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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勸募核准相關作業

• 計畫名稱：自在老，輕鬆顧－偏鄉高齡者社區照護計畫
• 募款核准文號：衛部救字第1061364705號
• 募款核准期間：106年12月18日至107年04月30日
• 財物使用期間：106年12月18日至108年03月31日
• 募款專戶所得：42,463,327元（含利息）

• 募款專戶支出：42,463,327元
• 核准財物用途：社會大眾健康宣導、基層醫護人員培力訓
練、亞健康長者健康支持、失能/失智長者社區照護



資料5月下旬
經董事會議同意後
上傳衛福部網站

相關成果報告
依規定上傳

衛福部勸募網站
備查



募款公開徵信/會計師簽核財報

*106年度本法人委請勤業會計師事務所作財務簽證，
106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簽證意見為「無保留意見」。

*107年度財務報告將預計於2019年5月董事會
議中通過，會計師始能簽核後提供



計畫執行與宣導成果



[ ][ ][ ]偏鄉失智14%是都
會2倍，8成失智
長輩尚未被發現。

偏鄉高齡失智困境
台灣失智政策甫起
步，有待整合民間
服務能量。

全球推失智友善社
區，站在失智者需
求角度是關鍵。



策略期程

盤點在地長輩需求，整合在地資源，形
塑醫護一體偏鄉失智長輩多元照顧服務
模式，進而發展/執行各項具體服務方案，
促進策略目標落實。

持續深化各項服務方案，並將趨於成
熟的服務經驗推廣至其他偏鄉地區乃
至縣市，擴大計畫效益。

延續階段成果，將成熟的服務與
經驗推廣至其他偏鄉，同時依據
需求變化，持續發展相對應新服
務。

模式形塑/服務發展
2015-2016

服務深化與推廣
2017-2018

服務推廣與創新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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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策略

在既有失智照顧模式基礎上，除了從「健康」層面，確保長輩及早發
現失智症並獲得良好照顧，今年更將願景向上提升至「生活」層面，
打造失智友善社區，裨益長輩能夠健康安心地自在生活。

服務往下紮根：深化失智生活方案

願景向上提升：營造失智友善社區

型塑偏鄉失智照顧模式
發展多元失智服務方案

持續深化與推廣現有健康方案，更放大服務視角，為失智友善社區提
出更多解決失智長輩日常需求的生活方案，集結社區夥伴，共同改善
社區軟硬體空間和服務流程，營造台灣偏鄉第一個失智友善社區。



5大構面
營造失智友善社區

 國際失智友善社區原則策略
 國際失智友善社區關鍵指標
 台灣瑞智友善社區面向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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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包容
失智症者能夠被大眾所理解與包容，
進而獲得關心與協助。

門市失智
友善課程

好鄰居
健康教室

自在老輕
鬆顧網站

社區公共
服務單位
合作

預防失智
症月曆

救智天使
大學生失
智志工

從前從前
攝影展

基層醫護
人員失智
課程培訓舉辦1,143場次，

30,417人認識預
防失智症，完成
3,296人AD8初篩

紙本印製3,0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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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樂部》



社區公共服務單位
失智友善訓練

針對失智症者日常中接觸的族
群，如門市人員、警察、消防
員、郵差、教會牧者，乃至里
長等，提供認識失智症、辨識
失智患者和如何給予協助的講
座，在社區中提供失智長輩更
多關懷與協助。

