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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總評語：  

    玟嘉同學在實習期間，能將所學的照顧理念和

照顧技術迅速、靈活地運用到照顧現場，展現了出

色的學習能力。並且在服務過程中，善於留心觀

察，注重細節，能站在長者角度考慮周全，這項品

質難能可貴。同時，看待問題有自己的見解，能及

時提出自己的疑問與看法，例如介護專車、護理桌

的設計原理等，為機構的照顧同仁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建議事項： 

    希望能結合長者的個人情況，將在日本所學的

介護技術和個別化關懷、自立支援等服務理念靈活

運用到台灣的照顧現場，用心體會長者的需求和感

受，給予長者更多的陪伴。希望在今後的学習過程

中,更深入学習、研究不同國家不同類別的長照機

構、長照服務模式和方法，結合台灣的情況，總結

出能有效提高現場服務品質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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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  起 

  一開始進入老人照顧系的主要目的為學習護理知識、技術，於未來在家人有

需要時能夠派上用場，以家人為出發點。在系上的課程中，了解長照體系的相關

法規、制度及相關學術，如：營養學、身體復健、老人心理學等，經由實習課程

的實務體驗，讓我了解臺灣的照顧方式，不同機構的類型與照顧理念，機構的環

境。課堂中老師分享日本的長照實際案例，比較臺灣的優缺點，讓我期望臺灣在

長照體系方面能越來越好。高齡人口成長快速的臺灣，願大家能一同重視老人相

關議題，並在照顧技術上有所改善。日本為全球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於參

加海外實習前，對於日本政府、長照機構如何達到落實老人福利、重視家庭功能，

以協助長者自立為目標，讓長者享有個別化、自立自主的晚年生活，抱持深度興

趣。本校老人照顧系有此海外實習計畫，觸發自己參加的動機，想藉由這次的機

會深入了解日本文化、日本長期照顧相關制度及日本的團隊照顧精神及照顧技術

實務操作，於實習結束後，期許自己將實習經驗與日本經驗值得學習之處分享給

同學及學弟妹等人。 

 

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FB長照服務株式會社自1988年創業以來，以提供優良服務為基礎，從輔具用

品的銷售、租賃到養護機構的營運等，是為多方面發展的綜合性長照服務公司。

在照顧服務方面，加強失智症照顧及臨終照顧服務，秉持著自立支援此照顧理念

為服務宗旨，讓長者感受到尊嚴與自由，達到讓長者安心入住，配合家人、長者

需求陪伴長者度過晚年時光。 

     

      此次實習單位分為以下類別： 

（一） 自費老年公寓(照護型、住宅型) 

    自費老年公寓強調營造如家一般的生活氛圍，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務，

並提供長者比在家更安全的生活環境。住宅型自費老年公寓以長者生活獨立、

保有隱私為主之照顧服務；照護型自費老年公寓注重醫護，提供長者所需之

照顧服務，個案對象以失能程度較住宅型嚴重之個案為主。 

 
（相片出處：取自ＦＢ網頁：http://www.fb-kaigo.co.jp/） 

 

http://www.fb-kaig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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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療及養護結合之老人復健機構 

    老人復健機構入住長者狀況主要為65歲以上經醫師診斷需要醫療護理、

照顧服務及復健訓練的慢性病患入住之機構。機構內配一名以上的值勤醫師，

以及執行24小時的護士輪班制。另設有失智症專區及日托復健中心（類似我

國日間照護中心），針對每位長者的身心狀況提供一對一的復健訓練。 

 
（相片出處：取自ＦＢ網頁：http://www.fb-kaigo.co.jp/） 

 

（三） 特別養護老人之家 

    此類型的入住型機構原則上收案條件為65歲以上，失能程度為中度以上，

需要提供照顧服務的長者。主要提供日托型、短期入住型、長期入住型三種

服務，以滿足長者不同的需求。 

 
（相片出處：取自ＦＢ網頁：http://www.fb-kaigo.co.jp/） 

 

（四） 團體家屋(失智長者之家) 

    團體家屋內部分為兩個單元，每一個單元各九位長者入住，以小規模家

庭式的服務模式，營造適合失智長者的居住環境。 

http://www.fb-kaigo.co.jp/
http://www.fb-kaig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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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7月31日） 

 

（五） 小規模多機能居家型服務據點 

    為社區密集型之長照服務提供單位，主要提供：家訪服務、日照中心服

務、住宿服務、洗澡等照顧服務，讓社區有需要的個案使用，強調長者在家

中和社區中養老，服務模式強調與社區互動，為目前日本推從的趨勢。 

    目前日本政府提倡團體家屋、小規模多機能居家型服務據點的服務模式，

針對近期股份有限公司興起經營長照服務，因近幾年日本政府重點補助對象

為：團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服務據點的部分建設費用，所以團體家屋及小

規模多機能服務據點的新建量逐年增加，近期FB也計畫新增服務據點。 

 

