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 109 年度第 1 次老人福利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貳、會議地點：屏東縣政府北棟 303 會議室
參、主 持 人：副召集人吳麗雪
肆、出（列）席單位：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林佳慧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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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子元 委員

案 由

獨居老人主要有自主選擇、享受獨居及被迫獨居、需要照顧等 2
種族群，兩者服務需求的急迫性及樣態不同，是否可進一步調查
本縣目前列冊獨居老人當中，兩種族群的比例與分佈，以掌握需
求及訂定資源輸送的優先順序。

案號

108 年第 1 次會議第 2 案

108 年第 1 次
請社會處長青科及長照中心共同討論呈現。
會議決議
【社會處長青科】、
【長照中心】
因獨老訪視紀錄表並未列出獨居意願調查，若依服務內容粗略歸
類，自主選擇者為僅接受例行關懷及電話問安服務之老人，被迫
獨居者為接受有接受社會福利、照顧服務之老人。本次評估列冊
獨居老人名單截至 9 月底共計 2,979 人（資料來源為本縣鄉鎮村
里幹事訪視紀錄）
一、接受照顧與否：
108 年第 2 次
僅接受例行關懷及電話問安服務之老人為 2,061 人（男性
會議報告執行
885 人、女性 1,176 人。）
，約 69%；另有接受社會福利、照
情形
顧服務之老人為 917 人（550 人、367 人），約 31%。
二、917 人接受社會福利、照顧服務類型比例(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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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979 人主觀需求服務類型：以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
服務、居家服務、健康促進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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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比對獨居老人申請長照資源狀況
(一)現有或曾有使用長照資源共計 330 人(男性 130 人、女性 200
人)，服務中 255 人，已結案為 75 人。
(二)330 人失能比例：無失能 81 人、輕度 129 人、中度 95 人、
重度 25 人。
(三)接受服務狀況說明（詳附件二：長照服務使用項目統計表）
獨居老人常見使用長照服務類型有 7 類，如居家服務、家庭
托顧、日間照顧、交通接送、專業服務、喘息服務、輔具及
無障礙環境改善等。
(四)申請率說明：
獨居老人較多的服務類型為
1.居家服務(家務服務、協助沐浴及洗頭、陪同外出就醫、
代理事務-代購、代領、代送及飲食服務)。
2.交通接送服務。
3.輔具及無障礙（輪椅、居家無障礙設施、居家照顧床）
。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主席裁示】
參加關懷據點服務的長輩約佔獨居長輩的十分之一，多數長輩仍
108 年第 2 次
未至據點活動，若各項服務措施皆透過據點，無法普及多數長
會議列管情形
輩；且參加據點活動的長輩仍以女性居多。請社會處擬定相關服
務策略，以強化服務效益並突破性別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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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報告
執行情形

【社會處長青科】
一、 社會參與是獨居老人與外界接觸互動的管道之一，惟根據
以往需求調查(107 年屏東縣獨居老人福利需求與服務輸
送之研究)，獨居老人外出參與社區各式活動的意願不高。
其身心狀況 (個性、身體健康)、擔心在外跌倒或造成他人
困擾、對社區活動無興趣等，都是影響其不愛外出之因素。
二、 預計加強據點志工關懷訪視，並將於社區據點執行多年的
長者護甲活動擴及獨居老人到宅服務。期待服務過程中，
逐步提升長者外出參與社區活動的意願。
□繼續列管

本次會議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主席補充說明】
請業務單位執行護甲活動時，持續主動關心獨居長輩，並可參考
陳乃菁委員建議，與鄉鎮公所、村里幹事研議長輩報平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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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提案人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案 由

有關獨居老人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事宜，提請討論。

108 年第 2 次會議第 1 案

獨居老人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本局依社會處提供名冊安
裝，統計至 108 年 9 月止本縣轄內獨居老人安裝住宅用火災
說 明

警報器部份已全數安裝完畢，(每戶補助安裝 1 顆)。如日後
有新增獨居長者，建請社會處將名冊提供本局協助安裝或由
訪視志工陪同安裝，以提昇並維護獨居長者居家消防安全。

1. 依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108 年第 2 次會
2. 另請社會處於雞湯送暖活動後，將普查之需求名單提供消
議決議
防局參考。
【社會處長青科】
1. 109 年初進行雞湯送暖活動，並調查縣內列冊獨居老人安
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需求，108 年 7 月至 109 年 2 月新
增共計 786 案，提供消防局協助到府安裝，以維護本縣獨
居老人居家消防安全。
2. 前因疫情關係，延至疫情緩解後陸續進行家戶安裝。
【消防局】
獨居老人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本局依社會處提供名冊安
裝。社會處於 109 年 4 月 17 日提供第 1 批獨居老人住警器安
本次會議報告執 裝需求名冊 565 戶，本局已訂定專案計畫執行安裝，於 109
行情形
年 7 月 20 日前執行完畢，另於 109 年 6 月 20 日提供第 2 批
住警器安裝需求名冊 221 戶，預計 8 月 30 日前執行完畢。

