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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05年 2014年 2015年

個案產生
速度

7秒 4秒 3秒

每年新增
個案數

460萬 770萬 990萬

全球失智
人口

3450萬 4440萬 4680萬

「憶不容遲」的議題！！

                                                                    
 

     

 

 
 

 

 

 

 

 

 

 

 



失智症照護之挑戰

• 個案缺乏病識感，就醫困難度高

• 診斷檢查流程繁瑣、等待檢查時間長

• 家屬對失智症認識不足，態度消極

• 擔心確診失智後，遭外界歧視

抗拒就醫/確診

引自薛瑞元（2018）失智症照護，行政院第 3618次會議資料。



1998年以前台灣失智症照顧情形

宣導
不足

關懷
不足

照顧
不足

瞭解
不足

失智症照顧
荒漠



臺灣失智症服務發展脈絡(政府與民間的合作)

時間 重要項目

1994 耕莘醫院成立台灣第一家收容失智患者為主的日間照護中心

1996 康泰基金會成立失智症照顧小組，並與香港痴呆症協會互動

1998
*耕莘醫院與康泰基金會共同籌募失智老人基金，合辦全台灣第
一個失智症國際研討會--台港星三地老年失智症研討會。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成立(台灣第一家以失智症為名的NGO)

1999
*耕莘醫院成立台灣第一個多功能團隊的『記憶門診』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成立臺灣第一個家屬支持團體「老萊子」

2000 全台第一所失智專責養護中心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落成

2002 *社團法人失智症照顧協會成立 *臺灣失智症協會成立

2003 推動失智老人SPMSQ篩檢計畫/失智老人基金會

2006 臺灣臨床失智症學會成立

2004-
2018

台南、屏東、高雄、嘉義、台東、桃園、宜蘭、新北等各縣市失
智症協會陸續成立

2010 台灣第一部失智照護記錄片「被遺忘的時光」/失智老人基金會 6



老人癡呆V.S失智症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2001年11月2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九○○○二二四六八○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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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ng Dementia: 
See It Sooner！

World Alzheimer's Day™ 2009

（2009年國際失智症日主題）



臺灣失智症服務發展脈絡(政府)
時間 重要項目

2001 *政府委辦民間單位建置「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2005 *地方政府開始推動失智篩檢

2007 *試辦養護機構失智專區 *修改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2008 *長照十年計畫納入失智症服務與補助

2009 *「友善老人關懷服務方案」廣推指紋捺印

2013
*公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 *地方政府建立社區失智轉介確診網路
*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建置照護資源補助措施

2014 *公告「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15
*失智症入健保「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開設失智整合門診
*推動「老年及失智整合醫療照護模式獎勵計畫」
*推動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2016 長照2.0擴大50歲以上失智者及推動失智服務

2017

*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實行新機構設立標準
*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推展失智共照中心、失智共照據點
*健保「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計畫」(轉介與諮詢服務)
*公佈「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

2018 *公佈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0
10



臺灣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 (2014)

國際失智症協會(ADI,2004)：京都宣言

世界衛生組織(WHO,2012)：失智症是公
共衛生優先議題

世界各國對失智症的政策及規劃

政
策
規
劃
依
據 臺灣服務體系發展與服務基礎

11



臺灣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 (2014-2016)

七

大

策

略

提升民眾對失智症防治及照護的認知

完善社區照護網絡

強化基層防治及醫療照護服務

發展人力資源，強化服務知能

強化跨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

鼓勵失智症相關研究與國際合作

保障權益

共 32 項行動方案

早期診斷治療
降低失智症風險

失智者及家屬
獲得優質服務
尊嚴及良好生
活品質

兩大目標

12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1.0成果

社區失智
識能推展

醫療整合
照護基礎

失智照顧
服務

研究發展
人力提升

• 提升全民失智症認知推
廣及教育活動

• 發展社區健康促進網絡，
推動高齡友善城市及失
智友善社區

• 醫療及長照訓練納入失
智症教育，發展人力資
源及知能

• 進行失智症流行病學調
查與進行失智症政策的
研議。

• 建置基層防治及醫療照
護服務(基層診療服務
網絡、失智症門診)

• 失智症納入健保推動整
合照護

• 發展社區照護資源網絡
(日間照顧、老人團體
家屋、瑞智學堂、失智
據點、失智養護專區)

• 建構家庭照顧者服務支
持網絡(諮詢、教育訓
練、互助家庭) 

強化跨部門、政府及民間的合作與資源整合 13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 (2018-2025)

願
景

2025 失 智 友 善 臺 灣

打造一個能預防及延緩失智症的友善社會，
並確保失智者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使其獲得所需的照護與支持，有尊嚴、受尊重、能自
主及平等地發揮他們的潛能。

目
標

及時診斷、適切治療和照護、降低罹患失智症風險。

失智者、照顧者及家屬可獲得需要的服務與支持，維
持尊嚴及良好生活品質。

降低失智症為失智者、照顧者、家屬、社區及國家所
帶來的衝擊。

14



策略一、列失智症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務

策略二、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友善態度

策略三、降低失智的風險

策略四、健全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網絡

策略五、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協助

策略六、建置失智症資訊蒐集與分析平台

策略七、推動失智症之研究與創新發展

七大策略

考量與國際失智資訊的交流與接軌，引用世界衛生組織《2017-2025全球失智症
行動計畫》(ADI,2017)七大行動領域作為臺灣失智症略主題。

15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

策略1 行動方案

列失智症為公共衛
生之優先任務

1.1 由中央層級專責推動臺灣失智症政策管考

1.2 制定保障失智者人權的法規或規範

1.3 發展法規確保臺灣失智症計劃與行動之落實

策略2 行動方案

提升大眾對失智症
之認識及友善態度

2.1 提升臺灣人民對失智症的認識

2.2 提升臺灣人民的失智友善態度

策略3 行動方案

降低失智的風險 3.1 降低可改變的罹患失智症之風險，包含肥胖、
糖尿病、高血壓、體能活動不足、吸菸、飲酒過
量等

3.2 主動提供諮詢民眾可改變之危險因子並進行
介入 16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

策略4 行動方案

健全失智症
診斷、治療、
照護網絡

4.1 強化失智症照護服務體系

4.2 發展及強化社區型照護體系與流程

4.2-1 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數/失智症社區服務
據點數

4.2-2 提高失智社區照護資源家數

4.3 培訓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及照顧服務人員具失
智症專業知識與技能

4.4 建立失智者與家庭知情同意、與自主醫療照
護選擇、與預立醫囑與決定之規範

17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
策略5 行動方案

普及對失智
家庭照顧者
的支持協助

5.1 發展及加強支持保護失智家庭照顧者的福利與法規

5.2 提升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及長照社工人員具備辨識及
降低失智家庭照顧者壓力的能力

5.3 普及失智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務，降低失智家庭
照顧者負荷壓力

策略6 行動方案

建置失智症
資訊蒐集與
分析平台

6.1 建立全臺失智症登錄及監測系統

6.2 制訂失智症醫療與社會照護數據蒐集之政策或法規

6.3 進行失智症流行病學及相關資源數據調查

策略7 行動方案

推動失智症
之研究與創
新發展

7.1 發展失智症研究，及滿足失智者、照顧者或潛在
失智者需求之創新研究

7.2 增加失智症研究與創新醫療照護科技的投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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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長期照護2.0政策與失智症服務

(2016~今)

20



長照2.0服務對象推估

 服務對象人數預估自51萬1千餘人增至將近73萬8千人，成長44%

1.0

2.0

主要為因老化失能衍生長照需求者，
包含
①65歲以上老人
②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③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④65歲以上僅IADL需協助之
獨居老人

長照1.0

除1.0服務對象外

長照2.0

擴大納入

⑤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⑥55-64歲失能平地原住民
⑦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⑧65歲以上僅IADL失能之衰弱

(frailty)老人

推估2017年長照需求人口計51.1萬人

推估2017年長照需求人口加計擴
大服務對象，總計近73.8萬人

資料來源：https://goo.gl/RS9diJ 21



長照2.0服務項目

長照1.0

彈性與擴大長照1.0的8項服務

長照2.0

創新與整合7項服務

(9)失智症照顧服務
(10)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務
(11)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12)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13)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成立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複合型服務中心與巷弄長照站)
(14)社區預防性照顧

(15)預防或延緩失能之服務

(1)照顧服務(居家服
務、日間照顧及
家庭托顧)

(2)交通接送
(3)餐飲服務
(4)輔具購買、租借
及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

(5)居家護理
(6)居家及社區復健
(7)喘息服務
(8)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服務項目
自8項擴增至17項

銜接2項服務

(16)銜接出院準備服務
(17)銜接居家醫療

參考資料：https://goo.gl/RS9diJ 22



長照2.0目標

未來

現況

健康

重病/末期
失智/失能衰弱

亞健康

臨終安寧

一、延長健康餘命

二、維持剩餘功能、減短臥床時間

參考資料：https://goo.gl/RS9diJ 23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健
康
照
護

居
家

機
構

社
區

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

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健站

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

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巷弄長照站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喘息服務

居家復健

健康促進 居家醫療

慢性病管理

出院準備服務

機構照護

家庭托顧

日間照顧

小規模多機能

失智服務據點

健康 重病/末期失智/失能衰弱亞健康 臨終

安寧
照顧

3

二、長照2.0服務內容

C

B

A

共
餐

社會
參與

健康
促進

預防或
延緩
失能



三、服務體系

有長期照顧的需要⋯

洽詢護理站
取得出院準備服務

撥打1966
長照服務專線

照管專員使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核定長照需要等級及服務給付額度

A

住院中的民眾 社區民眾

縣市照顧管理中心

B
BB

協助個案擬訂照顧計畫
連結及管理長照資源

提供長照服務

C C C

4



派
案

申請長照

申
報
費
用

支
付

政策
補助
督導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民眾

服務提供者

長照服務

四、中央與地方協力合作

5



6

佈建資源 ABC缺乏彈性、行政效能待強化
空間土地取得困難，資源待充實

充實人力照管及照服員人力不足
訓練資源不足

創新方案應更多元彈性
服務誘因不足

加速效能補助與核銷作業繁瑣
系統功能需即時調整

五、地方反應執行問題



1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A 落實個案管理
連結長照服務

B

C

提供長照服務

提供社會參與、
健康促進、共
餐、預防及延
緩失能服務。

放寬辦理門

檻，地方政

府可因地制

宜規劃目標、

審查、核定。

地方政府提

報轄內資源

佈建數，中

央核定補助

經費。

策 略

2 資源獎助

推動給付及支付新制，
提高設置誘因，廣設社
區長照資源。

獎勵失智服務據點延長
服務時間、及提供假日
服務。

–獎助原民或離島地區，
給付加成，佈建資源。

–結合前瞻計畫活化公有
空間。

六、策進作為─佈建資源

28



3-1

六、策進作為─佈建資源

2
9

跨部會協調合作-法規鬆綁

建管
方面

有
使
照

類
組

F-1(機構住宿式≧500M2)

H-1(機構住宿式或社區式≦500M2)

H-2(社區式：樓層及面積在一定規模以下)

長照機構一定規模以下納入適用
【12縣市已完成，餘10縣市預定107.3.31前完成】

醫院附設長照機構≦醫院樓地板面積2/5者免辦
變更
使照

使用執照及房屋所有權得以替代文件提出
依91年行政院核定55個原住民族鄉(鎮、市、區)為公告適用範圍無

使
照

原民
地區

非原
民區

合法
房屋
(實施建
管前)

H-2免補使照，核發證明註記『得供

H-2使用』申請設立

F-1、H-1應補領使用執照，並得由地

方政府依建築法99條之1簡化非都及偏遠
地區補領使用執照程序

已
完成
協調

107
年

3月
107
年

1月

已
實施

已
完成
協調

107
年

1月
已發布



3-2

水庫集水區
第1級環境敏感區 公辦與水資源直接相關：

都
市

非
都
市

長照機構屬都市計畫法之社會福利設施

住宅、商業、農業、保護等分區 得做社會福利設施
(含長照機構)

甲建、乙建、丙建、遊憩等用地 容許長照使用

用地
變更

原住民保留地且第1級環境敏感區：民辦或公辦

與水資源非直接相關：民辦或公辦

六、策進作為─佈建資源

土地
方面

30

跨部會協調合作-法規鬆綁

10
6
年
12
月
已
發
布

預定
107
年

3月

已
實
施



消防
方面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H-2(日照、團屋) 納乙類第6目

適度放寬列管用途及標準

甲類：長照、老福、護理、身障等機構面積≦1000M2

設備性能檢討，確保主動式滅火能力

3-3

六、策進作為─佈建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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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協調合作-法規鬆綁

預
定
10
7
年
3
月



服務
提供者

政府

民眾

運用資訊
作業系統
提升服務

效能

授權各地方政

府發展因地制
宜服務模式

偏鄉補助計畫
個案管理員
為單一窗口
計畫、連結、
追蹤、申訴

長照專線
1966

建立資訊決
策系統

增加長照給付
項目多樣性
貼近民眾需要

支付改革

引導服務創新
促進長照產業發展

107年起推動長照2.0給付支付新制

六、策進作為─加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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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
提供者

中央 地方

配合服務需求

優化資訊系統

專案預撥
核定經費

特約機制

簡化核銷
以服務量

支付

地方政府

暫付
服務費用

107年起
最高可暫付80%
按月撥付

六、策進作為─加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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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管理人力照顧管理人力(含分站)

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照管專員配置數 314 753 996 1,083 1,307

照顧督導 39 112 141 155 188

總計 353 865 1137 1238 1495

在地訓練

– 地方辦訓

– 鼓勵自訓自用

– 107年1月底

開辦線上訓練

1 3

留任誘因

– 提高基本支付，鼓勵

薪資提升3萬2千

– 服務特殊對象或時段

額外加成，優秀照服

員薪資可達3萬5千

– 規劃職涯發展

– 強化專業形象

產學合作

2
– 實習課程

– 高中職設立長照科

– 研議在學期間取得
照服員資格機制

照顧服務員

六、策進作為─充實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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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準備計畫

 推動銜接長照2.0出院準備友善醫院獎勵計畫

 鼓勵醫院落實出院準備，支付1,500點/次

 107年起出院準備連結長照者，不佔用醫院自主管理額度

預防及延緩失能(智)服務

 擴大服務對象：亞健康、健康、衰弱及輕中度失能(智)老人可混班

 鬆綁支付限制：依地方年度服務計畫，整筆撥付所需經費

失智症共照中心

 提高確診率

 扶植失智症照顧據點

 加強人才培訓

六、策進作為─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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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方協助事項

