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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需求 

失能、失智長照需求評估 

長期照護服務資源-正式、非正式 

居家護理及長照資源應用 

老人虐待事件說明 

受監護宣告申請 

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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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高齡者在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之照顧狀況，
80歲以上者除由兒子照顧外，由外籍看護工
照顧者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的高齡者，約占
23% 

 

衛生福利部民國102年10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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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需求  

 

 
• 2004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推估人類長期照護之
潛在需求為7-9年。  

•依據國人的平均壽命和疾病型態等變數推估，國人
一生中的長期照護需求時段約為7.3年  

男性平均需要長期照護的時間為6.4年  

女生平均需要長期照顧的時間為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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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挑戰-人口老化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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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或失智人口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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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患者申請認知功能身心障礙鑑定 
•依障礙類別由神經專科或精神專科醫師評估，並留
有適當診療紀錄追蹤至少約3-6個月，進行臨床失
智量表CDR評估，方才可順利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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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神經醫學專科醫師醫療照護服務 

• 能熟悉失智症相關診斷與藥物使用 

• 醫師訓練過程包括基本內科疾病，有關臨床神經學症狀的辨 

識，並與神經解剖、生理與病態生理知識結合，以進行神經
學 檢查、定位，並作出臨床診斷與擬定治療計畫。可以有效
處置多重慢性疾病對象 

• 可協助申請抗失智專案  用藥、重大傷病證明或  殘障證明 

 

有助於改善醫療照護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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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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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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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體物質(產業與學校) 

2、商業服務(商店、電影院) 

3、組織性社會支持(教會團體、基金會、福  

      利機構等正式社會支持) 

4、內在社會支持(家人、親友、臨居等非正 

      式社會支持) 

 

社區資源定義(湯瑪士，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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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002 

醫療 組織 

社會福利組織  

AE / PI 

街坊鄰居 

親戚 

社會資源 

正式 

非正式 

民營企業(公司行號等) 

行政機關 

特定非營利活動組織  

社區團體 組織  

志工團體 

朋友 同儕 

家庭成員 

失智症照護資源應用 



Case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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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002 

出備銜接長照2.0 服務項目 
失智照顧 

原住民社區整合 

小規模多機能 

照顧者服務據點 

社區預防照顧 

預防/延緩失能 

居家醫療 

居家照顧服務 居家護理 

復健服務 

喘息服務 

輔具服務 

營養餐飲 

機構服務 

交通接送 



Case 002 

居家護理 

居家整合照護計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管制條例相關規範 

•具有榮譽國民身分對象除
按照相關規範，假如同時
符合其他長期照顧服務或
者生活補助申請相關資格，
得擇優申請但不得重複請
領 

•榮民之家仍以榮民為申請
對象，包括安養、養護或
失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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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照護資源 
• 愛的手鍊申請對象包括失智症高齡者、智能障礙對象與精
神疾患 

• 檢附診斷書或者身心障礙手冊可公費申請使用 

• 走失對象會被安置到就近的警政單位，並通知家屬到該警
政單位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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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式照護 
• 失智症照顧型以照顧中度以上失智症為合併明顯失能問題
對象為主 

• 長期照顧機構以照顧罹患長期慢性疾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
老人為主 

• 安養機構以安養自費老人、或留養無扶養義務親屬之老人、
或扶養義務之親屬無扶養能力之老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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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智症社會資源類型一覽表 

項目 內容 

失
智
症
可
用
之
社
會
資
源
類
型 

失智症諮詢 

專線及網站 

提供失智症相關就醫、照護、社會福利資源、家屬支持等相關訊息及資源 

台灣失智症協會、中華民失智者照顧協會等諮詢專線及網站 

記憶門診 失智症的特別門診：各醫院神經內科、精神科等 

家屬團體 含專家座談、支持團體等家屬服務，洽各地失智症服務單位 

瑞智學堂 為針對輕度失智患者及家屬設計之健康促進服務 

法律諮詢 照顧過程中遇到的法律問題解答或參考 

以上資源最新資訊，請洽台灣失智症協會0800-474-580；http://www.tada2002.tw 

預防走失資源 申請愛心手鍊、指紋捺印 

生活照顧及居
住 

(長照10年計
畫) 

居家式： 

醫師、復健師、護理師、營養師、服務員、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社區式：日間照顧、營養餐飲、輔具購買租借、家庭托顧、交通接送 