（六） 輔具用品租賃與銷售中心 

    以專責提供輔具諮詢、輔具維修、輔具物流配送為主，為長者提供最符

合個人需求的輔具用品，讓長者生活更加便利、安心。 

 
A 圖 B 圖 C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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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8月17日） 

A圖為床墊檢查，避免內部藏有針、金屬物品傷害到案主。B圖為商品包裝。C圖

為輔具中心輔具用品整修包裝完畢依照輔具類型排列至架上。D圖為輔具回收後，

清洗、消毒處。 

 

  每間機構的特點都營造家庭式的氛圍，暖色系燈光、環境整潔無臭味、桌椅

設備皆以長者的身高與角度可做高度的選擇與調整、長者房間門口設有個人專屬

的門牌，房間內沒有固定的擺設形式，能依長者的個人狀況及喜好做家具的擺設，

儘管在護理之家四人一房的雅房裡，因空間設計具彈性化因此房間內無拘束感，

不以醫院形式將病床一字排開，而是透過五角形拉簾設計隔出單人空間，長者在

這空間裡能隨意佈置自己的生活空間。 

  另，特別養護中心─愛之鄉於2014年新建完成，機構內部寬敞，此機構與當

地地方政府協議成為當地社區居民之避難場所，屬於福利型避難中心，因機構理

念不同，硬體層面規劃與設計亦不同。 

 

 

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於實際進入各個機構實習前，我們在FB總公司進行照顧技術訓練、公司經營

理念的說明、日本機構生活介紹及日本長照保險制度以及相關法令規範之說明。

因文化不同，需事先了解照顧服務上的相關法令規定，避免觸及日本法令，這是

保護長者也是保護自己以及實習單位三者之權利。 

    在照顧技術指導方面，學習主題包括：鋪床、裝枕套、上下床與坐輪椅、起

身、更換衣褲、換尿布等項目，先以互相交流方式進行台日照顧技術比較並討論

兩者之優缺及差異。學習當中體會日本的照顧技術是非常細心，注重各項細節，

更重視照顧工作人員的身體狀況，技術操作當中對於姿勢的要求強調：照顧工作

人員宜壓低身體重心避免傷害到自身的腰部導致職業傷害。在練習與體驗當中，

輪流擔任個案與照顧工作人員角色，除了學習技術外，更體會到日式的照顧技術

操作對我在擔任個案角色時是舒適的。若有不舒服的地方，如協助起床此照顧動

D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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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過程中，我的脖子被擔任照顧工作人員角色同學的手臂弄痛了，此時提出互相

協調與老師討論，如何改善照顧動作。經由實習老師之指導，照顧動作操作步驟

改為：先將個案的雙腳移至床邊，照顧工作人員的手臂穿過個案的脖子並放在個

案背後，再扶住個案的臀部，順勢將個案身體扶起來，此改善變得舒適許多。實

習老師說，此方式適合身高較高與體重較重的個案。 

   到日本實習讓我非常珍惜每個練習時刻，像是換尿布的項目，學姐分享在日

本照顧工作人員參加培訓時有一項學習主題是讓大家體會包尿布的感受，真的包

著尿布上廁所，體驗包著尿布的不舒適感，還有尿液在尿布裡的潮濕與沉重，此

培訓之目的與用意在於促進照顧工作人員體會長者包尿布的感受，並教導照顧工

作人員盡量在兩個小時內協助長者更換尿布，減輕包尿布的不舒適感。，透過這

一週的學理課程以及照顧技術學習與演練，也讓我們在成為一位老人相關領域專

業人員之前能夠真正的用心體會長者的感受，以長者的角度來對待他們。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8月10日） 

E 圖 F 圖 G 圖 

H 圖 

I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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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圖為照顧技術指導課程與同學一起練習：案主乘坐於輪椅，當案主的身體滑落

至輪椅坐墊前方時如何運用日本實習老師教導的方式替案主移位至輪椅坐墊後

方。F圖為日本實習老師講解當案主臥床位置下滑，如何將案主的身體位置上移

的方式。G.H.I圖為日本有習慣於榻榻米睡覺的習慣，對於下肢無力的長者如何

協助起身的方式指導。 

 

