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06年度住民擴大慶生會暨家屬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10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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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翊菁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

各位家屬、志工夥伴及同仁，大家早安！歡迎各位家屬參

加本次家屬座談會，並在此感謝各位家屬的參與，在座的各位

對自己的長輩都是非常的關心，希望透過本次座談會能讓中心

的服務品質更加提升，也請各位家屬不吝指教與建議。   

陸、各科室主管介紹：（略）

柒、105年家屬座談會家屬建議事項執行情形：（資料如附）

捌、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保健科周科長寶璉報告：

(一)將進入流感流行季節，本中心業於10月 16日、24日辦理流感

疫苗接種，中心屬人口密集機構，感謝家屬們同意住民接種流

感疫苗，提升群體免疫效益。感染流感時可能無症狀，接種流

感疫苗能減少流感病毒散播，降低住民因罹患流感導致嚴重的

併發症或死亡的機率。完成疫苗接種後，雖可有效降低感染流

感病毒的機率，但仍可能罹患其他病毒所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爰仍需注意個人衛生保健及各種預防措施，維護身體健康。

(二)11月辦理醫事檢驗服務(含血液、胸部X光檢查等)，檢查報告

均經由營養師、藥師檢視，其中血液檢查生化值可以反映住民

的生理狀態，營養師會依據生化值異常的數據，調整供餐內容，

或依需求額外提供營養補充配方等個別化處遇，並給予飲食衛

教。藥師亦會檢閱住民用藥情形，必要時提供醫師門診診療參

考，讓住民了解身體的狀況以提高配合度，藉由飲食的修正及

用藥，增進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較輕微，不需要立即就診複檢，

各專業人員會定期評估，必要時與醫師討論，並依據醫師之醫

療處置，進行檢驗追蹤。檢查結果若有明顯異常數值，將知會

家屬進行後續處理事宜。

(三)保健科專業服務人員有營養師、藥師及物理治療師，每月召開

膳食會議，邀請住民代表參加提供對當月伙食供應的優缺點表

達意見，將改善意見落實於改進膳食服務，並每月列管追蹤。

由於每位住民情形與疾病各有所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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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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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

(四)家屬建議:

自行用餐的工具可多一個，如因筷子、叉子危險也可多一個湯

匙，因平面餐盤只用一支湯匙舀食物不是很好用，我發現長者

需用「手」去幫忙，衛生堪慮，或者院方有更好的專業設計。

答覆內容:

中心用餐餐具另備有筷子予需要之住民使用(安全考量未全面

供應)，餐盤之高度亦較一般餐盤高(以利舀取食物)，另有深井

碗(盛裝快樂餐米粉湯等使用)。經觀察住民如有用手直接取食之

狀況，通常是需用到撕的動作(如雞腿)，護理區備有食物剪，

可請工作人員協助剪食。中心將個別觀察及評估住民握力或手腕

功能及其意願，購置飲食輔具(例如：防灑止滑餐碗-附吸盤功

能或萬用湯匙)提供使用。

二、護理科李科長承道報告：

(一)本中心失智專區從 104年 8月開辦，目前將收滿30位住民，快

樂二家預計於12月 1日開辦，為因應照顧人力需求，本中心

2D區照顧服務預計將於11月中旬開始以漸進方式辦理外包。

(二)本年度照顧服務勞務承攬廠商因缺班、缺失無法改善，本中心

業於今年 7月 31日上午 8時終止契約，在外包人力較不穩定的

幾個月中，為了維護住民受照護的權益，為了不讓照顧品質下

降，本中心安排編制內照服員、有照服員資格的自然人、本中心

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進護理區來協助直接及間接的照顧工作，

在本中心同仁的努力下，目前外包人力已趨於穩定，這段期間

如有服務不周之處尚請包涵。

(三)本中心於105及 106年推動自立支援及口腔照護，成立推動小

組、定期開會、聘請專業老師前來指導，評估各位住民的狀況，

給予個別性的照顧措施，住民的下床率增加、約束率降低、有部

分的住民甚至由需照服員協助進步到能自行如廁，使用尿布的

情形也變少了，我們也辦理了自立支援及口腔衛生的競賽，激

發住民參與的興趣與熱忱，因推行的成效不錯，去年底獲選為

推行自立支援績優單位，並至台大進行成果發表。因自立支援

及口腔照護確實對住民有助益，我們將持續推行。

(四)本中心今年與彰化基督教醫院中醫部合作進行中醫介入長照計

畫，徵詢住民打太極拳、八段錦，計畫分為 2個梯次辦理，另

挑選部分符合收案住民進行中藥介入研究方案，目前 2個方案

均已結束，感謝家屬的支持與配合。

(五)有關家屬所提照護上之建議，本科將會逐案檢討改進，惟有許

多建議較不具體，希望家屬如有疑問或建議時能即時反映給護

理師、護理長或科長，以便能即時處理，另外如有照護上需配

合事項仍請家屬多多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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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工科張科長君培報告：

