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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長照 2.0 服務據點大甲區試辦，第 15、16 家長青快樂學堂接力開幕 

因應老年人口及長照需求人口逐年

增加，市府呼應中央長照 2.0 十年計

畫，發展在地化、社區化的長期照顧服

務模式，試辦計畫經中央核定通過，12

月 16 日在大甲區長青活動中心舉行

服務據點試辦啟用的掛牌儀式，以 A、

B、C 等級提供不同資源的社區整體照

顧體系試辦開跑，大甲區民眾如有社

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級)需求者，請撥打洽詢專線 04-26803511。 

長照 2.0 擴大原本長照 1.0 的 8 個服務項目為 17 項，服務對象有 8 類，未

來希望逐步推廣至各行政區，提供整合式的長照服務。目前臺中的老年人口已

突破 30 萬，市府推動「721 計畫」、「托老一條龍」等政策，並以區域深耕的

理念推動照顧服務在地化，希望建構完善的長照網絡。臺中的長照 2.0 在大甲

地區試辦開跑，建置「1A2B4C」的服務體系，串聯在地團體形成 A 級「旗艦

店」、B 級「專賣店」、C 級「柑仔店」的服務網，以社區化的服務型態提供資

源。讓長輩可安心生活，同時達成預防照顧與健康促進等功能。 

建置社區整體照顧體系是長照 2.0 計畫新增的服務項目，透過在社區成立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巷弄長照站(C級)」，

整合資源提供「看的到、找的到、用的到」之長照服務。三級單位分別提供包

括日間照顧、居家服務、失智症照顧、到宅沐浴、居家護理、復健、在宅醫療、

喘息服務、預防或延緩失能等服務。 

此外，臺中第 15 家「永信長青快樂學堂」15 日也在大甲區熱鬧開幕，每週

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提供活力休閒課程、餐飲服務、醫療保健等

各式活動，每日還準備上下午點心、美味午餐與舒適躺椅提供長者休息，配合

中央長照 2.0 中社區整體型服務的巷弄長照站，作為社區照顧服務支援網絡

之一，每人每月收費 2,500 元，報名專線 04-26803511 洽詢陳專員。 

第 16 家「弗慈長青快樂學堂」16 日亦同步在神岡區開幕，每週一至週五上

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提供 65 歲以上健康與亞健康長者，每天 6 小時的日間

托老服務，包括健康管理、音樂活動、飲食養生、烘焙等課程，並會每年定期

舉辦戶外活動，帶長輩戶外踏青，加強預防照顧、促進長者社會參與，也讓子

女得以安心工作，每人每月收費 4,000 元，報名專線 04-25282989 分機 214

洽詢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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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分享 

市長頒獎表揚 105 年度績優社政人員及團體 

市府為感謝長期辛勞付出的社政人員，

12 月 15 日舉辦「105 年度績優社政人員

表揚」活動，林市長頒獎給 135 名績優社

政人員，包括資深敬業服務獎 39 名、服

務績效獎 90 名、特殊貢獻獎 6 名，以及

21 個辦理社政業務巡迴輔導計畫成效良

好的區公所及 83 個社福團體，藉此感謝

社政人員與社福團體的付出，也期許未來能持續結合公部門及民間資源，為民

眾提供更多元優質的良好服務。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民服務，龐大的社政業務在市府團隊、民間團體及志工

朋友共同支持努力下，得以順利推展，近期更有許多創新政策，包括食物銀行

擴大為社區型聯盟店、愛鄰守護隊、托育一條龍等，以社會投資的理念推動，

為民眾提供實際照顧服務。 

市府藉由本次的表揚活動，對內部團隊及民間社福團體致上最高的謝意及

肯定，期待未來能持續與民間團體攜手合作，整合資源建立夥伴關係，由市府

扮演監督角色，提供民眾以人為本的全能服務，善用每一分珍貴的資源，為需

要者創造最大效益。 

社福常識+ 

12 月 10 日聯合國世界人權日，宣揚「愛、和平、兒童」人權精神 

12 月 10 日是聯合國世界人權日，臺灣人權

文化協會以「愛、和平、兒童」為精神，在市民

廣場舉辦「1210 世界人權日嘉年華」活動，現

場吸引超過 50 個團體，1,200 人參加，在高中

生組成的樂旗隊帶領下，分為兒童人權大隊、環

境人權大隊、世界人權隊、奧運臺灣隊等 4 大

隊陸續出發踩街遊行，宣揚人權理念，盼藉此活動讓更多人認識人權的真諦，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1215121259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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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市府亦派代表到場支持，並承諾將持續努力推動各項人權保護工作，創造

