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065 期電子報   學術論述 

           談⻑期照顧需求與因應 

          林妙玲/⾼雄市政府衛⽣局⻑期照顧中⼼技正 

    ⾼齡化社會來臨，照顧的問題及需求也隨之出現。當年齡逐漸增⻑、⾝體狀

況日益衰退時，照顧需求也逐漸增加。然而，目前家庭結構及社會型態已有許多

改變，失能、失智的⺠眾難以完全仰賴來⾃家庭的照顧，因此，運⽤國家的⻑期

照顧政策及服務資源愈顯重要。 

    ⾯對⾼齡化社會，我們可以對現⾏⻑期照顧資源有更多認識，同時也可以更

積極正向的態度來⾯對失能、失智的狀況，相信我們及家人都能達成在地安老，

幸福安老的期待。 

    我們就下列 3 個⾯向來認識⻑期照顧的議題： 

⼀、⻑期照顧資源如何尋求： 

    目前政府推動⻑照 2.0 服務，符合申請資格的⺠眾可以向各縣市政府的⻑期

照顧管理中⼼提出申請。⻑照中⼼接到申請案後，將指派照顧管理專員到府進⾏

失能評估，失能等級達 2 至 8 級的⺠眾，可以運⽤政府提供的⻑照給⽀付額度，

選擇居家及社區式⻑期照顧服務。主要的服務我們常常稱做⻑照 4 包錢，包括「照

顧及專業服務」、「輔具及無障礙環改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與「喘息服務」。⺠

眾只要⽀付少許的⾃付額度，即可使⽤居家及社區式的各項⻑期照顧服務，讓失

能/失智的⺠眾能在孰悉的環境中得到安⼼及專業的照顧。 

    但若家人的失能狀況已是居家與社區式機構的照顧無法滿⾜時，住宿型⻑照

機構可能成為另⼀種選擇，雖然目前⻑照給⽀付額度尚無法運⽤於住宿式⻑照機

構，但目前政府提供了住宿式服務機構使⽤者補助方案，符合補助條件者，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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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最⾼ 6 萬元的補助額度。若市⺠有選⽤住宿式⻑照機構的需求時，慎選合

適的機構就相對重要，除了透過政府資訊確認機構是否為合法設立，並在家人入

住前對機構有充分的瞭解，透過對機構經營理念的里解，居住環境的參觀及與入

住⻑輩充分討論，讓家人獲得完善的照顧，相關資訊可透過 1966 專線電話諮詢或

至政府機關相關網站查詢。 

二、以積極的態度⾯對失能及老化的轉變 

    年齡的增⻑是每個人都不能避免的過程，但是⾝體功能的衰退速度，確有機

會透過較積極的健康促進方案來延緩發⽣。目前⻑照 2.0 政策中，政府積極布建

許多社區健康關懷據點與 C 級巷弄⻑照站，這些單位的設立主要是協助亞健康、

衰弱及輕度失能的⺠眾，透過健康促進方案的參與，以及相關已透過實證確認能

預防與延緩失能方案的導入，緩解失能、失智的進展，也協助這些⺠眾運⽤現有

的⾝體功能來完成日常⽣活的各項需求。過去我們會提供許多照顧服務或復建方

案給失能的⺠眾，期待可以讓失能者獲得較為妥善的照顧並恢復⾝體功能。⻑照

2.0 推動後，更倡議復能的觀念，雖然失能、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仍可透過肢體功

能、⽣活⾃理的訓練，以及輔具的運⽤和環境的無障礙改善等專業指導與協助，

即使處於失能狀態依然有機會⾃己完成⽣活中的大小事。近年來也有許多科技參

與⻑期照顧服務，例如運⽤ VR、AR 技術協助失智症病友懷舊治療，運⽤大數據

分析找出合適的照顧模式，以及⼀些科技輔具的研發協助失能的朋友更易⽣活⾃

理，降低老化及失能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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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暖友善的對待失能、失智的朋友與家人 

