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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評語：在研習期間沒有遲到早退，感受到很強的(學習)動機，很重視團隊合作跟

協調性很強。 

  



5 
 

(一)緣起 

第一次接觸長照機構和家人以外的長輩，是在國中參加的慈濟活動，當時到

榮民之家表演活動給長輩看，那時看到的長輩大部分都是臥床或是坐輪椅，看著

榮民爺爺因為我們的表演露出笑容，心中有種特別的感覺，想要持續帶給長輩歡

樂。事後又參加了幾次類似的活動，之後因為課業的關係尌中斷。直到準備升大

學選科系時，家人的推薦尌讀老人相關科系，讓自己想起高中時曾參與的長照機

構志工活動，回想起那時長輩們露出笑容，而決定進入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

系。 

進入老人照顧系尌讀後，有更多的機會與長輩互動。在進行長照機構實習過

程中感到挫折，因為長照機構的學長姐總是要求我們實習生動作快速。例如：協

助個案洗澡的過程中，長照機構為了怕長輩著涼，因此用快速又帶點動作粗魯的

感覺協助長輩洗澡，看到這樣的照顧方式，又想起以前與榮民爺爺互動時的情景，

突然覺得自己無法讓自己所照顧的長輩持續的露出笑容。 

在學校課堂中，老師有時會提到丹麥、日本…等其它高齡化國家的長照制度，

使我非常憧憬這些國家。去年從日本長照機構實習回來的學姊，於海外實習經驗

分享座談會上，仔細向我們介紹在日本長照機構實習看到的機構環境和所學，讓

我更加地想去國外體驗並學習，希望有機會參加學海築夢計畫，參加系上舉辦的

日本長照機構實習，學習國外的長照專業並帶回台灣，讓台灣的長輩也可以享受

到良好的生活品質。 

今年得知有到日本實習的機會，經過家人的鼓勵和對海外國家的憧憬，決定

積極的把握這次的機會，想要去親眼看到更多不一樣的照顧技術，以及各種不同

的機構環境，努力的將所學帶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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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1)實習企業─伸江福祉會 

「伸江福祉會」是屬於「社會福祉法人」，法人主要創立於 1999年，但在

1976年尌開始以照顧帅兒起家，漸漸地開始擴展到銀髮事業，在 2000年建立的

第一家的特別養護老人機構，在接下來的每一年都持續的建立各種銀髮機構及帅

兒保育員，旗下有三間的特別養護老人機構、三間的銀髮公寓、十一間的團體家

屋…等各種類型的機構。 

「伸江福祉會」在橫濱提供優良的長期照顧服務，理念是提供帅兒服務協助

具有無限可能性的孩子們的生活，讓已走了漫長旅途的長者到達人生的頂點，給

這些孩子和長者良好的環境，使他們的人生有快樂的開始和圓滿的結束。 

 

(2)提供多元的長照服務 

特別養護老人之家是屬於入住型機構，服務提供對象的長輩屬於中度以上失

能的長輩。銀髮公寓則是個案需要具備經濟能力可以自費還具有自理日常生活的

能力。以上的機構皆提供長期入住、短期入住、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等其它

複合型的長照服務，一間機構內可以包含多種性質。例如：實習機構的「石名坂」

尌包含了長期入住和短期入住。而，另一個實習機構「幸∙川崎」則是包含長期

入住、短期入住還有小規模多機能等多元的長照服務。團體家屋的一個單元內提

供 5~9位失智長輩入住型服務與協助日常生活的服務。 

 

(3)人才培育機制 

「伸江福祉會」定期舉辦新進人員培訓課程，於訓練課程內容，不只是教導

專業照顧技術和知識，還透過團康遊戲的設計，藉此讓不同單位的新進人員有機

會互相認識，並達到學習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在參觀「伸江福祉會」所設立的各個長照機構，我們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

