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04年度住民擴大慶生會暨家屬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4年 6月 28日（星期日）上午9點20分

貳、會議地點：本中心R樓禮堂

參、主席：譚主任志皓                          記錄：黃虹甄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專題講座：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安寧緩和病房主任周希諴  

主講 「安寧療護、預立遺囑DNR簽署議題」（資料如

附）

陸、主席致詞：

各位家屬、志工夥伴及同仁，大家午安！歡迎各位參加本

年度家屬座談會，本次座談會之前安排講座，希冀透過講座方

式各位可以獲得許多學習，本次講座邀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安寧緩和病房主任周希諴，周主任為中山醫學大學及醫學研

究所教授、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日本國立岡山大學醫學

博士，曾經擔任中山醫學大學副院長及院長、台灣安寧緩和醫

學學會副秘書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防治中心召集人，

周主任擁有諸多專長，包含安寧緩和醫學、失智症、腦血管疾病

等，亦有諸多著作，今日主題針對認識安寧療護，透過此主題

能夠有更多的學習。

昨日八仙樂園塵爆事件令人感到難過與不捨，約略四百多

位患者燒燙傷正於醫院治療，傷者大多為年輕人，生老病死為

常態且無法預期將發生何事，但無論如何能夠事前做好準備，

方可愉悅地生活，希冀本中心長輩能夠樂活銀髮，今日活動內

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周主任演講，另第二部分為家屬座

談會，期望每位家屬能夠給予本中心建議，感謝各位今日的參

與。   

柒、各科室主管介紹：（略）

捌、103年家屬座談會家屬建議事項執行情形：（資料如附）

玖、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保健科周科長寶璉報告：

　　各位家屬大家好，本人是保健科科長，本科主要業務有藥

事、營養、復健與醫療保健服務。保健科提供服務為：

(一) 藥事服務:依處方執行住民藥品分包與提供藥物諮詢服務。

(二) 營養服務:提供三餐伙食、水果、夜點、慢性病及管灌食個

別餐營養評估與服務等。另外，每個月提供5-6次各種不

同型態的快樂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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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復健服務:物理治療人員擬訂復健計畫，協助老人作各種

復健治療。另定期於護理區辦理體適能及感官認知功能等

健康促進活動。每位住民狀況與疾病各有所異，個別性問

題有需諮詢或服務歡迎隨時反映。藥事與營養諮詢服務位

於2樓，復健室位於4樓禮堂外。

(四) 醫療保健服務:

1. 保健服務:每年定期提供健康檢查服務(含血液、尿液、胸

部 X光檢查、骨密度篩檢)，每年年底提供疫苗接種服務。

2. 醫療門診服務: 

(1)本中心於103年12月個別書面通知每位家屬有關彰

化鄰近地區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之門診、

收費、住院與看護服務情形等資源訊息，供各位家屬

參考選擇。有關與醫療院所合作方面在此特別說明：

100年度起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

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規定，機構只能與一家醫療院所

簽訂醫療合作合約。

(2)本中心於103年改隸為衛生福利部，為因應衛生福利

部部屬社會福利機構與部屬醫院合作政策及落實高

齡友善健康照護，經審慎評估彰化地區各醫療院所

提供之醫療服務內容，彰化醫院具醫院評鑑優等及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公告鑑定醫院與具有高齡照護專

業醫師之優勢，本中心 104 年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簽訂醫療合作合約，由該院受過老年醫學之專科醫

師至本中心提供住民神經內科、老年科、精神科等每

週3次門診看診服務。

(3)若家屬選擇由彰化醫院到本中心門診之服務，有關

門診後醫療費繳納方式，家屬反應要到醫院或金融

機構臨櫃繳費需請假，醫院太遠，金融機構需排隊

抽號碼牌，不方便，建議開放便利商店繳納，手續

費用可由家屬自行負擔，較便民。經104年 4月與彰

化醫院召開聯繫會議洽談商後，自 104年 5月份起增

加提供超商繳款的方式。彰化醫院因屬公立醫院，有

收帳限期之規定，所以家屬若當月月底尚未繳交前

一個月的門診費用，彰化醫院將會主動聯絡家屬，

屆時尚請包涵及配合。

二、護理科李科長承道報告：

    大家好，首先為各位介紹今日出席之護理長，分別為劉護

理長佳芬、邱護理長湘鈞，方護理長柔諺因需受訓不克出席座

談會。本科負責長者護理及日常生活照顧，除了工作報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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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次座談會家屬問卷回饋的問題，在此一併回應及說明：