本次會議
決議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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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自行列管

提案人

衛生局

案
號

藥政及毒品防制科

108 年第 2 次會議第 2 案

案 由

有關行動藥師之個案來源請長照中心及社會處協助轉介。

說 明

行動藥師計畫持續進行中，惟個案的來源是目前所遇到最大
的困難。本科已連繫藥師公會及藥劑生公會推薦提供藥事人
才以執行送藥，惟現有之個案大部分為社區藥局本身已知的
個案或者藥師與醫院居家醫療合作所得知的個案。居家醫療
及獨居老人等有需求之個案資訊非本科所能掌握，請長照中
心及社會處得知居家年邁的老者需要送藥到宅之服務，請提
供轉介給本科媒合服務。

108 年第 2 次會
請長照中心及社會處配合業務單位辦理。
議決議
【社會處長青科】
109 年初進行雞湯送暖活動，同時對本縣列冊獨居老人進行普
查，針對領有慢性病健保處方箋的患者，及偏鄉、獨居、行
動不便的慢性病患者提供送藥服務，需求評估計 144 人。然
本次會議報告執
因問卷內容未能細蒐長者相關就醫資訊及條件，又逢新冠肺
行情形
炎疫情期間，實名制口罩業務繁重，以致藥師執行上顯有困
難。
【長照中心】
如遇有個案或照專評估時遇有需求，會主動轉介服務。
1. 照管中心專員（照專）與 A 單位的個案管理師（A 個管）
陳乃菁委員
於到宅服務中若遇到有用藥問題之長輩可主動轉介。
建議
2. 偏遠地區的居家醫療服務可與行動藥師配合，醫師看診完
可請行動藥師送藥到宅，並提供衛教與諮詢服務。
目前照管中心專員（照專）與 A 單位的個案管理師（A 個管）
長照中心
及居家醫療服務，在訪視過程中若有發現用藥問題之長輩皆
回應
會主動通報轉介。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本次會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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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案 由

108 年第 2 次會議
主席裁示

案號

109 年第 1 次會議第 1 案

有關長照服務機構及居家服務勞動條件差異的問題是否有改善
之道，請勞動暨青年發展處於相關勞政主管會報中提案討論。
【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1. 據瞭解有關長照 2.0 自推動以來，衛生福利部持續致力於充
實本國照顧人力，提升照顧服務員薪資條件，目前規定為：
A.
採月薪制的全職居家照服員，每月最低薪資 3.2 萬元。
B.
採時薪制者，時薪至少 200 元，另照服員往訪個案家
的交通工時，時薪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140 元。
C.
採拆帳制者，換算成月薪或時薪，不得低於上述薪資
業務單位處理
基準。
意見
惟機構照服員的最低薪資仍未到保障，以致本縣長照機構單
位紛紛表示人力短缺，無法留住人才。
2. 有關勞動部訂定「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照顧服務業作業要點」，
提供勞工於同一雇主連續就業滿 30 日，提供勞工每月 5,000
元至 7,000 元之就業獎勵，最長核發 18 個月，最長以 18 個
月為限。此政策可提供長照服務機構之照服員另一就業獎助。
吳剛魁委員
建議

目前中央正在研議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相關獎補助辦
法草案，建議思考中高齡再度就業如何與照顧服務產業結合。

□繼續列管

本次會議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主席補充說明】
1. 考量照顧服務中的翻身、搬動等動作需要施力技巧與體力配
合，所以除了中高齡之外，也期待照顧人力年輕化，將年輕
人的觀點、創意融入照顧服務中，這也是目前社會處推動的
策略方向。
2. 請各局處在相關勞政、衛政、社政的主管會報中提出機構照
服員與居家照服員薪水失衡的問題，以解決機構照顧人力不
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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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案 由

108 年第 2 次會議主席裁示

案號

109 年第 1 次會議第 2 案

照顧服務員訓用合一部份，建議勞動暨青年發展處與相關業務單
位(長照中心、社會處等)聯繫討論，以利媒合缺人單位提出申請
【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1. 本處於本年度 1 月即公告受理「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
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畫」，截止受理至 6 月，並另發
文至長照中心、社會處、原民處，請協助轉知所轄相關單位。
2. 請長照中心、社會處於明年度本處規劃公告計畫後，協助通
知有需求之缺人單位，以利本處協助單位提送計畫。
【長照中心】
配合勞動暨青年發展處聯繫辦理。
【社會處】