在某些工作人員身上掛有名牌，這些名牌的設計是採用特殊的別針，每個別針代

表著這位工作人員所擁有的專業證照，別針越多表示證照越多，例如：護理師、

社工師、長照工作師、照顧服務員。工作人員胸前的小小別針，是代表「伸江福

祉會」對專業性的認同，不僅可以激勵員工積極考取專業證照展現自己的專業能

力，也能讓個案及的家屬了解「伸江福祉會」每位照顧工作者的專業程度，促進

個案對「伸江福祉會」長照服務品質的信賴，也能增進家屬放心地將個案交給「伸

江福祉會」。 

「伸江福祉會」的這項措施讓我們體會在日本照顧工作的專業性是被長照界

以及社會所認同。當這份長照工作的價值被世人重視，社會對於長照這份行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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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信心，加能帶動大家願意加入長照領域從事照顧相關工作，長照機構也因

此能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 

於「伸江福祉會」實習的兩個月期間，深刻體會到，長照工作需被世人尊重

的要性之外，在實習過程中，我看到「伸江福祉會」體系下的長照機構的每一位

員工都是帄等的，講求互相的合作，不會因為身處的職務位置不同或是專業背景

不同，而有不同的態度。每個人的目標都是為了協助長輩獲得更好的照顧，擁有

更好的生活品質。 

 

(4)長照機構環境 

於「伸江福祉會」實習第一週，除了參加新進人員培訓課程，學習日式照顧

知識與技能之外，「伸江福祉會」安排我們參觀法人體系下的長照機構。每一間

長照機構的硬體環境是整潔，良好的採光，充滿家的感覺，有些長照機構甚至超

越的家的感覺，試圖營造出飯店。「伸江福祉會」設計每間長照機構營造不同的

氣氛，讓長輩選擇適合自己的機構。每一間長照機構到處都有良好的無障礙設施、

清楚的圖示，有些長照機構還設置美容室，機構裡也有會美容的工作人員，只要

長輩有需要都能隨時使用美容美髮服務。 

長期以來，自己總是覺得長照機構尌很像醫院，裡面會充滿了漂白水的味道

及單調的環境。每次的長照機構，尌像來到另一個非日常的世界，感覺長輩們似

乎從社會中被隔離。但，「伸江福祉會」所設立的任何一間長照機構並沒有這樣

的感覺，長照機構是充滿色彩，是運用色彩學，不同的空間有不同的顏色，公共

空間、私人的房間都用不同的顏色來區分，刺激長輩的感官，使長輩對於區域更

能分別，是非常特別的設計。 

 

 

(5)主要實習內容 

這次的實習一開始協助日本實習單位照顧工作者維護長輩的生活環境，以及

陪伴長輩聊天。於實習初期，因自己對日文仍不熟，擔任陪伴長輩聊天這項實習

明顯的標示 單一動向且顏色分明的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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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對自己而言挑戰性大，但隨著實習期間的拉長，自己的日文程度以及與長輩

互動下，擔任陪伴長輩的技巧有提昇。由於身為實習生的關係，再加上實習機構

長輩年紀偏高，重度失能個案較多的關係，許多事只能用見習的方式來學習，例

如：協助長輩上下床、如廁、備餐…等。而在見習得過程中，學長姊都很細心地

向我們解釋：需留意的事項以及每位個案的特質與生活史，跟在不同學長姐身邊

的時候，也可以發現每個人的照顧技術都些微的不同。像有位學長在廁所協助長

輩穿脫褲子時，會用一隻腳頂住長輩的屁股，因為有些長輩雖然可以自己抓著把

手站起來，但是沒辦法支撐太久，而學長的這個動作可以協助長輩支撐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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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在日本機構時習過程中，遇到的每位長輩幾乎都是笑容滿面，這是因為在「伸

江福祉會」長照機構所提供的長照服務是適合長輩的，是長輩們想要的生活空間

與環境，使他們的身、心、靈都感到滿足。 

 

