才是降低快速

退化並促進健康的妙方。老人和失能

的人在活動參與上有重重困難，領有

國家證照的「職能治療師」可以幫助

他們克服障礙，並挑選與調整適合的

活動及生活方式。 

    王媽媽長期患有糖尿病，並在一 

年前中風，出院回家後因為行動不 

便，總是躺在床上很少動，家人也因 

為缺乏照顧技巧，動不了體重較重的 

她，一年下來，王媽媽的動作更困 

難，體重更重，每次坐起來就喘，甚 

至比出院時的體力更差。家人各自忙 

碌，無暇投入照顧，彼此間互動變成 

一種責任。 

    王奶奶的媳婦在報上看到高雄

市衛生局補助「居家職能治療」的消

息，於是申請「居家職能治療師」到 

 

 

 

 

 

家中評估並治療王媽媽。治療師全面

了解後，先指導王奶奶簡易翻身、起

身的技巧，使她較不費力地移動自

己，並協調家人每天需督促王媽媽起

身坐起，依照與治療師約定的「功課」

切實執行並記錄。首次會面時，媳婦

聊到讀國小的兒子常被老師說力氣

小，治療師幫王小弟評估，發現他的

確體能較差，於是運用家中的毛巾、

褲襪與軟墊等用具，為祖孫兩人設計

一套 30 分鐘的「減肥/強身操」，這

也被列為每日「功課」之一。一週後，

當治療師第二次訪視，祖孫兩人熟練

地操作，加上媳婦在旁「出言指導」，

歡笑聲充滿屋子，與之前的淡漠與沉

重氣氛相差很多。 

    治療師透過會談了解王奶奶過

去的職能角色與生活作息，每週訪視

時，加入一項舊活動，視需要調整活

動方法或是 DIY 輔具，使王奶奶在失

能狀況下得以從事，而加入的活動也

會刻意安排「活動夥伴」---家人共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療學系

                     蔡宜蓉 講師



 

伍

同參與，使得王奶奶的生活漸漸充

實，逐漸朝向病前原有的生活型態邁

進。 

     在王奶奶的例子裡可以看到， 

居家職能治療師的角色包括： 

（一）協助失能者提升自我照顧與活

動能力，如：教導起身技巧。 

（二）促使失能者盡可能回歸舊有生

活角色與型態，如：設計健身

活動使得「祖」孫互動增加，

孫子回家會到房裡找奶奶練

習動作。 

（三）設計運用活動加強家人間良性

互動，如：將與孫子的互動變

成一個習慣，媳婦也會增加與

王奶奶的互動。 

（四）修改並調整活動與參與的方式

及環境，如：調整家具擺設，

降低家中硬體環境障礙。 

（五）將鍛鍊並成生活作息，如：藉 

由「討論功課表」的方式，修 

飾或建立王奶奶的每日作息， 

確保其活動與參與程度與能 

量。 

    誰說失能老人只能躺在床上無 

奈嘆氣或睡覺呢？來找居家職能治 

療師讓他們真正活起來吧！ 

【以上文章摘自「高醫醫訊」第 26 

卷第 12 期 / 作者亦擔任本會常務 

理事 】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樣的組織,

在接下領導者的工作後，我自行上網

企圖對協會與可能參與活動的夥伴

形成部分概念，以安定自己初次帶領

團體的不安情緒；但在團體結束後，

我的感動與收穫，則非網路上所呈現

的資訊如此簡單幾句話所能形容與

表達。在我的學習團體中有一信念，

覺得好東西或新學習，如能與眾人分

享，則能廣重福田，大家亦能藉此獲

益增上，故將我在團體中的感動，謹

以此篇文章與大家共享，希望大家亦

能在其中有所學習與經驗。 

    在我們的團體中每個成員都有

自己照顧親人的生命故事，在照顧親

人的過程中我看見一群心甘情願付

出的人，僅因著「他是我爸爸」或「她

心理諮商師 黃瑛琪 



 