業務單位處理
有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109 年度辦理「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
意見
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畫」1 案，本處已將該計畫轉知縣
內各老人福利機構知悉，今(109)年有 1 間機構(本縣私立經立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提出申請。

本次會議
決議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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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自行列管

提案人

108 年第 2 次會議
主席裁示

案號

109 年第 1 次會議第 3 案

有關周文珍委員提出高齡就業常見於居家服務等人力密集的服
案 由

務業，建議勞工處研發省力、減力措施，以協助高齡者投入職場，
請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研議辦理。
【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1. 勞動部為營造友善工作環境，訂定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
計畫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排除因老化過程導致體、心、智能
力下降所造成之工作障礙，透過該計畫及相關輔具之輔助，
增進其工作效能，促進就業機會。
2. 年滿 45 歲以上至 65 歲之中高齡者，及年逾 65 歲之高齡者，
可透過雇主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屏東就業中
心或潮州就業中心申請，以進行改善工作設備及工作條件，
提供就業所需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雇主提出每 1 申
請案，每人每年補助金額最高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限。
業務單位處理
意見

□繼續列管

本次會議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主席補充說明】
請相關單位針對長照機構廣為宣傳，吳剛魁委員建議的中高齡再
就業結合照顧服務產業即可搭配此項計畫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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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108 年第 2 次會議主席裁示

案 由

補充報告機構內老人權益倡導相關服務現況。

本次報告
執行情形

案號

109 年第 1 次會議第 4 案

【社會處】
壹、服務現況
一、 倡導關懷人現況
109 年度目前主要由本府社會處辦理，另由社團法人屏東
縣向陽康復之友協會協辦，今年共招募 42 位倡導關懷人，
加上 25 位原倡導關懷人，因疫延後於 7、8 月辦理共 24
小時的培訓課程，全程參與及通過考試者，即可獲得培訓
證書，並投入倡導服務。
二、 長輩服務現況
目前服務中長輩共有 48 位，另已結案 8 位長輩，待倡導人
培訓結束將新增服務長輩人數。今年度因疫情本府遵照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禁止機構探訪，為使機構專心於防疫
照護工作，故倡導服務 1 至 5 月份皆由社工電話關懷長輩
身心理狀況，另從 6 月份開始進入機構訪視，採預約及人
數管理的方式進行。
三、 機構合作現況
本縣合作老人福利機構共計 8 間，每月皆會透過訪視紀錄
討論個案相關狀況，今年度預計新增 2 間合作機構。
貳、服務經驗及轉變
一、 倡導關懷人經驗成長
參與本計畫之倡導關懷人皆須定期接受個別/團體督導及
專業教育訓練，例如感染控制、老人保護、職能復健、抱
怨事件處理、緊急事件應變、自我成長課程等。藉由長期
訪視機構公費安置長輩，傾聽陪伴與提供資訊，這些看似
小小的行為，在長時間的累積，也成為倡導人的生命成長
養分，例如開始關注社會福利議題成為社會網絡的小推
手，傳遞更多溫暖給社會大眾，開始了解自己付出與陪伴
的快樂，發現自己也能成為別人生命中的重要他人，陪伴
長輩走過老年統整自我的生命歷程，這些都使倡導人能從
長輩的生命經驗中思考生命價值，並能妥善規劃自己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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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剛魁委員
建議