（一）於團體家屋的實習心得 

    團體家屋是為失智長者所設置的提供入住型服務之機構，這次的實習單位分

為 A、B兩單元，一單元九位長者，而此團體家屋 B單元的個案較 A 單元個案的

失智程度高。在團體家屋就像在家一樣，三餐由照顧工作人員依照食譜料理，長

者們協助照顧工作人員做家事，一起擦碗盤、一起曬衣服、一起到旁邊農地採今

天正餐的配菜等，獨立房間長者能自行佈置房間。 

    在協助長者從臥床起身至輪椅時，得知長者身上多處的瘀血是因為服用抗凝

固藥，在替長者進行照顧服務時，如照顧工作人員使力拿捏不好就容易讓長者產

生瘀血。協助長者如廁時，先引導長者抓住扶手，短暫的站立，協助照顧工作人

員能將長者從輪椅移至馬桶上，此短暫站立是非常重要的，長時間使用輪椅容易

讓腿部肌力退化，利用短暫的如廁時間讓長者訓練站立達到復健效果。 

    實習期間我們帶領長者進行從課堂中學習的手指活動，對長者來說是新的體

驗，體驗我們在臺灣如何帶領長者進行活動及活動內容。帶「咿比咿比呀呀」前，

先讓長者看咿比咿比呀呀寫成日文的歌詞，長者唸得表情越來越疑惑，問我們:

「這是什麼歌啊?」非常繞口令，在解釋咿比咿比呀呀的手勢時(一、石頭、布)

長者都非常專心的記住手勢與順序，放慢速度、多次複習，讓長者能看清楚每個

動作，首次開始活動，進行到一半長者們都笑場了，一是疑惑這首歌實在太逗趣

了，二是手指動作跟不上我們唱歌的速度，我們為長者示範一次加快完整版，長

者看得鼓掌叫好更引起長者再挑戰的興致。長者於活動結束前回饋給我們日本的

手指活動，透過剪刀、石頭、布並加入口號的方式，讓手掌出力運動與手只延展，

與咿比咿比呀呀有異曲同工之妙，並且要我們帶回臺灣與臺灣的長者分享。日本

長者的回饋讓我非常感動，對於帶領活動不僅只有長者得到活動體驗的收穫，我

更是在長者身上學習到經驗的累積及互相分享的精神。 

    雖然失智症長者病症為記憶障礙、重覆話語，在溝通上多重複前半部聊天話

題，甚至幾分鐘後便忘了我是誰，不厭其煩的自我介紹，儘管團體家屋的失智長

者忘了我曾經替他們服務過，我也會永遠記得他們的笑容及努力保持健康的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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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7月22日、07月23日） 

J 圖為我協助實習指導老師為長者做點心。K圖為陪伴長者到附近神社散步， 長

者虔誠的祈禱。L 圖為我與同學帶領長者進行手指活動。 

 

（二）於護理之家的實習心得 

    在護理之家學習到很多照顧技巧，如：換尿布、會陰沖洗、口腔護理、洗澡、

上下床輪椅。其中，更換尿布與會陰沖洗需依長者不同需求做操作，有些長者皮

膚較脆弱容易得褥瘡，小尿布則會選擇材質較軟、舒適透氣，來預防得褥瘡機率。

會陰沖洗因長者的狀況分成：有需要使用清潔劑清洗、每天固定必頇清洗幾次等

等，依照著長者狀況有不同的對應方式，讓我體會到日本注重各項細節與個別化

及人性化服務，依照個人需求提供不同服務。 

    在護理之家實習期間參與運動會，運動項目有丟球、大隊接力、咬麵包。各

工作人員將公共區佈置成運動會會場，天花板掛滿各國家國旗，音樂播放器播著

運動會歌曲，還為長者綁上各隊代表顏色的小布條，現場氣氛有如在真正的運動

會場。雖然無法動作、睡覺的長者佔半數，工作人員仍讓他們參與現場，儘管知

道長者不能動等情況，還是每人發給幾顆球、協助傳接棒、替長者推輪椅到咬麵

包競賽區取得麵包，儘管長者在當下並沒有意識，對於照顧工作人員的照顧方式、

情緒表情、活動氛圍仍能透過聽覺感受，並記在心裡。這也是我在此次長者運動

會當中看到不同於在臺灣的照顧方式，臺灣的養護機構舉辦活動多以能夠進行活

動的長者為主，鮮少看到全癱長者也一同參與。在日本，多舉辦大型活動刺激長

者的身心靈，讓每位長者投入其中，讓長者知道他們也是團隊的一員、被重視的

一員，提升長者尊嚴。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7月27日） 

M.N.O圖為運動會中協助長者進行咬麵包競賽，同時也為長者加油打氣。 

J 圖 K 圖 L 圖 

M 圖 N 圖 O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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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住宅型付費老人公寓的實習心得 