(一)當氣溫超過28度時院舍區會開冷氣，冷氣溫度原則上會設定在

26度，另會視特殊情況開冷氣及設定溫度，如長輩有特殊需求

可向當區工作人員反應。為了讓長者能有舒適的環境，中心每

年均編列預算汰換老舊冷氣，採購高效率節能空調設備，配合

政府節能政策。 

(二)護理區及住民寢室皆有專人負責定期清潔及消毒，每天均有安

排   

    人員負責清潔工作，如房間有髒污時，可隨時請工作人員清理。

 

(三)長輩的餐食種類及熱量是經過護理師與營養師評估，通常會準

備 

    合適的份量，如果有個別需求的長者，會依其需要來供應。

(四)中心僅提供一般及高背輪椅給長者使用，有幾位有特殊需求且

有 

    身障證明的長者由護理師、物理治療師協助評估並與家屬討論

後 

    申請補助購買特殊輪椅，我們會持續評估，如長輩有特殊需求，

 

    可與護理師討論。

(五)有關臥床長者翻身拍背本中心訂有流程及規範，並定期考核照

顧

    服務員技術，亦會評估長者狀況協助下床，如果長者有特殊需

    求，請與當區護理師反應，經評估並與家屬討論後提供服務。

(六)本中心辦理宗教活動時會尊重長者的宗教信仰，不會強迫參加。

(七)本中心為人口密集機構，為了做好感控措施，請家屬來探視長

輩

    時先到護理站登記並量測體溫，有感冒症狀者請戴口罩，情況

嚴 

    重者請勿探視。

(八)家屬如需帶長者外出時，請務必要向護理站請假，避免工作人

員

    花時間尋找。

(九)中心持續辦理長者的圓夢計畫，如果您的長輩有想要完成的心

願

    或夢想，可與當區護理師討論，只要在中心人力物力可配合的

範

    圍內，我們會盡力協助。

(十)除了春、秋季辦理長者旅遊活動外，自今年 5月起，每個月選定

    1天分上、下午2個梯次辦理「相招逗陣行」社區活動，由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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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流帶長輩們到附近的傳統市場、大型超市、國美館等地方散

