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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文化裡的生病概念

• 家庭功能與疾病適應

• 醫療諮商



• “疾病”有生物學意義：生理出現問題

• “生病”具有社會意義：脫離正常社會角色

• “醫療體系”提供了不舒服社會角色的背景



不舒服的因應-文化中的“忍”

• 克己不爭

• 自勉寡欲

• 守靜無為



醫療文化中的“忍”

• 隱匿

• 恐懼

• 防衛



醫療＆文化

• 為了學會醫治疾病，人類發展出「一個由

知識、信仰、技術、角色、規範、價值觀

、思想方式、態度、習慣、儀式和符號等

組成的龐大綜合體，這些組成成分相互連

鎖，成成一個相互加強，相互支持的體系

。」（Sauder,1954;醫學人類學,1992:53)



疾病適應與家庭角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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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家庭

 家庭是透過他們共有的血緣、法定、文化和情
緒歷史連結在一起，且未來也可能在一起的人。

 家庭成員的生理、社會和情緒功能是極度相互
依賴的，故系統某部分的改變，會在系統其它
地方反彈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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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試驗性預測

 家庭的互動與關係是高度互惠、模仿和重複的。
由於這些模式的存在，讓我們能從家系圖中做
出試驗性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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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

 實務工作者透過歷史的角度，審視家庭系統，
評估之前生命週期的轉換，將現有問題放置於
家庭演變模式的脈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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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家庭 病人在家中的角色，
目前疾病的情況

家人的想法

家人的情緒

家人的覺知及
限制

家人的互動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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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護的議題

病情認知

關係複雜

經濟困難

照顧人力

溝通障礙

意見分歧

遺產分配

後事處理



家庭的需求

 價值感

 安全感

 成就感

 親密感

 挑戰和刺激

 精神上的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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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

 家庭生命週期

 病者的角色

 家庭權力運作

 情感及溝通模式

 社會文化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P.185)

18



角色

 角色進入

*角色形成

*角色期待

*角色規範

19



角色

 角色負荷

*角色接受

*情緒反應

*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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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角色轉換

*角色歷程

*角色減緩

*代間轉換

 這些情況用什麼方式被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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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系統

 父母次系統：

 配偶次系統：

 子女次系統：

 婆媳次系統：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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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界限

 開放式

 封閉式

 選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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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結構

幾種常的的權力結構：

(一)獨裁型：

(二)垂簾聽政型：

(三)群龍無首型：

(四)民主共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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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模式

幾種家庭決策模式：

(一)明快型

(二)反覆型

(三)謹慎型

(四)混亂型

(五)不做決定型

25



“Cancer” Trajectory癌症的過程 , 

從診斷到死亡

時間發現無法治癒的癌症
--發生好幾年，但逐漸變壞
< 2 月

身
體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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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低

癌症

安寧介入



Organ System Failure Trajectory

器官衰竭的過程

死亡

通常心臟或肺病
身
體
功
能

高

低

時間
開始經常住院，自我
照顧困難

-- 2-5年，

但死亡有時來得突然



Dementia/Frailty Trajectory

老年退化的過程

時間 變化差異大-

有時達 6-8 年

死亡

日常生活自我照顧能力、
語言、行動逐漸衰退

身
體
功
能

高

低



Palliative Care for All - Integrating Palliative Care into Disease Management Frameworks

Joint HSE and IHF Report of the Extending Access Study  Published 2008i

安寧專業照顧

原專科提供之安寧照顧

主要心肺等器官衰
竭



生存基模(survival schema)
控制性評估 適應型態

相信自己能控制病情或生活 戰鬥精神型

事不關已 逃避否認型

既然束手無策，那就消極接受 宿命論

相信沒有什麼能影響疾病的結果 無助與無望型

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駕馭疾病 焦慮貫注型

病人的疾病適應

Stirling Moorey & Steven Greer (2010)癌症患者認知行為治療。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Stirling%20Moorey%20%26%20Steven%20Greer&f=author




