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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照顧月計畫圖文徵求活動」頒獎記者會 

【時    間】108年 11月 29日 (五) 10：00-10：50（09：45報到；請惠賜名片） 

【地    點】復華照顧咖啡館(台北市遼寧街 185巷 11號，捷運南京復興站 1號出口)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與 會 者】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祝健芳司長 

陳景寧╱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 

聰明照顧月計畫得獎之家庭照顧者共八位 

【重點摘要】 

 聰明照顧月計畫圖文徵求活動頒發八位聰明照顧者獎項 

 長照家庭樣態越趨多元，鼓勵家庭照顧者善用政府的「長照四包錢」，聰明照顧者分享使

用長照 2.0服務經驗，翻轉照顧的困境，改寫人生劇本。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內容 

10:00-10:05 主持人開場 
1. 說明活動目的、內容 

2. 介紹貴賓 

10:05-10:10 長官致詞 衛福部長官致詞 

10:10-10:15 結果分析 家總秘書長陳景寧 

10:15-10:40 頒獎表揚 
1. 衛福部長官頒獎鼓勵得獎者 

2. 得獎者分享(主持人訪問方式分享) 

10:40-10:45 大合照 

 

10:45-10:50 媒體採訪 自由採訪 

〜 敬邀媒體記者蒞臨採訪，請廣宣「0800-507272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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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三屆「聰明照顧者」出列 家總推長照 1234 改寫人生金劇 

退伍軍人吳先生一打三照顧瀕崩潰 「長照四包錢」助攻明年考博士 

 (台北訊)台灣目前約有八十萬名失能、失智及身心障礙者，平均照顧約十年時間，另有五分之一

上班族受到照顧責任影響，每年約 13.3萬人離職照顧。雖然照顧悲劇時有所聞，但也有愈來愈多

家庭照顧者善用政府「長照四包錢」，翻轉困境、改寫命運。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

總)今(30)日假復華照顧咖啡館舉辦記者會，邀請八位「聰明照顧計畫」得獎人分享經驗，衛生福

利部長照司祝健芳司長亦到場鼓勵。 

國人平均壽命至107年已突破八十歲大關，加上少子化趨勢，高齡長照浪潮更顯嚴峻。政府自

107年起推出「長照四包錢」長照給付新制，1966長照專線「一通電話服務到家」，經縣市照顧管

理中心派員到家評估後，即可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喘息服務」等四大項補助。以「照顧及專業服務」為例，二至八級補

助一萬元至三萬六千元間，一般戶16%自負額，約每月花1千6百元至6千元，即可使用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中心、居家復能、居家營養指導等服務。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也可申請補助。 

但民眾普遍對「長照四包錢」霧煞煞，家總因此自 106年起舉辦「善用長照四包錢—聰明照顧

月計畫」徵求活動，鼓勵使用長照 2.0服務者分享經驗，今年度在五十六件入選者中經專家學者就

「照顧計畫」、「創新性」、「改變程度」進行評選，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五名得獎者。 