  老人公寓為長者的家，多因為家裡沒人照顧，為顧及長者的安全而選擇居住

老人公寓，在這的長者以使用訪問服務為主，需要復健服務便提供一對一的復健

服務、需要協助如廁則提供此服務等，因每一位長者的需求不盡全然相同，因此

並不是每個人都使用一樣的照顧服務，依照長者身體狀況與需求去評估服務內容，

因此收費也因人而。而提供服務的復健師、護士、醫師等人都是不是老人公寓所

聘雇之人員，而是與外部長照服務單位建立合作機制，使用相關長照服務。機構

內部本身沒有醫療人員進駐。在住宅型老人公寓的長者較自由，可自行選擇使用

其他機構的日照中心，像是出門找娛樂、交朋友一樣。 

    參觀住宅型老人公寓我看到許多照顧工作人員的小巧思，為了避免長者在工

作人員沒注意的情形跑到外頭去，發生危險，在電梯按鈕前加設了一個塑膠蓋，

因此長者無法自行按電梯下樓；於為了顧及不可預測的災害發生，通道、逃生門

必頇是保持暢通，在此為避免長者獨自一人開門下樓，在門把裝設了鈴鐺，當長

者自行開門時，鈴鐺聲足以讓工作人員意識到有人開門了，能前往查看。老人公

寓與日照中心有一共同特色，在餐具方面有特別挑選在家使用的瓷器、木筷，為

了營造在家吃飯的感覺。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8月25日） 

P圖為住宅型老人公寓長者的餐點及餐具。Q圖為機構為避免長者自行搭乘電梯下

樓所加設的塑膠蓋，塑膠蓋中有一小洞，使用特定塑膠棒插入才能按到電梯鈕。

R圖為預防長者自行下樓，在樓梯門口的手把上綁上鈴鐺。 

 

（四）於古里照護型自費老人公寓的實習心得 

    照護型自費老人公寓的環境設備齊全，類型介於住宅型自費老人公寓與護理

之家之間，機構直接聘雇復健師、護士、社工師、照顧管理專員等人力資源，以

內部人員可直接提供照顧服務為主。此照顧型付費老人公寓只有一位復健師，每

天輪流到不同樓層替長者進行個別復健，復健當中每位長者都非常享受其中，有

的長者甚至在復健師按摩過程中睡著了，另外發現復健師與長者間擁有良好的信

賴關係，長者都很依賴復健師，相信復健師給的指示與訓練內容。 

  機構內五樓設有觀景台，復健師引導長者以散步方式到觀景台唱歌或是走樓

R 圖 
Q 圖 

P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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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到觀景台散步，達到復健效果。另外復健師與我分享「比起讓長者做事情，不

如讓長者做他喜歡的事」。例如長者喜歡唱歌，就透過長者的愛好引導長者達到

復健目的。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義，在日本不斷提到「自立支援」、「維護尊嚴」，

這句復健師所分享的話，己將復健方式落實這兩點照顧理念，目標是讓長者做喜

歡的事，目的是復健，在尊重長者的想法當中，達到目的。很佩服這位復健師的

細膩心思，更看到儘管是失智長者，仍能擁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8月11日、08月12日） 

S.T圖為跟隨復健師陪同長者進行復健(走路、唱歌) 

 

（五）於日照中心 (洗澡、接送) 的實習心得 

  早上跟隨照顧工作人員到長者家中接送個案，讓我回想起帅稚園娃娃車來接

送的心情。有的長者看到今天這麼多人來接他好開心，也有長者容易受到驚嚇，

因此我們在車上等待。接送完畢回到日照中心後準備用物協助個案洗澡，洗澡時

多為自立的長者不太需要協助穿脫衣服。浴室模仿公共澡堂，洗澡過程中我們協

助為長者刷背、洗頭、沖澡、維護長者安全牽著長者進入浴池泡澡。每做一個動

作之前都要事先告知並詢問個案，避免長者受驚嚇。日本的長者都很習慣大家一

起泡澡，這樣的環境在日照中心讓我感到更加溫馨，就像一群好朋友一起來公共

澡堂、來日照中心享受。 

  日照的環境氛圍非常溫馨，就像是個娛樂場所一樣，每天來的長者都有些許

的變動，長者都帶著愉悅的心情來這個地方享受、交朋友，我覺得這是個機構難

能可貴之處，將機構營造成家的感覺，讓長者來這裡沒有壓力，也會持續接受在

這裡的照顧，不僅家人放心，長者本身也能樂於其中。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7月31日） 