    我們常說「有愛則無礙」，失能者除了⾯對⾝體功能衰退帶來的⽣活挑戰，還

有周遭因為不理解而產⽣的歧視與不友善對待，例如許多⻑期照顧資源布建時遭

遇到附近居⺠的反對與抵制，他們對失能、失智抱持負⾯態度。在許多北歐國家

或鄰近的日本，企業已主動將認識失能及失智納入內部研習內容，主動理解失能、

失智朋友的⾝⼼狀況，並透過有系統的訓練，溫暖的回應這些朋友的需求，體悟

到失能、失智將會是我們⽣命歷程的⼀部分，而每個人經歷失能、失智時，也會

期待能有⾃在友善的⽣活環境，如失智咖啡館、失智友善超市、銀⾏等。此外，

透過重新學習尊重⽣命，發展各種照顧服務的專業課程，讓⻑期照顧成為更加受

到重視的領域。 

    近年來⻑照產業正蓬勃發展，但是當老化速度超乎預期時，唯有轉換、認識

⻑期照顧的觀念與思維，善⽤相關資源並且以溫暖友善的態度對待⾝邊有⻑期照

顧需求的家人朋友，以降低⾼齡化的衝擊，從容喜樂的迎接每⼀階段的⽣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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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官學院《T&D 飛訊》第 285 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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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父親的關愛 

    「佳綺，公所⼀位退休人員⾃ 105 年亡故後，遺屬陸續來辦理撫慰金了，唯

獨剩下 1 位家屬在國外，尚未來辦理，有個專案卷宗，請妳留意…」前承辦人殷

殷叮囑著。翻閱卷宗，果然還有 1 人尚未申辦⽗親的⼀次撫慰金(現稱遺屬⼀次

金)，幸好前承辦人將本所通知申請過程等資料均保留完整，讓我較有頭緒處理

延宕多年的案件。 

    著手處理後瞭解到，退休人員配偶已去世，退休人員亡故後，子女各⾃成家

且較少聯繫，因此難以直接連繫在國外的女兒前來請領，於是本所⾏文內政部協

助查證其遺屬及國籍是否符合申領資格，並請戶政機關協助查詢戶籍情形，另⾏

文請當事人依新法(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所訂期限內提出並告知若於國外申

請，須透過相關駐美辦事處協助辦理。不知是否上天冥冥中幫忙，在⾏文至遺屬

北部的住家後不久，再次電話聯繫是否送達時，她的房客表示可以幫忙與當事人

聯繫，令人振奮。其後，遺屬持續以電子郵件與我聯繫，並於 109 年 11 月返臺，

經過防疫相關隔離措施，南下親⾃辦理遺屬⼀次金申領。 

     過程中彷彿有股力量，讓事情順利完成，當事人也向我訴說當年⽗親辛苦

拉拔兄弟姐妹 4 人⻑大，以及她對⽗親的思念，感慨樹欲靜而風不⽌，子欲養而

親不待。 

     在當事人最後⼀次南下⾼雄簽領遺屬⼀次金收據並辦妥相關文件後，她拉

著我的手，眼淚在眼眶中打轉，訴說著感謝，我也感謝她能親⾃回臺辦理相關手

續，讓事情圓滿完結。我們給對方最溫暖的擁抱，祝福彼此往後的人⽣⼀切順利。 

*小編附註：感謝鼓山區公所人事室王助理員佳綺分享辦理遺囑⼀次金業務，與

退休人員子女互動經驗。人事同仁發揮專業知能，積極協助⺠眾完成申領作業，

並獲得當事人真誠地感謝，想必雙方內⼼都是感動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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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想不到的人生 