陸

是我媽媽」就是這麼簡單的一句話，

堅定她們的堅持，雖然過程中總免不

了心情起伏或因照顧父母的過程與

兄弟姐妹起了嫌隙，但總能回到自己

身上問自己：「我想做的是…」、「我

希望做的問心無愧的是…」，總在一

遍遍生活困境中或與被照顧者情緒

的糾葛中，尋找自己堅持照顧的理由

與信念及對生命希望的企盼。 

    在每一次成員分享其困頓掙扎

或突破經驗的過程，我也在其中問我

自己「如果是我，我有沒有他的耐心

陪伴失智的父親一遍遍地回憶就是

剛剛才發生的事情，我會怎麼做？」

「看著父親一天天地不認識家人、我

有沒有可能像他那樣地接納父親，理

解他、照顧他？甚至能有一新的體驗

升起，感受與父親從所未有的親

密？」、「如果是我，我有沒有他的智

慧與毅力，在辦完喪禮的第二天，即

馬上趕回鄉下照顧公婆、承擔起自認

為是媳婦的責任，心中無埋怨、只覺

這是應做的、就是去做？」、「如果是

我，我能像他那樣無怨無悔地扛起照

顧父親責任，當父親需要就醫、卻不

願意請救護車幫忙時，能肩負起父親

背下五樓帶父親就醫，回來後再將父

親往肩上背起再爬上五樓，只因：他

是我的父親。」在大家與我共享的生

命歷程經驗中，我不斷自己問自己

「我能嗎？」、「我可以像他那樣嗎?」

我很感謝團體的每位伙伴如此願意

在團體中與大家分享其生命的點滴,

讓我深刻感動的同時也在其中有所

自醒與學習。 

    做為人總在生活中扮演種種角

色，而每一種角色扮演總會回到內在

看見自己對生命的價值及哲學，總需

要回到內在檢核「我喜歡或滿意自己

這樣的演出方式嗎？」並學習調整角

色的演出或接納「我就是…」。我很

珍惜有這機會與妳們相遇，在與妳們

的互動中也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重

視的家人關係為何？同時也經驗感

恩，感恩父母至今身體仍健康，雖有

小小病痛，但他們總能相互扶持，讓

我可以減少照顧他們的負擔及憂心,

謝謝妳們的珍貴經驗分享，讓我更珍

惜父母的身心健康，並提醒我把握與

父母相處的每一當下可以如何用心

並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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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瀉之原因： 

1.食物保存不當，如放置於室溫過久

滋長細菌。 

2.服用藥物，如鐵劑、輕瀉劑或抗生

素等。 

3.疾病本身引起，如腸道發炎、腸蠕

動增加。 

4.鼻胃管灌時速度太快。 

5.刺激性食物，如油膩或辣的食物、

咖啡、引起過敏的食物。 

 腹瀉之處理及注意事項： 

1.溫和的飲食，避免油膩、刺激性食

物，必須調整牛奶的濃度。 

2.減少纖維質高及產氣的食物，如：

洋蔥、馬鈴薯、茄子、汽水等。 

3.若未限水分及電解質者，可給予運

動飲料或開水中加少許鹽巴，以補

充足夠之水分及電解質，否則需醫

囑。 

4.避免腹部按摩、熱敷等刺激蠕動的

措施。 

5.保持肛門及周圍皮膚的清潔與乾

燥。每次解便後需用水清洗拭乾，

再塗抹凡士林保護皮膚。 

6.因清潔擦拭次數過多或不當方 

法，使得肛門及周圍皮膚破損或疼

痛。若疼痛時可採溫水坐浴，每次

10~15 分鐘以減輕不適感。 

7.觀察大便的顏色、量，以便就醫時

提供醫師參考。 

8.必要時就醫，勿擅自使用止瀉劑。 

 

【以上內容摘自本會照顧技巧班講

義，講師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王惠珍資深居家護理師（亦為本會

常務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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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協辦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96 年 38 婦女節慶祝活

動，擔任「世運嘗鮮賽」

闖關攤位工作人員 

03/07   社工員參加高雄醫學大

學舉辦學生社區服務課

程機構說明會 

腹 瀉 的 處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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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   社工員出席衛生局舉辦

之「營造婦女友善醫療

環境座談會」 

03/13   社工員出席社會局在長

青中心辦理之「公益勸

募法規說明會」 

03/24   召開「第五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暨96年第2次飛

燕草聯誼會」活動 

03/24   召開第五屆第一次理監 

          事聯席會議 

                          

96.4 

04/14   辦理高雄醫學大學社區

服務學生職前訓練課程 

04/14   林理事長、孫總幹事接

受高雄電台專訪介紹協

會並宣傳相關活動 

04/15   辦理 96年第一梯次照顧

技巧初階班（民生醫院） 

04/19   辦理96年第一梯次照顧

技巧進階班暨支持團體

第 1次課程 

04/25   社工員出席社會局召開

96年第2次婦女團體聯

繫會議 

04/26   辦理96年第一梯次照顧

技巧進階班暨支持團體

第 2次課程 

04/30   召開理監事組成之會務

發展小組討論會議 

 

96.5 

05/02   孫總幹事出席高雄市老

人及身心障礙者居家服

務96年度第2次業務聯

繫會報 

05/10   辦理96年第一梯次照顧

技巧進階班暨支持團體

第 3次課程 

05/10   孫總幹事代表參加社會

局舉辦高雄市96年度推

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說

明會 

05/17   辦理96年第一梯次照顧

技巧進階班暨支持團體

第 4次課程 

05/26   辦理 96年第二梯次照顧 

技巧初階班（市立聯合

醫院大同院區） 

05/30   辦理高雄醫學大學社區

服務學生督導討論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