U圖為照顧服務員案家中接送長者。V圖為復康巴士的內部設計，寬敞空間、電動

式輪椅升降。 

T 圖 S 圖 

U 圖 V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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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化中，泡澡為洗澡的必備項目，在機構裡也不例外，為全癱長者所設

計的機械式入浴機，乘坐輪椅且下肢較有力的長者使用的坐式入浴機及一般浴缸，

此次實習的日間照顧中心是採用澡堂式的洗澡間。協助長者洗澡過程中觀察到泡

澡對長者來說是多麼放鬆安定的事，就連帄常情緒不穩定的長者於泡澡的當下都

靜下心來享受。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7月16日、08月05日） 

W圖為機械式入浴機，專為全癱案主設計之設備。X圖為日間照顧中心的澡堂式浴

室，左為洗澡區，右為泡澡池。Y圖為坐式入浴機。Z圖為一般個人浴室。 

 

（六）關於身體約束 

  日本為嚴禁身體約束的國家，僅醫院能進行個案身體約束，醫院有醫療的必

需。日本政府定義養護機構為長者的生活場所，因此規範不得約束個案身體。身

體約束將帶來身體危害、精神危害及社會危害，長時間的身體約束將造成身體機

能下降，也可能導致生命提早結束，嚴禁約束主要是將約束帶來的惡性轉變為良

性，促進長者自立，保持身體機能。臺灣面對失智者無意識的將自己抓傷、遊走

等情況，為了顧及安全多以約束方式處理，因國內照顧工作人員人數配置較少，

無法隨時注意每位長者的行為。 

  在實習期間我深刻體認到日本面對失智者無意識自殘的行為，在不能約束的

情形下如何應對，照顧工作人員觀察長者習慣，了解長者背景，思考如何應對，

如長者無意識將手伸入尿布裡抓傷會陰部，可能就讓長者穿著一件式的圍裙，讓

手無法伸進尿布裡；為了避免長者下床跌倒風險，運用感應墊放於床邊，長者在

下床時踩到感應墊則會立即發出通知告知照顧工作人員。雖然不能約束個案的情

形可能會造成照顧工作人員會相當辛苦，需立即待命、隨時觀察，但為維護長者

尊嚴，盡力為長者設計思考適合他的生活方式，除非危及個人或他人生命，否則

是不可約束個案身體。如必頇採行身體約束，需家人、醫生同意，並確實執行約

W 圖 X 圖 

Y 圖 Z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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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時間。 

 

(七) 輔具用品 

    日本長照機構裡擁有各式各樣的輔具用品，注重各種小細節，重視長者使用

的舒適度，輔具用品的使用同時也促進長者自立、復健的功能。在實習機構中看

到a圖用品，為臥床案主所設計的茶壺式水杯，以利照顧工作人員替臥床案主餵

水、液態飲料，因案主含住前端所以不易溢出，案主方便喝水且不易嗆到。另外

機構內常運用低成本的東西替長者構思輔助設備，如b圖，長者為下肢攣縮，成

坐姿時腳易夾緊導致坐姿不良，且長者容易感到不舒服，因此機構運用小顆的韻

律球支撐住長者的雙腿，韻律求色彩鮮豔可愛，不會因此覺得長者很奇怪，且長

者接受度高。c圖為紅外線，用於避免長者自己起身、下床導致跌倒。此紅外線

感應器小巧、便於擺設至各地方，在機構內部多擺設於長者床邊的桌上或是靠近

床尾的地上，在長者起身下床時立即感應，通知照顧工作人員，減少跌倒的風險。

此次實習的機構裡，對於長者的姿勢都非常要求且細心製作如d圖之表，因長者

的身體狀況不同，需特別注意的地方也不同，所以要求工作同仁統一長者姿勢，

不會因照顧工作人員的不同而長者有不同的姿勢，此表張貼於長者的床邊，照顧

工作人員在替長者移位時必頇以表上的姿勢為主，以利長者身體狀況及舒適度。 

    在個案的自家方面，日本家庭多有玄關、樓梯，如有使用輪椅之案主並不便

利，則輔具中心有如e圖的輔具租借，供家裡使用輪椅長者出入家門方便，此輪

椅輔助板可收起，輕巧方便，便於家人為案主擺放在需要的地方。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7月16日、08月05日） 

 

 

 

 

a 圖 b 圖 c 圖 

d 圖 e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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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一）夏日祭 