    2020 年，全世界經歷⼀場前所未有的世紀挑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臺

灣在防疫團隊的努力及⺠眾全力配合下，度過⼀次次疫情危機，而市府團隊發揮

互助合作精神，展現臨危不亂的應變能力，秉持著市⺠至上的精神努力為⺠服務，

如疫苗接種站及各項紓困等，透過本文向所有公務同仁致上最⾼敬意，也感念醫

療團隊無私奉獻的精神。 

抗疫期間的點點滴滴，編織⼀段「疫」想不到的人⽣，成就職場新體驗，為

即時掌握確診人數及個案⾜跡，衛⽣局成立疫調中⼼及戰情室，24 小時不間斷，

由各科室同仁及各衛⽣所護理人員安排 3 班輪值，不分平假日全年無休，輪值以

外時間仍需處理本職防疫業務，如⻑照機構及餐飲食品業防疫稽查、醫療院所快

篩站及專責病房設置等，另⺠眾詢問案件及檢舉未戴口罩案件每月數以千計，同

仁每日加班處理已成為常態。 

再者，接種「戰」開「打」，為提升疫苗覆蓋率並便利市⺠就近施打，大型

疫苗接種站陸續開設，如巨蛋、⾼雄展覽館及科工館、鳳山體育場等，請各機關

同仁輪流⽀援，目前第 1 劑疫苗覆蓋率已提升至 7 成，為鼓勵市⺠接種，持續設

置各大小型疫苗接種站，期能透過疫苗建立保護網，杜絕病毒侵襲。 

令人感佩的是，曾與本局合作的區公所、文化局、社會局及⺠政局等機關接

獲臨時交辦任務，每次的服務都能讓市⺠感動與安⼼，在這場戰「疫」中，看⾒

同仁互相幫助及跨機關同⼼協力，成為忙碌職場中的感動與小確幸。 

小編附註：感謝衛⽣局人事室杜助理員怡玲分享防疫期間業務⼼得，⾯對疫

情考驗，公務團隊發揮勇於當則精神，全力以赴完成任務，積極守護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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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 

           *作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 /著，朱怡康/譯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0 年 2 月 29 日 

         *分享人：⾼雄市大樹區公所人事室陳主任雲靖 

    本書作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為賓州大學社會⼼理學博士，取得

學位後持續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研究員並專注於文化⼼理學之研究，並曾於維吉尼

亞大學任教 16 年，對⼼理學之研究貢獻良多。 

本書探討為何走出同溫層會成為⺠主的美國大學中最危險的事情？經作者探究

後發現原因是美國數十年來灌輸年輕人的「3 大思考謬誤」： 

⼀、安全至上 

    作者鼓勵家⻑尋找讓孩子可以反脆弱的事物，許多事情都必須透過壓力及挑

戰來學習，當孩子習慣這樣的處理模式，將更能成⻑茁壯。反之，若孩子未經歷

挑戰與學習過程，將使他們變得脆弱，經不起壓力。 

二、永遠信任⾃己的感覺 

    有關作者如何運⽤社會學角度來探討校園中的言語暴力，合理的事情僅只因

為學⽣覺得不合理以及過度依賴⾃己的感覺，便透過許多方式，如言語暴力以及

罷邀講者等激進的方法來表達⾃己的⼼聲與想法，⻑此以往導致思考僵化以及拒

絕傾聽他人意⾒。 

三、人⽣是好人與壞人的戰爭 

    有關學⽣被灌輸世界上唯有黑與白的區分，因而失去互相討論以及理解彼此

的機會，加上社群軟體以及媒體資訊，常常只討論對與錯，導致管中窺豹，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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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全，忽略了許多事情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應學習以同理⼼站在不同的立場思

考。 

    本書探討美國的文化與教育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此為借鏡檢視臺灣

的教育方式，其實多有雷同。本書能夠協助家⻑建構正確的教育觀念，教導孩子

學習反思⾃己的⾏為，避免落入 3 大思考謬誤。⼼理學家發現，態度是⼀種習慣，

⾃己⼀開始覺得困難的事情，若能往好處想，改變看待問題的角度，將會發覺⾃

己的內在能量增強許多，抗壓應變能力大為躍進，讓我們⼀同成為⾼韌性的人! 

小編附註：感謝大樹區公所人事室陳主任雲靖推薦並分享本書讀後⼼得，⾯對人

⽣中難以預測的變化球，⼼理韌性是幫助我們在逆境中前進的主要動力，讓⾃己

更成熟、更堅強，在危機與壓力下發展出健康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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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手起步走，活力新注射】

   110 年高雄市政府新進人事人員座談會

    本處於 110

展局人事室鐘主任金玉分享公務⽣涯經驗談及

杰勳學⻑提供初任公職快速上手的小撇步，盼藉由⼀系列的經驗傳承，協助新進

人事同仁更快熟悉公部門運作，在工作上更得⼼應手。

 

 

 

 

 

 

 

 

  此次座談會共

享個人職業⽣涯的發展並勉勵大家，由於人事服務已走向人力資源發展，人事人

員角色不再只是單純處理例⾏性的業務，除熟稔基本的法規內容外，應培養第二

專⻑，亦要具備權變概念，在不同的職位擁有不同的專業能力與思考角度，隨時

精進⾃己的能力與保持彈性應變的態度，提升⾃我知能，才能穩固跟上時代變遷

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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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起步走，活力新注射】 