 183名門市人員
 478名基層警員
 184名消防隊員
一起加入失智友善行列

 預計5月與郵局合作辦理課程



蒐集屏東社區的舊照片，邀請2位失智症長輩分享具紀念意義
或故事性的往日照片，於屏東新自孝門市展出。

藉由一張張的懷舊照片和文字，讓失智長輩話說從前分享生命
故事，向大眾宣導「珍藏回憶，預防失智」。

 展出58張屏東社區舊照片+長輩生命故事照片
 2018/3/23-4/30於屏東新自孝門市展出



社區多世代共融空間

聚樂部
與屏東勝利之家合作打造，2018年5月中旬試營運，6月25日正式開幕





多樣課程與活動
認知訓練、樂活律動、手作體驗

231場課程，3,901人次參與



健康維護
失智症患者能維持健康、預防疾病，
若生病也能迅速被發現和就醫。

失智友善
食譜

失智整合照顧團隊

智慧健康
量測站

基層醫療
二級式失
智篩檢

體適能暨
機能訓練

社區供餐共食 地磨兒
生活機能
中心

13,456人註冊，
248,113人次量測

每月約465運動人
次，年達5,578人
次使用

84家診所、33家
衛生所通報網絡

結合好鄰居健康教室、行動服務車和基層診所等多
元初篩管道，及早確診，並協助連結照顧資源。
SPMSQ篩檢7,821人，二篩1,146人，提供817人失
智症衛教。
安排心理師針對疑似個案，提供二次到宅家訪。
增設每月2次的記憶門診，確診率達94%

5個原鄉部落廚房，服務39,246人次；
原鄉中心服務6,708人次；
平地中心服務14,360人次



充足且營養的餐食是預防失智的關鍵之
一。由營養師設計「地中海飲食」七天
食譜，針對長輩的牙口、咀嚼能力、消
化機能等機能逐漸退化的狀況，符合好
看、好吞、好吃、好營養等原則，並運
用7-ELEVEN門市鮮食與食材，以便利民
眾或長輩採購。

 設計印製「地中海飲食」七天食譜
 於全國7-ELEVEN門市、屏東基督教
醫院、社區據點等地供民眾索取，共
發放79,500份

失智友善食譜



運用三地門鄉多功能體育館內閒置空間

2018年11月試營運，12月10日開幕

專業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活動指導
員組成團隊，提供預防失智動腦課程、體適能訓練、
生活促進訓練、自立生活指導、諮詢服務等

 提供服務89人，共1,518人次，每日平均服務23人
 個案接受機能訓練，整體身體質量測量分數平均
進步2分

 肌力、肌耐力、平衡能力均有明顯進步，5公尺
直線行走速度平均8.58秒減少至7.91秒

 身體柔軟度（椅子坐姿體前彎）平均值-2.25公分
增加到2公分

 17位長輩接受腦適能認知訓練及艾倫認知測驗
(ACLS)前後測，其中7成的12位長輩達到失智症預
防及延緩成效

地磨兒生活機能中心



價值尊嚴
失智症者貢獻社會，感受自身價值；
並能以有尊嚴的方式接受照顧。

台灣智作
自尊與社會參與

老舵手照顧知能培訓

代間學習

多元輔療活動

運用照顧服務技能模擬訓練中心，訓練119名居
服員「自立生活支援」知能，提供失能長輩居家
「自立生活支援」個別化訓練計畫

平地中心：服務超過699人，每日服務約110-120
人次，提供健康、心靈成長、活力、腦適能、體
適能等多元學習及分享活動，如生命繪本、戲劇、
烹飪、園藝、八段錦、桌遊、繒畫、衛教宣導等。
原鄉中心：提供園藝輔療、藝術輔療、音樂輔療
等活動，達926人次。

結合地磨兒、青葉國小
及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
心，將老幼共學融入教
學中，促進代間融合，
展現社區共融，達127
人，570人次参與活動。



台灣智作
自尊與社會參與

原鄉高齡/失智長輩多有製作傳統特色手工藝品的手
藝，如串珠及編織，本方案由長輩擔任「台灣智作」
傳統技藝老師，教導小朋友排灣族傳統手工藝，強
調失智症長輩仍保有的能力與智慧，重新看見他們
的尊嚴與價值，也促進代間融合、文化交流。

 集結17位高齡及失智症長輩擔任台灣智作講師群
 舉辦10場次門市活動，137人次參與

73歲的潘vuvu在2018年初被診斷患有輕度失智
症，也開始對自己沒有自信，在女兒及屏基團
隊的鼓勵下，開始嘗試參與社區的輔療活動，
動手編織毛線頭飾及月桃葉，減緩功能退化，