  於七八月份來到日本實習剛好有幸參與日本節慶─夏日祭，歡慶夏天的來臨，

我們參與了佐久市的祭典，有各式各樣美食、遊戲攤位及抬

轎遊街，抬神轎的民眾從壯年到小孩、男女都有，還有技藝

歌謠的演唱、演奏，看到關於日本的

傳統文化與日本的團隊精神，抬神轎

必頇大家多次的練習，培養默契才能如此順利，傳統文

化的流傳更要大家的重視與參與。 

  機構也為長者舉辦了夏日祭，讓長者居住在機構內仍能

體驗到日本文化，不因入住機構導致與社會隔絕。擺設幾個

特色攤位，棉花糖、冰淇淋、水球池等，歡迎大家來取用，

也歡迎居住附近的居民前來同樂，使夏日祭更加熱鬧，另

外邀請傳統藝術太鼓表演團為長者演出，機構內的工作人

員也用心為長者準備了日本舞表演。機構舉辦的夏日祭我

們參與了會場擺設、環境整潔、協助長者到活動現場、協

助製作棉花糖、點心及最後的會場收拾，在體驗夏日祭的前後，更感受到日本的

團隊精神，大家一同搬運桌椅及擺放、場地的佈置和最後的收拾，都非常快速，

就像大家擁有十足的默契，讓活動能準時開始與最短的整理時間結束，活動結束

大家互道「辛苦了，謝謝你」，每個人都感謝大家為這次的活動付出心力。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7月18日、08月08日） 

 f圖參加佐久市夏日祭同學與老師合影。g圖為參加機構夏日祭─愛之鄉護理之

家。h圖為協助製作棉花糖，供居民、長者取用。i圖與日本舞表演團合影。 

 

（二）流水麵 

  日本的夏天欠缺不了「流水麵」，冰冰涼涼親手從流水中夾到的麵條搭配專

用醬汁、蔥花、紅蔥頭，非常美味可口。在護理之家的短期入住中心與長者一同

參與流水麵活動，用竹竿製成流水道，麵條由上方放下，隨著水流往下，因少部

分長者手部較無力、大部分長者反應速度較慢，麵條滑下來夾不到，我們用筷子

協助長者頂住麵條，再讓長者慢慢的夾麵條到碗裡食用，不直接替長者夾麵條到

碗裡，為了讓長者全程參與活動並達到自立與復健效果。在自己親身體驗中，發

f 圖 g 圖 h 圖 i 圖 



13 
 

現夾麵條不是件容易事，也讓我體認到從長者角度思考，如沒有工作人員的協助

會是多麼困難完成任務。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7月29日） 

j圖流水麵活動舉行。k圖為親身體驗流水麵過程。 

 

（三）打西瓜 

  日本的打西瓜活動讓我感到新奇，也特別想嘗試。在參觀醫療及養護結合老

人復健機構中，非常幸運剛好這天有安排打西瓜，沒有參與而是在一旁替長者加

油打氣，看著長者矇上眼，身旁照顧工作人員跟隨保護安全，其他長者非常踴躍

發聲引導打擊者到西瓜前，每個人都非常專注在活動當中，不管有沒有打到，每

個人都替場上的長者鼓掌。不管是坐輪椅還是走步較緩慢，每位長者皆參與打擊，

大家互相鼓勵是很重要的，透過長者間的加油打氣更能讓長者了解自己是活動中

重要一員，對未來長者參與活動的意願更會提升。 

 

（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8月03日） 

l圖為醫療及養護結合老人復健機構長者進行打西瓜活動過程。 

 

（四）農園採收(自給自足) 

  機構旁都有一空地耕作，種植蔬菜水果，自給自足節省日本蔬果昂貴的開銷，

另外農園的耕作、採收能讓長者感到有成就及回憶過往農耕生活。採收過程中，

長者與我分享如何挑選蔬果，如何挑揀最好吃的紫蘇葉，在密密麻麻的莖葉間還

能發現顏色相近的匏瓜，讓我佩服長者的經驗與眼力。長者的經驗也是我學習的

目標，他們的經驗累積、面臨過的事物比我還要多更多，生活常識、小技巧與生

活故事分享都是成長與學習的典範。 

l 圖 

j 圖 k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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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出處：筆者撮影 2015年08月04日） 

m圖與長者一同採收的成果。n圖與爺爺和巨大匏瓜合影。o圖小番茄採收。 

 

（五）日本盂蘭盆節 

  盂蘭盆節相對於臺灣的清明節，此節日為日本重要節慶之一，一般都會放假，

而在外工作的人多選擇利用此假期返家團聚祭祖。在實習機構裡，因應節慶做祭

祖的活動，小桌子上擺設鮮花、水果、已往生長者的照片、小黃瓜與茄子做成的

馬與牛，分別象徵願祖先能早點回家希望，並且願祖先能慢一點回去，並多

帶一些東西回去。而盂蘭盆節的特色食物為內包鹹、甜餡的小煎包，古里照護

型自費老人公寓之日間照顧中心當天因應節慶，讓長者一同製作小煎包做為下午

的點心。照顧工作人員於長者午休時間準備麵糰及發酵，讓長者休息結束後可以

馬上進行點心製作。活動開始，分給長者一人一雙手套，以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有的長者負責切鹹餡用料─茄子、有的長者負責搓紅豆餡、有的長者負責將內餡

