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職能治療在社區長期照顧的角色與推展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OF OT 
IN COMMUNITY LONG TERM CARE IN TAIWAN

張自強  (MA, PHD)

台灣職能治療師全聯會理事長



社區心理健康與長照的重要

• 長照2.0在心理健康及社區照顧的應用
• 各地衛生所與長照ＡＢＣ單位之相關方案推動





長照2.0服務對象(8類)

主要為因老化失能衍生長照
需求者，包含
①65歲以上老人
②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③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④65歲以上僅IADL需協助之
　獨居老人

長照1.0

除1.0服務對象外

長照2.0

擴大納入
⑤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⑥55-64歲失能平地原住民
⑦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⑧65歲以上僅IADL失能之
　衰弱(frailty)老人

失
能
老
人

失能老人
身障失能
失智、衰弱



長照1.0
 創新、整合與延伸長照1.0的8項服務

長照2.0
(單項服務) (整合服務)

(1)照顧服務(包含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

     及家庭托顧)
(2)交通接送
(3)餐飲服務
(4)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
(5)居家護理
(6)居家(社區)復健
(7)喘息服務
(8)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長照2.0服務內容(1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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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底，65歲以上老人共272.4萬人，佔總人口11.7%
➢2018年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14.6%)；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20.0%)

(25年)
(7年)

臺灣老年人口快速增加

台      灣



臺灣老年人佔率比較

縣市 百分比 (%) 縣市 百分比 (%)
 全國 11.53 臺南市 12.20
嘉義縣 16.43 基隆市 11.99
雲林縣 15.77 嘉義市 11.86
澎湖縣 14.31 高雄市 11.38
南投縣 14.30 金門縣 11.23
臺東縣 13.71 新竹縣 11.09
苗栗縣 13.69 福建省 11.05
屏東縣 13.54 新竹市 9.81
宜蘭縣 13.54 新北市 9.48
臺北市 13.50 臺中市 9.39
花蓮縣 13.21 連江縣 9.32
彰化縣 12.81 桃園縣 8.90

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14





職職能能治治療療在在社社區區老老人人之之心心理理與與健健康康角角色色

•生理功能退化
•家人在外地之孤獨感
•居家環境之安全與便利性
•日常生活功能獨立減少依賴
•優質退休生活兼顧生活品質
•讓銀髮族找到自我價值感與需求性







醫醫療療與與公公共共衛衛生生的的重重大大議議題題

••  台台灣灣 65  65 歲歲以以上上人人口口 :  ³ 220  :  ³ 220 萬萬人人

   (   (每每十十人人當當中中就就有有一一位位))  

••  民民國國20112011年年  台台灣灣有有超超過過  19 19 萬萬  失失智智症症患患者者

預預估估民民國國20562056年年會會有有7272萬萬,,也也就就是是說說每每100100人人就就有有44人人是是失失智智症症

••  ³ ³ 65 65 歲歲的的盛盛行行率率  :  2.5 % ~ 5.0 %:  2.5 % ~ 5.0 %
      且且隨隨著著年年齡齡增增加加而而增增高高



什什麼麼是是失失智智症症? ? 和和老老化化不不一一樣樣嗎嗎??

•俗稱老人痴呆症

•失智症不等於正常老化！

  失智症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常被解讀是「單純是老化的
正常現象

•在台灣，輕度失智症常被忽略，以為是正常的老化

•失智症主要是以記憶力、定向力、判斷力、計算力、抽
象思考力、注意力、語言等認知功能障礙為主，同時可
能出現干擾行為、個性改變、妄想或幻覺等精神行為症
狀，這些症狀嚴重程度足以影響其人際關係及工作能力