(一)活動宣導：

  1.曉水珠心靈之旅-「美麗的願望」電影播放：於11月 12日（星期

日）邀請曉水珠心靈之旅藝人周嘉麗小姐等藝人再次蒞臨中心

（禮堂），播放其籌製之電影「美麗的願望」，以傳遞盡孝要即

時、孝順父母、家庭和諧等觀念；活動期間將邀請11月份壽星

（長輩）、藝人一同慶生切蛋糕，敬邀家屬共同參與欣賞。

  2.新春園遊會：本中心預計於107年1月6日（星期六）連結國

際獅子會、聯青社等社會資源於中心戶外廣場辦理新春園遊會，

屆時會將相關活動訊息公布於中心網站、FB並寄送相關資料予

各家屬，敬請踴躍參加。

(二)因應政府長期照顧 2.0計畫，中心預計於107年籌建日間照顧

中心，並連結彰化縣彰化市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為其特約之 B

級服務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預計提供 2個單位之混合型

日間照顧服務（約 20床），待設立完成後，敬請各家屬協助廣

為宣傳週知。

(三)有關家屬建議部分：

  1.105年度家屬座談會議中，有家屬曾提及期待中心每月提供活

    動資訊供家屬知悉，以讓家屬可預先安排時段陪伴長輩參與；

    故中心於105年 7月份起，於中心網頁公告下個月之重要活動

    資訊（首頁*最新消息*最新訊息），內容含：本月特色活動、

定

    期活動、研習訓練、門診服務和下月重要活動預告；另配合推

    動資訊電子化，中心自本（106）年度4月起於中庭設置 2台電

    子相框，輪流播放長輩在中心生活之剪影和活動參與情形，並

    規劃電腦室（設於會談室內）供長輩及家屬通訊使用，亦歡迎

    各家屬多多利用。

  2.有關申辦進度作業部分，因中心目前長照和養護床位皆為滿床，

故為符合公平及照顧弱勢之原則，依中心入退住作業要點，除

符合優先入住之條件者（低收入戶、直轄市縣市政府轉介之緊

急保護案件等急迫性個案）外，皆須依申請時間點辦理侯床；

另中心於105年起將候床情形於中心網站（首頁*我們的服務*

申請進度查詢）公告，並於每週一更新，以利侯床家屬查詢申

辦進度，如有空床，將即依序通知辦理評估和入住程序。

  3.加強住民關懷部分：除中心社工科同仁每週皆會進護理區關懷

長輩外，各區志工也會不定期至護理區關懷探視；另本科於

105年起結合台灣社會發展研究學會辦理「機構內老人權益倡導

實驗方案」，針對無親屬（或甚少有親屬探視之長輩）由該學

會媒合訓練合格之倡導人，由其定期至機構探訪協助其向機構

表達需求、權益倡導，迄今已協助媒合長輩6位長輩，提供服務
3



之倡導人計3位。

  4.有關家屬反應活動辦理部分：

     A.活動辦理時間：除大型活動多於假日舉行，以利更多家屬共

同參加外，平日亦有定期活動；另配合節日連結社會資源辦

理相關活動，如母親節、父親節及其他表演活動，相關活動

訊息亦會於前一個月，先行在中心網站公布（首頁*最新消

息*最新訊息）；另活動時間亦會依長輩身體狀況進行調整，

針對無法久坐的長輩，會請照服人員、志工協助推送回護理

區休息。

     B.建議舉辦日語課程：因中心前業由長輩提出學習日語之需求，

故本年度結合彰化社大辦理「日語演歌班」分春季班和秋季

班，由社大老師帶領學生至中心教授日語及日文歌曲教唱等，

深獲中心長輩喜愛，秋季班刻正開課中（至 11月 27日止），

歡迎家屬每週一上午9時至中心陪同長輩說日語。

四、行政室游室主任蒙勝報告：

(一)本中心三樓院舍消防及無障礙改善工程，已經辦理完成，也完

成

    了向彰化縣政府辦理用途變更的程序，之後也將持續進行院舍

改

    善，提供住民更舒適的環境。

(二)本中心近日將辦理水質處理系統改善工程，以提供住民及工作

人

    員更良好的生活及飲用水質。

五、秘書報告

(一)有關家屬所提的建議事項，有需中心改進的部分，中心將會督

導

    各業務單位加以改善，以提供長者良好的服務品質。另若對長

者

    照顧上的問題，也可隨時向該護理區護理人員或護理長反映，

以

    立即瞭解問題，予以處理。

(二)各位家屬對中心如有相關建議，歡迎可直接向中心工作人員反

    應，中庭也設有意見反應箱，亦可多加利用。

玖、分組座談

一、養護及長照區家屬建言

(一)2E張沈○○家屬劉小姐：

    今年中心小黑蚊減少很多，也已經能在花園內看見蜻蜓等昆蟲，

另今年中心廚餘量也較去年減少許多，感謝中心過去一年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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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環境改善及廚餘減量上的努力，今年度 7、8月中心照服人力