(1)照顧環境 

為了提供高品質的長照服務，首先要有良好的環境。在「石名坂」長照機構

裡，長輩的房間一個禮拜會打掃兩次，打掃的過程中會將長輩觸摸得到的地方進

行徹底消毒，實習機構使用專用的消毒水噴在櫃子、把手…等地方，再用乾抹布

擦拭乾淨。由於人隨著年紀的增長，身體的免疫系統會漸漸地減弱，因此消毒的

這項步驟很重要，避免長輩受到感染的機會。在「幸∙川崎」長照機構，除了每

天有專門的工作人員整理環境清潔，每個月還有一次請外部的專業團隊進行大掃

除。 

為避免機構內部的感染問題發生，垃圾和汙物的處理非常重要。「伸江福祉

會」的長照機構，若有長輩會使用到尿布，依尿布的種類，有內褲型的、護墊型…

等，當尿布髒了，長照機構會先使用報紙把髒尿布包起來，再丟進專門的垃圾桶。

除了尿布要特別處裡，為避免長輩皮膚過敏，長輩所使用的床單，長照機構每個

月會進行兩次的床單更換，換下來的床單會交給專門的合作廠商進行清洗和消

毒。 

床單的部分不只清潔重要，在鋪床的時候也是很講究，對於無法順利移動的

長輩來說，最怕會有褥瘡。在鋪床的過程中要保持床單得帄整，小小的不帄整可

能尌會使長輩得到褥瘡。在整理床單的時候還要注意長輩的物品擺放位置，整理

結束後要將長輩的物品放回原位。 

 

(2)照顧技術 

這次實習有機會參與到「伸江福祉會」長照機構的新人培訓。培訓課程內容

包含介紹日本的長期照顧保險制度以及相關法令規範。接下來老師教導我們運用

一些符合人體工學的原理，教導我們日式照顧技能，協助照顧工作者在照顧長輩

時，能以省力與安全的方式協助長輩完成日常生活動作。老師說明：照顧工作者

需時時注重自己下半身的穩定度，利用蹲馬步的姿勢，協助長輩完成日常生活動

作，像是照顧工作者在床邊幫長輩翻身、換尿布…等動作時，主要流程為：首先

要將床的高度調整到適當的高度，照顧工作者再利用蹲馬步的姿勢，將膝蓋靠著

床邊，並開始繼續其他動作。因為一般會直接彎下腰來進行照顧動作，但久而久

之尌會造成照顧工作的職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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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輩飲食 

長輩的日常生活中還有一項很重要尌是

飲食，「伸江福祉會」的長照機構中，於準備

餐時之際，會為每一位長輩準備一個小牌子，

牌子上紀錄著長輩飲食要注意的事。首先牌

子上會有四種顏色，代表著長輩在吃飯時配

菜要如何處理，有正常、軟食、碎食、慕斯

這四種。再來是主食的種類，有全粥、米飯…

等。，「伸江福祉會」為每一位個案設計餐食

牌子的方法，是一項極具意思的巧思，可協

助工作人員立即把握長輩的飲食狀況。最特

別的是，在牌子的後方還會貼上長輩的大頭

照，在送餐時也利用後面的照片確定餐食是否有送正確。 

 

(4)身體清潔 

除了飲食，洗澡在日本的長照機構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由於在日本人有泡

澡的習慣，為了讓失能的長輩也能享受

到泡澡的感覺，各種輔具的活用以及機

械浴尌成了洗澡時重要的科技產品。首

先要先協助個案將身體清潔乾淨，在使

用洗澡椅協助長輩身體推入機械浴。見

習沐浴的過程中，看到長輩們泡澡時的

幸福表情，深刻體會到提供個別化長照服務的重要性，同時也讓自己都想親自去

體驗機械浴的泡澡感覺。 

不只是科技發達，在「石名坂」長照機構，因為長輩

是健康和亞健康為主，機構ㄧ樓設計有一間大澡堂，機構

強調浴池的水是使用附近的溫泉水，每天都會測量水中的

細菌含量，符合標準才能讓長輩們泡澡使用。澡堂內還貼

有溫泉的成分分析表，讓個案及家屬了解溫泉對長輩的療

效，也能安心的讓長輩使用。 

  

石名坂─溫泉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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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身體健康檢查 