包入麵糰裡，大家分工合作，每位長者皆用心製做每一顆小煎包。包餡完成後由

照顧工作人員將小煎包表皮煎焦酥，再送至廚房進行蒸煮即可完成。 

    等待蒸煮的過程中，照顧工作人員以現實導向詢問長者今天幾月幾日，及今

日節慶─盂蘭盆節的由來，引導長者回想節慶習俗，以輕鬆的聊天方式討論，活

動氣氛相當活絡。小煎包完成後，長者們互相討論，味道剛好、餅皮厚薄、哪一

方面還能再加強等等，看得出長者在活動中所獲得的成就感，看著大家吃得津津

有味，每位長者臉留露出滿足及幸福。 

 

p圖為當天至做過程，從備料、包餡、煎至焦黃。 

 

m 圖 n 圖 o 圖 

p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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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一）    增進自己未來投入長照工作就業的動力與熱誠。未來就業，我願意成

為一位照顧工作人員。透過此次的海外實習，讓自己更加了解照顧工作人

員的工作價值及深層意義，其意義為幫助長者在晚年擁有好的生活品質，

協助長者的同時，儘管長者全癱無法表達想法、沒有明顯的情緒表現，透

過照顧工作人員提供良好服務、細心的照護品質，長者亦能感受到照顧工

作者對自己的關心，並獲得身心靈三層面的滿足感的提升。照顧工作者的

工作內容除了改善長者的身心之外，經由日積月累的相處互動時間與照顧

服務，相信長者是能夠注意到照顧工作人員的關心，長者可能忘了所有的

事，但相信長者不會忘記照顧工作人員給他的微笑表情。以長者回家生活

為目標，維持長者現有的身心機能為目的，讓長者保有尊嚴自主的生活，

在晚年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目前台灣照顧現況的不足，如換尿布時，沒有拉門簾導致長者暴

露於沒有隱私的環境；長者沒有自主的權利規畫自己的日常生活行程安排，

如無法延後洗澡時間，必頇配合照顧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來進行，沒有轉

圜的餘地等。因此看見長者沒有自己的尊嚴、隱私、選擇權利，是讓我對

國內照顧實務界感到痛心的現況。人，生而帄等，每個人都應該被公帄對

待，即便是失智長者，即使本人或許並不清楚自己的處遇狀況，但，身為

一位照顧工作人員不應該以歧視的角度看待長者。 

          深信有心者的投入才能讓國內照顧現況得以改善，才會更重視長者的

狀況，以長者的角度多方思考失能或失智的長者，能過著有品質的生活。

願未來國內照顧現場能仿效日本，在照顧方面及環境設計多以長者的角度

設想。長照機構為長者的第二個家，應給予家的氛圍而不是制式化的生活

方式，以「自立支援」為目的，以協助長者生活上幫助，而不是替長者做

好每件事，否則只會人為製造出更多臥床無法起身的長者、消極性配合活

動身體的長者，甚至不願意活動的長者，導致醫療成本有更大的負擔。 

 

（二）    持續精進照顧技巧，培養護理相關知識。此次海外實習留下非常深刻

印象的學習內容。首先，在照顧技術方面，時常提醒自己下盤壓低，避免

造成職業傷害，而照顧技術的操作多以長者角度思考是否能讓長者感到舒

適。在日本學習許多照顧技術，如上下床、移乘、包尿布、更換床單、更

換衣物、輪椅的操作等等，都是需要不斷的操作與複習才不會對技術生疏，

實務方面以為還有印象就能夠操作，但，往往在操作時忘了細節，因此照

顧技術的品質便會受影響。在日本學習的照顧技術多省力，同時兼具了顧

慮長者的舒適度，機構現場的實務操作多少會因照顧工作人員的習慣不同

而有所改變，指導我們照顧技術的日本實習老師時常提醒我們未來在實務

實習或是照顧領域工作上，務必記住不能因現場狀況的不同、貪圖便利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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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失去了照顧技術的根本─保護長者、保護自己。 

 