加強宣導
透過村里長或各種社區組織，協助發掘個案。

加強宣導，提升社會大眾對於2.0的認識。

資源佈建
組織專案小組，盤整土地與空間。

開發民間單位投入長照服務，優先充實資源不足地區。

輔導民間單位設立長照機構，簽定特約。

強化效能
建立單一窗口，簡化建管、消防審核程序。

建立服務經費暫付之簡便流程。

充實人力
依在地需求辦訓，鼓勵自訓自用。

督導長照服務提供單位落實提升照顧服務員薪資。

加強宣導照顧服務員職業尊嚴與專業形象。
36



居家

服務

日間

照顧

家庭

托顧

交通

接送

營養

餐飲

專業

服務

喘息

服務

106年1-8月 235 237 85 46 250 685 865

106年1-12月 238 259 85 48 249 716 872

107年1-8月 371 328 92 103 253 1,053 1,582

235 238 237 259 250 249

685
716

865 872

371 328

85 85 92
46 48

103

253

1,053

1,582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單位：家數

註: 106年專業服務家數為居家護理及居家復健之加總，107年實施之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後，將居家護理及居家復健
整合為專業服務

資料來源：各縣市回復

長期照顧資源布建情形(1/2)



失智社 失智共

區服務 同照護

據 點 中 心

預防及

失智
延

緩失

專區
能

(智)

整合型 複合型

服務中 服務中

心 (A)心 (B)

身障福

巷弄長 利機構

照站(C)老化專

輔具中

心及據

點
照護 區

106年1-8月 134 20 35 674 80 199 441 0 31

106年1-12月 134 20 35 850 80 199 441 2 31

107年1-8月 338 73 57 1,652 433 2,645 1,482 6 68

134

674

134
2020

850

80 80
199199

441 441

3131

338
73 353557

1,652

433

2,645

1,482

0 2 6

68

-300

200

700

1200

1700

2200

2700

註:1.失智專區及預防及延緩失能(智)照護之家數，統計至107年7月底。
2.失智專區包含榮家體系、護理之家及老福機構設置之失智專區，另加計部立醫院設置之失智床位。106年35家合計1,273床，

107年1-7月57家合計2,065床

資料來源：衛福部、退輔會、各縣
市政府

單位：家數

長期照顧資源布建情形(2/2)



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1

• 一、身心障礙者人口及家庭

• (一)身心障礙人口高齡化趨勢加深

• (二)家庭逐漸小型化,身心障礙者生活照護日益加重

• 二、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

• (一)身心障礙者主要居住自家宅,近 2 成至少需要一項居家無障礙
設施

• (二)初次居住機構之身心障礙者,以 65 歲以上占多數

引自衛生福利部（2018） 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



• 三、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及交通狀況

• (一)身心障礙者從事休閒活動的困難,以「沒有無障礙設施」
36.29%最多

• (二)無障礙計程車或復康巴士使用困難原因皆以「預訂或叫不到
車」為最多

• 四、身心障礙者起居生活狀況：住家宅且需要居家照顧服務者以
「家事服務」、「身體照顧」及「居家護理」等 項的需求較高

• 五、身心障礙者經濟狀況：身心障礙者無法平衡家庭收支的經濟
弱勢普遍存在

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2



• 六、身心障礙者健康及醫療照顧

• (一)就醫困難項目以「醫療院所距離太遠」、「交通不便」與
「沒有人可接送」最多

• (二)需要輔具者但沒使用之主要原因以「不習慣使用」占 43.69%
最多

• 七、身心障礙者教育服務需求：有 15.57%在學身心障礙者表示跟
同學或老師相處有困難

• 八、身心障礙者政治、社會參與及自我決定：18 歲以上身心障礙
者有 6.62%表示經常或總是會受周遭人態度影響參與社會活動

• 九、身心障礙者工作現況：就業協助需求以提供第二專長及在職
訓練居多

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3



臺灣行政系統及跨部會合作

參考資料：https://goo.gl/RS9diJ

跨部會合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衛福部門
財政部門：財源籌措
主計部門：預算編列
內政部門：建管消防法規
原民會：原民長照
勞動部門：照服人力培訓、

外籍看護工、勞動條件

照
顧
管
理
中
心

衛
生
局

任 務

研訂法規、政策及管
理標準
訂定補助原則及基準，
研訂標準化服務規格
補助及輔導縣市推動
長照服務

地
方 社

會
局

任 務

整合服務資源，發揮
照管中心功能

盤點及佈建轄內長照
資源

督導及管理長照服務
機構

評估及支付服務費用

衛
福
部
門

衛生福利部門長期照顧諮詢小組
(首長擔任召集人)

縣市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首長或副首長擔任召集人)

教育部門：長照教育體系
退輔部門：退輔長照發展
國發部門：計畫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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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人為本的照護體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ICF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醫院

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A級單位

身心
障礙
者服
務

延緩
失能
照護
服務
方案

失智
社區
服務
據點

失智
共同
照護
中心

衰
弱
老
人

失
智
者

失
能
者

身
障
者

出院準備服務

*ICF

社區

社區
整體
照顧
服務
據點
(BC)

單
項
服
務

小
規
模
多
機
能

由縣市長照管理中心之照顧管
理專員(簡稱照專)進行失能等
級評估與問題清單

由地區A級單位進行
• 照顧計畫核定與服務資源連結
• 定期複評追蹤與品質監控
• 連結醫療與長照資源

照顧管理服務流程

失能身心障礙者

(

含
失
能
身
障
者)

疑似失能失智個案

1.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護、家庭托顧)
2.交通接送
3.餐飲服務
4.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5.居家護理
6.居家及社區復健
7.喘息服務
8.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9.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10.失智症照顧服務(失智症日照、團體家

屋、失智症照顧專區)
11.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務
12.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13.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14.社區預防性照顧
15.預防或延緩失能之服務
16.銜接出院準備服務
17.銜接居家醫療服務

2.0長照服務

居家醫療

參考資料：https://goo.gl/RS9d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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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失智照顧策略

強化失智照護資源佈建

廣設失智社區式服務據點

強化照顧能量，增設日間照顧中心/小規

模多機能、機構式失智專區、團體家屋等

照顧者服務

創新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建立失
智症個案管理制度

建立失智專業服務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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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照護資源的積極佈建
服務資源型態 2014 2016 2019目標

日間照顧中心 155家 290家 570家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0 60處 240處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82處 134處 368處

失智症互助家庭 2處 8處

失智症團體家屋 10單位 16單位

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 0 20家 63家

失智專區 1317床 1870床 5041床

資料來源：https://goo.gl/RS9diJ
團體

家屋

日間

照顧

互助

家庭
小規機

失智

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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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約

委
辦

發展失智服務方案政
府

培訓失智照顧人才

委託
醫事及相關
專業團體

失智社區照顧服務.家屬支持
辦理認知促進活動，互助家庭，
家庭關懷訪視及諮詢，
辦理家屬照顧課程，家屬支持團體，
辦理失智友善社區多元方案

*個案管理服務、醫療服務
個案服務依失智不同程度之服務標準，
協助獲得服務
*共照平台服務：
建立醫事及長照服務資源合作，
輔導服務據點成立、人才培訓，
開發社區支持、創新方案
個管資訊登錄與更新作業
辦理失智識能公共教育

地方政府
(長照管理中心)

一般社區

衛生所及
高齡友善機構

診所

醫事機構

長照機構

•認知促進方案
•照顧者多元支持方案
•安全看視創新方案
•失智社區友善方案
•服務據點與中心方案

失智社區
服務據點

失智共同
照護中心

評
選

參考資料：https://goo.gl/RS9diJ

長照2.0失智照顧策略
--創新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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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照護計畫服務內容EMC2

 認知促進、緩和失能
 失智友善社區多元方

案
 安全看視創新方案

Δ個案管理登錄
Δ協助記憶門診完整評估
Δ協助診療照護諮詢
Δ協助持續醫療照護追蹤
Δ協助急性症狀醫療照護
轉介

長照服務-A單位
居家服務
居家復健
居家護理
環境改善
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
團體家屋
小規多機
安寧照護
機構照護

 喘息服務
 互助家庭
 家庭關懷訪視
 家屬照顧課程
 家屬支持團體
Δ連結社區資源
Δ資源連繫會議 • 服務據點之服務項目「v 」

• 共照中心之服務項目「Δ」

資料來源：https://goo.gl/RS9d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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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照護架構示意圖

長照資源

個案管理服務
共照平台服務

服務項目
• 認知促進
• 緩和失智
• 安全看視
• 家屬支持團體
• 家屬照顧課程
• 其他創新服務

個案管理服務
•協助失智確診
•提供照顧諮詢、協調/轉介/追蹤生活照顧與醫療照護服務

共照平台服務：
•輔導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辦理失智照護人才培訓
•辦理社區失智識能之公共教育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地方政府 長照
管理中心

(長照需要等級
評估)

失智社區 服
務據點

失智未失能
疑似失智(未確診)

失智且失能
( 2-8級 )

生活照顧支援 醫療資源

長照2.0失能
(智)服務

失智個案
社區 醫事機構

診所 長照機構

衛生所及高齡友善機構

轉介（有失智確診）

轉介（疑似失智或未確診）

求
）

（
確診
且轉
有介
長
照
需



失智照護服務模式(以北市為例)

社
區
健
康
中
心
篩
檢
/
診
所
、
社
區
通
報
轉
介

疑
似
個
案
至
合
約
醫
院
進
行
確
診

照
管
中
心
失
能
評
估
核
定
給
付
等
級

A級個管

訂定包裹
式照顧計
畫與服務
連結管理

失智共同
照護中心

失智醫療
個案服務

社區整體
照顧體系

BC
服務提供

安全防護(走失手鍊、
指紋建檔)/社會福利諮
詢與協助

醫療照護(就醫及用藥
協助)/非藥物治療活動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喘息服務、互助家庭、
家庭關懷訪視、家屬
照顧課程、家屬支持
團體、認知促進緩和
失智、友善社區方案、
安全看視)

支持性環境(照顧者/家
屬支持)

提供長期照顧服務

2-8級失智
案有情緒/
攻擊自傷
行為問題

疑似但抗拒就醫案/ /CMS1級失智案
/非失智有情緒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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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照 2 據點 14

共照 2 據點 10

共照2 據點21

 107年8月實際布建數：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73  失
智社區服務據點338

失智照護資源佈建情形

桃園市

共照 8 據點 43

共照 1 據點 4
共照 4 據點 13

共照 3 據點 5

共照 2 據點 4

共照2 據點11 共照7 據點24

共照9 據點26

共照2 據點13

共照3 據點21

共照1 據點4

共照6 據點26

共照7 據點46

共照5 據點22

共照 2 據點 14

共照 2 據點 8

共照 1 據點 4

共照 1 據點 5

共照 1 據點 0

單位：處



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 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

輔具及無
障礙環境

改善
喘息服務

106年1-8月 7,320 2,232 61 1,299 954 272 1,191

106年1-12

月
8,492 2,559 68 2,055 1,087 444 1,581

107年1-8月 10,438 4,450 103 4,682 7,263 1,633 6,181

2,232

61

1,299 954
272

1,191

8,492

7,320

2,559

68

2,055 1,087

444

1,581

10,438

4,450

103

4,682

7,263

1,633

6,181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

單位：人數

備註：1.失智症者個案人數分別為：12,378(106年1-8月)、15,094(106年1-12月)及20,366(107年1-8月)。

2.各分項服務使用人數已歸人計算，惟同一個案可能同時使用多種服務。

3.106年之專業服務，包括：居家護理及社區復健。資料來源：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

106至107年失智症者各類長照服務使用人數



106年及107年失智共同照護中心/社區服務據點服務人數比較

極輕度

4,286

2,448
1,693

703

9,130
8,383

5,038

3,514

1,422

18,35720,000

18,000

16,000

14,00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

(含疑
(單位:人數) 輕度 中度 重度 合計

似)

106年1-12月 4,286 2,448 1,693 703 9,130

107年1-8月 8,383 5,038 3,514 1,422 18,357

失智 個

案

數

照顧 者

人

數
合計

2,859 4,209 7,068

4,994 4,585 9,579

2,859

7,068

4,994

4,209 4,585

9,579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5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

(單位: 人數)

106年1-12月

107年1-8月

備註：106年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分別於106年5月及7月核定，故106年1-

12 月之資料，主要為106年下半年之資料。
資料來源：各縣市回復



106年及107年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之共同照護平台服務

社區失智識能公

共教育-場次

社區失智識能公

共教育-人次

失智專業與照服 失智專業與照服

員人才培訓-場 員人才培訓-人

次 次

106年1-12月 350 31,436 148 10,324

107年1-8月 797 46,473 164 15,250

350

31,436

148

10,324

797

46,473

164

15,250

42,000

37,000

32,000

27,000

22,000

17,000

12,000

7,000

2,000

-3,000

47,000

資料來源：各縣市回復



•進行國內外資源盤點、
規劃架構及使用規劃
•編製不同對象/場域失智友
善教材
•失智友善天使/組織/社區
認證

•規劃辦理國際失智症月全國性宣導
活動(107年下半年)

•媒體託播：編製宣導影片、發表失
智友善LOGO、剝皮寮歷史街區社
區活動
•辦理記者會：「打破對於失智的迷
思與歧視記者會」、「失智者

ICAN記者會」，以及失智症照護資
源介紹與失智症照護成果記者會
•友善失智公共識能線上活動

失智友 失智症
善示範 預防推
社區 廣

失智友
善推廣
宣導

失智友
善社區
增能暨
資源整
合中心

107年推廣失智友善相關措施

• 新設失智友善示範社
區4處
• 延續型失智友善組織
社區外展方案4個

•全國失智友善天使招募
≧30,000人
•全國失智友善組織招募
≧1,200家
•全國失智友善行銷活動
≧100場



107年建置失智友善示範社區

失智友善示範社區4處(屏東縣竹田鄉、高雄市大寮鄉、台北市中正區及
宜蘭縣壯圍鄉)

失智友善天使：已達成4,581人；失智友善組織：已達成376家

友善據點

• 失智友善館(宜蘭縣、高雄市、屏東縣)

• 自立學習咖啡館(臺北市)

友善交通

• 友善公車(臺北市)

• 友善計程車(臺北市、屏東縣)

• 友善互助接送(屏東縣)

友善資源

• 友善組織地圖(宜蘭縣、臺北市、高雄
市、屏東縣)

• 友善居家(臺北市、高雄市)

友善組織

• 醫院、診所、社區藥局、超商/雜貨店、
銀行/郵局、里長辦公室、派出所……

健康照護

• 社區藥局(宜蘭縣)

• 居家醫療(臺北市)

• 失智預防介入課程(高雄市)

• 行動藥師(屏東縣)

友善關懷

• 支持團體(宜蘭縣)

• 照護者關懷咖啡館(臺北市)

預防介入

• 預防及延緩失能(智)課程(高雄市、

•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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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之
推動

56

• 我國為亞洲第2個具有國家級失智政策之國家

•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暨行動方案2.0 (2018至2025年)：

106年12月公布，係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之「2017-2025年全球失

智症行動計畫」，共計7大項策略、19項行動方案

107年6月公布工作項目、部會分工、107-108年預算，及42項衡量指標

召開2次跨部會會議，由9個部會共同推動，包括：衛福部、勞動部、教育

部、交通部、內政部、法務部、經濟部、科技部及退輔會

107~108年共將投入90億元預算經費，積極推動失智症防治照護

本部將定期管考執行成果，且每年召開跨部會檢討會議



有政策、有照護模式後，
政府和民間如何攜手真正落實?