失失智智症症十十大大警警訊訊

• 記憶減退影響到工作：
   一般人偶而忘記開會時間、朋友電話，過一會兒或經提醒會再想
起來。但失智症患者忘記的頻率較高，且即使經過提醒也無法想起
該事件。

• 無法勝任原本熟悉的事務：
     如英文老師不知「BOOK」是什麼；自年輕即開車的司機伯伯現
在經常走錯路；銀行行員數鈔票有困難；廚師不知如何炒菜等。

• 言語表達出現問題：
     一般人偶而會想不起某個字眼，失智症患者想不起來的機會更
頻繁，甚至以替代方式說明簡單的辭彙，如「送信的人(郵差)」「
用來寫字的(筆)」等。

• 喪失對時間、地點的概念：
     一般人偶而會忘記今天是幾日，在不熟的地方可能會迷路。但
失智患者會搞不清年月、白天或晚上，在自家周圍迷路，找不到回
家的路。



失失智智症症十十大大警警訊訊

• 判斷力變差、警覺性降低：

     開車常撞車或出現驚險畫面；過馬路不看左右紅綠燈；

借錢給陌生人；聽信廣告買大量成藥；一次吃下一周的藥量；

買不新鮮的食物等。

• 抽象思考出現困難：

       對言談中抽象意涵無法理解，而有錯誤反應。日常生

活操作電器如微波爐、遙控器、提款機的操作，對指示說明

的意思無法理解。

• 東西擺放錯亂：

     一般人偶而會任意放置物品，但失智症患者更頻繁，將

物品放在非習慣性或不恰當的位置，如水果放在衣櫥裡、拖

鞋放在被子裡、手錶放在冰箱裡、到處塞衛生紙等。



失失智智症症十十大大警警訊訊

• 行為與情緒出現改變：

      一般人都會有情緒的變化，失智患者的情緒轉變較快，一下子

哭起來或生氣罵人，情緒的改變不一定有可理解的原因。可能出現

異於平常的行為，如隨地吐痰、拿店中物品卻未給錢、衣衫不整等。

• 個性改變：

     一般人年紀大了，性格也會有少許改變，失智患者可能會更明顯，

如疑心病重、口不擇言、過度外向、失去自我克制或沈默寡言。

• 活動及原創力喪失：

      一般人偶而會不想做家事、不想上班工作，失智患者變得更被

動，需要許多催促誘導才會參與事務。原本的興趣嗜好也不想去做了。



特特點點

•「近的記不住，舊的一直講」

•「躺著睡不著，坐著打瞌睡」

•「到處漫遊走，出門就迷路」

•「東西一不見，直覺被偷走」

•「問話重覆說，行為反覆做」

•「情緒欠穩定，憂鬱最早現」

•「當面對質問，謾罵攻擊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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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臨床老年精神醫學》一書



失失智智症症的的危危險險因因子子

年齡
遺傳因子 (近期觀點)
腦部外傷 (早期觀點，目前未定論)
女性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壓
低教育程度
抽煙
生產時母親的年齡
家族中有唐氏症病史
憂鬱症



瑞瑞齡齡學學堂堂
家屬講座 失智長者課程
主題 主題

一
失智症病程及治療 日常生活活動-自我照顧

二
失智症及照顧者日常生活規劃 運動功能活動-簡易體適能

三 淺談失智症 知覺功能活動-視知覺
四 長期照護福利資源介紹 藝術創作活動-創意剪貼
五 失智症藥物及老年用藥安全 認知功能活動-聽覺記憶
六 失智症之營養補給 人際功能-團體活動
七 失智者照顧之行為處理技巧及安寧療

護
日常生活活動-簡易烹飪

八 失智症照顧經驗分享 休閒活動-藝文課程
九 照顧壓力與調適 懷舊活動-懷舊課程
十 家庭角色的轉換與調適 音樂活動-合唱之樂
十一 舞動紓壓，身心放鬆 休閒活動-園藝體驗
十二 陪伴的路上你和我 陪伴的路上你和我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簡介