在台灣智作活動過程中，我們看見潘vuvu慢慢
地重新找回自己的價值，找回了成就感與信心。



安全安心
失智症者在社區能夠安全且安心地
生活，也減少照顧者看顧壓力。

失智友善社區
街頭實驗影片

失智症個案管理社區照護

高齡中心

照顧者
支持團體

到宅服務 照顧服務
員訓練

針對確診長輩，提供個案管理服務，達229人，新
收案人數達95位，依據個案狀況給予衛教諮詢、照
顧指導、照顧者支持、就醫協調、診療追蹤、長照
及社區資源連結等，服務人數達4,906人次。

平地：服務長者共699人
原鄉：日照人數15人。
全月托11位、半月托3位、
日托1位；失智3位、失
能10位。結案2位。
各服務數據，詳見結案
報告。

復健：260人次
雞湯送暖+年菜：
3,710人
高齡友善交通接送：
38,826人次

居服：自費額補助192人
次，物資補助212人次
復健：補助18位，225次
護理：補助8位經濟困難
且需吞嚥訓練失智症者
沐浴：19人，333人次

照顧支持：共32名，
122人次
喘息服務：共327人次，
1,308小時服務量
89%家屬覺得有幫助

提供訓練課程123小
時（含實習），培訓
64位照服員



街頭實驗影片

屏基的服務實務經驗發現民眾因對失智症不了解，大多數失
智症患者或家庭曾遭受過不友善對待，也讓家屬擔心失智症
長輩會迷路、被騙或出意外，而不敢讓失智症長輩出門。

透過拍攝街頭實驗影片，測試路人遇到失智症長輩迷路或認
錯人，會有什麼反應或行動，結果發現大多數人選擇冷漠離
開，甚至不耐煩拒絕，未採取行動協助。

藉由影片，邀請小S一起呼籲社會大眾，響應打造失智症友
善社區的行動。

 網路後續傳播效果良好，三立、TVBS、東森、風傳
媒等媒體陸續追蹤報導，觸及588,731人次



三地門村
友善社區偏鄉示範點

整合失智友善社區五大構面生活方案，
打造第一個偏鄉失智友善社區示範點

 Step 1：社區一起認識失智症
衛生所、鄉公所、文化健康站、小學、教會、警
局、消防分隊進行失智症衛教宣導，共22場次，
709人次參與

 Step 2：從小做起，及早救智
• 與地磨兒小學合作，將「失智識能」延伸到學童，
進行全校失智症繪本共讀及衛教活動，更辦理「我
有畫（話）對vuvu說」比賽，讓學生長輩互動，
繪畫出長者的樣貌

• 透過園藝治療、藝術輔療、音樂輔療，結合地磨兒、
青葉國小，與原鄉高齡中心長輩一起老幼共學

• 舉辦小小志工照護員體驗營活動，學習簡單照護與
長輩互動技巧，讓老幼之間不再有距離

• 失智繪本創作營：鼓勵繪本共讀學童，創作排灣族
文化的失智症繪本，作為搭建友善社區的基礎



2018年 及屏基攜手打造原鄉首個失智友善社區、創新

多項失智預防及照護服務喚起全台民眾認識失智、跨世代理解共融



打造三地門失智友善環境，
從相互理解開始，從老幼共學做起

簡爺爺患有輕度失智症，2016年起接受高齡服務中心
照護。剛開始和地磨兒國小的小朋友進行老幼共學時，覺
得小朋友很吵，常常對小朋友說一些大道理，甚至會叫小
朋友不要吵。加上爺爺很不喜歡洗澡，小朋友都保持距離
不敢靠近。經由工作人員的引導及不斷的安撫溝通，現在
爺爺願意慢慢接納小朋友了！

最近一次的老幼共學，由小朋友擔任小小照服員，協
助簡爺爺沐浴。小朋友用雙手輕觸爺爺充滿皺褶的皮膚，
小小的手指擦拭老vuvu的每根腳指間。小朋友貼心地問：
「vuvu這樣洗可以嗎？」「vuvu我幫你吹頭髮！」整個
洗澡過程中，笑聲不斷。皺紋遍佈的慈愛雙眼，和天真可
愛的小小雙眼互相對望，孩子們絕對是長輩笑容的泉源，
跨越年齡互相療癒！共創跨世代祖孫間的融合，學習真誠
接納相待，更學習尊重關懷需要被愛的生命。



攜手及早救智，
打造偏鄉失智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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