57



臺灣失智症服務成果

衛生與社政部門已整合成衛生福利部門(2013年)。

失智醫療系統的建置(健保給付、防治篩檢、記憶門
診、到宅醫療、安寧照顧)。

失智社區式服務資源的發展與失智友善社區萌芽。

創設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建立失智個案管理與資源
連結。

重視並積極推動失智照顧家屬支持服務。

臺灣失智症居家、社區和機構式照顧模式已建立。

58

民間團隊積極推動創新服務方案，繼續扮演政府向
前走的主要動力。



持續推展建議

須提升護理照顧服務員的社會地位和合理薪資福利，進而提升
其工作意願與服務品質。

失智照顧服務資源(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失智專區養護機構)
提供不足，政府須有整體規劃和有效補助政策。

須建立失智專業人力培育制度，特別是個管師、直接服務專業
人員(護理、醫事人員、照服員等)臨床能力的訓練實習制度。

須建立穩定財務機制與政策連貫性，吸引民間投入意願，服務
體系才能永續經營。

醫療與社政系統仍需加強整合連結。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案管理師編制不足，個案量太多影響管理
品質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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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失智症照護相關法律認識

張仁興律師

201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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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律類型：

民事--與財產或身分相關

ex:契約、侵權；親屬、繼承

刑事--犯罪、科刑

ex:罰金、前科(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行政--行政責任

ex：罰鍰、限期改善、廢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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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事責任之初較:

1.負責任之主體不同：
民事→行為人、醫療機構侵權連帶賠償責任
刑事→「行為人」個人負責

2.構成要件範圍不同：
民事→有擬制責任規定，擴大至「違反保護

他人法律」， 亦須賠償(因果關係)       
刑事→僅就行為本身評斷故意、過失

3.責任不同 →賠償 vs. 犯罪
4.法律程序不同 → 可委任律師到庭 vs.親自到庭
5.時效不同(刑事/民事；民事契約/侵權)

201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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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智｣在法律上可能的影響
• 民事部分：

無行為能力(須法院為監護宣告，民§14、§15 

→意思表示無效(民§75) 

→由監護人(民§76、 §1110~)為受監護人

利益，依其財產狀況療治身體、管理財產

• 刑事部分：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刑§19Ι)

2019/06/14



各當事人間關係與責任

• 被照護者本身：行為能力-----財產行為
身分行為(遺囑)

刑事責任能力？
• 家 屬與機構、照護者→ 契約關係?契約當

事人？侵權行為？連帶負擔？刑事責任?以刑逼民？
• 家 屬與家屬：數人意見不一致？

2019/06/14 大華聯合法律事務所/張仁興律師 65



大華聯合法律事務所/張仁興律師 66
66

2019/06/14

貳、與被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一、老人福利法

• § 2    本法所稱老人，指年滿65歲以上之人。

• §13Ι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老人，法院得因主管機關之
聲請，為監護或輔助之宣告。

• §14為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
產交付信託。無法定扶養義務人之老人經法院為監護或輔助宣告
者，其財產得交付與經中央目的主管機關許可之信託業代為管
理、處分。

• §34 主管機關應依老人需要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下列老人福利機
構：一、長期照顧機構。二、安養機構。三、其他老人福利機構。

• §38老人福利機構應與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
關係。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
及其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

老人福利機構應將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契約範本公開並印製
於收據憑證交付入住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已依第一項規定與入
住者訂約。



大華聯合法律事務所/張仁興律師 67
67

2019/06/14

與被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 §43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村(里)長與村(里)幹事、警察人員、司法

人員及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關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
悉老人有疑似第41條第1項或第42條之情況者，應通報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前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 §51 依法令或契約有扶養照顧義務而對老人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
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 姓名；涉及刑責者，應

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一、遺棄。二、妨害自由。三、傷害。四、身
心 虐待。五、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老人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
之 環境。六、留置老人於機構後棄之不理，經機構通知限期處理，
無 正當理由仍不處理者。

• §52 老人之扶養人或其他實際照顧老人之人違反前條情節嚴重者，主管
機關應對其施以4小時以上20小時以下之家庭教育及輔導。…    

不接受第一項家庭教育及輔導或時數不足者，處新臺幣
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至
其參加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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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 §5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
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
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
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一、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
智功能。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 §6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身心障礙者申請鑑定時，應交衛生主管
機關指定相關機構或專業人員組成專業團隊，進行鑑定並完成身心
障礙鑑定報告。。

【修法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 §3：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係指個人因生理或心理因素致其參與社會及
從事生產活動功能受到限制或無法發揮，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所定等級之下列障礙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為範圍：…10.失
智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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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五、民法規範：

• 監護宣告、輔助宣告：

1.行為能力：得獨立為有效法律行為(財產行為、身分行為)

之能力

(1) ←— (無行為能力)---7歲—-(限制行為能力)---20歲—(完全行為能力)—→

(2)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民§15) 

2.「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民§14Ι)

老人福利法§13—得由主管機關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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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1/9)-聲請人

•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
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
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 ，為監護之宣告。(民§14Ι)

•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
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民§14Ⅱ)(家§174)

•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民§15)

• 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 (民§1110)

201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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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2/9)-聲請方式

• ｢本法所定家事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之；未設少年及家事
法院地區， 由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處理之」 (家§2)

• ｢下列監護宣告事件，專屬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
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 (家§164Ι)

• ｢聲請人為監護宣告之聲請時，宜提出診斷書 」 (家§166)

2019/06/14



※監護宣告(3/9)-監護人人選

•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
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
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

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
視，提出 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
相關資料或證據， 供法院斟酌。 (民§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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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4/9)-開具財產清冊

• 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
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
內開具財產清冊， 並陳報法院。 (民§1099)

• 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
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 (民§1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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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5/9)-監護人選定原則

• 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

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利害關係。 (民§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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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6/9)-機構監護人限制

• 照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法人或機構及其代表人、負責人，或與該
法人或機構有僱傭、委任或其他類似關係之人，不得為該受監護
宣告之人之監護人 。 (民§1111-2)

• 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
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
(民§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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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7/9)-數監護人、登記

• 法院選定數人為監護人時，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行職務
之範圍。 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第14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
聲請，撤銷或變更前項之指定。 (民§1112-1)

•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撤銷監護之宣告、選定監護人、許可監護人
辭任及另 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依職權囑託該管戶政機關登
記。 (民§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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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8/9)-監護人之義務

• 監護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監護職務。 (民§1100)

• 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 (民§1102)

• 受監護人之財產，由監護人管理。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
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 法院於必要時，得命監護人提出監護事務
之報告、財產清冊或結算書，檢查監護事務或受監護人之財產狀
況。 (民§1103)

• 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
者，應負 賠償之責。 (民§1109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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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9/9)-監護人行為之限制

• 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
代為或同 意處分。 監護人為下列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
力：

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

二、代理受監護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供他人使
用或終 止租賃。

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為投資。但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
銀行儲 蓄券、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金融機構承兌匯票或
保證商業本票， 不在此限。(民§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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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宣告(1/ 3)

•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
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15-1)

• ｢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民§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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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宣告(2/ 3)

• ｢下列輔助宣告事件，專屬應受輔助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
之住所地或 居所地法院管轄；無住所或居所者，得由法院認為適
當之所在地法院管轄」(家§177)

• ｢法院對於輔助宣告之聲請，認有監護宣告之必要者，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以 裁定為監護之宣告」(家§179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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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宣告(3/ 3)
•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

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
租賃或借貸。

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三條規定，於未依前項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 用之。

第八十五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第一項第一款行為時， 準用之。

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 仍不為
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民§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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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徵中心-信用註記

•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http://www.jcic.org.tw/main_ch/index.aspx

當事人註記-

在當事人申請在其個人資料檔，註記與金融機構往來的一些說明，金融機構
查詢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註記資訊時，即知悉並參考當事人意見辦理。

---註記不再申請貸款、信用卡等。

2019/06/14 大華聯合法律事務所/張仁興律師 82

http://www.jcic.org.tw/main_ch/index.aspx


2019/06/14 大華聯合法律事務所/張仁興律師 83



預防銀行存款遭盜領

• 檢附病人診斷書證明，發函通知往來銀行，如有異常提領情形，
通知家屬並留下連絡電話------提高注意義務

• 遇有異常，報警並通知銀行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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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 ※委任(財產上行為)：委任人有意識時，就財 產等
事件，得出具委託書，授權他人代理 為之(民§
528)。

• 公證(法院公證處、民間公證人)
---公§1公證事務，由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辦理之。

§8辦理公證事務，應於法院公證處或民間之公證
人事務所為之。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因事件之性
質，在法院公證處或民間之公證人事務所執行
職務不適當或有其他必要情形者，不在此限。
辦理公證事務之時間，依一般法令之規定。但
必要時，得於法令所定時間外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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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 ｢遺囑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自書遺囑。

二、公證遺囑。

三、密封遺囑。

四、代筆遺囑。

五、口授遺囑。 」(民§ 1189)

• ｢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 限制行為能力人，無須經法定代
理人之允許，得為遺囑。但未滿十六歲者 ，不得為遺囑。 」(民§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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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方式(1/3)

• 自書遺囑：｢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 名；
如有增減 、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 (民§1190)

• 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在公證人前口授遺囑意旨，由公證
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
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由公證人將其事由記明，使按指
印代之。」(民§1191)

• 密封遺囑：｢密封遺囑，應於遺囑上簽名後，將其密封，於封縫處簽名，指
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向公證人提出，陳述其為自己之遺囑，如非本人自寫，
並陳述 繕寫人之姓名、住所，由公證人於封面記明該遺囑提出之年、月、
日及遺 囑人所為之陳述，與遺囑人及見證人同行簽名」(民§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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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方式(2/3)

• 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 遺囑意
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 人認可後，記明年、
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
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1194)

• 口授遺囑 ：｢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
得依左列 方式之一為口授遺囑： 一、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
口授遺囑意旨，由見證人中之一人，將該遺囑意旨，據實作成筆記，並記
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 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
證人，並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口述遺
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年、
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處同行簽名。 」(民§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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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方式(3/3)

• ｢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

一、未成年人。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三、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四、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五、為公證人或代行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理人或受僱人。 」(民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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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 ※繼承—概括繼承、拋棄繼承

•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
上之ㄧ切權利、義務。」(民§1148Ι)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
責任。」 (民§1148Ⅱ)

「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
院。」(民§1156Ι)

• 拋棄繼承：知悉起3個月內，書面向法院



※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
一、直系血親相互間。
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
三、兄弟姊妹相互間。
四、家長家屬相互間。(民§1114)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
三、家長。
四、兄弟姊妹。
五、家屬。
六、子婦、女婿。
七、夫妻之父母。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1115)

與被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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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與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一、民事部份：

• 1.契約責任—a)有償契約(僱傭、委任、醫療)，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一般交易上之觀念，認為
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其已盡此注意與否？
應依抽象之標準定之，亦即以客觀之注意能 力而非以主觀之
注意能力為斷。」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 字第2139號決

b)無償---自己注意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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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過失(法律規定):

• 民事：「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為斷者，茍非怠於此種注意，
即不得謂之有過失。」19年上字 2746判
例

• 刑事：「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
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行為人對於構
成犯罪之事實，雖能預見期發生，但確信
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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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範圍：所受損害、所失利益、慰撫金(民
§227之1)

※機構(醫療院所)連帶賠償(民§224)

口頭契約亦成立。宜簽訂書面契約(老人§ 38)，
以求權利義務明確。

• 2.侵權責任—故意或過失、連帶責任、損害賠償(包
含慰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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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5/8)
二、刑事部份：(行為—作為、不作為)
• 1.刑法§320：竊盜5
• 2.刑法§336：業務侵占6月5(ex:保管財物，

據為己有) 親屬間：告訴乃論
• 3.刑法§302：妨害自由5
• 4.刑法§294：遺棄6 5

§295：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加重1/2
• 5刑法§284:過失(業務過失)傷害6月(1)、致重
傷害1(3)；(告訴乃論)

• 6.刑法§276:過失(業務過失)致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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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護者相關之法律規定(8/8)

• 7.告訴乃論：a)自知悉之時起，需於6個月內提出告訴；

b)告訴人得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

8.「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
事務，包括主要業務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在內。此項
附隨之事務，並非漫無限制，必須與其主要業務有直接、密切之
關係者，始可包含在業務概念中，而認其屬業務之範圍。」最高
法院89年台上字第8075號判例。



附錄二：要如何改變生活習慣?



失智症之危險因子

•遺傳性
年齡
家族史
唐氏症候群
血脂蛋白基因第四
型 (ApoE4)

•非遺傳性

中年高血壓

中年膽固醇上升

高半胱胺酸水平上升
(Homocysteine  ，容易患
上血栓症及心血管疾)

憂鬱症

肥胖

第二型糖尿病

腦外傷
引自Henry Brodaty（2013）Prevention and Risk Factors 

in Dementia，第28屆國際失智症研討會，未出版。



阿茲海默症是一種文化病！
現代人的生活型態導致你我生活中充滿
壓力，我們總是被時間追著跑、睡得少、
睡不好、運動少、體內營養素也少。這
些林林總總的生活樣態與其結果，終將
導致大腦無法正常分解「乙型類澱粉蛋
白」（amyloid β-peptide），進而形
成乙型類澱粉蛋白累積，最後加速個體
出現阿茲海默病徵。

引自麥可‧內爾斯（Michael Nehls）著；呂以榮、彭意梅、許景
理譯（2017）失智可以預防，更可以治癒。臺北市：商周出版。



雖然失智症的症狀一般出現在老年後的生活
中，但潛在的腦部病變卻在多年前就開始發
展了。在《刺洛針》（the Lancet）委員會
所述要點中指出，老年失智症很像是一臨床
上不易發現的小病，開始於中年（約 40-65 
歲）一直到末期才表現為失智症的症狀。

引自英國國際醫學期刊《刺洛針》（the Lancet）2017
年7月19日報導



阿茲海默症的保護因子

引自Henry Brodaty（2013）Prevention and Risk Factors 

in Dementia，第28屆國際失智症研討會，未出版。

○教育

○休閒活動

○認知活動

○體能活動

○茶、咖啡因

○紅酒含有白藜蘆醇
(resveratrol) 

○多蔬菜、海鮮（地中海
式飲食）

?B12&葉酸

?銀杏

?抗發炎藥物 (NSAID)

?降血脂藥物 (Statins)

×賀爾蒙療法(HRT)

×非類固醇類止痛藥
(NSAIDS)



危險因子

保護因子

基因

高教育

多動腦

抗高血壓藥物

社經
地位

生活嗜好（如抽煙）、
高血壓、血管因子、職
業因素

生活嗜好（如抽煙）
血管因子
血管疾病
憂鬱
腦外傷
女性賀爾蒙？

豐沛的社交網絡
心智活動
體能活動

飲食：魚、蔬果
適量飲酒
抗高血壓、降血脂、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
女性賀爾蒙?