機構式 

喘息服務、養護中心、長期照顧中心、護理之家、失智專區、團體家屋 

連結方式-向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 

非正式資源 其他親友、鄰居、台籍或外籍看護 

其
他 

老人福利資源 低收入戶健保補助及喪葬補助、(中)低收入生活補助及臨時看護補助、急
難救助、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身障福利資源 身心障礙自付保費補助、租賃房屋租金補助 

2018/5/7 23 



失智症諮詢專線及網站 
機構單位 聯絡電話 服務項目 

台灣失智症協會 0800-474-580 

中華民國失智者照顧協會 (04)2473-1619 

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06)237-2122 

高雄市失智症協會 (07)313-4752 

屏東失智者服務協會 (08)732-5455#662 

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 (02)2365-7780#14 

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304-6716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0800-580-097 家庭照顧者心理諮詢、情
緒支持等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02)2592-7999 愛心手鍊申請 

老人諮詢服務中心 專線：0800-228-585 

北區(02)2332-0992 

中區(04)2297-5930 

南區(07)2242083 

老人福利相關申請 

更多訊息請洽台灣失智症協會，也可上各單位網站查詢 

 

 

 

失智症相關就醫、
照護、社會福利
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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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支持性團體 
機構單位 辦理時間 聯絡電話 

台灣失智症協會 【永遠記得你講座】 

每月第三週週六上午9點至
12點。含專家座談、社會資
源介紹、家屬團體及臨托服
務，須事先報名。 

0800-474-580 

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 【溫馨上午茶】每月最後一
週週四 

(02)2356-7780#14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請洽主辦單位 (02)2709-3600 

台灣健忘失使關懷協會 請洽主辦單位 (03)3281200#8346 

中華民國失智者照顧協會 請洽主辦單位 (04)788-1397 

台南市熱遮蘭失智症協會 請洽主辦單位 (06)237-2122 

高雄市失智症協會 請洽主辦單位 (07)313-4752 

屏東失智者服務協會 請洽主辦單位 (08)732-5455#131 

更多訊息，請洽台灣失智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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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共餐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鼓勵長者多走出家門
與人際互動，自民國94年起於社區開辦
定點共餐，目前全市計有59處定點共餐
據點，藉由共食，長輩不但能結交朋友、
分享經驗，歡樂氣氛更有助促進食慾和營
養吸收，有益健康，絕對比配電視吃飯美
味百倍。 
服務對象：60歲以上 
收費依共餐據點訂定（部分為中、低收入
戶免費，一般戶50-65元） 



居家照顧服務   
服務目的 
為協助因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之居家老人及
身心障礙者得到所需之持續性照顧，以提昇其自我照顧能力、
紓緩家庭照顧者壓力，以及提供家屬習得專業之照顧技巧，
期能增進案主及家屬之生活品質。 

服務內容 
家庭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身體照顧服務兩大類 

家庭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案主生
活起居空間之居家環境清潔、家務及文書服務、陪同或代購
生活必需用品、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關、其他相關之居家
服務。 

身體照顧服務：協助沐浴、穿換衣服、進食、服藥、口腔清
潔、如廁、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散步、
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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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日間照顧服務  

• 為使失能老人能獲得自主及尊嚴的生活、提昇其
生活品質和達到延緩退化的目標，故各縣市政府
於社區中設立老人日間照顧服務，希望能減輕家
屬的照顧負擔。 

• 在老人日間照顧服務中心內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內
容，包括健康促進活動、音樂律動、社交休閒活
動及文康休閒活動等的安排，其目的都在於期望
能促進案主的各項身心功能；另外也透過與社區
醫療單位的資源建構，使社區醫師定期制中心為
長輩及家屬安排醫療諮詢等服務，以達到提升照
顧品質的目的。 

• 除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外，亦可詢問各縣市
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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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走失資源 
•愛心手鍊 

失蹤老人協尋中心(02)2592-7999 

       1、申請方式：郵寄或親取 

       2、必備文件： 

         -申請表(請至老人福利聯盟網站下載) 

         -使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相關證明文件：醫院診斷書或身心障礙手冊  

          或派出所走失記錄證明或家屬申請書 

台北市中、低收入長者，請洽各區老人服務中心
諮詢。 

•指紋捺印 

   1、申請方式：親洽各縣市警察局刑事組或刑事隊 

   2、必備文件：申請人印章、2吋照片2張、戶名名
簿或身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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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智學堂 