第一名是來自桃園的吳中一(56歲)，自服役三十年的軍中退伍後，本以為將開啟快樂的人生下

半場，沒想到迎接他的卻是年邁雙親及重殘弟弟的每日生活照料，讓他心力交瘁、情緒失控，後來

經過醫師及個管師說明，才知道家人的情況在長照 2.0 的政策下是可以獲得居家、喘息、專業復

健、心理輔導等協助。他半信半疑地打了 1966 後，「沒想到一周後援助就來了！」桃園衛生局和

桃園紅十字會的個管師和社工、居服員迅速介入，和他商量後共同訂定照顧計畫，將打掃、盥洗、

洗衣、送餐串聯在一個上午。本來是一打三的照顧困境，由於整合長照 2.0資源反而獲得延續及完

整的照顧。現在更交叉運用三人喘息服務，假日也可以獲得休息或運動，吳先生現在擔任紅十字會

志工，希望藉自身經驗分享幫助其他照顧者少走冤枉路，他也計畫明年報考博士班，重拾夢想。 

第二名是台中的陳子陵(61歲)，她原本是一位總舖師，因家庭變故離職。她 95歲的母親原本

身體硬朗，但去年中風後就持續臥床，擔任鄰長的陳子陵很早就知道有長照 2.0，但並未使用，直

到照顧母親的壓力愈來愈重，因為經濟負擔讓她喘不過氣，才開始使用居家服務。現在居服員協助

媽媽身體清潔、灌食與翻身拍背，陳子陵也藉此向居服員學習照顧技巧。此外，她也申請喘息服務

讓自己充電。陳子陵現在已重拾自己最愛的廚師工作，她說「長照 2.0讓結果變得不一樣」。 

第三名得獎者是屏東縣高齡 71歲的大山阿公，照顧兩位罹患自閉症及罕見疾病-裘馨氏肌肉失

養症的未成年孫子至今已 13 年。兩位孫子四肢無力、無法自理，兒子與媳婦敵不過照顧及經濟壓

力下離婚，也曾出現情緒失控、衝突情況。大山阿公於心不忍，決定接手照顧兩個孫子。大山阿公

從前年開始接觸長照服務，由居服員每周五天到家中協助沐浴、陪伴閱讀，也透過輔具的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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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機，保護自己在協助孫子翻身移位時更省力。大山阿公為了照顧兩個孫子，提前從管理職退休

轉任大樓管理員，以為這樣可以更為彈性的照顧孫子，但卻忽略了長期累積的照顧壓力，爆發憂鬱

症。「好幾次自己騎著車大吼大哭，甚至想帶著孫子一起解脫。」直到接受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也使用了喘息資源，讓大山阿公可以暫時放下照顧的重擔，和太太出外共餐放鬆。也接受心理諮商，

藉由協談轉換思考，透過各種支持服務緩解自己的照顧壓力。 

佳作則有來自高雄的林小姐，才 40歲的她卻已有 20年的照顧資歷，一次必須照顧父母二人，

讓她的婚姻、工作都受到影響，但在據點社工的協助下，連結了長照 2.0等資源，讓她可以從繁重

的照顧壓力中得到喘息，也鼓勵對烘焙有興趣她可以自己創業。另一位為照顧突然倒下的媽媽而放

棄空姐夢想的獨生女王小姐，主動上網找資源看到了「長照四包錢」網站，清晰好懂的介面及試算

工具讓她立即瞭解自己可以申請的補助和服務，對她在時間上、經濟上都有非常大的幫助，也讓她

能夠安心繼續就業。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陳景寧秘書長表示，今年徵求作品時發現長照家庭的樣態更加多

元，除了年輕上班族，也有更多「老老照顧」主動求助案例，另增加許多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搭配

使用復能照護、營養照護等「專業服務」的情況。 

陳景寧提醒，長期照顧是「看不到盡頭的馬拉松」，家庭會不斷在混亂期、適應期、穩定

期、病情變化期中打轉，被照顧家人從衰弱、輕、中、重度直到離世。什麼是最好的照顧

計畫？沒有標準答案。主動求助、不懂就問、保持彈性、見招拆招、多元混搭，隨病情變

化、家中照顧人力、經濟條件等綜合研判，以「照顧不離職」為目標，進行「階段性照顧

安排」。 

此次得獎作品公布於「長照四包錢」網站(http://www.familycares.com.tw)，家總並提供長

照 1234口訣，協助大家上網搜尋工具，訂定照顧計畫： 

一工具：衛福部長照資源地圖。 

兩電話：1966長照專線/0800-507272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三步驟：盤點資源/盤點資產/家庭會議(可上網搜尋「家庭照顧協議」)。 

四包錢：民眾並可利用線上試算工具，掌握長照 2.0補助內容，可上網搜尋「長照四包錢」，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撥打 0800-507272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諮詢。# 

 

http://www.familycar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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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附件】： 