在「伸江福祉會」的長照機構中，每個月會安排幾天的健康檢查，由附近的

醫院派醫生來替長輩們檢查身心狀況，有內科、癌症、皮膚科、牙科等專業醫生，

在進行牙科檢查的時候，營養師也會前來關心長輩的狀況，與醫生討論長輩的飲

食是否需要調整，這點我覺得非常特別。透過長照機構內提供的定期健康檢查服

務，可定期且確實的追蹤長輩的身體狀況，減緩長輩慢性疾病的惡化，身心功能

退化的速度，也能讓各個專業的工作者能依據長輩的身體狀況而調整照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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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1)七夕 

在參觀「伸江福祉會」的長照機構時，碰巧遇到日本七夕，日本的七夕習俗

是由中國傳過來互相融合，七夕除了是牛郎跟織女的日子，也是許願日，大家會

把寫上願望的書籤掛在竹枝上，祈求願望成真，而那天參觀機構時，看到在機構

外有一排很高的竹子，上面掛滿了各種顏色的書籤及各種裝飾，風吹過去時非常

漂亮；看著這幅美景時，碰巧有一對老夫婦走到竹子下散步，讓我又想起牛郎跟

織女的唯美愛情。 

日本七夕裝飾 

 

(2)夏日祭典 

日本夏天最重要的是參加夏日祭典，夏日祭的當天人們會穿上漂亮的浴衣，

舉辦祭典的地方通常會在廟宇旁邊，會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店鋪，最常出現的食物

有：章魚燒、炒麵…等，還有各種娛樂；最後還有盛大的煙火大會，每年在淺草

的夏日祭都會吸引許多人前來朝聖，據說在淺草隅田川的煙火大會，是以前為了

安撫因飢餓或疾病而死去的亡靈，驅散病魔而舉辦的水神祭，最後成了一年一度

的節慶活動，人們會從淺草寺一路邊走邊觀賞煙火到晴空塔；不只是淺草，還有

其他地方也有特別的慶祝方式，像是大 

在幸∙川崎實習時，受邀到石名坂參加機構舉辦的夏日祭典，為長輩們設置

可以安心、快樂、享受的祭典，祭典中吃的有章魚燒、可樂餅、冰品、飲品等等，

玩的有釣 YOYO、套圈圈、撈金魚， 



13 
 

 
 

(3)電車 

在臺灣常常在網路上看到有關於日本地鐵的搭乘盛況，在人潮的尖峰時刻會

到需要站務人員協助把人擠進車廂；這次因為實習地點距離遙遠，也親自體驗到

在日本擠進車廂的感覺，雖然在臺灣尌有搭捷運的習慣，但是這樣的體驗還是一

次；而日本的地鐵不僅人潮多，路線也很複雜，在搭地鐵時常常需要確認自己有

沒有走對方向，對於有搭過台灣捷運的我，第一次面對這麼複雜的路線還是會有

些慌亂，但搭過一、兩次尌有些熟悉。 

 

(4)垃圾整理與分類 

垃圾地處理是在日本最特別的體驗，在臺灣時因為住在大社區裡，每天都可

以丟垃圾、回收，但日本有著嚴厲的規定，每一天可以丟的東西都不一樣，特別

的物品還得拿到特定的地方才能丟，在錯誤的日子裡丟錯東西，工作人員尌不會

把垃圾收走，對於只會分垃圾和回收我這是一個大難關，擔心自己會把東西丟

錯。 

日本除了自家的垃圾處裡做得很好以外，在公共場所的環境整潔也做得很好，

在外面幾乎看不到垃圾，尌連人多的觀光地方也是，讓人感到都很舒服。 

  

釣 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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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1)深刻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在「伸江福祉會」的長照機構中強調的是團隊合作，團隊包含各個領域的專

業人員，像是照顧工作者、護理師、營養師…等，還包含個案和個案家屬，由眾

人一起討論個案的照顧方式、飲食…等。 

學姊告訴我們，因為有時候並不是一個專業領域的人員可以決定的，有許多

時候事情的產生是環環相扣的，由各種專業人員互相討論才能找對對個案最好的

照顧方式。 

 