友善環境。 

世界人權日嘉年華活動由臺灣人權文化協會、中部共生青年組合、海星少年

關懷協會、臺中市海線社區大學、臺中市萬人環保肥皂講師團、臺灣山林復育

協會、澴宇蒙特梭利實驗團體共同發起，以「愛、和平、兒童」為精神，並融

入環境權觀念，因此特別架設太陽能發電設施，讓活動用電達到零排碳的目標，

為首次 100%太陽能發電的公民集會活動，也呼籲政府真實降低化石燃料的使

用，落實「實質減碳」，希望藉由活動進行為社會提供豐富的人權教育，讓更

多人了解人權的普世價值。 

市府非常重視人權，為維謢兒少人權，市府推展多項創新服務，包括兒童及

少年安全評估工作、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處遇服務方案巡迴輔導、性侵害案件

整合團隊服務方案、創設「臺中市兒少保護醫療服務示範中心」、辦理責任通

報人員教育訓練與社區宣導紮根工作，並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整

合機制，致力打造臺中為零暴力的幸福宜居城市。為減輕青年族群父母壓力，

推出托育一條龍政策，讓幼童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身心障礙者保護也不遺

餘力，提供友善環境並保障其工作權利。 

對於近日社會關注的婚姻平權爭議，市府也以尊重人權的角度，主張應以

「用愛包容差異，用理解化解恐懼」，希望社會大眾加強溝通，互相尊重逐漸

形成共識，讓社會看到包容與愛的真諦。 

綜合宣導 

長青學苑結業典禮，千名長者開心領取結業證書 

為提升年長者的活力、鼓勵拓展人際關係及增廣學識技能，市府持續推動長

青學苑，目前全市共 24 所長青學苑，今年就開辦 485 班，共 1 萬 6,915 人

次參與課程，12 月 17 日在立人國中舉辦「105 年度臺中市北、中、東、南區

長青學苑結業典禮」，共 25 班 1,430 位學員完成學業，開心領取結業證書，

其中，就讀北區長青學苑流行歡唱班結業生代表謝懷慄，今年 95 歲，就讀已

有 8 年時間，謝爺爺說，因為有音樂當橋樑，可以藉由歌唱打開人與人的距

離，快樂歌唱就是長壽健康的秘訣。有了長輩們的支持，未來市府將努力增加

班數或爭取在其它地區擴展設立，讓更多長輩能快樂學習、健康活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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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苑自開辦以來，始終秉持終身學習的不老精神，鼓勵長者勇於接受新