歲

人生階段中失智症之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

引自劉秀枝（2006）失智症的診斷與治療，輔仁大學失智老人的照顧授課講義。

Fratiglioni L, et al. Lancet Neurology 2004;3:343-53



我們成人可否長出新的神經細
胞？

• 海馬體對於學習、記憶、 心
情、和情感尤其重要。
Sandrine Thuret 的同事
Jonas Frisen 來自 Karolinska
研究所，據其估計，我們的海
馬體每天有700個新生的神經。
• 學習
• 讓血液流向腦部的運動
• 紓壓(正念減壓)

• 睡眠
• 飲食

• 減少20%-30%的熱量(間歇性
斷食)

• 攝食類黃酮(黑巧克力或藍莓)

• 奧米加-3 脂肪酸(鮭魚)

• 紅酒含有白藜蘆醇(resveratrol)  

• 咀嚼鬆脆的食物



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
(The Chronic Disease Self Management 
Program)由史丹佛大學病人教育研究中心製
作，並是史丹佛大學與北加利福尼亞州凱澤
佩爾曼納醫療護理計劃(North California 
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Program)合作
研究成果。
課程主要製作人現職於史丹佛大學的公共衛
生博士 Kate Lorig、公共衛生碩士Virginia 

Gonzalez 及Diana Laurent三位。



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The Chronic Disease Self 
Management Program)經過一個五年時間的研究
評估計劃，以隨機方式在一千多人中，把參加課
程的人與沒有參加課程的人比較，結果發現參加
課程的人在各種健康行為上（例如：運動、運用
思想處理症狀、應付問題、與醫生溝通等）及個
人的健康狀況（例如自我評估的健康、疲勞、殘
疾狀況、社交活動、健康帶來的困擾等）都有改
善，並減少了留院日數。

其他研究均顯示類同的結果。



史丹佛大學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

簡介

•6周、每周2.5小時、10-15人的團
體課程

•慢性病自我管理(CDSMP)，糖尿
病自我管理(DSMP)，慢性疼痛自
我管理(CPSMP)….

•2名合格的帶領人，專業人員 + 併
有慢性病之領導人或者併有慢性病
之領導人+ 併有慢性病之領導人

•內容非常結構化，按照詳細課程
手冊

•不同程度的培訓：4 到 4.5 天，種
子講師訓練師(T-trainers)、種子講
師(Master Trainers)、帶領人
(Leaders)

優點

• 團體環境可減少孤寂感並促進自
我效能

• 透過同儕學習與分享培力團體參
與者

• 非常聚焦於目標設定與問題解決

限制

• 並非所有人都適合或喜歡團體型
式

• 個人阻礙處理較受限

• 彈性的問題

• 時間限制

https://www.selfmanagementresource.com

https://www.selfmanagementresource.com/


促成「自我管理」過程的元素？

• 了解慢性病與管理的知識

• 運用自我管理照顧計畫

• 積極參與決策過程

• 監督並管理慢性病癥候與症狀

• 管理慢性病在生理、情緒、職能、與社會功能之影響

• 採取控制風險因子與促進健康的生活型態

• 有能力與自信使用支持性服務

引自潘經光（2018）自我管理：香港慢性照護與復健之整合與

發展，活出健康：慢性病自我管理研討會，天主教失智老人
金會主辦，未出版。



課程設計理念：

• 慢性病患者有相類似的關注和問題。

• 慢性病患者要處理的不單是自己的疾病，還要處理疾病對日常生
活和情緒所產生的影響。

• 慢性病患者雖然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但藉由詳盡的帶領人手冊，
也能勝任帶領工作坊，其成效並不比專業醫護人員遜色。

• 工作坊的帶領過程和方式，與課程的內容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
要。



自我管理守則

• 悉心照顧自己的健康問題

• 繼續日常的活動

• 處理自己的情緒變化



體能活動 問題解決
藥物 運用心智

作出決定 睡眠
行動計畫 溝通
呼吸技巧 健康飲食
了解情緒 體重管理

與醫護人員合作

自我管理百寶箱



行動計畫

•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 可完成的

• 具體的行為

• 回答以下的問題：
• 做什麼？(具體行為)

• 做多少？(時間、距離、量) 

• 何時做？(一天中的時段、一週間的哪幾天）

• 多常做？(每週做多少天？)

• 有7成或以上的信心



問題解決步驟

• 確立問題

• 列出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 選擇一個方法試行

• 評估成效

• 改作另一個方法

• 運用其他資源

• 接受問題現在可能無法解決





「生活型態再設計｣，則著眼於運用職能治
療的觀點，鼓勵及協助個案選擇及(重新)參
與日常職能活動，從而提升個人自我效能、
功能獨立程度、生活滿意度及健康狀態
(Mandel, D. R., Jackson, J. M., Zemke, R., Nelson, L., & 

Clark, F. A., 1999)

引自廖于萱(2016)輕度失智者生活型態再設計之自我管理團
體方案設計及介入成效研究，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業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引自鄭又升（2016）失智症長者生活型態再設計之自主管理
團體實務分享講義，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





長照服務照顧者多元文化諮商和心理工作

長照諮商心理師自我覺察與自我照顧

引導人 秦秀蘭

新北市多元智能老幼暨兒童教育發展協會副執行長

臺北市立大學、實踐大學兼任副教授

buddish0000@gmail.com

帕米爾

108年度諮商心理師長期照顧醫事專業人力level II專業課程



長照服務照顧者多元文化諮商和心理工作

長照諮商心理師自我覺察與自我照顧

今日目標

共同思維

◆ 照顧者？

◆ 我的服務對象？

◆ 我的服務信念？能堅持嗎？

◆ 服務的困境？

◆ 我想改善？

◆ ………

Knight, B (2004)



多元文化價值

銀力經濟時代的按需經濟服務



銀力經濟時代的按需經濟服務

➢計畫申請協助者

➢支持者、倡議者

➢ ???

照顧孩子需要整個社區的力量

照顧長輩需要整個社區的能量

願力 行動力

職業 志業

諮商

照顧

復能

助人者

能力



家庭照顧

者支持系

統

心理協

談
資源連

結

紓壓活

動

支持團

體
實務指

導

到宅指

導

照顧技

巧

喘息服

務

銀力經濟時代的按需經濟服務

多元價值

➢文化差異

➢世代差異

➢家庭結構

➢價值觀

➢信仰



高齡接受服務

問題的解決

高齡者

自主

能力的開展

意識的覺醒

高齡心理與諮商服務的發展趨勢

自主、自在 幸福



洪珮惠 施玉麗

（20100700）

[老人諮商倫理議題--

以護理之家為例]。

高齡心理與諮商服務的發展趨勢

老人

虐待

正念

治療

生涯

發展

懷舊

治療

諮商

倫理

悲傷

治療

音樂輔療

按摩輔療

賴秋鈴 老年人心理調適、
正念治療

朱柏翰 親子諮商、
老人諮商、

認知障礙、憂鬱症

睡眠障礙、家人關係

心理
調適

自我
覺察

老人自殺

防治



心理健康=

因應技巧 + 自我尊重感

+ 社會支持 + 個人權力

器質性功能 + 壓力 + 無能感

高齡心理健康的評估

(摘自何金針譯，2007)

Lewisz、Danniels、D’Andre

悲傷情緒的起承轉合是一種自然的反應機制

一般人都會從環境中擷取資源，讓自己恢復平衡。



◆諮商心理師的任務：

➢ 設計心理健康檢查與日常養心處方，提昇老年心理健康

與幸福感。包括:

➢ 協助偵測與改善老年憂鬱、

➢ 失志及失群孤獨難題，

➢ 調適失群孤寂的人我關係、

➢ 接納失能的自身形象、

➢ 找到生命意義與自我價值肯定，避免失能、失志、失智、失群

➢ 提升高齡者及照顧家屬之心理福祉。

高齡心理照顧服務納入長照2.0



多元文化的心理協助思維

照顧者的自我

覺察

支持夥伴

支持團體

勇敢走出框架

自我療癒的歷

程

➢ 找出困擾自己，讓自己心裡痛苦的思維?

➢ 每天給自己5分鐘的靜坐時間，傾聽身體
的聲音?

➢ 願意與人分享、主動求救?

➢ 認知轉換
➢ 知識是行動的力量
➢ 走入社區、就有解

(家庭托顧)

移工們?



認識長照服務照顧者的多元面貌

◆誰是長照服務照顧者?

➢ 家屬? 移工? 照服員、護理、復能專業人員

➢ 政府? NPO夥伴? 企業?

➢ 志工? 諮商人員?

◆家屬照顧者有哪些說不出內心苦

➢ 經濟壓力、職場壓力、

➢ 體能壓力、情緒壓力

➢ 親情 vs 體力、角色的衝突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照顧者分為

*預備照顧者

*新手照顧者-0-6個月

*在職照顧者-

*資深照顧者-3年以上

*畢業照顧者-圓滿了

五階段家庭照顧者
https://www.familycare.org.tw/news/10863

全國約成立
25處服務點

家庭照顧者

https://www.familycare.org.tw/news/10863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提供諮詢與教育訓練，

➢第二類是直接提供喘息服務，

➢第三類是其他型式的支援類型。

增加家庭照顧者與社區資源

取得服務管道的知識

家庭照顧者

知識是行動的力量



家庭照顧者

彈性使用「長照安排假」

➢ 陪伴失智者就醫

➢ 從容處理失智家人意外事件

➢ 學習照顧知能

➢ 安排適合失智家人的服務

➢ 陪伴失智者適應新服務

➢ 協助新外籍看護學習照顧知識

照顧者新三重苦
➢ 老老照顧
➢ 女性扛起照顧責任
➢ 辭掉工作

(聯合報)

政府

社區

職場

社會

家庭

職場



照顧者常見的盲點

照顧者需要了解長輩過去生
命經驗、人生角色、過去專
長與嗜好、禁忌、病前特質

與貢獻…..

長輩轉頭看外面

彷彿沒聽見ㄧ樣.

但是如果少了
覺察，就無法

同理

照顧者當著長輩面說:

-- 他喔，現在腦筋差多了，
才說完，轉個頭就忘了! 



因身體老化引起的…

因失落引起的….

因環境因素引起的…

因人際互動引起的…

高齡當事人常見的心理諮商服務

[關係]
是照護品質最重要的指標

照顧者當著長輩面
前說
-- 他喔,現在腦筋差
不多了，才說完，
轉個頭就忘了! 

長輩轉頭看外面
彷彿沒聽見ㄧ樣.

實例



認知障礙者心理行為特質的解讀

三原色的認知主題(自我、未來、外在情境) 情緒

三

原

色

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或不適任，對世界充滿

負向觀點，覺得未來一點希望都沒有。

Depressed

覺得自己很容易受傷害，整個外在環境是

混亂的，為世界也是不可預期的。

Anxious

覺得個人沒有受到公平對待，外在環境對

自己是敵對的，所以急於採取措施來保護

自己。

Angry

James (2011)



成熟部分 特定的挑戰 世代因素 社會情境

認知的複雜度

情緒的複雜度

專長知識

特殊專長領域

多元家庭經歷

累積的人際技巧

慢性疾病

身體上的失能

追悼親人死亡

需照顧他人

認知能力

教育程度

字彙的使用

價值觀

常態的生活步調

社會歷史生活經歷

年齡區隔居住環境

高齡者服務機構

高齡者休閒場所

醫療情境

長期照顧情形

與年齡有關的法規

高齡心理與諮商服務的特殊性

Kinght(2004:6)



認知障礙者心理行為特質的解讀

James (2011)

Newcastle clinical model –認知障礙者挑釁行為的解讀



我很害怕

我想這次我一

定找不到廁所

廁所在哪裡?

感覺好混亂!

焦慮 我被當成傻子

我不會讓她再

一次的得逞

她把我看成

頑皮的孩子

憤怒

動手打照顧者

認知障礙者心理行為特質的解讀

尿溼褲子

丟臉

1

2

3



情緒障礙與認知障礙的相互關係

認知障礙：

一種「訊息
處理」障礙

心智意義

化系統模

式

(Level Ι)

心智安全

系統模式

(LevelΠ)

◆口語訊息
◆訊息評估
◆需要長時間處理

◆非口語訊息
◆訊息無須評估
◆訊息不被覺察
◆個體以特有方式回

應各種危機
◆快速且直接的反應

例如失智症者花很多
時間處理心智意義化，
因而傷害其心智安全

(Bender & Wainwright, 2010)



為我們的行動力 加 滿油

自組
NPO

身心

診所

走入

社區

投入

機構

助人
講師

???

???