（三）    實習經驗傳承，分享日本照顧理念強調「自立支援」與「維護尊嚴」

的根本意義。與系上學弟妹、老師分享在日本實習的學經歷，照顧技術的

比較及操作、日本照顧現場及長者機構內生活狀況、日本照顧理念強調「自

立支援」與「維護尊嚴」的根本意義、成為一位長照專業人士與長者培養

的信賴關係。在日本照顧現場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老人公寓甚至是

養護機構，臥床長者不多，頂多各占一半，且長者情緒狀況、精神狀態皆

良好，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失智長者甚至是患有憂鬱型的長者。舉辦活動或

下午的團康時間，長者參與活動率高，並以互相分享方式進行活動，不僅

我們在帶領長者活動，同時我們也向長者學習。機構環境溫馨，營造家的

感覺，注意各項小細節，多項設計多以長者角度思考，如燈光的顏色使用

暖色系、桌椅的高度以機構內長者的帄均身高來做設計。台灣的養護機構

環境多像醫院，沒有溫馨感，常有異味讓人感到不適，我僅只是參觀、短

期實務實習的學生便不喜歡這樣的環境，何況是長者要在此過著晚年生

活。 

          日本照顧理念「自立支援」主要是協助讓長者獨立完成生活瑣事，照

顧工作人員僅給予長者生活上的協助。雖然許多事情由照顧工作人員替長

者完成是能非常省時省力的，但替長者完成長者便會慢慢失去身體機能，

如手部漸漸無力，慢慢的開始不去思考任何事情，導致失智程度越來越嚴

重。讓長者獨立進行生活事務是能夠讓長者回憶家中、過去生活，並進而

達到生活復健的功能，減緩老化速度。因此照顧工作人員得思考如何協助

長者完成此件事，如鈕扣較小，長者手指較無力無法將鈕扣扣好，此時照

顧工作人員能將鈕釦扣一半，讓長者自行完成鈕釦拉出動作。從此長者能

獲得成就，不因自己年老、身體衰老而導致許多事情無法獨力完成。在「維

護尊嚴」方面，每個人都擁有尊嚴，長者入住機構也應該如此，不能因長

者癱瘓、失智而不被得到帄等尊重，仍能擁有自身隱私與各項權利。「維

護尊嚴」是能讓長者備感尊重，居住在機構內能感到輕鬆自在，真正把機

構當成家，自在的生活，更是間接影響長者的身心功能，如長者居住在機

構內沒有尊嚴，身心理的退化是非常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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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感想與建議 

  很榮幸在本校老人照顧系計畫此海外實習，自己能夠成為實習者的一員，這

次海外實習的經驗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有機會到國外體驗並學習不同的照顧技巧

與長期照顧制度。透過這次的海外實習，讓自己視野更寬廣。每個國家都面臨照

顧人力的不足，在台灣相關科系的畢業生投入照顧職場的比率偏低，我認為造成

畢業生投入長照領域就業率偏低的理由或許是因為成為一位照顧工作人員是一

份吃力的工作。透過此次的海外實習以及日本實習老師的分享，讓我了解，每一

份工作都有其意義所在，了解工作的本質與意義能讓自己在工作中得到成就與感

動。 

  實習回國後，現在的我認為照顧工作人員一職的工作本質是行善的工作；工

作的意義在於：協助長者晚年生活過得更美好，以協助長者回家生活為目標，維

持長者現有身體機能為目的，讓長者生活的有尊嚴的工作。 

  此次的日本長照機構實習是本校老人照顧系第一次舉辦的海外實習計畫，因

此次的參加對象是三年期下學期的同學，相關重要學科尚未履修。建議系上在課

程安排能以相關知識課程優先授課，如失智症照顧，在實習過程中面對失智長者

能更了解其發症狀況及應對方式；開授日語等外語學習課程，培養語文能力，在

實習過程中較能更直接接收長者訊息，提高海外實習學習效果。上述本人的建議，

系上已採取相關措施：未來系上舉辦的海外實習是設計於四年級下學期執行，參

加者需已履修完失智症照顧，老人心理等的相關學科並已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

證照者。期許有興趣的學弟妹們未來能把握系上資源積極學習提昇自己的專業知

能，未來挑戰參加海外實習。 

  因應日本人口老化成長速度快，日本越來越重視長照機構給予長者的照顧品

質與相關福利制度。日本長者把機構當成自己的家，誠心感謝照顧工作人員的長

期照顧。我期望未來台灣長照環境能效仿日本，雖然有文化上的差距，而環境改

善更不是一時之間即可獲得改變，期望將台灣能持續保持養護機構的優點，並逐

步改善缺點並逐步提升照顧品質。也期許自己透過此次海外實習經驗的分享，能

讓更多有心者及學弟妹們激起投入國內長照體系，讓台灣長者或家人有更好的生

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