出現缺口時，也觀察到中心許多行政人員，包括院長、秘書都

親至護理區協助，很感謝各位工作人員的努力。

※譚主任志皓回復：近年中心小黑蚊及廚餘都有減少，很感謝您

過去提供寶貴的意見，另外向各位家屬報告，今年因外包照服

員表現不佳，中心費了許多心力與廠商溝通並召開協調會要求

改善，但該廠商仍無法改善，故中心於完成相關行政程序後，

與該廠商終止契約，並重新辦理招標，這段期間因廠商表現不

佳，對於長輩照護服務造成影響，對於各位家屬感到非常抱歉，

這部分未來中心將持續加強改善，另外家屬可能會有疑問，因

本中心為公立機構，原本照顧服務員皆為編制內人力，為何現

在需要招標外包廠商提供照顧服務員?這個問題過去中心也曾努

力爭取過，目前許多公立機關都遇到相同的問題，但因行政院

人事總處認為公家機關的人力編制應該要減少，不足的部分以

外包人力補足，這樣的政策對於一般行政機關或許影響較小，

但用在社會福利機構，所造成的影響卻是非常巨大的，雖然中

心一直持續在努力爭取，但目前的狀況仍然是以外包人力彌補

編制內人力之不足，中心未來也將持續努力爭取，另在中心過

去持續努力爭取下，外包照顧服務員之預算於明年 107年度開

始將調高百分之十一，也希望未來能持續調高，利用價格調整

讓廠商有機會能雇用到較恰當的人員，以上是中心未來將努力

的方向，向大家報告，很感謝家屬對於中心的建議及鼓勵。

(二)3C丁和○○家屬何先生：

中心某些外包照顧服務人員態度不佳，也不太願意搭理長輩，

菜色不符合長輩胃口，有時太淡有時又太鹹，另是否能建議外

包廠商至大專院校，尋找一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

※劉護理長佳芬回復：

會再與 3C之照顧服務員了解情形，並針對不足之處進行改善，

後續若能有發生此情形，家屬可於當下向護理人員或護理長反

應，以便中心即時處理。 

※周科長寶璉回復：

  中心烹調以健康飲食為主，此部分請營養師做詳細回應。

※尤營養師麗雯回復：

因應住民年歲及身體狀況，中心每年亦安排健康檢查，根據健

檢報告中心住民大多有心血管方面之疾病，故中心烹調原則為

低油、低鹽為主，若真的不符合住民胃口，會進行個別性調配，

倘住民健康狀況真的不適合太重口味之餐食，亦會與住民進行

溝通及相關飲食衛教。

※李科長承道回復：

中心聘請之照顧服務員要求，為護理科系畢業、持有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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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單一級證照或經照顧服務員訓練並完成實地實習者，另亦須

完成相關體檢；照顧服務員服務態度方面，若家屬有發現態度

不佳，希望可以於當下、具體告知相關護理人員或護理長，中

心將即時做處理。

(三)3D高○○家屬高女士：

明年外包廠商預算將調高百分之十一，是否外包人力素質篩選

亦應提升，對於更換新的外包廠商後，中心對於外包照顧服務

人員服務評等，與前次外包人力差異為何?是否有經費編制硬

體方面配備，例如拍背機?

※李科長承道回復：

中心今年度外包廠商履約態度、品質不佳，且廠商人力無法補

足，召開協調會亦無改善，並會因人力不足為理由而聘請品質

不佳之照顧服務人員履約，中心 7月底與該廠商終止合約，並

重新找來去年度合作之照顧服務人力廠商，雖然表現不是非常

優秀，但至少該廠商人力及品質相對穩定，此部分可由住民住

院人數明顯下降來證明。

針對設備部分，本中心各護理區住民照護設備皆使用最好的廠

牌，且目前數量都相當充足，至於家屬建議購置拍背機部分，

因中心照顧服務員每 2小時皆會定期予住民拍背，評估目前無

購置之需求。

(四)3D廖○○家屬葉女士：

最近有機會至慈濟醫院探訪，該院志工表示慈濟醫院都以酵素

消毒，不使用漂白水，所以院內不會有刺鼻的異味，中心是否

亦能效法。

※游室主任蒙勝回復：

首先向各位家屬報告，中心使用漂白水目的為殺菌，故使用的

物品須有破壞細胞壁、膜之功能，目前使用漂白水仍為標準程

序，但中心亦會積極去了解其他機構之作法，並感謝家屬提供

之寶貴建議。

(五)2D陳○○家屬陳先生：

每日餐食的量可以再增加；中心每日是否定時給長輩下床，能

否安排專人予長輩下床服務及提供臥床長輩物理治療服務；另

因長輩濃痰較難咳出，希望協助安排抽痰。

※尤營養師麗雯回復：

該住民因食慾佳、進食狀況及食量都相當良好，額外添加的營

養補充品也綜合生理的需求，但體重仍無法提升至理想值，評

估應為疾病因素致使生理狀況不佳，致影響渠消化情形，後續

將持續評估住民體重變化，並視需要及消化情形提高營養介入。

※李科長承道回復：

本中心住民每日皆會定期安排下床活動，惟有住民有時無法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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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床後若住民身體不適即會安排上床休息；抽痰部分若住