    心、購物及參觀。

三、社工科劉社工員育婷報告：

各位家屬大家好，感謝家屬們與會，社工科提供服務如下：

(一)為賦予半年刊正向意涵及生命力，上半年度辦理刊名投稿及投

票活動，感謝大家的參與，新刊名票選活動由葉麗慈護理師提

供的「頤樂彰老」獲選，頤樂是頤養喜樂的意思，期盼在專業團

隊提供服務下，所有生活在中心的長者都能樂活銀髮，身心靈

達到美好的境界。封面「頤樂彰老」為台灣省書畫教育協會創會

理事長蘇安德老師題字，透過蘇老師的題字，為中心半年刊注

入多元的生命力。

(二)本中心目前使用之DVD簡介為96年攝製，部分內容已不符現況，

為傳達正確訊息予外界單位，故於今年 6月底至 9月期間重新

進行拍攝，考量長者隱私權，除長者個人分享入住感想部分外，

其餘活動及照護之畫面會避免直接拍攝長者單獨或正面，請各

位家屬不用擔心。

(三)今年家屬座談會為大家安排課程是安寧療護、預立醫囑DNR簽署

議題，請到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安寧緩和病房主任周希諴醫

師講授，安寧療護在醫療機構推動上是重要一環，了解死亡前

接受安寧療護可減少無效醫療，推動照護品質，故倘若家屬有

任何安寧療護上的需求，均可至社工科詢問社工員，能協助簽

署DNR。

(四)今年中秋晚會訂於9/25辦理，通知函將寄給家屬，屆時歡迎家

屬前來同樂。

(五)關於本次問卷回收，在志願服務方面，家屬反映「長者怕寂寞，

可否多安排志工與其聊天」、「請安排 3E區能夠坐輪椅之長者有

志工服務」，本科回應本中心志工隊生活關懷組志工以住民住

房為單位，由志工認養(各護理區)並擔任該房間知認養志工，

陪伴關懷老人、戶外散步、住院探訪等，排遣病痛或不適之情緒。

四、行政室游室主任蒙勝報告：

(一)本中心預定於下半年辦理木棧道修繕事宜，將針對涼亭側的木

    棧道及溫室前的步道進行修繕。 

(二)辦理電梯系統的更新以及三樓院舍消防及無障礙設備的改善，

    屆時若造成使用上不便在此請見諒，也希望修繕後能給予住民

    及家屬更安全及舒適的使用環境。

五、主計機構林主計員麗文報告：

各位住民家屬大家好，中心本年度編列預算汰換病床、沐浴床

及冷暖氣機等設備，另本年度中心爭取到公益彩券回饋補助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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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電梯修繕，期望藉此能提供住民更舒適的生活品質。

六、人事機構陳人事管理員嘉鳳報告：

(一)各位家屬大家好，在人事業務部分，跟家屬比較有關係的，應

該

    是中心有無足夠人力，可以照顧阿公、阿嬤。目前本中心各類人

    力(包括護理人員、社工人員及照顧服務員等)，均符合「老人福

    利機構設立標準」長照型及養護型人力配置的規定。

(二)而在人員素質上，新進人員報到前依規定要做健康檢查，進入

中

    心後每年也要實施健檢，確保身體健康，請各位家屬可以放心；

    本中心之醫事人員均持有相關專業證照，工作人員每年均有接

受

    一定時數之教育訓練，來強化專業能力。

(三)有鑑於本中心主要照顧對象多為中、重症失能之長者，工作同

仁

    的壓力甚大，期盼各位家屬能體恤工作人員的辛勞，多給予一

些

    支持與鼓勵，謝謝。

拾、家屬建言：

一、2D賴○○家屬賴先生：

    本人欲預約救護車看診，但因中心救護車不足，導致家屬需

自理交通接送，中心住民數百位僅有兩台救護車，是否足夠？

另司機表示因渠未受過訓練，故無法提供協助長輩上下車。本

人長輩因需抽血檢查，但中心護理人員表示無法提供此項服務，

因長輩年紀大、臥床且家屬需上班，如為抽血事宜需陪伴長輩

至醫院，將造成家屬甚大不便，先前中心能夠提供抽血服務，

為何現今無法提供呢？

※李科長承道回復：

  因長輩較為躁動及血管細微，本中心護理人員抽血時會有困難

並有扎針的風險，另護理人員業已致電家屬，渠表示同意，會

後俟機與家屬討論爾後如遇類似事宜之辦理方式。 

※周科長寶璉回復：

  本中心亦提供抽血服務，但遇長輩血管較細微時，為避免抽血

時導致長輩受傷或檢查報告不準確，仍建議家屬帶長輩至醫院

抽血。

※游室主任蒙勝回復：

  針對救護車部分，本中心為兩台救護車，因中央預算限制及中

心

  司機為三名人力，故無法增加救護車，本中心盡力滿足家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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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