專業介入的面向

聆聽過往的故事

了解當下的擔心與困難

核對諮商會談的目標

提供適切的支持與協助



介入時的內在對話

• 什麼原因讓病人想談這些？即便是一個看

似微不足道的話題

• 聽到的是什麼時侯的事？

–過去

–現在

–未來



介入時的內在對話

•聽到的內容是在說什麼？

•我們很容易落入問題解決，但換個角度，

–先去理解病人在這個困難裡多久了？

–這個困難怎麼影響他的生活及決定？

–他怎麼靠自己的力量因應這個困難？

–他因應的成果自己滿意嗎？



介入時的內在對話

• 聽到的內容是在說什麼？

• 聽他的期待，

– 以現在的情況，這個期待是怎麼來的？

– 這件事或這個想法、感覺怎麼被保留到現在？

– 期待有曾經被修正過嗎？



高齡者的特殊心理特徵及障礙現象

資料來源：黃耀榮(1993)。老人安養機構建築規劃設計準則研究。

特徵類別 障礙現象

焦慮 1.擔心意外事故，沒有安全感

2.煩惱被侵犯，迫切需要領域感與自尊

沮喪 1.常有被人忽視的感覺，希望被關懷

2.自認沒有生命價值，希望再貢獻自己的力量

記憶衰退 1.空間感無法連續，容易迷失方向

2.缺乏時間感，往往忘記未完成事物

念舊 1.眷戀熟悉事物，重視與過去之關連

2.抗拒改變自己，去適應新的環境

孤僻 1.希望獨立自由，不受拘束

2.空閒時間長，獨處狀況多

冷漠 1.興趣僅限於身邊事物

2.不易擴大與近鄰之交往

嘮叨 1.和自己相關事物之滿意度

2.不便之處，容易經常抱怨

自我表現 1.喜歡展示自己過去之得意事物

2.喜歡自我陶醉，不在乎別人的看法



http://www.marketoracle.co.uk/images/janice_cat.jpg

「人並不是被某
個事件所困擾，
而是被自己對於
這個事件的看法
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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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家庭社區專業服務＆
預防/延緩失能指導

李汶軒 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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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汶軒 諮商心理師

經歷：

台北義務張老師

汐止國泰醫院諮商心理師

淡水馬偕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員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約聘諮商心理師

臺灣職業衛生護理暨教育學會

合作講師

樂為診所、李政洋身心診所心理師

旺福居家長照機構特約諮商心理師

聖母護理專科學校兼任講師

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

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衛生醫療委員

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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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須具備長
照資格

（醫事人員）

完成條文規定的
訓練課程
（Level1)

填寫申請表，檢
附文件，親臨地
方照管中心/長照

科申請認證

照管中心/長照
科審核資格

資料齊全審核
通過，核發證

明文件

親自領取或掛
號郵寄

（需自付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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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齊全，

審核不通過，

退件

1.申請表
2.認證費用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一寸照片兩張
5.符合資格證明文件
（心理師證書正本＋影本）
6.完成訓練證明文件
（Level 1證書正本＋影本）

談長照專業服務前，
需要先了解如何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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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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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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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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級單位的服務對象及內容

2019/08/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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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級單位的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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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級單位的服務內容

•共餐

•健康促進

•社區參與

•預防或延緩失能

•家屬：短時間照顧服務、社區臨托、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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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單位中--心理師可以做的事

里長在定期舉辦共餐時，有些會與區公所申辦講座，或與其他相關社

區醫學中心辦理健康講座，因此可以與這些單位詢問或洽談，在共餐

前辦理相關的心理健康講座或衛教。

社區關懷據點單位會需要定期舉辦健康促進活動，可以自己設定方案，

與各地據點聯繫。

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以心理諮商所名義，申請醫事Ｃ據點，以承接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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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1

• 目的:為強化社區初級預防功能，降低長者衰弱風險，維護老人日
常生 活之獨立性、自主性，並降低老人的依賴程度

• 於 106 年辦 理「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研發與人才培訓計畫」
及「預防及延緩 失能照護計畫」等，以衰弱老人及輕、中度失能
(智)者為主要服務對 象為主要對象，推動預防失能及延緩失智之
創新服務，建置具連續性、 整合性之社區整體預防照護模式，已
佈建 850 個服務據點，建置 382 項有效的創新方案，培訓社區師
資人才 8,647 人，提供 17,140 人預防 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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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2