社會處回應

的人生，或是彌補自身過往的遺憾。
二、 長輩的改變
服務對象皆為公費安置之長輩，且以無家屬者為主。
1. 針對可言語表達之長輩，服務初期因為不熟識，所以
僅是簡單及尷尬的訪視工作，後來長時間累積，長輩
開始將這群倡導人視為自己的家人，因為倡導人都是
帶著笑容及溫暖到機構陪伴長輩，甚至帶著長輩懷念
的美食探訪，讓長輩在機構中也能懷念家鄉的回憶，
另外倡導人也將課程學習的桌遊技巧，陪伴長輩漸漸
活動手指，活化腦袋思考，接受不同神經的刺激。最
重要的是藉由倡導人提供的資訊，使長輩了解自身權
益，例如輪椅壞了、不喜歡吃哪些東西、想要買哪些
生活用品等問題，該如何向機構人員正確的表達討論
與反映，才能真正的使長輩為自己發聲。
2. 另無法言語表達之長輩，採定期訪視，雖然長輩無法
與倡導人對話，透過倡導人長時間與長輩說話、肢體
接觸按摩等刺激，後期長輩開始會使用氣音、眼神、
肢體及唇語等方式與倡導人互動；由於長輩無法言語
表達，故倡導人也會特別留意長輩生理狀況是否有接
受妥善照顧，也會主動詢問機構人員長輩最近睡眠及
飲食等生活狀況。
透過上述的倡導關懷方式，雖然倡導人陪伴時間不長，但
因為倡導人投入的溫暖，讓長輩深深烙印在心中，甚至還
會主動詢問倡導人何時還會來訪，關心彼此最近生活狀
況，成為彼此生命中重要的一部份。
三、 機構的優勢
因機構主要為團體生活，故專業人員照顧上較難個別化服
務，透過此計畫，倡導人會將所觀察到的狀況主動提供給
機構人員了解與叮嚀，使機構人員能發現長輩需求，多多
辦理延緩失能之活動，甚至能提供個別化之服務，機構品
質將越來越好，也將會獲得好口碑。
兒少領域有提供安置兒少陪伴關懷的傳愛達人志工，類似倡導關
懷人的概念。本項服務強調陪伴與關懷，名為「獨立權益」
、
「倡
導關懷人」
，較易讓機構誤解有監督的意味，名稱是否稍微調整。
倡導關懷人的服務內容除了陪伴與關懷，更深的層面包含了解長
輩在機構中受照顧狀況，透過陪伴與傾聽，引導長輩表達自己的
想法及需求，同時提供給機構照護上的參考，服務內容確實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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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發聲的部分。關於名稱的調整，社會處將再研議。

■繼續列管
本次會議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主席補充說明】
1. 請社會處考量計畫目的研議名稱是否調整。
2. 請社會處長青科及長照中心研議權益倡導服務擴展到長照機
構是否可行。

柒、 討論提案：
提案人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案
號

(第二組)

109 年第 1 次會議第 5 案

因銀髮族遭詐騙比例逐年增加，本局將派員前往銀髮族聚集活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動處所舉辦防詐桌遊活動案，請相關單位共襄盛舉，並提供相
關宣導品。
1. 依內政部警政署 109 年 6 月 19 日警署刑防字第 1090003553
號函辦理。
2. 銀髮族遭詐騙案例層出不窮，經統計 50 歲以上民眾遭詐騙
案件手法及件數前 5 名，第一名是「猜猜我是誰(冒)用好友
身分」手法；第二名是「投資詐欺」；第三名為「假冒公務
機關」
；第四名是「一般購物詐欺」
；第五名為「解除分期付
款詐騙(ATM)」。本局將規劃於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往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福利機構、老人日
間照顧服務中心、長青學苑、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等銀
髮族聚集活動等處所，舉辦防詐桌遊宣導活動。

1. 依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2. 請警察局自行規劃辦理期程，其它單位若有大型活動亦可通
知警察局前往宣導，並提供宣導品。

捌、 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略。
一、 徐景興委員建議：「疑似肌少症」的概念引進國內，近來本校研究生依據「疑
似肌少症」概念進行檢測發現，國內肌少症和嚴重肌少症與國際比較無顯著差
異，惟疑似肌少症的比例較明顯，65 歲以上長輩約有 30%~40%有疑似肌少症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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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來若持續惡化為肌少症，將嚴重影響長輩的社會參與及生活品質。為利
長輩及早發現及早因應，建議社區內長輩進行檢測報告後，若發現該社區是疑
似肌少症的高風險族群(疑似肌少症人數偏多)，應依據檢測結果選擇延緩失能
方案。
二、 郭文瑞委員建議：老年人常有清淡飲食的觀念，但為維持充分的體力，保持肌
肉，老年人飲食應格外注意蛋白質的攝取。若是小腿肌肉及大腿肌肉無力，容
易跌倒，甚至導致臥床，所以建議透過關懷據點等活動，宣導健康飲食觀念及
簡易運動。
三、 陳乃菁委員建議：建議在多元照顧中心設置體適能檢測機器，並提供運動處方，
以利社區民眾及長輩掌握自己的身體狀況。
四、 社會處回應：未來將研議在多元照顧中心設置銀髮俱樂部。
五、 衛生局回應：目前除了社會處和社區營養推廣中心共同推廣健康飲食知能之外，
也同步試辦到宅營養服務。
主席裁示：
一、 請相關單位依據委員建議研議辦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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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老人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需加強宣導，目前緊急安置的長輩 45 人，請依據委
員建議，分析其身心狀況，以進一步評估是否申請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四、 下次會議請社會處研議邀請徐景興委員進行肌少症專案報告。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同日下午 5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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