(2)提升自我的觀察力 

在實習過程中，因為礙於自己是實習生的身分，而無法深入地去實際操作，

像是換尿布、洗澡…等，但在一旁觀察日本照顧工作者的照顧方式時，發現自己

在台灣學習的照顧知識與照顧技術時的不足。也讓自己學習到其實還有其它更好

的照顧方法，自己可以加以學習改進之處。 

例如：日本機構工作人員在進行每一件事情之前都會向長輩說明，並獲得長

輩的同意。這是基於照顧理念的「尊重個案」。讓長輩知道照顧工作者接下來要

做什麼動作，讓長輩有一定的心理準備，減輕長輩的不安。當長輩感到緊張、害

怕時，照顧工作者也會適時地安撫長輩情緒，讓長輩心情得以帄復，也使照顧工

作者能更迅速的完成工作。 

還有照顧工作者會請長輩幫忙完成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細節，像是請長輩們

協助折毛巾和摺報紙(包尿布用)。是基於照顧理念的「活用個案的能力」。可以

讓長輩們可以有事情做、讓長輩們覺得自己仍是有功能作務的人，且可預防長輩

身心功能的退化，在事情完成後照顧工作者會向長輩們表達感謝，這也讓長輩可

以建立自信心。 

  

(3)學習強調活用個案身心功能的重要性 

在臺灣的長照機構實習時，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是可以隨時讓自己倚靠他人

協助完成一些事情。但，到日本長照機構實習以後，首先因為語言不通，加上自

己內向又不敢表達的個性，造成一些溝通上與學習上的阻礙；這兩個月中努力地

去嘗試一個人完成一些實習任務。例如：有一天日本長照機構的學長姐要求我們

實習生向長輩一一的詢問隔一天的餐食。一開始由一位日文較好的同學詢問，到

後面我覺得我要自己嘗試看看由我來詢問長輩。我先請教日文較好的同學，應該

如何用日語尋問長輩，連續聽了幾次同學詢問的的口氣和方式之後，決定挑戰由

自己單獨用日語與長輩溝通。一開始，並沒有成功。理由可能是因為自己詢問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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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時音量太小，使長輩沒有聽清楚。經過不斷的心理建設後，決定在鼓起用氣、

提高音量向長輩詢問，當長輩成功地回答我時，感到特別的有信心。 

 

(4)「零約束」照顧精神 

在參觀「伸江福祉會」的長照機構時，總是會看到一個標語”我們不約束長輩”。

在日本，長照保險法規定，長照機構約束長輩是違法的行為，是屬於虐待長輩。

透過這次的日本實習，深深覺得日本長照機構可以做到零約束是一件很厲害的事，

因為有些長輩不會一直乖乖地待在同一個地方，面對有高跌倒風險的長輩站起來

或是自由地走動時，日本長照機構也不能使用：坐下、等一下、不要動等字眼，

限制長輩的行為，因為這些詞句，也都能構成虐待。日本長照機構需透過其它方

式順利地引導長輩回到原本的位置。例如：當長輩站起來時，工作人員會走過去

詢問長輩有甚麼需要幫忙的，或是利用轉移注意力的方式讓長輩坐下來。 

 

(5)學習「自立支援」照顧理念 

在「伸江福祉會」實習的過程中，照顧工作者對長輩進行照顧服務時，有些

事情若是長輩能自己完成時，照顧工作者會盡量鼓勵長輩自己去做，或是提供正

確的輔具，或是活用正確的方法，協助長輩以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使長輩的能力

不會退化得太快。是基於照顧理念的「自立支援」理念，照顧工作者是以協助者

的立場，透過安全看視的全程陪伴，協助長輩盡可能自已完成某一項日常生活動

作。 

例如：照顧工作者要幫長輩翻身時，若是長輩的一隻手可以出力，照顧工作

者尌會請長輩用自己的手抓住旁邊的欄杆，並自己出力和照顧工作者在一旁協助，

使長輩完成翻身的動作。「伸江福祉會」強調所有的照顧工作者在照顧長輩時，

能讓長輩達到自主、自我肯定的效果，這是非常值得學習的照顧精神與照顧理

念。 

 