•方案類別：肌力強化運動 、生活功能重建 、社會參與、口腔保健、
膳食營養 、認知促進、音樂、美術、其他實證應用方案優先，並須
導 入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公告(網
址:https://nhpc.mohw.gov.tw/PDDC)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方案 。

• 每次活動之帶領須至少一位合格指導員(受審查通過核定並公告者)，
依班級規模得增加適量之協助員或協助員以上之人力

• 帶領對象：全台老年人口，以衰弱及輕、中度失能或失智老人為優先
，社區健康及亞健康老人也可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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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可以做的事

跟隨既有的方案模組受訓學習，成為方案模組的專業師資、指導
員、協助員。專業師資可當指導員或協助員，指導員可當協助員。
活動帶領者至少為一名指導員，並視團體大小搭配協助員。

1. 指導員:具師級證照之醫事人員，支付1,200元/小時;非醫事已完成方案訓
練課程者，支付1,000元/小時

2. 協助員:不限為專業人員為原則，支付500元/小時

以單位自行開發方案模組，自己成為師資後，便能開課培訓指導
員或協助員。

1. 中央模組。2地方自審模組 （表格.ex）: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tSB4iyQ2qpbkCnO9z6_NbvEbiTuGWbP/vi
ew）2019/08/11 13108年度長期照護心理專業人員培訓（LEVEL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tSB4iyQ2qpbkCnO9z6_NbvEbiTuGWbP/view


方案活動分享

•懷舊

•體適能

•手工藝：藝術、園藝、禪繞畫

•音樂

•益智遊戲：桌遊

•現實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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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 子計畫一、長者健康管理計畫:結合縣市衛生局招募 250 個長者

健康促進服務提供單位，提供健康促進課程及生活化長者健康促

進服務。

2) 子計畫二、地方創新型服務計畫:發展地方創新 All in one 之服

• 務，可運用衛生所(非長照 C 站)為中心，結合醫療院所健檢、

社區營養據點、樂齡學習及本署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之營運模式，

發展連結不同場域、不同服務之完整營運模式，

以增加長者於不同場域接受服務之可能性及服務完整性

預計徵求 2 縣市辦理。

衛生福利部長照司

2019/08/11 15108年度長期照護心理專業人員培訓（LEVEL2）



108 年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衛福部長照司）

一、服務對象:全台老年人口，以衰弱及輕、中度失能或失智老人為優先，社區健康及亞
健康老人也可一起參與。

二、照護方案內容:須導入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公告之預防
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含地方推薦方案)。

三、每單位(期):一期十二週，每週一次，每次二小時。參與對象不可同時重複參加不同班
別，若為延續服務，每人每年以三期為限。

四、補助規範:每期(十二週，每週一次，每次二小時)支付額度為新臺幣三萬六千元。每
一服務點一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八千元。以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提供之場地為認
定單元(每一服務執行場地為一個計算單元)。

五、每期(班)開設應具合理之執行效益，每期實際出席平均人數不得低於十人。
六、須配合於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完成資料之建置與登

錄。 有關於資訊平台進行資料之建置與登錄，以及介入前後效果量測，可由指導員
或協助員協助特約服務單位執行。

七、申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專職人事費單位至少須結合 1 期「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2019/08/11 16



據點結合延緩失能方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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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評估工具：Kihon checklist
• 日本厚生勞動省研發授權之日本介護（照顧）預防篩檢表
（Kihon checklist，以下簡稱KCL；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Japan, 2009），進行預防照護介入方案前後比較
分析。

• KCL為25題是非題的簡短問卷，具周全性的評估概念，依各
題項內容可分為獨立生活、運動、營養、口腔、社交、失智、
憂鬱等七大面向，評測時間大約15分鐘，操作容易，評估結
果之分數總計，最高為25分，最低為0分，得分越低表示健
康狀況越佳。