  需求，遇緊急狀況時將使用外包救護車，另司機服務態度本中

心

  將再與渠等進行溝通，希冀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

※譚主任志皓回復：對於護理人員向家屬說明本中心未提供抽血

服

  務，將進行內部教育及訓練。

二、3C游○○家屬李女士：中心飲水機有雜質故水質狀況不佳。

※游室主任蒙勝回復：本中心飲水機之水質部分每三個月會做一

  次檢查，包含大腸桿菌及懸浮粒等，此部份將請合作廠商進一

步

  了解以及檢查。

三、2C蔡○○家屬蔡先生：

本人家屬為癌末病患，長輩清理腫瘤時需使用大量醫療耗材，

因家屬無法準確購買品項及數量，中心是否能夠協助購買？ 

※李科長承道回復：

中心每位長輩在醫療耗材上皆有固定預算，此位長輩因使用量

較高，故中心無法提供，如需護理科協助購買，因涉及代收代

付部分，將於會後與其他科室溝通協調，另本中心有合作醫療

耗材廠商，俟與廠商討論是否能夠退還未使用之醫療耗材，本

科將盡力協助家屬解決問題。 

四、2E蔡○○家屬蔡女士：

感謝中心護理師、照服員等工作人員平時細心照護，本人先生

對

居住於中心感到相當滿意且放心。

五、2D陳鄭○○家屬陳先生：

因養護費用已包含紙尿褲費用，當長輩請假 1 日返家時，中心

是否方便提供紙尿褲呢？ 

※李科長承道回復：本中心養護費用如遇請假 2 日以上可按照比

例

  退費，但此部分俟了解本中心相關規定後，再回覆家屬。 

六、2C池○○家屬池先生：

    長輩入住中心迄今五、六年時間，非常感謝工作人員的照顧，

進 

    而減輕家屬的負擔，以下提出疑問，公費長輩之零用金及過年

過

    節慰問金於長輩亡故後如何處置及家屬是否需要負擔喪葬費用 

    呢？ 

※劉社工員育婷回復：

有關公費住民的印章及存款簿為社工科及護理科代為保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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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住民每個月有三千元零用金及過年過節慰問金皆匯款至長輩

存簿，如長輩意識清楚欲提領使用，由護理科協助，公費長輩

亡故後，如家屬欲大體或骨灰領回，俟本中心扣款醫療費用、

看護費用等方可領回存簿，另長輩如預立遺囑，則按照遺囑內

容辦理，如未預立遺囑遺產部分則依照民法繼承順位等規定辦

理。 

七、2D賴○○家屬賴先生：

    中心木棧道部分因住民鮮少使用及易腐爛敗壞，建議使用水泥、

    磁磚等方式修繕，以避免浪費公帑。

  ※譚主任志皓回復：感謝各家屬的提問，關於耗材部分俟護理科

及

    各科室了解本中心法規後，方可協助家屬，請容許本中心會後

討

    論，有關木棧道部份感謝家屬提供寶貴的意見。

八、3E黃林○○家屬黃先生：

    每位長輩皆是自己的家人，如果有心，即使距離遙遠，亦能夠

探

    視及關懷長輩，希冀大家思考自身付出多少，他人的幫忙非為

義

    務，勿過度不合理之要求。

  ※譚主任志皓回復：感謝此位家屬的意見，本中心會站在家屬的

立場思考並盡力協助，現場各位家屬因關心長輩，故出席座談

會，感謝各位參與，本中心為提供長輩良好的居住生活品質，

需要家屬、志工、工作人員共同努力達成。

九、2C張○○家屬張先生：

    譚主任及各位好，非常感謝中心的工作人員細心照顧，本人舅

舅

    因個性較難相處，但於中心得到良好的照護，亦減輕家屬的負

    擔，另合作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提供專業的醫療看診及治

    療。

  ※譚主任志皓回復：謝謝家屬的肯定，謝謝每位家屬或親戚對長

輩

    的關心，此部份對於長輩的心理來說相當重要，本中心的工作

人

    員僅為協助角色。

十、2E林陳○○家屬林女士：請問中心是否能夠提供公車時刻表於

    警衛室呢？

  ※譚主任志皓回復：相關公車時刻表本中心將張貼於本中心警衛

室

    及服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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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結語（譚主任志皓）

　　本中心通過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

構認證，此認證始於醫療單位，現因高齡化社會故推廣社會

福利機構參與認證，現今全臺灣約一千多間老人福利機構，

本中心為第三間通過認證。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因考量長輩如牙齒狀況不佳

將影響飲食進而關係到身體功能，故本年度專案計畫為衛生

福利部所屬 6 間老人機構將與牙醫師公會合作辦理牙齒診療，

由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經費，本中心與彰化牙醫師公會合作，

將於2樓設置診療室，提供長輩健保給付相關牙科診療服務，

另診療設備亦能以行動式服務臥床長輩，此外牙醫師均受過針

對服務高齡長輩及身心障礙者專業訓練。

    感謝家屬參與今日的座談會及給予寶貴意見，此為中心進

步及改善的動力，如家屬有任何建議皆能反應予工作人員，另

提供給予家屬關於本人之公務手機號碼，如有任何建議或疑慮

皆可與本人聯繫，在此再次感謝大家撥冗參與。 

拾、散會：下午12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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