為我們的行動力 加 滿油

扶老

老福

長照心

關鍵

➢心老心不能老
➢堅毅、熱情
➢享受老年之美

➢避免失志
➢絕不失群
➢充滿希望

➢生活照顧
➢醫療需求
➢後端照顧



➢照護人員通常沒有機會與人談話，也無法理解他們或患者

自己感受時的危險。

➢缺乏思考與覺，容易造成不自覺的報復或虐待性的行為。

➢ 諮商者與照顧者的諮商面談，常常出現

主要照護者的希望 患者的絕望。

➢ 發現患者行為的意義

→讓主要照護者瞭解更多關於自己與患者的經

驗，以及自己的關於老化經驗。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釐清錯誤的解讀



➢ 當病患心理的憂鬱，導因於失敗的人際互動關係，甚至造成

自尊心受損。很可能是年幼互動關係被內化，成年憂鬱症發

作時會被激發。

➢ 扭曲的內在客體關係，也可能外化成病患當下的真實關係。

➢ 個人親密的人際互動關係與自尊心的維持有密切的關係。

➢ 治療著眼點在於透過正常、健康的治療關係，讓個案能了解

存在自己潛意識世界當中，過去幼年期失敗的人際關係所內

化成的內在客體關係的原型。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善用心理動力典範

面對憂鬱症個案



➢ 處理個案的阻抗、防衛、行動化、轉移情感等

---讓個案對自己的內在情感與關係的世界有著更深層的瞭解。

➢ 藉由領悟與修通的治療過程，來恢復平衡的自尊、自信，

並且在現實的人際關係中逐漸獲得較為平順的互動結果 。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善用心理動力典範

年幼被內化，

並扭曲的內在

客體關係被外

化為真實關係

透過治療關係，

讓個案了解幼年

失敗的人際關係

所內化成的內在

客體關係的原型

透過治療讓個

案對自己情感

與關係有著更

深層的瞭解

領悟與修通的

治療過程，來

恢復平衡的自

尊、自信

罹患憂
鬱症

面對憂鬱症個案



◆考慮到患者的失落感，並給予主要照護者的一些哀慟的

空間和時間，才不至於受患者情緒所迫害。

◆在主要照護者與患者之間，應該有分享悲傷與感激情緒

的機會。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善用心理動力典範

1.幫助主要照顧者對患者的來有更實際的看法。

2.不再將自己想像的快樂結局強加於患者的悲劇上

面對失落感個案



◆高齡諮商服務的阻礙來自—

高齡當事人最擔心的是 –諮商心理師對自己所說的事

情會有哪些回應

◆師商心理師培訓中的情緒分析，是要讓他或她能「承擔」

這些情緒，而不是以某些行動來驅散這些情緒。

向Paul Terry 學習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善用心理動力典範

對老化歷程的深度理解



◆荷莉太太說起那位剛過世、自己最喜歡的女兒，但是又

附加說到自己無法哭泣，她說自己覺得生理上生病了，

並指著自己的腹部………

◆荷莉太太告訴密雪兒，她不知道還有多少東西「在心裡」

要發作。

向Paul Terry 學習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善用心理動力典範

諮商心理師內在被激起的矛盾與愧疚的情緒



➢ 監控治療者的情緒反應（反移情作用）

--是高齡者的精神動力模式治療的教學核心概念。反

➢ 移情作用的核心反應出對投射性自我認同溝通的理解。

➢ 觀察性研究則是將諮商心理師從治療性介入決策的責任

中解放出來。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自我成長的歷程

向Paul Terry 學習

反移情

早期失敗的依賴經驗連結，會導
致對生命晚期的依賴感到恐懼



*從生命一開始，我們就在尋找一段親密的關係

*生命早期裡的人際關係在情緒發展與自我認同

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Paul Terry)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哀悼與失去的處理理

➢ 哀悼是高齡者治療的核心課題之一

➢ 哀悼證明了生命中失去過摯愛、也證明個人所擁有過的

熱情、成就與牽絆。

➢ 哀悼讓我們得以在內心世界建立起我們所愛、卻已永遠

失去的人與物，透過這種方式它們也將持續地維持並滋

養我們的生命。



在「哀悼及其與躁鬱狀態的關係」中

◆佛洛依德說：哀悼的主要任務就是面對外在世界中有

所失去的事實，並在自己內在世界重建所愛的人。

◆哀悼者的任務就是「帶著痛苦」去重建內心世界、重

塑逝去者 (Melanie Klein)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哀悼與失去的處理

對諮商心理師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對來自病患的

投射採取接受的態度。病患有可能無意識的動用治療

師本身的恐懼，其中最困難的就是面對死亡的恐懼，



◆療程中取得與病患情感上的親密，是帶出懊悔與哀慟議題

的好機會，

◆心靈與生理上的親密感，來自於承認分離與失落的存在

◆與病重且失能的高齡者進行治療時，要承受更多來自病患

悔恨情緒的痛苦

◆從治療關係的牽絆中抽身並讓病患離開，是最困難的。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懊悔與哀慟的引導

*幫助患者哀悼失能所帶來的傷害

*並面對他們自身的死亡。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正念減壓的真實體驗

如何產生心流經驗
https://www.thenewslens.co
m/article/121889

用孩童般的心，看待日常事務，就能發掘日

常事務中的不凡，引發心流(flow)。

專注

心流

經驗

舒適、安在

◆閱讀？
◆完美地跟著一首歌

敲打著節拍？

投入、接納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1889


➢ 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個案較能投入於事件的主體，降

低防衛心理，而讓潛意識的內容自然的浮現，是建立良

好關係的有效方法。

➢ 藝術治療的表達，常運用心象作思考。此種心象思考，

屬於直覺式的思考方式，往往能透露潛意識的內容

➢ 沈思、自省→放過自己 →放鬆

個案和照顧者都需要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老人藝術治療

催產素的激發



Anna said:

*I know I didn’t lost my brain, 

but my brain lost me.

*It comes up like the fox, very 

very quietly.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從心理分析看認知障礙

⟪My unfaithful brain⟫

A story of Anna

➢ 54歲罹患阿茲海默症

➢ 在Anna58歲開始

➢ 諮商心理師以催化者角色，

鼓勵Anna用她尚未遺忘的

字詞進行對話

➢ 故事包括8次的對話過程與

反思。

➢ 從共同的養貓經驗開始…..
Anna, D.& Rebekah, P. (2007)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Find the way….

愛人愛己

➢ 養成自主性運動習慣

➢ 每天練習深呼吸、拍打打田

➢ 隨時讓身體回到自然的節奏

➢ 每天對自己說3句讚美的話

愛人愛己

等待與希望

等待與希望

➢ 給自己學習的時間

➢ 允許自己有嘗試錯誤的機會

➢ 持續與朋友或伴侶分享自己的夢想

➢ …………



能量律動-對稱塗鴉、交叉爬行

◼ 自由地用雙手(也可用顏色筆或手指)在

身體中線的兩邊，淩空或在紙上畫出對

稱的圖案，實物或抽象均可。注意繪畫

過程而非圖案本身，頭、肩、臂和眼儘

量多活動，儘量鬆弛肌肉。

◼ 抬起左手右腳、換邊

左右輪流。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Find the way….



➢倒掛

✓如右圖一，最少四個呼吸迴圈。

✓左右互換，做同一姿勢，最少四個呼吸迴圈。

➢抱球

✓兩腿開立如肩寬，五雙指頭成抱球狀。然後

緩慢作四個自然呼吸迴圈。

覺醒與平靜

使反射與理性思維有所溝通。最後達到平靜情

緒、對周遭情況更醒覺的效果。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Find the way….



Brain wave vibration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Find the way….

頭部
坐姿、站姿

拍打丹田

主動式
全身律動

找回身體
自然頻率

http://www.brainwavevibration.com/learn/how/


能量呵欠

◼ 一邊雙手按摩顎骨關節，一邊大

聲作打呵欠狀；連續做3-6次。

顎骨關節的位置約在耳孔前，可

在口部作開合動作時用手指找到。

◼ 按摩顎骨關節能鬆弛肌肉。

◼ 打呵欠能加深呼吸、改善入腦的血流及能量迴圈、

幫助顱骨平衡及消減頭和顎的緊張。

行動前後為自己加滿油--Find the way….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蔡玫娘蔡玫娘蔡玫娘蔡玫娘 護理長護理長護理長護理長

2019.11.302019.11.302019.11.302019.11.30

長照個案長照個案長照個案長照個案生理評估照護及生理評估照護及生理評估照護及生理評估照護及

感染管制防護感染管制防護感染管制防護感染管制防護



課程大綱

�長照個案基本生理評估長照個案基本生理評估長照個案基本生理評估長照個案基本生理評估

�基本救命術基本救命術基本救命術基本救命術

�感染管制相關措施與防護感染管制相關措施與防護感染管制相關措施與防護感染管制相關措施與防護

�群突發處理原則群突發處理原則群突發處理原則群突發處理原則



SPICESPICESPICESPICE

�皮膚受損皮膚受損皮膚受損皮膚受損(skin impairment)(skin impairment)(skin impairment)(skin impairment)

�營養不良營養不良營養不良營養不良(poor nutrition)(poor nutrition)(poor nutrition)(poor nutrition)

�失禁失禁失禁失禁(incontinence)(incontinence)(incontinence)(incontinence)

�認知功能障礙認知功能障礙認知功能障礙認知功能障礙(cognitive impairment)(cognitive impairment)(cognitive impairment)(cognitive impairment)

�跌倒或活動功能下降跌倒或活動功能下降跌倒或活動功能下降跌倒或活動功能下降(evidence of falls or (evidence of falls or (evidence of falls or (evidence of falls or 
functionaldeclinefunctionaldeclinefunctionaldeclinefunctionaldecline))))及及及及睡眠混亂睡眠混亂睡眠混亂睡眠混亂(sleep (sleep (sleep (sleep 
disturbances)disturbances)disturbances)disturbances)

長照個案基本生理評估



皮膚

�真真真真皮層皮層皮層皮層彈性彈性彈性彈性及膠原纖維減少及膠原纖維減少及膠原纖維減少及膠原纖維減少~~~~因剪力因剪力因剪力因剪力作用撕裂作用撕裂作用撕裂作用撕裂傷危險傷危險傷危險傷危險。。。。

�皮膚變薄皮膚變薄皮膚變薄皮膚變薄，，，，皮下脂肪皮下脂肪皮下脂肪皮下脂肪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皺紋及凹陷出現皺紋及凹陷出現皺紋及凹陷出現皺紋及凹陷出現

�皮脂腺及汗腺活動度皮脂腺及汗腺活動度皮脂腺及汗腺活動度皮脂腺及汗腺活動度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老人老人老人老人雀斑雀斑雀斑雀斑

�老年性紫老年性紫老年性紫老年性紫斑斑斑斑

�皮膚維持皮膚維持皮膚維持皮膚維持體溫恆定的能力減低體溫恆定的能力減低體溫恆定的能力減低體溫恆定的能力減低



感覺系統

�視覺視覺視覺視覺----眼乾鬆弛眼乾鬆弛眼乾鬆弛眼乾鬆弛、、、、白內障白內障白內障白內障、、、、對光線調適能力差對光線調適能力差對光線調適能力差對光線調適能力差，，，，對低對低對低對低
色調顏色色調顏色色調顏色色調顏色，，，，如藍色如藍色如藍色如藍色、、、、綠色及紫色等變色能力出現障礙綠色及紫色等變色能力出現障礙綠色及紫色等變色能力出現障礙綠色及紫色等變色能力出現障礙。。。。

�聽覺聽覺聽覺聽覺----辨識高頻率聲音先衰退辨識高頻率聲音先衰退辨識高頻率聲音先衰退辨識高頻率聲音先衰退

�味覺味覺味覺味覺----味蕾減少味蕾減少味蕾減少味蕾減少，，，，較遲鈍較遲鈍較遲鈍較遲鈍。。。。

�嗅覺嗅覺嗅覺嗅覺----嗅覺接受器萎縮嗅覺接受器萎縮嗅覺接受器萎縮嗅覺接受器萎縮，，，，敏感度較低敏感度較低敏感度較低敏感度較低

((((過敏性鼻炎或非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或非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或非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或非過敏性鼻炎))))



口腔與頸部

�牙齒脫落牙齒脫落牙齒脫落牙齒脫落----口腔衛生口腔衛生口腔衛生口腔衛生、、、、飲食及環境因素飲食及環境因素飲食及環境因素飲食及環境因素。。。。

�牙周病牙周病牙周病牙周病、、、、及吞嚥困難及吞嚥困難及吞嚥困難及吞嚥困難口乾症口乾症口乾症口乾症----虛弱老人營養問題虛弱老人營養問題虛弱老人營養問題虛弱老人營養問題。。。。。。。。

�食道活動力減低食道活動力減低食道活動力減低食道活動力減低及及及及吞嚥吞嚥吞嚥吞嚥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咳嗽咳嗽咳嗽咳嗽、、、、聲音沙啞聲音沙啞聲音沙啞聲音沙啞、、、、流口流口流口流口
水水水水、、、、吐出食物等吐出食物等吐出食物等吐出食物等。。。。



呼吸系統

�肺活量減少肺活量減少肺活量減少肺活量減少

�有效氣體交換速率降低有效氣體交換速率降低有效氣體交換速率降低有效氣體交換速率降低

�呼吸控制較不精確呼吸控制較不精確呼吸控制較不精確呼吸控制較不精確

�巨噬細胞功能變差巨噬細胞功能變差巨噬細胞功能變差巨噬細胞功能變差

�胸廓前後徑增加及胸壁胸廓前後徑增加及胸壁胸廓前後徑增加及胸壁胸廓前後徑增加及胸壁僵硬僵硬僵硬僵硬

�呼吸道清除功能較呼吸道清除功能較呼吸道清除功能較呼吸道清除功能較低呼吸效率及咳嗽效能降低低呼吸效率及咳嗽效能降低低呼吸效率及咳嗽效能降低低呼吸效率及咳嗽效能降低



心血管系統

�心輸出量減少心輸出量減少心輸出量減少心輸出量減少

�動脈失去彈性動脈失去彈性動脈失去彈性動脈失去彈性

�血壓稍上升血壓稍上升血壓稍上升血壓稍上升

�靜脈曲張發生率增加靜脈曲張發生率增加靜脈曲張發生率增加靜脈曲張發生率增加



消化系統

�口乾舌燥口乾舌燥口乾舌燥口乾舌燥

�掉牙掉牙掉牙掉牙

�胃逆流及心口灼熱胃逆流及心口灼熱胃逆流及心口灼熱胃逆流及心口灼熱

�胃排空時間延長胃排空時間延長胃排空時間延長胃排空時間延長

�胃黏膜功能胃黏膜功能胃黏膜功能胃黏膜功能減弱減弱減弱減弱

�胃胃胃胃分泌減少相關酵素分泌減少相關酵素分泌減少相關酵素分泌減少相關酵素，，，，亦導致便亦導致便亦導致便亦導致便秘秘秘秘

�肝臟肝臟肝臟肝臟變變變變小小小小，，，，膽固醇膽固醇膽固醇膽固醇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泌尿系統