第一名：吳先生，56歲，照顧帕金森氏症父親、慢性病母親’失能及失智弟 3年 

感恩長照 2.0-新生活的開始 

自服役 30年的軍中退伍後，沒想到接手的是年邁雙親及重殘弟弟的每日生活照料。近 3年來

照顧父親帕金森症、弟弟因腦瘤導致的視障及逐漸失智、媽媽糖尿病、貧血、肌少症及可能的精

神障礙。每天的盥洗、送餐、打掃、洗衣外，還有 3人反覆的回診、就醫及不斷出現的問題。每

天不斷地來回奔波，讓身為照顧者心力交瘁到快要崩潰的邊緣。在一次帶弟弟回診失智科時，與

旁邊的民眾有衝突，驚動看診醫師、及診間的民眾，才驚覺照顧壓力。 

經友人建議，回家致電 1966，沒想到不到一週，桃園衛生局、桃園紅十字會個管師及社工、

居家服務員，迅速介入，擬定長照計畫，將打掃、盥洗、洗衣、送餐串聯在一個上午。本來是一

對三的照護關係，由於整合長照 2.0資源反而獲得延續及完整的照顧。現在更交叉運用三人喘息

服務；以前回診就醫交通費單趟減少至 30元-50元以內；並可申請專業復能照顧，幫父親及弟弟

進行相關復健，減少至醫院勞途奔波。更感謝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桃園紅十字會關懷與輔導，

讓他逐漸走出近 3年的照顧陰霾。現在還可以規劃重返校園，繼續進修。 

 

第二名：陳阿姨，61歲，照顧失智媽媽 2年 

總鋪師最平凡的願望 

陳阿姨 95歲的阿母，櫻花阿嬤，原本身體硬朗，去(107)年 7月家中沐浴時中風，便持續臥

床，原本在機構由大哥照顧，但大哥今年初因癌症往生，加上經濟因素，阿姨今(108)年 6月接阿

嬤回家自己照顧，且自行申請長照居家服務，減輕照顧壓力。 從 6月開始，每天早上一個半小時

的身體清潔、灌食與翻身拍背，在阿嬤身體狀況逐漸穩定後，8月再增加每天晚上一個小時的灌

食與更換尿布，因為傍晚有居服員照顧阿嬤，阿姨可以重拾自己最愛的廚師工作，同時增加收

入，減輕經濟負荷，畢竟，阿姨是這個家唯一的柱子，阿嬤唯一的親人，好好照顧阿嬤，陪阿嬤

走人生最後一段路，是阿姨最平凡的願望。 

目前阿姨的「聰明照顧月計畫」由兩班居服員共同合作照顧阿嬤，每天早上一個半小時居家

服務，包含身體清潔、灌食與翻身拍背等，晚上一個小時居家服務，包含灌食與更換尿布等，假

日有事外出時，再申請居家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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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參與許多家庭支持服務活動，在過程中，紓解許多壓力，藉由長照居服的協助，阿姨能

繼續餐廳廚師工作，休假閒暇時與好友聚聚，同時順利與居服員交接照顧阿嬤，降低期待居服內

容與居服員照顧落差，創造三贏－居服員貼心、個案放心、案家安心的永續長照服務。 

 

第三名：大山阿公，71歲，照顧 2位罕見疾病失能孫子 13年 

長照資源在手，聰明照顧好上手 

大山阿公高齡 71歲，與 66歲的太太兩人共同照顧兩位未成年孫子至今已 13年。兩孫子罹患

自閉症及罕見疾病-裘馨氏肌肉失養症，造成四肢無力、無法自理。  

大山阿公在照顧路上孤軍奮鬥了近十年，於 106年開始接觸長照服務，由居服員協助每周一

至五到家中協助案孫沐浴、陪伴閱讀書刊等服務，同時也申請移位機，讓自己在協助孫子們翻身

移位時更省力，同時保護自己的身體。而在回診時也申請了復康巴士交通接送服務，大山阿公而

言更是省了大筆開銷。 

為了讓自己更有心力照顧二名孫子，提前由管理職退休，轉任大樓管理員，目前退休。原本

以為這樣毫無保留的付出，是最好的安排，但卻差點造成了憾事。 「照顧好累，好幾次都想帶著

孫子們一起走」，大山阿公邊搖頭邊苦笑的說。因為突然轉換跑道及長期累積的照顧壓力，身體反

撲了，最後爆發憂鬱症。 

直到接受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使用喘息資源，讓自己跟太太暫時放下照顧重擔；更鼓起勇