• 透過綜合性潛在風險（第1至20題的總分）及各向度評測結
果以反映不同功能程度，亦可作為預測衰弱的可信工具除整
體風險評估外，另可進一步分析服務對象在各特定向度之風
險。

• 研究指出，KCL除可判定衰弱程度，亦可將受試老人分類，
及作為介入方案的成效評估工具，並可預測失能、失智及健
康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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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hon
編號 題項 詳細意涵 評分/前測 後測 

  詢問在沒有家人陪伴下，是否會 1 個人搭公 0□是 1□否  

 平常是否獨自 1 人搭 車或電車外出。若當地沒有公車或電車，改   

1 公車或電車外出？ 以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來詢問。另外，也包含   

  1 個人駕駛自用車外出的情況。   

  詢問是否可以獨自外出去購買日常用品（例 0□是 1□否  

 

2 

是否自行購買日常用 

品？ 
如，正確無誤的購買所需物品）。次 數方 
面，請本人自行判斷。若只是打電話 去訂 

  

  購，則請施測者勾選「否」的答案。   

  詢問是否可以自己存錢、提款。包含在銀行 0□是 1□否  

 是否自行去銀行提 窗口辦理各項手續，請對象者自行判 斷，若   

3 款？ 可以自行管理金錢，就請勾選「是」。若必   

  須仰賴家人來存提金錢，就 請勾選「否」。   

 

4 
 

是否會拜訪朋友家？ 

詢問是否會到朋友家拜訪。不包含僅以電話

互相交流。也不包含拜訪其他家人的家或親

戚家。 

0□是 1□否  

 

5 
是否會找家人或朋友

商量事情？ 

詢問是否會找家人或朋友商量事情。沒有直

接面談，僅以電話商量的情況，請勾選 

「是」。 

0□是 1□否  

  詢問是否可以在不攙扶樓梯扶手或牆壁的情 0□是 1□否  

 

6 

是否可以不攙扶樓梯

扶手或牆壁上樓？ 

況下自行上樓。上樓時偶爾扶一下扶手的情 

況，請勾選「是」。即使可以不藉由攙扶扶

手等外力上樓，卻還是習慣性一定要扶著東 

  

  西的情況，請勾選「否」。   

 

7 

是否從椅子起身時， 

可以不需攙扶任何輔

助用具？ 

從坐在椅子上的狀態可以不需要攙扶任何 輔

助用具站起身嗎。若只是偶爾攙扶一 下，請 

勾選「是」。 

0□是 1□否  

 

8 

是否可持續步行 15 

分鐘左右？ 

詢問是否可以步行持續 15 分鐘以上。室內、

室外不拘。 

0□是 1□否  

 

9 

過去 1 年是否曾經跌 

倒？ 
詢問這 1 年來是否曾經「跌倒」。 

1□是 0□否  

 

10 

是否對於跌倒會感到 

相當不安？ 
現在對於跌倒會不會感到很不安，請對象者

依主觀感受回答。 

1□是 0□否  

 

11 
這 6 個月內體重減輕 

2～3 公斤嗎？ 

詢問這 6 個月來體重是否減輕 2～3 公斤以

上。若減輕 2～3 公斤以上並非 6 個月內， 

而是更長的期間內，請勾選「否」。 

1□是 0□否  

 

12 

BMI 數值≦18.5？ 

BMI= 

(體重 kg/身高 m
2
) 

以體重(取自整數位)除以身高(取自整數位)的 

平方來計算(體重 kg/身高 m2)。體重是 1 

個月內量的，身高是過去測量的也沒有關

係。 

1□是 0□否  

 

獨立生活IADLs

活動、運動

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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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hon
  詢問和半年前相比，是否覺得固體食物比較 1□是 0□否  

 跟半年前比起來，更 難以下嚥。如果超過半年以上就已經難以下   

13 無法吃較硬的東西？ 嚥，且狀況沒有什麼改變的話，請勾選   

  「否」。   

 

14 

喝茶或喝湯時，是否 

會嗆到？ 

喝茶或喝湯等液體時，是否會噎到，請對象 

者依主觀經驗回答。 

1□是 0□否  

 