�腎臟腎臟腎臟腎臟縮縮縮縮小小小小

�腎絲球腎絲球腎絲球腎絲球過過過過濾濾濾濾率降低率降低率降低率降低

�腎腎腎腎功能功能功能功能減退減退減退減退

�膀胱膀胱膀胱膀胱容容容容量減量減量減量減小小小小

�膀胱肌肉收膀胱肌肉收膀胱肌肉收膀胱肌肉收縮力縮力縮力縮力減弱減弱減弱減弱



肌肉骨骼系統

�退退退退化化化化性性性性骨質骨質骨質骨質流失流失流失流失

�頭部頭部頭部頭部前前前前傾傾傾傾及及及及駝背駝背駝背駝背

�關關關關節節節節退退退退化化化化、、、、僵硬僵硬僵硬僵硬、、、、疼痛疼痛疼痛疼痛、、、、活動受活動受活動受活動受限限限限

�肌肉肌肉肌肉肌肉纖維的纖維的纖維的纖維的數目數目數目數目及及及及大小均大小均大小均大小均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脊柱與脊椎骨厚脊柱與脊椎骨厚脊柱與脊椎骨厚脊柱與脊椎骨厚度度度度改改改改變變變變



造血及免疫系統

�免疫免疫免疫免疫功能下降功能下降功能下降功能下降，，，，抗抗抗抗體體體體反應反應反應反應變弱變弱變弱變弱

�白血白血白血白血球數目球數目球數目球數目減少減少減少減少，，，，使使使使老年人的老年人的老年人的老年人的抵抗抵抗抵抗抵抗力變差力變差力變差力變差

�胃胃胃胃酸酸酸酸分泌減少分泌減少分泌減少分泌減少，，，，B12B12B12B12吸吸吸吸收收收收下降下降下降下降，，，，紅紅紅紅血血血血球球球球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血血血血紅紅紅紅素及血素及血素及血素及血比容值比容值比容值比容值減少減少減少減少，，，，貧貧貧貧血血血血。。。。



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

摘自BLS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AHA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縮寫縮寫縮寫縮寫：：：： AED

※使用成人使用成人使用成人使用成人AED貼片貼片貼片貼片

※使用兒童使用兒童使用兒童使用兒童AED貼片貼片貼片貼片



AED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當病人當病人當病人當病人沒有意識沒有意識沒有意識沒有意識，，，，沒有呼吸沒有呼吸沒有呼吸沒有呼吸，，，，也也也也沒有脈搏沒有脈搏沒有脈搏沒有脈搏時時時時，，，，

就可以使用就可以使用就可以使用就可以使用AED



AED 使用步驟

� 打開電源打開電源打開電源打開電源

� 貼上電擊貼片貼上電擊貼片貼上電擊貼片貼上電擊貼片

� 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

� 電擊電擊電擊電擊*

� 立即胸部按壓立即胸部按壓立即胸部按壓立即胸部按壓

評估施救環境的安全性評估施救環境的安全性評估施救環境的安全性評估施救環境的安全性

CPR 5個循環個循環個循環個循環 (約約約約2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直到直到直到直到 ●●●● 救護人員到達現場救護人員到達現場救護人員到達現場救護人員到達現場
●●●● 病人肢體有動作病人肢體有動作病人肢體有動作病人肢體有動作



� 打開電源打開電源打開電源打開電源

當當當當 AED 電源打開時電源打開時電源打開時電源打開時，，，，

機體會發出合成聲音機體會發出合成聲音機體會發出合成聲音機體會發出合成聲音，，，，

請依請依請依請依 語音指示語音指示語音指示語音指示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AED AED AED AED 機型機型機型機型

當打開機體蓋子當打開機體蓋子當打開機體蓋子當打開機體蓋子

即打開電源即打開電源即打開電源即打開電源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AED AED AED AED 機型機型機型機型

須要按壓電源開關須要按壓電源開關須要按壓電源開關須要按壓電源開關

才打開電源才打開電源才打開電源才打開電源



摘自BLS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AHA

� 貼上電擊貼片貼上電擊貼片貼上電擊貼片貼上電擊貼片

將胸前電擊貼片黏貼位置將胸前電擊貼片黏貼位置將胸前電擊貼片黏貼位置將胸前電擊貼片黏貼位置
的皮膚擦乾淨的皮膚擦乾淨的皮膚擦乾淨的皮膚擦乾淨，，，，再貼上再貼上再貼上再貼上



電擊貼片位置

摘自BLS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AHA

右上右上右上右上

左下左下左下左下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依各依各依各依各AED機型設計差異機型設計差異機型設計差異機型設計差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打打打打

開電擊貼片後開電擊貼片後開電擊貼片後開電擊貼片後，，，，依照依照依照依照電擊貼片上電擊貼片上電擊貼片上電擊貼片上
的圖示的圖示的圖示的圖示位置來位置來位置來位置來黏貼黏貼黏貼黏貼



摘自BLS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AHA

� 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

不要碰觸病人不要碰觸病人不要碰觸病人不要碰觸病人

依依依依 語音指示語音指示語音指示語音指示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摘自BLS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AHA

� 電擊電擊電擊電擊

請依請依請依請依 語音指示語音指示語音指示語音指示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

●●●●

電擊電擊電擊電擊

不需要電擊不需要電擊不需要電擊不需要電擊

不要碰觸病人不要碰觸病人不要碰觸病人不要碰觸病人



電擊電擊電擊電擊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當當當當AED建議電擊建議電擊建議電擊建議電擊，，，，電擊鈕會自動電擊鈕會自動電擊鈕會自動電擊鈕會自動

充電充電充電充電，，，，電擊按鈕的電擊按鈕的電擊按鈕的電擊按鈕的LED燈就會閃燈就會閃燈就會閃燈就會閃

爍顯示傳送電擊已就緒爍顯示傳送電擊已就緒爍顯示傳送電擊已就緒爍顯示傳送電擊已就緒

� 電擊前警告所有人電擊前警告所有人電擊前警告所有人電擊前警告所有人— “我離開我離開我離開我離開””””

— “你離開你離開你離開你離開””””

— “大家都離開大家都離開大家都離開大家都離開

� 在按下在按下在按下在按下AED電擊鈕前電擊鈕前電擊鈕前電擊鈕前，，，，需再次確認需再次確認需再次確認需再次確認
無人觸碰患者後無人觸碰患者後無人觸碰患者後無人觸碰患者後，，，，再按下電擊鈕再按下電擊鈕再按下電擊鈕再按下電擊鈕



評估脈搏評估脈搏評估脈搏評估脈搏

CPR 5個循環個循環個循環個循環 (約約約約2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 ���� 評估呼吸評估呼吸評估呼吸評估呼吸

●●●● ���� AED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分析心臟節律

有脈搏有脈搏有脈搏有脈搏

有呼吸有呼吸有呼吸有呼吸

沒有呼吸或僅有喘息沒有呼吸或僅有喘息沒有呼吸或僅有喘息沒有呼吸或僅有喘息 �人工呼吸人工呼吸人工呼吸人工呼吸

�復甦姿勢復甦姿勢復甦姿勢復甦姿勢

沒有脈搏沒有脈搏沒有脈搏沒有脈搏
電擊電擊電擊電擊

不需要電擊不需要電擊不需要電擊不需要電擊

� CPR

� CPR



AED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 第一次操作第一次操作第一次操作第一次操作在分析心臟節律前在分析心臟節律前在分析心臟節律前在分析心臟節律前

，，，，勿停止勿停止勿停止勿停止 CPR

� 進行 CPR時時時時，，，，不可移除電擊

貼片，，，，電擊貼片須維持原位

並持續貼著



AED使用步驟

1.1.1.1.打開打開打開打開電源電源電源電源((((打開機打開機打開機打開機體體體體蓋子蓋子蓋子蓋子))))

2.2.2.2.電擊模式為電擊模式為電擊模式為電擊模式為〝〝〝〝大大大大人人人人〞〞〞〞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3.3.3.3.貼貼貼貼上上上上電擊貼片電擊貼片電擊貼片電擊貼片胸胸胸胸部右部右部右部右上及上及上及上及左左左左下下下下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4.A4.A4.A4.AEEEEDDDD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心心心心臟節律臟節律臟節律臟節律時不時不時不時不要碰觸要碰觸要碰觸要碰觸病人病人病人病人

5.5.5.5.電擊電擊電擊電擊前前前前警告所警告所警告所警告所有人有人有人有人離開離開離開離開

((((你離開你離開你離開你離開、、、、我我我我離開離開離開離開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都都都都 離開離開離開離開) ) ) ) 

6.6.6.6.再次再次再次再次確認確認確認確認無無無無人人人人碰觸患者碰觸患者碰觸患者碰觸患者，，，，再按再按再按再按下下下下電電電電紐紐紐紐





感染管制目的

�感感感感染染染染管管管管制制制制(infection control)(infection control)(infection control)(infection control)的的的的意義意義意義意義應是應是應是應是減少感減少感減少感減少感染染染染
的發生的發生的發生的發生，，，，無論是社區無論是社區無論是社區無論是社區感感感感染染染染、、、、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內感內感內感內感染染染染亦或亦或亦或亦或是院是院是院是院內內內內
感感感感染染染染

�其目其目其目其目的的的的是是是是藉由藉由藉由藉由感感感感染管染管染管染管制人制人制人制人員員員員及及及及每一每一每一每一位工位工位工位工作人作人作人作人員員員員的的的的努努努努
力力力力，，，，將機構將機構將機構將機構內感內感內感內感染管染管染管染管制制制制減減減減至最至最至最至最低低低低的的的的程程程程度度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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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您的雙手瞧一瞧，手乾淨嗎?

查房結束後的手 身體評估後的手操作電腦的手 幫病人做檢
查前的手



Save Lives: Clean Save Lives: Clean Save Lives: Clean Save Lives: Clean 

YourYourYourYour HandsHandsHandsHands

世界世界世界世界衛生衛生衛生衛生組織組織組織組織((((WHOWHOWHOWHO))))自自自自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開始推開始推開始推開始推動動動動倡倡倡倡導導導導
拯救拯救拯救拯救生生生生命命命命：：：：清清清清潔潔潔潔雙手雙手雙手雙手

最簡單且最經濟最簡單且最經濟最簡單且最經濟最簡單且最經濟有效有效有效有效預防預防預防預防醫療照護醫療照護醫療照護醫療照護相關感相關感相關感相關感染染染染的的的的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感染的感染的感染的感染的致致致致病原病原病原病原通常經由雙手到處通常經由雙手到處通常經由雙手到處通常經由雙手到處傳播傳播傳播傳播
30

����住民住民住民住民→→→→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住民住民住民住民→→→→
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住民住民住民住民→→→→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照護工作者→→→→住民住民住民住民…………
((((無間輪迴無間輪迴無間輪迴無間輪迴))))

如何打破輪迴如何打破輪迴如何打破輪迴如何打破輪迴????

因為很重要因為很重要因為很重要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次所以說三次所以說三次所以說三次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劑及洗手種類劑及洗手種類劑及洗手種類劑及洗手種類

根據效用分為下列二種根據效用分為下列二種根據效用分為下列二種根據效用分為下列二種::::

� 清潔劑清潔劑清潔劑清潔劑：：：：具具具具清潔去污效清潔去污效清潔去污效清潔去污效
用用用用，，，，如肥皂如肥皂如肥皂如肥皂、、、、液態皂液態皂液態皂液態皂

� 消毒劑消毒劑消毒劑消毒劑：：：：具具具具殺菌效用殺菌效用殺菌效用殺菌效用，，，，
常使用的成分如下常使用的成分如下常使用的成分如下常使用的成分如下

�AlcoholAlcoholAlcoholAlcohol

�povidonepovidonepovidonepovidone----iodineiodineiodineiodine

�chlorhexidinechlorhexidinechlorhexidinechlorhexidine

�一般性洗手一般性洗手一般性洗手一般性洗手

�消毒性洗手消毒性洗手消毒性洗手消毒性洗手

�外科刷外科刷外科刷外科刷手手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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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劑洗手劑洗手劑洗手劑洗手劑洗手劑洗手劑洗手劑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種類種類種類種類「「「「一般性洗手一般性洗手一般性洗手一般性洗手」」」」

�可可可可清除清除清除清除雙手汙穢雙手汙穢雙手汙穢雙手汙穢物及減少物及減少物及減少物及減少附著於雙手附著於雙手附著於雙手附著於雙手的的的的細細細細菌菌菌菌((((暫暫暫暫時性時性時性時性
細細細細菌菌菌菌))))

�洗手方法洗手方法洗手方法洗手方法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肥皂肥皂肥皂肥皂及清水及清水及清水及清水::::將將將將手以手以手以手以水水水水弄濕弄濕弄濕弄濕，，，，並以並以並以並以肥皂塗肥皂塗肥皂塗肥皂塗滿雙滿雙滿雙滿雙
手手手手，，，，努努努努力的力的力的力的旋轉搓揉掌旋轉搓揉掌旋轉搓揉掌旋轉搓揉掌心及交心及交心及交心及交錯錯錯錯的的的的手指手指手指手指，，，，至泡沫產至泡沫產至泡沫產至泡沫產
生生生生，，，，應特別注意指尖應特別注意指尖應特別注意指尖應特別注意指尖、、、、指縫指縫指縫指縫、、、、拇指拇指拇指拇指及及及及手背處手背處手背處手背處。。。。

� 用水用水用水用水沖洗沖洗沖洗沖洗後後後後，，，，以拋棄式紙巾完全擦以拋棄式紙巾完全擦以拋棄式紙巾完全擦以拋棄式紙巾完全擦乾乾乾乾。。。。使使使使用流動用流動用流動用流動且且且且
乾乾乾乾淨淨淨淨的水的水的水的水。。。。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紙巾紙巾紙巾紙巾關上水關上水關上水關上水龍頭龍頭龍頭龍頭。。。。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手是手是手是手是乾的乾的乾的乾的，，，，並讓手並讓手並讓手並讓手不不不不再被污染再被污染再被污染再被污染，，，，不不不不重覆使重覆使重覆使重覆使用或用或用或用或
被他被他被他被他人人人人再使再使再使再使用用用用之擦手巾之擦手巾之擦手巾之擦手巾（（（（CategorCategorCategorCategoryyyy----IIIIBBBB）））） 。。。。

�避免使避免使避免使避免使用熱水用熱水用熱水用熱水，，，，因因因因為反覆地為反覆地為反覆地為反覆地接接接接觸觸觸觸熱水熱水熱水熱水會會會會增加皮膚炎增加皮膚炎增加皮膚炎增加皮膚炎
的危險的危險的危險的危險（（（（CategorCategorCategorCategoryyyy----IIII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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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洗手洗手洗手種類種類種類種類「「「「消毒消毒消毒消毒性性性性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可殺滅可殺滅可殺滅可殺滅暫時性細菌暫時性細菌暫時性細菌暫時性細菌及減少及減少及減少及減少固有性細菌固有性細菌固有性細菌固有性細菌