氣參加心理協談，藉由協談過程一次次的面對與重整，才發現照顧本就不是無怨無悔，人本就有

正向及負向情緒，開始學習與負向想法共存。在社工鼓勵下，更讓大山阿公敞開心胸，揮別以往

沈默壓抑的個性，參加支持團體，用自己的經驗，鼓勵其他照顧者，於照顧路上彼此相伴而行。  

 

佳作：小琳 32歲，照顧失能媽媽 1年 

善用長照服務照顧好家人，自己生活也不打折 

小琳家只有她和媽媽兩個人，七年前她考上空服員，讓媽媽獨自一人生活，直到去年(107)九

月，媽媽因急性腦梗塞，昏迷指數 4，大腦雙側受損，就連醫師也勸她要做好心理準備。好在媽

媽醒過來，但卻四肢完全失能。 

一開始聘請看護協助照顧，才能騰出時間工作賺錢，另外，也透過網路搜尋及撥打 1966，照

管中心到家來評估，也運用家總的長照四包錢網站，讓她馬上知道可以申請的服務以及初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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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以為申請看護就無法再申請補助，後來知道可以使用專業服務，便申請了居家復能及營養

照護。照顧全身癱瘓的媽媽，有長照四包錢中的交通接送讓她更安心的帶媽媽回診。另媽媽能使

用的復健器材不多，經過醫生評估，決定在家放置站立床，媽媽同時具有身障資格，評估師到宅

評估實際狀況等舉動，都讓人備感窩心。 

小琳說，透過長照四包錢，讓她的壓力舒緩不少，尤其是在經濟上幫助很大。她現在換了離

家近且時間較為彈性的工作，經過一年的調整與適應，她和媽媽都步入了軌道。正確的復健讓媽

媽能更有利控制脖子，手能稍微開合，重要的是我能跟她說上話，這足以讓小琳開心很久。 

 

佳作：陳小姐，39歲，照顧失智媽媽 3年 

我的廚師媽媽 

阿珠阿嬤，人稱江湖「第一主廚」，過去經歷大小「辦桌」。然而，卻逃不出「失智症」的魔掌。

陳小姐是家裡的獨生女，照顧媽媽長久以來就是她的責任。媽媽獨居的情況下我也照顧了 2年，生

病後的媽媽拒絕與她和先生同住，因此也開始找尋相關的資源。 

陳小姐先陪媽媽前往日照中心參觀，中心社工介紹著這裡是「小規模多機能」的服務，利用居

家服務、日間照顧及夜間喘息將長者的 24 小時生活照顧串起來。討論之後，一周前往日照中心四

天，使用日照的交通車服務，週二由中心照服員至家中協助媽媽沐浴及中午用餐。有時我不在的時

候中心安排居家服務，中午至家裡協助媽媽沐浴及用餐，晚間又準備晚餐及督促媽媽吃藥。  

另外，利用到機構喘息的一個月的時間，進行無障礙環境評估與修改，將浴室改造更加安全，

家中垃圾也都清出來。媽媽也進行助行器的輔具評估，讓她獨居生活有最大化的協助。  

現在的陳小姐更有體力、時間及信心可以持續照顧媽媽外，媽媽過去缺少人際互動憂鬱狀況

改善，有人會對她切菜熟練讚嘆不已，中心其他長者會因阿珠阿嬤請假而掛心，讓陳小姐備感窩

心，也覺得長照資源對為一個照顧者，真的幫助很大。 

 

佳作：蔡小姐，56歲，照顧失能父親及帕金森氏症先生 10年 

我的生活由我做主，so easy 

蔡小姐早上於中學兼任講師、下午經營花店。並與先生同時照顧父親長達有 9年時間。今年八

月父親突然中風，她就讓父親搬到不用爬樓梯的花店。雖請了外籍看護幫忙照顧父親，但近一年蔡

菁菁先生罹患帕金森氏症，動作受限，照顧能力也降低，無法再繼續協助，頓時照顧量增加。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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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協助病患推輪椅時看到醫院牆上貼了 1966 的宣導海報，便自己撥打電話，了解看看可否給