15 
是否常感到口渴？ 

是否會很在意口渴的現象，請對象者依主觀 

經驗回答。 

1□是 0□否  

 

16 

是否每週至少出門一 

次？ 
一星期外出的次數，請以過去 1 個月內外

出的次數來平均。 

0□是 1□否  

 

17 

外出的次數是否比去 

年減少？ 

和去年外出次數相比，若今年外出次數減 

少，請勾選「是」。 

1□是 0□否  

 是否有健忘現象，例  1□是 0□否  

 如被周遭的人說『怎 就算對象者本人真有健忘的傾向，但不曾被   

18 麼老是問同樣的事 周遭人提醒過、問過的話，就請勾選「否」。   

 呢？』等？    

  詢問是否會想辦法自己查詢電話號碼，自己 0□是 1□否  

 是否會自行查詢電話 撥打電話。若是向他人詢問電話號碼， 請他   

19 號碼、撥打電話？ 人代撥，自己只是接聽電話的情況， 請勾選   

  「否」。   

 

20 

是否曾經發生過不知

道今天是幾月幾日的 

情形？ 

請對象者依本人主觀感受回答是否會有不曉

得今天是幾月幾號的時候。僅知道幾月或僅 

知道幾號的情況，請勾選「是」。 

1□是 0□否  

 

21 

近兩週內，是否覺得

每天的生活缺乏充實 

感？ 

請對象者依個人主觀感受回答這 2 週來的情

況。 

1□是 0□否  

 

22 

近兩週內，對於以前

感興趣的事情開始覺 

得無趣、乏味？ 

請對象者依個人主觀感受回答這 2 週來的情

況。 

1□是 0□否  

 近兩週內，有無以前  1□是 0□否  

 做起來覺得輕鬆自如 請對象者依個人主觀感受回答這 2 週來的情   

23 之事，現在卻覺得吃 況。   

 力或厭煩？    

 

24 

近兩週內，是否覺得 

或認為自己是個無用

之人？ 

請對象者依個人主觀感受回答這 2 週來的情

況。 

1□是 0□否  

 

25 

近兩週內，有無不明 

所以地感到疲累或倦

怠？ 

請對象者依個人主觀感受回答這 2 週來的情

況。 

1□是 0□否  

 

口牙

自閉、退縮

失智

鬱卒、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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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級單位的服務對象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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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級單位的服務對象

•失能：

 失能判定工具一：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評估ADLs （台灣
常用的是巴氏量表。

 失能判定工具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評估 IADLs

 失能狀況判定：輕度失能 1~2 項 ADLs 失能者 或僅
IADLs 失能的獨居老人。中度失能 3~4 項 ADLs 失能者。
重度失能 5 項以上 ADLs 失能者

•失智：退化型、血管型、其他因素

•重病或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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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級單位的服務內容

•居家照顧服務：交通接送、餐飲服務

•居家專業服務

•社區照顧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小規模多機能、
失智服務據點

•輔具服務

•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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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級單位中--心理師可以做的事

•取得長照服務醫事人員身份後，以心理諮商所名義與當
地衛生局長照科申請為特約Ｂ單位

•Ｃ碼專業服務(詳見專業服務手冊）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帶領課程及照顧者支持團體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提供失智症個案照護及家庭照顧者
支持的需求服務項目為主，例如認知促進、緩和失智、
安全看視、家屬支持團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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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Ａ級單位的服務對象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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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單位的服務內容

•研擬該區域長照管理中心之照顧計畫

•協調連結照顧資源

•統整ＢＣ資源

•規劃辦理相關繼續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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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單位中--心理師可以做的事

•照顧計畫設計

•個案管理

•課程活動設計

•家屬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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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長照連接安寧

• 當長照個案失能程度高且疾病走向末期時，

可進行轉介，門診確診末期後可照會居家安寧

• 同時長照服務仍可同時進行（失能＆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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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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照2.0策進作為─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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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參考資料