事物、新挑戰，並透過學習、互動的活動規劃，讓高齡化的生活品質依然充實、

富有活力，更藉由學員間的互動交流，形成另一層面的友誼圈，拋開實際年齡

及身體狀態的束縛，讓長輩勇敢追夢。 

市府為因應高齡社會到來，推出「托老一條龍」政策，整合政府、社區、醫

療等資源，從健康時期的預防準備，到失能階段的長期照顧，依據長者健康狀

況，分別規劃長青學苑、長青快樂學堂、多功能日間托老、多元照顧中心等四

階段政策；其中，開辦長青學苑課程深獲長輩喜愛，展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精

神，讓長輩們身心保持愉快，身體自然健康。

社福講堂 

「醫療不是為了醫生而存在，而是為了大眾」:日本「酒醫院」和行動

超市用服務實現在地安老 <借鏡他國> 

老有所終是大部分人對年老生活的期待，然而要完成如此願景卻相當艱難。

行動商店公司執行長住友達也直接提出：「現在日本進入超高齡社會，超過 70

歲的高齡者越來越多，這些人在接下來的 10 年、15 年中，購物方面會越來

越不方便。」 

佐久綜合醫院診療部長北澤彰浩也提問：「在日本，大概有 80%的人想要

在家裡往生，但為何都無法實現呢？」 

那如同日本，高齡化日趨嚴重的臺灣，又該如何因應呢？ 

今年 7 月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邀請日本行動商店公司執行長住友達也

及佐久綜合醫院診療部長北澤彰浩，分享日本面對高齡化現象的對策。 

心有餘而力不足  老人購物困難重

重，「對老人而言，自己想要做的跟自

己能夠做的，事實上有滿大落差，為了

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創立了行動超

市。」行動商店公司執行長住友達也說。 

（行動超市可乘載高達 1,200 項商品，提供

老人多元的購物選擇。來源：事業構想大學

院大學） 

http://www.projectdesign.jp/201510/pn-tokushima/002483.php
http://www.projectdesign.jp/201510/pn-tokushima/00248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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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達也進一步補充，在日本大約有 700 萬的購物難民，其中多為獨居老

人。因為近年來大賣場興起，弱化小型超商競爭力，導致許多住處附近 500 公

尺內並無超商。然而大賣場多設在交通不便的郊區，欲購物者只能倚賴開車抵

達，但老人因年長，視力與反應退化，無法開車出門購物。 

雖然日本坊間已有相關因應措施，例如：線上超市、便當外送服務、社區巴

士、生活協同組合等，然而這些服務並不完全符合老人的需求。以線上超市為

例，多數老人不會使用電腦，因此不便上網選購；而日本各地設有生活協同組

合，提供紙本目錄，老人可於一周前預訂生鮮食品，等待外送的服務，不過無

法即時滿足口腹之慾。 

行動超市深入社區 創造買賣新關係 

為了能讓老人就近選購生鮮食品，住友達也發想「行動超市」的概念，設計

出裝有冷藏設備的輕型卡車，與當地鄰近超市合作、批貨，提供 400 種以上，

1,200 樣生鮮食品，其中包含日本人最愛的生魚片、壽司、各式小菜等。「行

動超市」會行駛在固定區域內的設定路線，一周到訪兩次。每樣商品售價雖比

超市高出十日圓，由超市與卡車經營者分享利潤，但對老人而言，仍是方便的

補給站。 

行動超市的卡車司機與服務地區的客戶除買賣關係外，司機與客戶間亦有

著朋友般的互助互信關係。住友達也分享：「客人會委託我們的銷售員去幫忙

購買衛生紙等，其他周邊生活商品，就會成交更多營業額。」 

除此之外，行動超市與區公所合作，不定期拜訪老人，隨時掌握其健康狀況

與解決生活上的各式問題。 

住友達也表示：「我們希望可以和區域一起共生，一起成長，同時透過這樣

的方式，解決他們的問題。」目前有 2,000 臺以上的行動超市在日本運行，銷

售額穩定成長，每天約有日幣 6 到 8 萬的收入，有時甚至可到 13 萬。 

住友達也希望透過行動超市，達到三項目標。不僅支援購物難民，老人可方

便且開心購物，亦保障小型超商的營業額，提供具社會貢獻的就業機會。「我

們希望與各地連結，在每個地方先建立重要架構，然後慢慢擴散，達到『區域

聯合』的目標。」讓老人擁有更多自由選擇自身期望養老的所在，進而達到在

地安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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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久綜合醫院開創醫病新關係 