自己什麼幫助。這通電話也䦒啟長照 2.0介入生活，協助父親及先生，啟動她的照顧計畫。 

週一到週五，使用居家服務，讓她可以到花店開店，下午 13 點半到花店開店，晚上跟家人聊

聊時事或分享今天發生有趣的事情，晚上還有餘裕處理家務，22 點開始休息；週六到週日，就自

己張羅好父親及先生的餐食後，去花店開店，有多餘時間會載父親附近走走。 使用長照 2.0 後，

現在每天中午回家看到爸爸洗澡完神清氣爽，又看到爸爸和先生一起下棋，多了互動和關心，家庭

的關係變得非常融洽，自己也有喘息的空間，可處理自己的事情，無須因照顧而離職，也增進整個

家庭的生活品質。 

 

佳作：黃阿公，77歲，照顧失能兒子 28年 

改變，讓愛更精彩  

阿傑於民國 80年參加遭逢車禍意外導致腦傷、其行走不便需他人協助，由爸媽照顧已經有 28

年，每天協助阿傑盥洗如廁、站在身後協助爬上樓梯等，為了讓阿傑肢體功能有進步，每週由爸媽

陪同阿傑到醫院做復健。手足覺得父母年紀漸長，照顧工作實在無法負荷，因此向長照中心申請居

家復健及機構臨短托服務。因為這樣的契機，阿傑的父母來到家庭照顧支持據點竹峖尋求臨短托服

務，透過社工了解其照顧歷程，開始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社工說服爸媽接受阿傑到機構臨短托服務，其他孩子陪伴爸媽出遊，爸媽也參加廟宇進香活動，

獲得宗教信仰寄托。阿傑入住機構期間，因機構無障礙空間，阿傑能自由行動也參加繪畫、鼓隊、

音樂及宗教等活動。返家後，也透過長照服務的居家復能讓阿傑能在家做復健，使用助行器、牆面

加裝扶手讓其練習步行，阿傑的肢體能力進步，照顧的負擔也減輕了。 

今年 7月，爸媽也帶著阿傑參加家照抒壓活動，讓照顧者和被照顧都都有更多社會及人際互動，

在支持性團體裡，黃阿公夫婦也踴躍表達自我想法，分享懂得先照顧好自已才能給阿傑更多的愛。

阿傑的父母從一開始要將阿傑交手的機構照顧時的不安不捨到現在，黃阿公夫婦預計出國遊玩，不

用依賴女兒們協助及勸導，還能主動提出申請喘息服務，照顧觀念的改變，也更能鼓勵更多照顧者

走出來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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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秀文，40歲，照顧失智父親及母親近 20年 

照顧者大聲說 

秀文照顧父母已經將近 20 年了，心真的很累！父母也因年邁而失智、憂鬱。而我也因婚後照

顧娘家父母，導致夫家不滿，自己也需要看身心科，直到高雄家關出現，幫了她一把。家關社工除

了邀請她參加紓壓活動，當媽媽身體不適緊急住院時，在沒人幫忙協助之下，家關社工也幫我找到

緊急替代人力去照料家人，讓秀文可以很放心的去處理事情。 

另外，因家庭經濟狀況的關係，冋時為了照顧父母與小孩，社工也協助連結食物銀行的資源，

解決她的經濟負擔。家關也有提供關懷陪伴員服務，每個月都有位關懷陪伴員來電了解她的狀況，

關心她的壓力狀況是否改善。 

由於社工發現她對烘焙很有興趣，因此邀請她參加了家關一系列的烘焙課程，一次機會下，她

在網拍販賣一位長輩做的雪 Q餅，效果不錯，自己也開始學，家關便邀約老師與一些學員一起上

製作雪 Q餅以及花生糖課程。秀文很有天份，也很努力一試再試，現在的手藝，不但在各家庭照

顧者活動販焦，她更積極在網拍市場中販售。她常感恩家關不但教她烘培手藝，還無償歡迎她使

用烘培設備，但是，秀文積極學習，翻轉照顧生活，也是很值得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