�洗手方法洗手方法洗手方法洗手方法----

� 乾洗手乾洗手乾洗手乾洗手::::使用酒精性乾性洗手液搓揉雙手使用酒精性乾性洗手液搓揉雙手使用酒精性乾性洗手液搓揉雙手使用酒精性乾性洗手液搓揉雙手，，，，直到酒精揮發至直到酒精揮發至直到酒精揮發至直到酒精揮發至
乾乾乾乾((((時間約時間約時間約時間約20202020----30303030秒秒秒秒))))。。。。

� 濕洗手濕洗手濕洗手濕洗手::::消毒性洗手劑搓揉至泡沫產生消毒性洗手劑搓揉至泡沫產生消毒性洗手劑搓揉至泡沫產生消毒性洗手劑搓揉至泡沫產生((((時間至少時間至少時間至少時間至少10101010----15151515秒秒秒秒))))，，，，
再用流動的水沖去手上洗手液後擦乾雙手再用流動的水沖去手上洗手液後擦乾雙手再用流動的水沖去手上洗手液後擦乾雙手再用流動的水沖去手上洗手液後擦乾雙手，，，，洗手過程共花洗手過程共花洗手過程共花洗手過程共花
費費費費40404040----60606060秒秒秒秒。。。。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當雙手沒有明顯的髒污當雙手沒有明顯的髒污當雙手沒有明顯的髒污當雙手沒有明顯的髒污，，，，應使用以乾洗手液做常規的手部應使用以乾洗手液做常規的手部應使用以乾洗手液做常規的手部應使用以乾洗手液做常規的手部
消毒消毒消毒消毒（（（（CategoryCategoryCategoryCategory----IAIAIAIA）。）。）。）。

� 當雙手有明顯的髒污當雙手有明顯的髒污當雙手有明顯的髒污當雙手有明顯的髒污、、、、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染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染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染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染、、、、或是沾或是沾或是沾或是沾
到血液或體液時到血液或體液時到血液或體液時到血液或體液時，，，，或是暴露在可能產芽孢的微生物下或是暴露在可能產芽孢的微生物下或是暴露在可能產芽孢的微生物下或是暴露在可能產芽孢的微生物下，，，，需需需需
採行濕洗手採行濕洗手採行濕洗手採行濕洗手（（（（CategoryCategoryCategoryCategory----IBIBIBIB）。）。）。）。在使用洗手間之後亦同在使用洗手間之後亦同在使用洗手間之後亦同在使用洗手間之後亦同
（（（（CategoryCategoryCategoryCategory----II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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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性細菌固有性細菌固有性細菌固有性細菌
34

�特特特特性性性性：：：：

�可以在可以在可以在可以在皮膚上皮膚上皮膚上皮膚上生生生生存存存存及及及及繁殖繁殖繁殖繁殖

� 細細細細菌菌菌菌的的的的數數數數量及量及量及量及種類通常種類通常種類通常種類通常維持恆定維持恆定維持恆定維持恆定

�存在於存在於存在於存在於較較較較深深深深層皮膚層皮膚層皮膚層皮膚((((如皮膚裂如皮膚裂如皮膚裂如皮膚裂縫縫縫縫及及及及毛囊毛囊毛囊毛囊內內內內))))，，，，且且且且
與與與與皮膚的皮膚的皮膚的皮膚的結合結合結合結合較較較較緊密緊密緊密緊密

� 致病力低致病力低致病力低致病力低，，，，較少較少較少較少引起引起引起引起感感感感染染染染症症症症

�常見常見常見常見細細細細菌菌菌菌：：：：

毛囊毛囊毛囊毛囊內的內的內的內的表表表表皮皮皮皮菌菌菌菌：：：：

�葡萄球菌葡萄球菌葡萄球菌葡萄球菌

� 微球菌微球菌微球菌微球菌

� 棒狀桿菌棒狀桿菌棒狀桿菌棒狀桿菌



暫時性細菌暫時性細菌暫時性細菌暫時性細菌

�特特特特性性性性：：：：

� 因接因接因接因接觸而附著於觸而附著於觸而附著於觸而附著於皮膚上皮膚上皮膚上皮膚上，，，，存在於存在於存在於存在於較較較較淺淺淺淺層層層層處處處處

�與與與與皮膚的皮膚的皮膚的皮膚的結合結合結合結合不不不不緊密緊密緊密緊密，，，，容易被移容易被移容易被移容易被移除除除除

� 致病力較高致病力較高致病力較高致病力較高，，，，較較較較常引起常引起常引起常引起感感感感染染染染症症症症

�常見常見常見常見細細細細菌菌菌菌

�金黃金黃金黃金黃色色色色葡萄球菌葡萄球菌葡萄球菌葡萄球菌

� 綠綠綠綠膿膿膿膿桿菌大腸桿菌桿菌大腸桿菌桿菌大腸桿菌桿菌大腸桿菌

� 沙沙沙沙門氏菌門氏菌門氏菌門氏菌

�克雷伯氏克雷伯氏克雷伯氏克雷伯氏肺炎肺炎肺炎肺炎菌菌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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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前後手前後手前後手前後手部培養菌落數統計部培養菌落數統計部培養菌落數統計部培養菌落數統計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36

編號 前 後 洗手方式

3333 99999999 1111

6666 37373737 19191919

乾洗手步驟未確實

9999 51515151 0000

12121212 39393939 2222

15151515 45454545 0000

18181818 15151515 0000

21212121 16161616 3333

24242424 5555 0000

27272727 32323232 32323232
洗手步驟未確實

30303030 200200200200 1111

33333333 52525252 0000

醫 師 專 科/責 護 理 師 護 理 師
編號 前 後 洗手方式

2222 14141414 0000

5555 255255255255 5555

8888 158158158158 5555

11111111 50505050 0000

14141414 136136136136 0000 乾洗手

17171717 12121212 1111

20202020 182182182182 14141414

23232323 31313131 40404040

洗手步驟未洗手步驟未洗手步驟未洗手步驟未
確實確實確實確實

26262626 19191919 0000

29292929 162162162162 8888

編號 前 後 洗手方式

4444 31313131 0000 隨身瓶乾洗劑

7777 625625625625 27272727

10101010 200200200200 8888

25252525 415415415415 0000

28282828 313313313313 12121212

31313131 682682682682 0000註1.單位為CFU/ml註2.洗手方式未標明者皆為濕洗手



手部手部手部手部衛生的衛生的衛生的衛生的黃金規則黃金規則黃金規則黃金規則

�必須使必須使必須使必須使用適用適用適用適當當當當的的的的洗手洗手洗手洗手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和和和和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手手手手部部部部衛生衛生衛生衛生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確確確確實實實實在在在在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住民住民住民住民照照照照護護護護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工工工工作作作作點執行點執行點執行點執行
((((照護照護照護照護點點點點))))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醫療照護醫療照護醫療照護醫療照護期期期期間間間間，，，，『『『『洗手洗手洗手洗手五五五五時時時時機機機機』』』』是重要是重要是重要是重要元元元元素素素素

�清清清清潔雙手潔雙手潔雙手潔雙手，，，，除除除除了了了了只只只只有有有有在在在在明顯髒明顯髒明顯髒明顯髒污污污污時時時時以肥皂以肥皂以肥皂以肥皂和和和和水水水水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外外外外，，，，應以應以應以應以含酒含酒含酒含酒精的精的精的精的配配配配方方方方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乾乾乾乾洗洗洗洗手手手手

((((照護照護照護照護點點點點易易易易取得取得取得取得→→→→作用作用作用作用快快快快→→→→效效效效果佳果佳果佳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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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五時機

�接觸個案前

�接觸個案後

�疑似接觸體分泌液後

�執行個案清潔無菌前

�接觸個案周遭環境後



酒精乾洗手注意事項酒精乾洗手注意事項酒精乾洗手注意事項酒精乾洗手注意事項

�當雙手沒有明顯髒污或血液當雙手沒有明顯髒污或血液當雙手沒有明顯髒污或血液當雙手沒有明顯髒污或血液、、、、體液體液體液體液
污染時污染時污染時污染時，，，，可使用以乾式洗手液做為可使用以乾式洗手液做為可使用以乾式洗手液做為可使用以乾式洗手液做為
常規的手部清潔常規的手部清潔常規的手部清潔常規的手部清潔

�若手上若手上若手上若手上沾有污染物不可使用乾式洗沾有污染物不可使用乾式洗沾有污染物不可使用乾式洗沾有污染物不可使用乾式洗
手液洗手手液洗手手液洗手手液洗手

�酒精酒精酒精酒精無法殺死腸道病毒無法殺死腸道病毒無法殺死腸道病毒無法殺死腸道病毒及及及及腺病毒腺病毒腺病毒腺病毒，，，，
接觸此類病人前後請採接觸此類病人前後請採接觸此類病人前後請採接觸此類病人前後請採濕洗手濕洗手濕洗手濕洗手



洗手時間洗手時間洗手時間洗手時間
40

� 洗手時間與減少雙手細菌量呈洗手時間與減少雙手細菌量呈洗手時間與減少雙手細菌量呈洗手時間與減少雙手細菌量呈正比正比正比正比

� 前前前前30303030秒秒秒秒，，，，減少雙手的細菌量最明顯減少雙手的細菌量最明顯減少雙手的細菌量最明顯減少雙手的細菌量最明顯

洗手的時間洗手的時間洗手的時間洗手的時間 減少雙手的細菌數量減少雙手的細菌數量減少雙手的細菌數量減少雙手的細菌數量(log(log(log(log10101010))))

15151515秒秒秒秒 0.60.60.60.6----1.11.11.11.1

30303030秒秒秒秒 1.81.81.81.8----2.52.52.52.5

1111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2.72.72.72.7----3333

2222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3.33.33.33.3

4444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3.73.73.73.7



洗手要多久？
41

濕洗手濕洗手濕洗手濕洗手
� 搓揉洗手液時間至少搓揉洗手液時間至少搓揉洗手液時間至少搓揉洗手液時間至少10101010----15151515秒秒秒秒

(2(2(2(2遍生日快樂歌遍生日快樂歌遍生日快樂歌遍生日快樂歌))))
� 不可邊沖水邊搓洗手不可邊沖水邊搓洗手不可邊沖水邊搓洗手不可邊沖水邊搓洗手液液液液
�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40404040----60606060秒秒秒秒

乾洗手乾洗手乾洗手乾洗手
� 使用酒精性乾性洗手液搓揉使用酒精性乾性洗手液搓揉使用酒精性乾性洗手液搓揉使用酒精性乾性洗手液搓揉雙手雙手雙手雙手
� 直到酒精揮發直到酒精揮發直到酒精揮發直到酒精揮發
�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20202020----30303030秒秒秒秒



易引起群突發之疾病

�症症症症狀狀狀狀別別別別分分分分類類類類：：：：

�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傳傳傳傳染染染染病病病病

1.1.1.1.上呼吸道上呼吸道上呼吸道上呼吸道感感感感染染染染：：：：發發發發燒燒燒燒、、、、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喉嚨喉嚨喉嚨喉嚨痛痛痛痛、、、、

呼吸呼吸呼吸呼吸急促急促急促急促、、、、流鼻流鼻流鼻流鼻涕涕涕涕、、、、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2.2.2.2.咳嗽咳嗽咳嗽咳嗽持持持持續三週續三週續三週續三週

3.3.3.3.類類類類流流流流感感感感：：：：突然突然突然突然發病有發發病有發發病有發發病有發燒燒燒燒((((耳耳耳耳溫溫溫溫超超超超過過過過33338888度度度度C)C)C)C)、、、、

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感感感感染染染染、、、、肌肉肌肉肌肉肌肉痠痠痠痠痛痛痛痛、、、、頭痛頭痛頭痛頭痛、、、、

極極極極度度度度厭倦厭倦厭倦厭倦感感感感、、、、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易引起群突發之疾病

�症狀別分類症狀別分類症狀別分類症狀別分類：：：：

�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

1.1.1.1.腹瀉腹瀉腹瀉腹瀉：：：：腹瀉三次腹瀉三次腹瀉三次腹瀉三次((((含含含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嘔吐嘔吐嘔吐嘔吐、、、、黏液狀或血絲黏液狀或血絲黏液狀或血絲黏液狀或血絲、、、、

水瀉水瀉水瀉水瀉、、、、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不不不不明原因發燒明原因發燒明原因發燒明原因發燒：：：：耳溫超過耳溫超過耳溫超過耳溫超過38℃℃℃℃

�疾病分類疾病分類疾病分類疾病分類：：：：

�肺結核肺結核肺結核肺結核、、、、水痘水痘水痘水痘、、、、流行性腦脊髓膜炎流行性腦脊髓膜炎流行性腦脊髓膜炎流行性腦脊髓膜炎、、、、侵襲性侵襲性侵襲性侵襲性bbbb型嗜血桿型嗜血桿型嗜血桿型嗜血桿

菌感染症菌感染症菌感染症菌感染症、、、、流感流感流感流感、、、、病毒性病毒性病毒性病毒性腸胃炎腸胃炎腸胃炎腸胃炎（（（（諾羅病毒諾羅病毒諾羅病毒諾羅病毒）、）、）、）、疥瘡疥瘡疥瘡疥瘡、、、、

桿菌性痢疾桿菌性痢疾桿菌性痢疾桿菌性痢疾、、、、阿米巴阿米巴阿米巴阿米巴痢疾及寄生蟲感染痢疾及寄生蟲感染痢疾及寄生蟲感染痢疾及寄生蟲感染…………等等等等疾病疾病疾病疾病