佐久綜合醫院診療部長北澤彰浩提問，論交通便利性、醫療建設健全度，長

野縣都不是最出色的，何以男女性壽

命卻是最長的？其中又以女性平均

壽命 88 歲，男性 81.7 歲的佐久市最

為長壽，成為日本社區醫療的著名案

例。（佐久綜合醫院目前積極營造醫療福祉

都市，藉由在宅醫療，服務不便出門的老人。

來源：佐久綜合病院） 

在過去農村社會中，就醫代表昂貴的支出，農民往往為了省錢而拖延病情。

佐久綜合醫院創立者若月俊一為改善此情形並推廣衛教，實行「醫師到宅出

診」，讓醫生護士乘坐馬車拜訪各農家。 

考量農村教育水準較低，診後由醫生護士擔任演員，以話劇代替演講，透過

戲劇讓農民吸收醫療保健知識。到宅出診後，村民會準備晚餐給醫護人員，並

一同喝酒。 

若月俊一很會喝酒，因此佐久（Saku）醫院對當地人而言，又有「酒」（Sake）

醫院的暱稱。 

北澤彰浩表示，若月俊一私下其實滴酒不沾，只是當村民看到高高在上的醫

師，如一般人也會喝醉，即可破除上下關係，才會對醫師無所不談，進而建立

與農民在一起、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病關係。 

推廣居家醫療 創造友善就醫臨終環境 

佐久綜合醫院不僅致力將醫療深耕於地方，「隨著老人人數增長，必須有充

足的醫療設施來支援。」北澤彰浩說，因此目前佐久綜合醫院積極營造醫療福

祉都市，建立「社區整體照顧系統」，藉由在宅醫療，服務老人或不便外出看

診的病人，強化醫療與社區間的關係。 

在宅醫療服務除了承襲過去到宅出診的機制，逢年過節到各家拜訪，也提倡

在宅臨終的居家醫療概念。北澤彰浩分享道，曾有位罹患胰臟癌的女性，她在

醫院診療時，心情相當黯淡且無法進食。但當她一回到家，便馬上轉換為在家

庭中扮演的角色。臨終前，甚至和女兒一起散步。回診時她與醫生表示：「我

http://www.sakuhp.or.jp/ja/hon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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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花開，看到有狗在跑，有微風徐徐吹來，當風吹到臉頰上，我覺得我是活

著的。」 

「居家醫療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在家裡接受照護，往生時也可以很放心、有尊

嚴地在家面對臨終。」北澤彰浩提到，大部分臨終病人仍希望如常人般生活，

並在自身熟悉且有親情的環境下面對死亡。 

「醫療不是為了醫生而存在，而是為了大眾，也是跟大眾一起創造出來的。」

增強社區機能，在地安老享受後半生。 

從行動超市與佐久綜合醫院的願景來看，終老的地點不再只有安養機構或

醫院，在地安老也可以是另一項選擇。 

行動超市提供多樣的商品，方便老人就近購物，在宅臨終讓老人得以在熟悉

的社區自然老化。在家人朋友的相伴之下，老人得以重拾歡樂的社交網絡，維

持自主自尊的生活品質。 

<文：羅令婕/核稿編輯：林冠吟/文章轉載自社企流>

衛福勞政小天地 

臺中市發展「托老一條龍-721 政策」成果豐碩 

臺中市政府呼應中央長照 2.0 計畫，

推動「托老一條龍-721 政策」，發展

社區照顧能量成果豐碩，服務項目

從原來的 8 項服務擴大到 17 項，希

望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負擔，預防照

顧服務部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從

104 年的 230 處增加至 257 處，成

長 12%；長青學苑班級數從 470 班增加至 485 班，成長 3%；老人共

餐據點從 157 處增加至 209 處，成長 25%；長青快樂學堂則從 12 處

增至 16 處，成長 33%，並在今年 11 月開辦「不老夢想館」。  

市府 5 月首創社區失智照顧支援中心，目前已開辦 3 處，可提供社

區宣導、早篩、守護站、家庭照顧者支持、個案諮詢等服務；運用原臺

中縣縣長官邸空間，開辦多功能日間托老中心長青元氣學堂，提供輕

度失能失智長輩復原力課程，提升生活自理能力；此外，還開辦小規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1127113134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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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多機能服務中心到宅沐浴車、照顧實務指導員等創新服務。整體托