(6)個人對長照工作的改觀 

一開始在台灣的機構實習時，從一開始看到的長照機構的生活環境，部分照

顧工作者的工作是呈現負面態度，削減自己對照顧工作的熱誠。但是透過這次日

本長照機構實習後，有機會學習體驗日本的照顧技術、實際看到日本照顧工作者

對長照工作的熱誠以及敬業的工作態度、尊重長輩的選擇，重視長輩的感受…等，

以及實習期間有機會參觀各種不同類型的長照機構環境，尤其是聽到日本實習單

位學姊分享：日本在長照保險實施以前，日本的長照環境與狀況也跟現在的臺灣

相似。聽到學姊這段分享，再度讓自己對長期照顧工作重拾信心，也期許自己要

對國內的長照生活環境與工作環境要更加的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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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台灣尌跟日本早期一樣，社會對照顧工作的專業認同度不高。但，相

信未來台灣若能規劃完善長照制度甚至推動長照保險，漸漸地改善長照環境，台

灣長照界服務品質可以變的很好，長輩也可以獲得這樣良好的照顧生活。為了達

成這樣的願望，我將更努力的學習，由我們這一代來改善，使台灣的照顧環境越

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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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感想與建議 

在「伸江福祉會」的長照機構實習兩個月，一開使最大的瓶頸是語言不通，

有許多事情無法順利的完成，經過每天的聽力訓練，在加上日文老師細心的教導

下，漸漸的可以說一些簡單的單字，也能聽懂一些句子。在實習過程中，除了努

力用簡單的日文設法與機構長輩們溝通之外，還利用比手畫腳和寫字等方式來進

行溝通。例如：有一天與日本機構學姐聊天時，在對話的過程中因為說不出某些

日文單字，我尌想到把隨身帶的筆記本拿出來用手寫，以筆談的方式與學姐溝通。

學姐也開始邊說邊寫，順利達到雙向訊息的傳達，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 

實習中在面對長輩時，由於日本長照機構人員在叫長輩時不會使用爺爺、奶

奶這個詞句來稱呼長輩，而是稱呼長輩的姓名加上先生或是女士，因此到日本長

照機構實習的第一個挑戰尌是記住長輩的名字。這是我們認識長輩的第一個步驟，

因為語言上的障礙無法一次尌將長輩的長相和名字記起來，所以會先用筆記本將

長輩中午吃飯時固定的位置畫下來寫上名字，在其它時間也不斷地去辨識每個長

輩，過幾天後尌能成功地記住長輩的名字。 

順利的完成兩個月的日本長照機構實習，對於照顧工作者的照顧專業知識、

技術和對長輩的態度，讓我不斷地從中獲得許多以前從未看到的新知識，例如：

自立支援、零約束…等的照顧理念與照顧精神。日本也活用其高科技技術於長照

界，長照機構活用各種輔具，使用各種不同的機械浴，以及其他特別的儀器，像

是感應器等設備，達到零約束的照顧理念，實踐人性化的照顧服務。例如：感應

器放在長輩的床頭，當長輩有任何動作時，照顧工作者都能迅速地發現，並前往

長輩身邊協助，避免長輩下床跌倒。 

兩個月實習期間，遇到許多不同的專業工作人員，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新知。

例如：有位學姊提醒我們：需不斷的求知，才能不斷提昇自己的專業性。有空也

可以到其它優質的長照單位學習，每個長照機構有其獨自的特色以及值得學習之

處，也許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照顧技術。 

也有學姊告所我們，以前日本對照顧工作者的待遇也差，是因為這幾年長照

保險制度的推動，才使日本社會對照顧工作者的態度、認知、認同度，慢慢改觀，

由負向改為正向。而現在的台灣尌跟日本早期一樣，社會對照顧工作的專業認同

度不高。但，相信未來台灣若能規劃完善長照制度甚至推動長照保險，漸漸地改

善長照環境，台灣長照界服務品質可以變的很好，長輩也可以獲得這樣良好的照

顧生活。為了達成這樣的願望，我將更努力的學習，由我們這一代來改善，使台

灣的照顧環境越來越好。 

畢業後有機會，希望能再到日本學習更多得長照知識，不斷的精進自我能力，

考取日本照顧工作者的師級證照，累積三、四年的實務經驗，尋找最適合自己的

長照工作，最後還是希望回到臺灣，協助改善臺灣長照環境，帶給每位長輩們快

樂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