民有需求，家屬可向護理區提出，若護理人員有發現住民有痰

無法咳出，亦會主動安排抽痰。

※邵物理治療師軒琳回復：

該位住民目前有安排定期至中心復健室進行復健，原則上可以

下床住民，皆會安排至復健室復健，效果對於住民來上相對較

佳，若有臥床住民，亦會進行評估並安排床邊物理治療服務，

此位住民之情況仍會以安排至復健室接受治療為原則。

二、失智專區家屬建言

(一)1E曾○○家屬曾小姐：

    一切服務都很好，謝謝大家用心照顧。

※王秘書淑真及邱護理長湘鈞回復：感謝家屬的肯定，未來如有

任何問題，還懇請家屬不吝告知，讓中心能有改善進步的方向。

(二)1D曾○○家屬劉小姐：

來看長輩時，會在交誼廳跟長輩相處，但交誼廳沒有廁所，對

家 屬有些不便，因為有門禁，進不去也出不去。 

※王秘書淑真回復：中心為多年老舊建築，失智區雖為重新規劃

之區域，但當初設計時亦受到原建築體管線的限制，故在交誼

廳增設洗手間需要更縝密的規劃，恐緩不濟急；另外，考量失

智長輩的人身安全，因此門禁限制實有必要。建議下次家屬來

訪，可以先知會護理區工作人員後，與長輩一同至中心餐廳相

處、話家常，餐廳亦備有簡單的桌椅，離電梯旁的洗手間也相

對較近，希望能減少家屬探視的不便。

(三)1D呂○○家屬呂先生：

  建議留意長輩的口腔保健清潔，最近家人來看父親發覺口臭嚴

重，再麻煩照服員協助口腔清潔。

※邱護理長湘鈞回復：目前早晚都有請長輩於飯後清潔口腔，之

後會再請工作人員多加留意長輩的口腔清潔是否確實，中午除

了請長輩漱口外，也會請照服員再次協助清潔，以減緩長輩的

口氣不佳的問題。

(四)1E李○○家屬李先生：

  首先感謝養護中心所有服務的夥伴，這裡是我數十年來所見到

的最優質的公家機構。無論是服務或是生活環境都是最優質的。

我姐姐真的是很有福氣，才有這個緣分來這裡受到最優質的照

顧。非常感激，衷心感謝養護中心。

※王秘書淑真及邱護理長湘鈞回復：謝謝家屬的誇獎，中心失智

區開辦不過 2年多的時間，感謝各位家屬一路上的支持與鼓勵，

也希望未來各位家屬如有任何建議都能告訴我們，讓我們能再

更進一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給我們長輩們。

(五)1E陳○○家屬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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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智到某一階段其退化很快，家母四月底入住至今短短數月，

其行動能力喪失很快，但能在各同仁細心照顧攙扶下慢慢練習

走路，感謝大家的愛心，不會放棄不理。這裡真的是環境優美、

寬敞，服務人員全部都非常優質、專業，感謝對家母的照顧。

※邱護理長湘鈞回復：失智長輩退化速度的確難以預料，平日中

心也會針對失智區長輩辦理一些如音樂輔療、生命故事書等團

體活動，另外也會針對長輩的生理功能進行評估並安排復健等，

後續我們也會再多加留意長輩的情況，並請工作人員按時協助

長輩緩步行走，希望能延緩長輩失能退化的速度。

(六)1D陳○○家屬陳先生：

  感謝機構對長者的照顧。環境、制度都非常和善、人性化，謝謝

您們的努力與付出。

※邱護理長湘鈞回復：本中心探視時間是從早上 8點到晚上 8點，

非常歡迎家屬有空能多來探視、陪伴長輩，我們的護理站晚上

也都有值班的工作人員留守，如果家屬有需求或意見，也可直

接向我們護理站人員反應。

(七)1E楊○○朋友蕭先生：

  由衷感謝您們無微不至的照顧，楊○弘是新住民，今首次帶其

孫女探視。

※王秘書淑真回復：謝謝家屬親友對於中心的支持與鼓勵，非常

歡迎大家來關心愛護我們的長輩，未來在照顧上或其他地方有

任何意見，還懇請告知。

拾、結語（譚主任志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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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再次感謝大家撥冗參與。 

拾壹、專題講座：彰化基督教醫院安寧緩和療護科主治醫師鍾明成

主

              講「以愛為名-做自己生命末期的主人」（資料如

附）

拾貳、散會：上午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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