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 110 年度第 2 次老人福利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屏東縣政府北棟 303 會議室
參、主 持 人：社會處 處長劉美淑
肆、出（列）席單位：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林佳慧

陸、 專案報告：
（一） 九如全人照顧園區簡介及109年「銀髮健身俱樂部試辦計畫」執行情形─
以九如全人照顧整合支援中心為例
1. 周文珍委員：原本以為男性對於運動課程較有興趣，但實際參加人數男性
仍偏低；使用年齡層雖集中在55歲~65歲，但此族群才是較佳預防及興趣養
成的重點對象，建議也將55歲以下中高齡族群納入預防對象。另建議本計
畫調整為以培養中高齡者養成運動習慣，預防延緩失能為目標，非銀髮專
屬的服務。
2. 郭文瑞委員：相較於年輕人，老人較容易發生運動傷害，有專人指導很重
要，另多數老人已無固定收入，收費是否便宜也是老人主要的考量因素。
3. 陳乃菁委員：多元運動課程增加服務人數的策略建議如下：
(1) 生活周遭常見軍公教退休人員參加運動課程，亦可從此族群著手推
廣。
(2) 考量男性和女性生理功能差異、需求喜好不同，可規劃男(女)性專班、
男女混合等班別。
(3) 運用交通車接送據點長輩固定參加課程，上課前可請教練評估並指導
運動方式，讓長輩體會從事運動後獲得身體舒緩的好處，增加養成運
動習慣的動機。
(4) 烘焙教室可結合在地餐飲名廚上菜，吸引人潮，同時規劃適合跨世代
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的活動。
主席裁示： 請九如中心參酌委員提供的建議，持續努力推動。運動課程男性
專班的部分將慎重研議可行性，於下次報告規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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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歷次會議決議案、委員建議案及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提案人
案 由

109 年第 1 次會議
主席裁示

案號

109 年第 2 次會議第 1 案

請警察局針對失蹤老人案件分析失蹤原因，以利未來擬定服務策
略。
【警察局】

109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 經統計本縣 107 年上半年至 109 年 11 月老人失蹤計 385 人；原因
執行情形 統計如下：失智佔多數(47%)，次為負氣離家(17%)及其他感情、
債務等私人因素(9%)。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主席補充說明】
1. 請警察局將失蹤老人案件分析列為常態報告，包含鄉鎮分佈。
109 年第 2 2. 為更能掌握失蹤原因，請釐清「迷途走失」和「失智走失」定
次會議列管
義，如果同樣是失智症引起，是否合併統計。建議於中央相關
情形
會議中提出討論。
3. 請警察局處理失蹤老人案件時，提供宣傳單張給家屬參考，並
統計是否已申請愛心手鍊，相關資料請提供社會處參考，以利
規劃業務推行策略。
1. 提報失蹤老人分析資料增列鄉鎮分布，並依指示列為常態報告
資料。
2. 經詢問內政部警政署失蹤人口業務承辦人，該系統資料內「失
110 年第 1
次會議報告
執行情形

智走失」係 108 年因應老人走失案件頻傳，於員警受理時詢問
家屬說明有失智情形增列統計事項，與「迷途走失」定義不同，
失智症係病症，與長者因記憶力衰退找不到回家路不同，為精
確統計長者失蹤原因，故有所區別。
3. 受(處)理失蹤案件時，提供宣傳單張(申請愛心手鍊)給家屬參
考，另尋獲時有無配戴愛心手鍊部分，依各分局統計數據計 7
件(屏東 1、潮州 4、內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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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1. 趙子元委員：失智走失比例占 5 成以上，且逐年成長，另依據
鄉鎮統計來看，都市化地區(市、鎮)分布佔比偏高，推論是否
某些地區較容易讓失智長輩發生空間迷向情形，建議進行空間
型態分析和統計，以進一步收集空間改善建議，同時也有助於
110 年第 1
協尋作業。
次會議列管
2. 趙善如委員：因負氣離家、精神疾病和憂鬱症、久病厭世等原
情形
因離家者，建議連結社福網絡進行後續追蹤服務。
主席裁示：
請社會處與警察局討論失蹤老人連結愛心手環、老人保護系統等

本次報告
執行情形

社福資源之相關合作機制。
1. 本案與警察局協調，處理失蹤老人案件時先行確認是否有申請
愛心手環，若未申請，除了提供申請資料予家屬參考之外，同
步轉介業務承辦人追蹤申請情形。
2. 篩選疑似失智的獨居長輩名冊請委辦單位進一步評估需求。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主席裁示：
相關業務配合細節尚未形成共識，請長青科、警察局、長照中心
共同研商處理流程，並於下次專案報告。

本次會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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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109 年第 2 次會議
主席裁示

案 由

研議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後續服務機制。

案號

110 年第 1 次會議第 2 案

【消防局】
110 年第 1 已於 110 年 2 月份函請各鄉（鎮、市）公所獨居老人關懷志工在
次會議報告 每 3 個月執行居家關懷訪視時，協助檢測屋內裝設住宅用火災警
執行情形 報器是否正常運作，如遇有故障等問題，請逕洽當地轄區分隊前
往更換，並註記於關懷表單內。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110 年第 1 主席裁示：
次會議列管
除了與公所合作，請消防局多方運用義消、防火宣導志工隊等資
情形
源進行後續追蹤服務。
【消防局】
本次報告
執行情形