老一條龍受益人次成長 24%。  

明 (106)年市府除持續推動托老一條龍政策，也配合中央長照 2.0，

從原本長照 1.0 的 8 個服務項目，擴大納入失智症照顧、原住民地區

社區整合型服務、居家醫療以及社區整體照顧服務等項目增加到 17 項，

使長照服務向前延伸至預防階段、向後延伸至安寧服務，提供一個更

為完整及連續的服務體系。  

此外，也照顧長輩牙齒，為提升 65 歲以上銀髮族咀嚼功能，降低社

會照護成本，提供設籍臺中市滿 1 年且年滿 65 歲以上的長輩裝置活

動式假牙，截至 105 年底已提供超過 2 萬 9,000 位長輩完成假牙裝置

補助，長輩滿意度達 9 成以上，8 成 7 受訪長輩覺得對生活有極大的

幫助。  

為縮短民眾等候核准時程，市府全國首創建置「裝牙補助查詢 E 指

便利通系統」，供民眾及各配合院所查詢，大大提升行政效能，每位長

輩在裝置完假牙後，牙醫院所更提供半年的免費保固服務 (除掛號費外 )，

各區衛生所人員也會親自訪問了解假牙使用狀況，106 年度編列 3 億

元的補助經費，預計提供 8,000 位以上長輩裝置假牙，期待讓每一位

長輩齒健壽長，開心享受美食。

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市府推動社團法人擔任監護人，給身心障礙者家人般的情感支持 

當身心障礙者的家人老了，照顧通常會出現困難，為避免產生照顧者的銜接

問題，市府推動由社團法人擔任身心障礙者的監護人服務，與弘道老人福利基

金會合作辦理成年監護職務服務，監護人除了生活照顧、護養療治、財產管理

等法定代理人職務外，更重視對個案的情感支持及社會參與。目前全市心智障

礙者約 2 萬 7 千人，市府期盼有更多社團法人一起來擔任監護人，共同照顧

守護年長或無依的身心障礙朋友，讓社會更有溫情。 

案例身障者小君在爸爸過世後被安排到機構居住，幾乎沒有人來探視。經法

院裁定由團體擔任監護人之後，透過每月 1 次的訪視、陪同購物及親子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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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動，小君見到猶如家人的社工人員定期來訪相當開心，並於日曆上紀錄社

工員探視的日期，成為她生活中最大的期待之一。 

由社福團體擔任監護人，最重要價值是以家人身分讓個案感受到關愛與依

靠，在情感上及權益保障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市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從

民國 100 年起與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合作辦理成年監護職務服務，截至 105

年 10 月止共有 23 名經法院裁定，由弘道擔任失依、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受監護宣告需求的成年身心障礙者監護人，執行生活照顧、護養療治、財產

管理等法定代理人職務，並重視對個案的情感支持及社會參與，讓身心障礙者

不只有家人，更有家可回。期盼有更多團體一起來擔任監護人，成為身心障礙

者另一個家人，歡迎有諮詢需求者致電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04-22069898 陳

社工或社會局 04-22289111 分機 37319 施社工。 

 

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2017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元旦臺中圓滿劇場戶外同步轉播 

一年一度《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盛大登場，臺灣當天晚間 6 時 15 分至

8 時 45 分接收訊號，同步在臺中及高雄轉播。

臺中場在圓滿戶外劇場由臺視主播郭于中、古典

音樂臺主持人王心睿共同主持，引領臺灣愛樂者

與全球的觀眾一同參與國際音樂盛典。 

今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由 1981 年出生的

委內瑞拉青年指揮家 Gustavo Dudamel（古斯

塔沃•杜達美）指揮，他不僅是維也納愛樂樂團著名的新年音樂會史上最年輕

的指揮家，此次也是他首度參與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1 月 1 日當天全球將有超過 90 個國家同步轉播這場活動，臺中場自當天下

午 5 時 20 分至 6 時由臺中市南陽國小管樂團首先表演，市府在現場準備熱

薑茶，邀請民眾一起在溫馨氣氛中，透過大型螢幕欣賞美妙樂聲，共享音樂盛

事，也是新年獻給民眾最好的禮物。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VlYinmoTRAhVHVZQKHQJYDOgQjRwIBw&url=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38xj25y.html&psig=AFQjCNE7eo3sIojjBLtAWSKtZuc8TRxTDQ&ust=1482372520358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