• 長照給付及支付標準
https://1966.gov.tw/LTC/cp-4212-44992-201.html

• 長照專業服務手冊
https://1966.gov.tw/LTC/cp-4216-44996-201.html

• 申請特約Ｂ單位（以新北市為例）
https://www.health.ntpc.gov.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707&parent_id=10005&type_id=10045

• 申請醫事Ｃ據點（以新北市為例）
https://www.health.ntpc.gov.tw/archive/health_ntpc/6/file/108年3月12日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計畫說明會
(2).pdf

• 失智症專業人員訓練課程（初階、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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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

從芬蘭經驗看長照：

只有死前兩個星期躺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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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跨專業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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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汶軒 諮商心理師



長照體系下的跨專業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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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長照中心
照專

Ａ單位個管

醫師(含中醫師)、 牙醫師、職能治療人員、物理治療
人員、語言治療師、聽力師、護理人員、 心理師、藥
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等醫事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照顧服務員

輔
具

評
估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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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團隊合作前，需要先了解補助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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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表格需要了解的部分．．．


長照給付包含個人給付和喘息給付，其中個人又包含照顧專業服務、交
通接送、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交通接送，除第四類適用於2級以上，其他一二三類均以四級以上作為長
照補助，限定使用於照顧計畫中之就醫或復健，其提供形式或交通工具
依各縣市政府規定辦理。

照顧組合表之編碼
• (一)照顧管理及政策鼓勵服務(A 碼)
• (二)個人額度下之服務
• 1.居家照顧服務(B 碼) 2.日間照顧服務(B 碼) 3.家庭托顧服務(B 碼) 4.專業
服務(C 碼) 5.交通接送服務(D 碼) 6.輔具服務(E 碼) 7.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服務(F 碼)

• (三)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喘息服務(G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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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者最在乎的服務額度

(一) A 碼照顧管理及政策鼓勵服務為各類服務額度共用之照顧組合，不
扣長照需要者之長照服務額度，亦免部分負擔。

(二) 第一節第三點各類服務額度，限用於相對應的照顧組合:

• 1.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B 碼、C 碼。

• 2.交通接送服務額度:D 碼。

• 3.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額度:E 碼、F 碼。

• 4.喘息服務額度:G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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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先備知識後，來看看專業服務

請對照：

長照給付及支付標準

https://1966.gov.tw/LTC/cp-4212-44992-201.html

長照專業服務手冊

https://1966.gov.tw/LTC/cp-4216-44996-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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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合表（A-D&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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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A01-AA12:A級單位及服務加計

•二、BA01-BA24:居家服務（洗澡、吃飯…)

•三、BB01-BB14:日間照顧（類似於托兒所）

•四、BC01-BC14:家庭托顧（類似於社區保母）

•五、BD01-BD03:社區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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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CA01-CA04:復能服務

• 七、CA05、CA06:社區適應

• 八、CB01-CB04:營養照護、進食與吞嚥照護、困擾行為照護、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 九、CC01: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

• 十、CD01-CD02:居家護理訪視、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 十一、DA01:交通接送

• 十二、GA01-GA07:喘息服務

• 十三、E、F碼：各項輔具、環境改善設施

2019/08/11 39

專業組合表（A-D&G)-2

108年度長期照護心理專業人員培訓（LEVEL2）



CA01--IADLs 復能照護--居家、CA02--IADLs 復能照護—社區

• 復能目標

一、 充分發揮個案潛能，提升個案自主生活能力。
二、 降低照顧者的心理壓力與身體負荷。
三、 針對個案期待之使用電話、備餐、處理家務、洗衣服、使用
藥物等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以下稱 IADLs)能力之 1 項(含)以上達到
復能或增加獨立活動能力。

• 執行團隊：醫師(含中醫師)、 職能治療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語
言治療師、護理人員、 心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等醫
事人員。

• 3 次訪視(含評估)為 1 給(支)付單位。 （4500/4050)

• 反思心理師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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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03--ADLs 復能照護--居家、CA04--ADLs 復能照護—社區