預預防防及及延延緩緩失失能能照照護護計計劃劃

衰弱老人
輕、中度失能/失
智老人
和他們的照顧者

主要提供給

照‧護‧方‧案



方方案案模模組組

肌力強
化

社會參
與

口腔保
健

膳食營
養

認知促
進

生活功
能重建
訓練



• 研究顯示65歲以上長者約有15%有輕度認
知障礙，這其中可能有10%的的人會患失
智症，再加上認知退化可能造成社會參與
的減少。目前認為「參加具認知刺激及社
會參與之活動」及「運動(身體活動)」等
方式能幫助長者認知延緩退化。

• 藉由職能治療設計帶領的活動，長者可以
獲得大量的認知、運動及社交刺激，並引
導內化為主動的生活型態以達預防及延緩
失能之目的。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42. 健康勇健頭腦好)



週次 內容

第1週 相見歡: 說明課程進行方式、架構與流程，藉由活動讓團體成員彼此認識。

第2週 懷舊-我的過去:以用活動方式，整理並分享 成員的生活習慣、型態及經驗

第3週 日常運動:介紹運動的注意事項、方式及時機。並宣導日常運動習慣

第4週 大腦動一動(一): 藉由體操及認知活動，讓長者接受刺激。
第5週 手腦並用: 藉由手工藝及認知活動，讓長者接受刺激。

第6週 懷舊童玩: 藉由童玩的介紹及製作，讓長者接受刺激，並分享過去經驗。

第7週 節慶活動: 藉由節慶活動，增加長者的時間定向及現實感，分享經驗。(視
活動中會遇到的節日調整順序)

第8週 球類活動: 藉由球類活動，讓長者接受刺激，增進反應。
第9週 大腦動一動(二): 藉由體操及認知活動，讓長者接受刺激。
第10週 大腦動一動(三): 藉由體操及認知活動，讓長者接受刺激。

第11週 休閒活動與時間安排:藉由分享休閒活動經驗，重新檢視並朝向建立充實
生活形態努力

第12週 課程回顧與展望: 回顧課程內容，分享課程中所學習的策略和實際應用在
日常生活中的情形。並訂下在生活中實踐方向。



致謝：台大職治系 毛慧芬老師、職能治療全聯會秘書長林睿騏OT、
國泰醫院 沈明德OT、六依職能治療所 楊雅婷OT、八里療養院 邱碧霞OT  、  

桃園長庚醫院 紀皇如OT  、  竹山秀傳醫院 紀盈如OT











生活功能重建

生活型態再造



職能治療在長照2.0的A-B-C



職能治療師評估居家環境安全



職能治療所在偏鄉長照服務



職能治療師在日照中心



職能治療師的懷舊治療



職能治療師的長者團體



職能治療師與動物輔助治療













• 以八里療養院附設

中和職能治療所為例

• 瑞齡社區服務據點

•

•                                                             

•                                                        (感謝負責人夏安婷資

料提供)

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方案
在社區中執行方案分享



•認知促進、緩和失智服務；

•互助家庭；

•關懷訪視；

•家屬照顧課程；

•家屬支持團體；

•失智友善社區多元方案；

•安全看視創新方案等。

據點服務



•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

44 衰弱或輕度認知障礙長者之認知促進課程

46 結合認知與體能訓練方案於輕度認知障礙者之療效

認知促進、緩和失智服務



•傳承藝術—

生命故事書製作:

                  一起遊”戲”----即興劇

據點課程



• 參訪互助家庭

• 家庭聯誼-烤肉

     做月餅                 

互助家庭



• 慢性病自我管理   照顧技巧訓練    正念減壓(上)  家屬課程(下

)

家屬照顧  家屬支持



志工訓練



外籍看護工訓練



• 鄰里長聯誼會宣傳                                    

友善社區提案                       

友善社區         社區提案



•社區衛教   健康營造        銀髮運動

老人

健檢

社區宣導





半年內 佈建了
850 個 厝邊 特約服務點



























敬敬請請指指教教

張張自自強強  
••E-mail & E-mail & 微微信信  ＆＆  FacebookFacebook::

  otchang@gmail.comotchang@gmail.com

••＋＋886-886-2-26101660 2-26101660 分分機機 24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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