感染群突發重要的病原-1

�感感感感染染染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

–––– 流流流流行行行行性感性感性感性感冒冒冒冒病病病病毒毒毒毒

–––– 結結結結核核核核分分分分枝枝枝枝桿菌桿菌桿菌桿菌

–––– 肺炎肺炎肺炎肺炎雙球菌雙球菌雙球菌雙球菌

–––– 流流流流行行行行性感性感性感性感冒嗜冒嗜冒嗜冒嗜血血血血桿菌桿菌桿菌桿菌

–––– 嗜嗜嗜嗜肺退肺退肺退肺退伍軍伍軍伍軍伍軍人人人人桿菌桿菌桿菌桿菌

–––– 麻疹麻疹麻疹麻疹病病病病毒毒毒毒

–––– 百日百日百日百日咳咳咳咳桿菌桿菌桿菌桿菌

–––– 腸腸腸腸病病病病毒毒毒毒

�感感感感染染染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

–––– 腦腦腦腦膜炎膜炎膜炎膜炎

–––– 腦腦腦腦膜炎膜炎膜炎膜炎雙球菌雙球菌雙球菌雙球菌

–––– 腮腮腮腮腺炎病腺炎病腺炎病腺炎病毒毒毒毒

–––– 腺病腺病腺病腺病毒毒毒毒

–––– 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呼吸道融融融融合合合合病病病病毒毒毒毒

–––– 水水水水痘帶狀疱診痘帶狀疱診痘帶狀疱診痘帶狀疱診病病病病

–––– 肺炎肺炎肺炎肺炎黴漿黴漿黴漿黴漿菌菌菌菌



感染群突發重要的病原-2

�腸腸腸腸胃道感胃道感胃道感胃道感染染染染

––––細細細細菌菌菌菌性性性性腸腸腸腸胃炎胃炎胃炎胃炎

�沙沙沙沙門門門門桿菌桿菌桿菌桿菌腸腸腸腸炎炎炎炎

�桿菌桿菌桿菌桿菌性性性性痢疾痢疾痢疾痢疾

�弧弧弧弧菌菌菌菌屬屬屬屬

----肉肉肉肉毒毒毒毒桿菌桿菌桿菌桿菌中毒中毒中毒中毒

––––病病病病毒毒毒毒性性性性腸腸腸腸胃炎胃炎胃炎胃炎

�腺病腺病腺病腺病毒毒毒毒

�輪狀輪狀輪狀輪狀病病病病毒毒毒毒

�腸胃道感染腸胃道感染腸胃道感染腸胃道感染

––––病毒性腸胃病毒性腸胃病毒性腸胃病毒性腸胃

�諾羅病毒諾羅病毒諾羅病毒諾羅病毒

�克沙奇病毒克沙奇病毒克沙奇病毒克沙奇病毒

––––食物中毒食物中毒食物中毒食物中毒　　　　

�金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金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金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金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nnnn

�E.coli E.coli E.coli E.coli 大腸桿菌大腸桿菌大腸桿菌大腸桿菌O157O157O157O157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困難梭狀芽孢困難梭狀芽孢困難梭狀芽孢困難梭狀芽孢桿菌桿菌桿菌桿菌



呼吸道感染—可能感染來源

�新入住民潛伏期新入住民潛伏期新入住民潛伏期新入住民潛伏期

�住住住住院院院院返回返回返回返回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帶回帶回帶回帶回感感感感染源染源染源染源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存在存在存在存在病病病病毒毒毒毒接接接接觸觸觸觸感感感感染染染染

�透透透透過過過過團團團團體活動交體活動交體活動交體活動交互互互互感感感感染染染染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住民住民住民住民交交交交互互互互感感感感染染染染

�訪客訪客訪客訪客、、、、家家家家屬屬屬屬



A型流感群聚事件感染管制措施

�感感感感染者染者染者染者

�正正正正確確確確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就就就就醫醫醫醫確確確確診診診診治治治治療療療療

�體溫症體溫症體溫症體溫症狀狀狀狀監測監測監測監測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流感流感流感流感併併併併發症發症發症發症

�集中集中集中集中分分分分區區區區隔隔隔隔離離離離

�暫暫暫暫停停停停訪客訪客訪客訪客

�藥藥藥藥物物物物治治治治療療療療

�接接接接觸者觸者觸者觸者

�正正正正確確確確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戴外科戴外科戴外科戴外科口口口口罩罩罩罩

�體溫症體溫症體溫症體溫症狀監測狀監測狀監測狀監測

�自自自自主健康主健康主健康主健康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分分分分區區區區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訪客訪客訪客訪客限限限限制制制制

�暫暫暫暫停團停團停團停團體體體體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性性性性投藥投藥投藥投藥



A型流感群聚事件感染管制措施

�家家家家屬訪客屬訪客屬訪客屬訪客

�衛衛衛衛教教教教

�傳傳傳傳染染染染病病病病篩檢篩檢篩檢篩檢

�協助正協助正協助正協助正確確確確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戴戴戴戴上上上上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口口口口罩罩罩罩

�暫暫暫暫停訪客探訪停訪客探訪停訪客探訪停訪客探訪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清清清清潔潔潔潔人人人人員員員員落落落落實實實實
環境清環境清環境清環境清潔潔潔潔

�先清先清先清先清潔再潔再潔再潔再消毒消毒消毒消毒

�低低低低濃濃濃濃度度度度漂漂漂漂白水白水白水白水

�清清清清潔潔潔潔動線動線動線動線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單位管單位管單位管單位管理理理理

�工工工工作人作人作人作人員員員員落落落落實實實實
感感感感染防護措施染防護措施染防護措施染防護措施

�人人人人員員員員管管管管制制制制

�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腸胃道感染—可能感染來源

�新入住民潛伏期新入住民潛伏期新入住民潛伏期新入住民潛伏期

�住住住住院院院院返回返回返回返回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帶回帶回帶回帶回感感感感染染染染源源源源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存在存在存在存在病病病病毒毒毒毒接接接接觸觸觸觸感感感感染染染染

�透透透透過過過過團團團團體活動交體活動交體活動交體活動交互互互互感感感感染染染染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住民住民住民住民交交交交互互互互感感感感染染染染

�訪客訪客訪客訪客、、、、家家家家屬屬屬屬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水水水水被汙染被汙染被汙染被汙染



腸胃道感染預防-預防交互感染

�腸腸腸腸胃道症胃道症胃道症胃道症狀狀狀狀

�排排排排泄泄泄泄物物物物嘔嘔嘔嘔吐物吐物吐物吐物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有症有症有症有症狀立即隔狀立即隔狀立即隔狀立即隔離離離離

�疑似即隔疑似即隔疑似即隔疑似即隔離離離離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手部手部手部手部衛生衛生衛生衛生

�症症症症狀監測狀監測狀監測狀監測

�就就就就醫醫醫醫確確確確診診診診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消毒消毒消毒消毒

�工工工工作人作人作人作人員員員員

�嘔嘔嘔嘔吐吐吐吐腹瀉請假休息腹瀉請假休息腹瀉請假休息腹瀉請假休息

�症症症症狀監測狀監測狀監測狀監測

�手部手部手部手部衛生衛生衛生衛生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跟同事跟同事跟同事跟同事他他他他人人人人聚聚聚聚會會會會

�就就就就醫醫醫醫確確確確診診診診



諾羅病毒群聚事件感染管制措施

�感感感感染者染者染者染者

�正正正正確確確確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腸腸腸腸胃道胃道胃道胃道隔隔隔隔離措施離措施離措施離措施

�支支支支持性持性持性持性治治治治療療療療

�體溫體溫體溫體溫症症症症狀狀狀狀監測監測監測監測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脫水脫水脫水脫水

�集中集中集中集中分分分分區區區區隔隔隔隔離離離離

�全全全全面更面更面更面更換器換器換器換器皿皿皿皿

�暫暫暫暫停停停停訪客訪客訪客訪客

�接接接接觸者觸者觸者觸者

�正正正正確確確確洗手洗手洗手洗手((((乾乾乾乾洗手無洗手無洗手無洗手無效效效效))))

�篩檢篩檢篩檢篩檢出出出出疑似疑似疑似疑似感感感感染者染者染者染者

�體溫症體溫症體溫症體溫症狀監測狀監測狀監測狀監測

�自自自自主健康主健康主健康主健康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分分分分區區區區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全全全全面更面更面更面更換器換器換器換器皿皿皿皿

�訪客訪客訪客訪客限限限限制制制制

�暫暫暫暫停團停團停團停團體體體體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諾羅病毒群聚事件感染管制措施

�家家家家屬訪客屬訪客屬訪客屬訪客

�衛衛衛衛教教教教

�傳傳傳傳染染染染病病病病篩檢篩檢篩檢篩檢

�協助正協助正協助正協助正確確確確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戴戴戴戴上上上上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口口口口罩罩罩罩

�暫暫暫暫停訪客探訪停訪客探訪停訪客探訪停訪客探訪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落落落落實實實實環境清環境清環境清環境清潔潔潔潔

�先清先清先清先清潔再潔再潔再潔再消毒消毒消毒消毒

�高高高高濃濃濃濃度度度度漂漂漂漂白白白白水水水水

�1000100010001000////5000500050005000PPPPPPPPMMMM

�清清清清潔潔潔潔動線動線動線動線

�排排排排泄泄泄泄物物物物嘔嘔嘔嘔吐物吐物吐物吐物
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專專專專用清用清用清用清潔潔潔潔用用用用具具具具

�單位管單位管單位管單位管理理理理

�工工工工作人作人作人作人員員員員落落落落實實實實
感感感感染防護措施染防護措施染防護措施染防護措施

�人人人人員管員管員管員管制制制制

�暫暫暫暫停團停團停團停團體活動體活動體活動體活動



常見之傳播方式

� 1共同感染源

�機構內供應的食物、飲用水、消毒液等，受到汙染所
致

� 2.帶菌者傳播

�金黃色葡萄球菌

�多重抗藥性菌株

� 3.交互感染

�經由工作人員（照護者）將微生物由某住民身上帶到
其住民身上，所造成之交互感染(接觸感染)

� 4.空氣傳播

�呼吸道感染之疾病，如肺結核、黴漿菌感染、水痘病
毒等病毒感染



群聚事件

�定定定定義義義義：：：：

�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傳傳傳傳染染染染病病病病且且且且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時時時時、、、、地地地地關關關關聯聯聯聯性性性性，，，，判判判判定定定定為為為為疑似疑似疑似疑似
群聚群聚群聚群聚感感感感染且染且染且染且有有有有擴散擴散擴散擴散之之之之虞虞虞虞

�例例例例如如如如：：：：同同同同一一一一日日日日內有內有內有內有二二二二人人人人（（（（含二含二含二含二人人人人））））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出現不出現不出現不出現不明明明明
原因發原因發原因發原因發燒燒燒燒症症症症狀狀狀狀



疑似群聚感染事件之處理

�依依依依「「「「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密密密密集集集集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傳傳傳傳染染染染病病病病監監監監視作視作視作視作業業業業」」」」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規規規規定定定定通通通通報報報報
衛生衛生衛生衛生機機機機關關關關

�將將將將疑似個案安疑似個案安疑似個案安疑似個案安排排排排就就就就醫醫醫醫，，，，或或或或移至移至移至移至隔隔隔隔離離離離空間空間空間空間，，，，啟啟啟啟動動動動必要必要必要必要
的的的的隔隔隔隔離防護措施離防護措施離防護措施離防護措施

�對對對對疑似疑似疑似疑似受受受受到到到到汙染汙染汙染汙染的的的的區區區區域域域域及及及及物物物物品品品品，，，，採取採取採取採取適適適適當當當當的清的清的清的清潔潔潔潔消消消消
毒毒毒毒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收收收收集集集集全全全全體體體體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對對對對象象象象、、、、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工工工工作人作人作人作人員員員員名名名名單單單單，，，，並收並收並收並收集集集集人人人人
時時時時地地地地關關關關聯聯聯聯性性性性之疫之疫之疫之疫情情情情調調調調查查查查，，，，瞭解疑似個案瞭解疑似個案瞭解疑似個案瞭解疑似個案分分分分布布布布，，，，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群聚群聚群聚群聚的的的的主主主主要要要要症症症症狀狀狀狀及及及及影響範圍影響範圍影響範圍影響範圍

�停止舉辦團停止舉辦團停止舉辦團停止舉辦團體性體性體性體性之之之之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避免避免避免避免群聚群聚群聚群聚交交交交互互互互傳傳傳傳染染染染



通報衛生局的重要性

�協助送驗檢協助送驗檢協助送驗檢協助送驗檢體體體體----獲獲獲獲知知知知此此此此次疫次疫次疫次疫情情情情的感的感的感的感染源染源染源染源

�免免免免得日夜得日夜得日夜得日夜擔憂擔憂擔憂擔憂害怕害怕害怕害怕，，，，疫疫疫疫情情情情持持持持續爆續爆續爆續爆發或發或發或發或被密被密被密被密報報報報之可之可之可之可能能能能

�免免免免受受受受罰罰罰罰：：：：依傳依傳依傳依傳染染染染病病病病防防防防治治治治法法法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規規規規定定定定安養安養安養安養機構機構機構機構、、、、養養養養
護機構護機構護機構護機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安置安置安置安置((((教養教養教養教養) ) ) )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矯正機關及其他類似場所矯正機關及其他類似場所矯正機關及其他類似場所矯正機關及其他類似場所，，，，
對於接受安養對於接受安養對於接受安養對於接受安養、、、、養護養護養護養護、、、、收容或矯正之人收容或矯正之人收容或矯正之人收容或矯正之人，，，，應善盡應善盡應善盡應善盡健康管理及照護健康管理及照護健康管理及照護健康管理及照護之之之之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前項前項前項前項機關機關機關機關((((構構構構))))及場所及場所及場所及場所，，，，應防範機關應防範機關應防範機關應防範機關((((構構構構))))或場所內發生感染或場所內發生感染或場所內發生感染或場所內發生感染；；；；對於主管機對於主管機對於主管機對於主管機

關進行之輔導及查核關進行之輔導及查核關進行之輔導及查核關進行之輔導及查核，，，，不得拒絕不得拒絕不得拒絕不得拒絕、、、、規避或規避或規避或規避或妨礙妨礙妨礙妨礙。。。。第第第第69條規條規條規條規定定定定：：：：違反違反違反違反

第第第第33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項項項項，，，，處新台幣處新台幣處新台幣處新台幣一一一一萬元萬元萬元萬元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十五萬元十五萬元十五萬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以下罰鍰以下罰鍰以下罰鍰；；；；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
並得限期令其改善並得限期令其改善並得限期令其改善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屆期未改善者屆期未改善者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按次處罰之按次處罰之按次處罰之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的的的的重重重重視視視視

�防疫防疫防疫防疫專專專專家家家家協助協助協助協助疫疫疫疫情情情情，，，，給予給予給予給予建議改建議改建議改建議改善善善善

�完完完完整整整整的調的調的調的調查查查查報報報報告告告告，，，，個個個個人及人及人及人及醫院經醫院經醫院經醫院經驗學習驗學習驗學習驗學習



因應群聚事件總結

�及及及及早早早早發現發現發現發現

�疑似即疑似即疑似即疑似即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召召召召開開開開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誠實誠實誠實誠實通通通通報報報報合合合合作作作作

�勇敢勇敢勇敢勇敢面面面面對對對對

�積極積極積極積極感感感感管措施管措施管措施管措施介入介入介入介入

�展展展展開開開開調調調調查查查查

�找找找找出出出出指指指指標個案標個案標個案標個案

�確確確確實實實實及及及及嚴嚴嚴嚴密密密密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感感感感管管管管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查證查證查證查證

�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報報報報告告告告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改改改改善善善善

平日落實感染管制措施，確實做好個案管理，

以預防群聚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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