•針對輕度失智患者及家屬設計之服務，為幫
助患者及家屬認識疾病並調適疾病之衝擊，
促進患者發揮功能、減緩疾病之退化，並提
升生活品質。由台灣失智症協會發起，目前
全台有10個以上單位提供，課程分別有：頭
腦體操班、瑞智音樂班、薪火相傳班、藝術
創作班及瑞智合唱團等。每週2小時，持續
10-12週，另有家屬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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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服務 

長照十年計畫--服務
項目需求分析 

主要服務項目為居家
服務(71.2%)  

其次喘息服務(26.8%)

及交通接送(26.8%)  

依個案失能程度補助服務時數  

• 輕度：每月補助上限最高25小時；
僅IADLs失能且獨居之老人，比照
此標準辦理。  

• 中度：每月補助上限最高50小時。  

• 重度：每月補助上限最高90小時。  

• 補助經費：每小時180元計(隨物價
指數調整)  

• 超過政府補助時數者，由民眾全額
自行負擔。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失能老人，最高每人
每天補助一餐，每餐
以5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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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及居家復健：  

對失能無法透過交通接
送使用健保復健資源者，
每人最多每星期補助1

次，每次訪視費用
1,000元  

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補助金額為每10年內以
新台幣10萬元為限，但
經評估有特殊需要者，
得專案酌增補助額度。 

 

       喘息服務：  

     *輕度及中度失能：   

       每年最高補助14天  

     *重度失能：每年最      

       高補助21天。  

     *可混合搭配使用機   

      構及居家喘息服務。  

     *每日以1,00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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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護理：  

除現行全民健保居家護
理給付2次以外，經評
定有需求者，每月最高
再增加2次。每次訪視
服務費以1,300元計。 

 交通接送服務：  

補助重度失能者使用交
通接送服務，以滿足  

就醫與使用長照服務為
目的，每月提供車資  

補助4次(來回8趟)，每
次以190元計。多出自
付為原則。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家庭總收入未達社會救
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
1.5倍之重度失能者：
由政府全額補助。  

 家庭總收入未達社會救
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
1.5倍之中度失能者：
經評估家庭支持情形  

     如確有進住必要，亦   

     得專案補助。  

 每人每月以18,600元計。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針對非失能之失智症對象
逐步納入服務，提供包括居家照顧、居家復
健、喘息服務及日間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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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長期照顧需求服務 

•針對失智症長者若
需要使用長期照顧
服務，只要條件符
合即可以全面申請
所需要使用的所有
服務類別 

•即使家中聘請外籍
看護對於使用相關
服務依然沒有特別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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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老人虐待?嚴重? 

•依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相關統計資料顯示，機構
當中所涉及高齡者施虐案件估計約有10-20%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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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素!? 

機構照顧服務員在長期照顧失智症長者過程中，可能會出現
不適當照護行為或者老人虐待案件，其中幾項關鍵因素包括 

• 與家屬間照顧觀念分歧 

• 因人力不足導致工作負擔繁重 

• 照護對象存在較多的精神行為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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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虐待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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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虐保護服務法律條文-財務剝削 

高齡者受虐保護服務相關法律條文當中，在財務剝
削部分如 

•未經老人授權或同意擅自取得老人之支票兌現 

•濫用或偷取老人之現金或財產 

•強迫或欺騙老人簽署任何文件如契約或遺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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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監護宣告內容(原受禁治產宣告修正) 

•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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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齡者 

• 由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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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向受監護宣告對象戶籍所在地法院提出申請 

• 應備妥受監護宣告對象、聲請人、欲任監護人即會同
開立財產清冊之人之戶籍謄本與印章以監護對象之醫
師診斷證明書或身心障礙證明影印本等相關證件；並
依法院通知前往指定醫療機構進行心智鑑定 

• 監護內容包括：戶籍行政處理、財產遺產管理、照護
安排、社會保險及退休金之申請、重大醫療行為、監
護權限之行使等。 

民法第1111條-法令生效日期為9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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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個案的照護需求? 

•我希望或不希望接受的醫療方式? 

•我喜歡在哪裡接受照顧? 

•我希望別人對待我的方式? 

•我的心願? 

•我未完成的事? 

•我想對我心愛的人說的話? 



末期個案的照護需求? 

•我希望或不希望接受的醫療方式? 

•我喜歡在哪裡接受照顧? 

•我希望別人對待我的方式? 

•我的心願? 

•我未完成的事? 

•我想對我心愛的人說的話? 

長期照護 ? ACP ? 安寧療護 ?  



守 護 你 和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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