已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通報本局各分隊，協請義消及婦宣等人力
協助檢測已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獨居老人住家內警報器是否
正常運作，如遇有故障等問題，予以更換，並回報本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主席補充說明】
社會處近期的雞湯送暖活動將請志工協助檢查長輩家中火災警報
器功能是否正常，若有損壞名單再請消防局後續協助。
本次會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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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110 年第 1 次會議
主席裁示

案 由

請社會處增加老人保護服務內容、模式之成果資料

案號

110 年第 2 次會議第 1 案

【社會處(社工科)】
本次報告
執行情形

(詳會議補充資料)

▓繼續列管

本次會議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1. 趙善如委員：從老人保護案件類型來看，直系血親卑親屬虐待
尊親屬的案件占比接近半數為大宗，而目前預防性服務以概念
宣導、增進案件辨識知能，提升通報率為主。建議加強二級脆
弱家庭服務和三級保護系統的合作，提早針對具有高風險因子
的長輩進行預防性服務，例如目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關懷
對象以獨老為主，是否擴大到脆弱家庭長輩，有社區志工或相
關人員進入家中服務，應會產生預警作用，降低受暴風險。
2. 陳武宗委員、周文珍委員：鄰里間街頭巷尾口耳傳播迅速，若
是社工或警察進入家庭較易引來議論，既有的據點志工是可以
嘗試運用的人力。建議先培力據點志工有辨識脆弱家庭的能
力，於志工訓練中規劃老人保護、如何與專業系統搭配等課程。
【主席裁示】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雖具有掌握社區資訊的優勢，但以無酬方
式擴大服務是否負荷過重需再研議，目前先請長青科於據點志工
年度訓練中規畫老人保護、家庭關係等相關議題，並於下次會議
報告規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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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案 由

110 年第 1 次會議
主席裁示

案號

110 年第 2 次會議第 2 案

有關機構中長輩財產監護議題，請業務單位於機構訪視時多加注
意。
【社會處(長青科)】
依據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 D7，機構需訂有服務對象財務管理辦
法，另本府每年皆會無預警查核老人福利機構，也有針對機構代
為保管住民財物(如現金、存摺、印章、珠寶及健保卡等)情形之
項目進行查核。

本次報告
執行情形

【社會處(社工科)】
1. 經查社工員訪視機構時，均會關心機構中長輩財務狀況，截至
目前尚未發現有機構財物濫用或不當對待情況。
2. 持續於督導會議佈達，督促社福中心社工，針對保護安置的案
件，將長輩財務於機構運用之狀況納入定期評估、檢視事項。
如涉及財物濫用或不當對待情況，移請長青科機構管理承辦人
依業管權則卓處。

本次會議
決議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捌、 討論提案：無
玖、 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略。
一、 趙善如委員：
(1)

中老住宅修繕案件執行率偏低，與本縣老人居住環境有明顯落差，另
補助條件要求修繕的房屋需符合合法建物，與長輩中低收入戶身分是
否有矛盾之處。

(2)

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目前積極推動長輩活力健康操運動，部落如何
選擇建康操內容是否有具體的方向、目標，讓不同部落的健康操內容
是建立在長輩的身體樣態和需求上。

(3)

目前 23 處老人文康中心是否發揮功能，能否成為社區中老人福利服務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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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處回應：
(1)

申請中低收入老人住宅修繕補助需符合合法建物條件，以致部分申請
人因建物年代久遠或其他因素無法通過補助。對於未通過公部門補助
的申請人，本處會轉介相關民間資源提供協助，例如：慈濟安美專案
109 至 110 年轉介 221 案，通過補助 100 案。

(2)

目前各鄉鎮老人文康中心多做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C 級巷弄站活動場

所或日照中心使用，下次會議將提供詳細使用情形分析。
三、 原民處回應：
近 2 年的活力健康操競賽活動因疫情因素取消辦理，將與原民會反應，讓活
力健康操內容更符合部落長輩實際需求。
主席裁示：
一、 有關中低收入老人住宅修繕補助執行成果，下次請社會處長青科增加民間團
體專案補助成果，另現行法令規定是否已不符實際需求，請於相關會議中提
出討論。
二、 請原民處再追蹤活力健康操運動後續規劃情形。
三、 近幾年中央前瞻計畫補助修繕或新建多處老人活動中心、社區活動中心、村
里集會所等場地，以活化公有設施轉型設置長照服務據點。目前這些場地的
管理單位皆為鄉鎮公所。請社會處盤點目前的詳細使用情形，並於下次進行
專案報告。

壹拾、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趙善如委員
案由：為了解相關局處對於老人交通及住宅服務之現況，會議資料建議納入
交通及住宅服務成果。
決議：下次會議請將交通及住宅服務成果納入老人福利執行情形彙整表。

壹拾壹、

散會：同日下午 5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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