年高雄市政府新進人事人員座談會 

110 年 12 月 6 日為考試分發人員舉辦新進人員座談會，邀請經濟發

主任金玉分享公務⽣涯經驗談及 2 位任職 3

杰勳學⻑提供初任公職快速上手的小撇步，盼藉由⼀系列的經驗傳承，協助新進

人事同仁更快熟悉公部門運作，在工作上更得⼼應手。 

此次座談會共 22 位新進人員參與，活動⼀開始，陳處⻑詩鍾與新進人事人員分

享個人職業⽣涯的發展並勉勵大家，由於人事服務已走向人力資源發展，人事人

員角色不再只是單純處理例⾏性的業務，除熟稔基本的法規內容外，應培養第二

專⻑，亦要具備權變概念，在不同的職位擁有不同的專業能力與思考角度，隨時

精進⾃己的能力與保持彈性應變的態度，提升⾃我知能，才能穩固跟上時代變遷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人人人

日為考試分發人員舉辦新進人員座談會，邀請經濟發

3 年內的林庭薇學姊及楊

杰勳學⻑提供初任公職快速上手的小撇步，盼藉由⼀系列的經驗傳承，協助新進

位新進人員參與，活動⼀開始，陳處⻑詩鍾與新進人事人員分

享個人職業⽣涯的發展並勉勵大家，由於人事服務已走向人力資源發展，人事人

員角色不再只是單純處理例⾏性的業務，除熟稔基本的法規內容外，應培養第二

專⻑，亦要具備權變概念，在不同的職位擁有不同的專業能力與思考角度，隨時

精進⾃己的能力與保持彈性應變的態度，提升⾃我知能，才能穩固跟上時代變遷

新新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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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順利圓滿結束，此次活動不僅拉近同事間的情誼，也透過前輩們的職

場上及⾝⼼上的協助，降低新進人員

盼未來大家同⼼協力在各個位置上發揮所⻑，為⾼雄市的人事體系注入新的活力

和力量。 

【人事疫苗小尖兵】

1126-1127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大東文化藝術中⼼

領本處、人發中⼼及所屬人事機構夥伴們承接

提升整體新冠肺炎疫苗覆蓋率。

填寫個人資料、進入注射區，由醫師進⾏問診評估，在護理師核對⾝分後注射疫

苗，每個流程皆力求讓⺠眾在最短時間內順利完成

兩天下來共計

⺠眾相當踴躍，人事夥伴

秩序良好，圓滿完成任務。

 

 

 

 

 

 

 

 學術論述 

 感動服務 

 業務心得 

 好書好文共分享 

 本處近期活動花絮 

我我我~新新人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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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處近期活動花絮 

座談會順利圓滿結束，此次活動不僅拉近同事間的情誼，也透過前輩們的職

場上及⾝⼼上的協助，降低新進人員初任職場的不安，形成良好的雙向交流，期

盼未來大家同⼼協力在各個位置上發揮所⻑，為⾼雄市的人事體系注入新的活力

【人事疫苗小尖兵】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疫苗接種站 

大東文化藝術中⼼於 11 月 26 日及 27 日開設疫苗接種站，

領本處、人發中⼼及所屬人事機構夥伴們承接任務，為符合施打條件者接種疫苗

提升整體新冠肺炎疫苗覆蓋率。除事前妥善規劃各站區動線

填寫個人資料、進入注射區，由醫師進⾏問診評估，在護理師核對⾝分後注射疫

每個流程皆力求讓⺠眾在最短時間內順利完成疫苗施打，減少等候時間。

計 6,307 人完成疫苗接種，更創下單日最⾼

⺠眾相當踴躍，人事夥伴們皆展現積極親和的服務態度，使整體接種流程順暢

秩序良好，圓滿完成任務。 

新新人人人人人 

盡新盡盡

座談會順利圓滿結束，此次活動不僅拉近同事間的情誼，也透過前輩們的職

職場的不安，形成良好的雙向交流，期

盼未來大家同⼼協力在各個位置上發揮所⻑，為⾼雄市的人事體系注入新的活力

接種站，由陳處⻑詩鍾率

為符合施打條件者接種疫苗，

妥善規劃各站區動線外，⺠眾從依序報到、

填寫個人資料、進入注射區，由醫師進⾏問診評估，在護理師核對⾝分後注射疫

施打，減少等候時間。 

，更創下單日最⾼ 3,699 人施打記錄，

使整體接種流程順暢、

盡新盡盡，以以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