• 復能目標

一、 充分發揮個案潛能，提升個案自主生活能力。
二、 降低照顧者的心理壓力與身體負荷。
三、 針對個案期待之吃飯、洗澡、個人修飾、穿脫衣服、上廁所、
移位、走路等日常生活活動(以下稱 ADLs)能力之 1 項(含)以上達到
復能或增加獨立活動能力。

• 執行團隊：醫師(含中醫師)、 職能治療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語
言治療師、護理人員、 心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等醫
事人員。

• 3 次訪視(含評估)為 1 給(支)付單位。 （4500/4050)

• 反思心理師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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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05「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居家、CA06「個別
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社區
• 照護目標：

一、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慢性精神病患者、自閉症者、智能障礙者及失
智症者之生活自理能力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練、休 閒生活服務、健
康促進服務、社區適應服務等評估，並與長照需要者及家屬討論個別化服務
計畫之項目及期待。

二、50 歲以上經確診失智症者之生活自 理能力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
練、休閒生活服務、健康促進服務、社區適應服務等評估，並與長 照需要者
及家屬討論個別化服務計畫之項目期待。

三、擬訂個別化服務計畫(含執行策略)。

• 執行團隊：社會工作人員及醫師(含中醫師)、職能治療人員、物 理治療人員、
護理人員、語言治療師、聽力師、心理師等醫事人員

• 4次訪視(含評估)為 1 給(支)付單位。（6000/4000)

• 反思心理師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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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03--困擾行為照護
• 照護目標

一、 維護照顧者(或家屬)及個案的安全。 二、 維持或增進照顧者
的生活品質。

• 困擾行為：指個案不適當的語言、聲音或動作，影響到他人生活，
個人社交活動亦受限制，以致家人或照顧者照顧壓力增加。

• 執行團隊：醫師(含 中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職能治
療人員、心 理師、藥師、語言治療師、營養師等醫事人員及社會
工作 人員

• 3 次訪視(含評估)為 1 給(支)付單位。 （4500)

• 反思心理師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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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行為的觀察與分析

• 可以用 5 個 W 來觀察、紀錄與分析行為。

1) 何人(Who):誰出現該行為?涉及哪些人?

2) 行為(What):出現什麼行為?如:不停索討食物、尖叫、炎熱天氣
穿大衣、拒絕洗澡等,行為的強度如何?與平常的行為相較之下
如何?

3) 何時(When):觀察到行為都在何時出現?有無特定的時間點?出現
的頻率? 持續多久?

4) 何處(Where):行為是在何處發生?每次發生地點有無共通性?

5) 怎麼發生(How):行為出現的情境為何?在場的人、事、物?如何
互動?如何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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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 照護目標

一、 安全照護
(一) 每日攝取 1,200~1,500cc 水份。 (二) 每日攝取 1,200~1,500 仟卡
熱量。 (三) 翻身轉位。

二、 維持功能性日常生活活動 (一)每日坐起1至3次，依其保有功
能每次至少1至2分鐘。
(二) 坐起、盥洗、進食或排泄依其保有功能僅可能維持其原有型態。

三、 預防合併症發生

(一) 全關節無進一步受限。
(二) 皮膚無乾裂、浸潤或破損現象。
(三) 每週排便 2~3 次，便質軟。
(四) 3 個月感染次數少於 1 次(包括上呼吸道或泌尿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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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04-接續

•執行團隊：2 種以上職系、醫師 (含中醫師)、護理人員、
物理治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心理師、
藥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等醫事人員組成專業團隊。

• 6次訪視(含評估)為 1 給(支)付單位。（9000)

•反思為什麼需要兩種職系？

•心理師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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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職系間的溝通橋樑

•個管師

•回覆的重要性

•了解社會資源以及補助相關資訊的重要性

•認識各職系之間在做的事

•病人資料的共享（長照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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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長照跨團隊中心理師能做的….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各地區家庭照
顧者關懷協會

•照顧服務員的繼續教育

•心理諮商所申請長照特約Ｂ單位，增加諮商心理師在長照的
曝光性

•在各個長照繼續教育場合，向不同職系介紹心理師能做的事，
尤其是個管、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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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

祝福大家，活在當下，享受當下

一同加入長照行列

歡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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