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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日本在長照的各方面皆比台灣先進許多，我一直想親自到日本去看看、體驗及學

習。這次剛好有了去はぴねす福祉会見習的機會，而透過學海築夢這個計畫可以讓我得

到在大四實習時可能體會不到的經驗。除此之外，希望能藉由這次的機會，實際體會在

日本生活的感覺。 

 

貳、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一、法人簡介與經營理念  

 社会福祉法人はぴねす福祉会是於西元1990年成立法人，以社會福祉事業的責

任為自覺，透過真誠的行動提供高品質的服務，為安心、豐富的福祉社會做出貢

獻。 

 自法人成立以來，以新居浜市所需要的設施、事業為

主，積極的準備、開創嶄新的福祉事業（如照顧中心、老

人保健設施、小規模多機能型居家照顧、24小時定期巡視

隨時應對行訪問照顧等）。隨著時代的變遷進行改善，並

站在利用者的立場去提供服務。 

 

二、行動方針 

1. 不只以滿足顧客需求的追求 

2. 遵守公平、公正的機構營運 

3. 公正透明的組織倫理 

4. 豐富的想法與充滿活力的組織風氣 

5. 獨創性且迅速的組織行動 

6. 獨力與綜合能力的集團經營 

7. 持續性高質量的提升 

 

三、實習機構簡介 

1. 老人保健施設 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 

服務項目：老人保健施設、短期入所療養介護及日間復健。 

床位數量：入住共有88床；日間復健每日最大使用人數為50人。 

日間復健簡介： 

 通過專業人員進行機能訓練等，為了維持身

體機能及提高的同時，以減輕家人的精神面和身

體的負擔為目的。此外，專車接送來往、各式各

樣的娛樂活動(如卡拉OK)外，還提供吃飯、洗澡

等日常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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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グループホーム おてだま 

服務對像：失智症長者。 

床位數量：分為三個單元。 

 即使有了失智症，也持續維持與原本在家

中相同的日常生活。讓有失智症的利用者每日

烹飪、洗衣服、打掃環境等日常生活得以持

續，並在少人數的家庭氛圍中生活者，一邊利

用附近的商店、美容院、小吃店等，一邊與當

地居民交流也是很重要的。 

 

3. グループホーム ＬＯＨＡＳ・ＫｏＴＩ 

服務對像：失智症長者。 

床位數量：分為東、西二單元，共18床。 

 讓重度失智症長者也能有「永遠健康幸福

的家」，以SAFETY（安全）、RELAX（放鬆）及

HAPPY（幸福）為基礎，考慮利用者所需，提供

居住設施的整備和失智症的專業護理，維護利

用者個人尊嚴並得以安心的生活。 

 

4. 地域密着型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シニアリビング八雲 

服務項目：以社區為基礎的長期照顧機構及短期入住。 

床位數量：地域密着型特別養護 29床及短期入住 10床，一共 39床，四單元。 

服務對象：要介護等級 3以上且 65歲以上高齡者，並且不需長期住院及無傳染

病等基本條件。 

 以社區為基礎所建設的特別養護老人機構，

針對於長期臥床、失智症者及於家中難以提供良

好照顧品質等，提供的區域型設施。主要提供長

期醫療及護理照顧，服務內容為護理照顧、日常

生活照顧、入浴、排泄照顧以及機能訓練。 

 短期入住服務為單元行個人房，當主要照顧者有疾病、意外、婚禮或因長

期照顧之疲勞需休息、旅遊而致家中無人能照顧利用者等情形，以提供短期入

住之服務。 

 

5. 小規模多機能型介護事業所 ケアサポート八雲 

服務項目：接送、住宿及訪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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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以往的服務不同，接送服務是從早上開始

的接送及晚餐後的接送，並提供與娛樂和季節不

同的外出活動等；在住宿服務中，為了讓家人能

夠應對緊急狀況，而提供六間房間，可以短期入

住；在訪問服務中，通過訪問進行安全確認、打

掃、洗衣服、購物代理、接受診等的支援；此

外，可依據需求進行護理、訪問復健等。 

 以「在地域生活的安心」為座右銘，到最後為止，為了能像這樣的人在地

域中生活而去提供服務。 

 

6. 高齢者在宅複合型施設 プラチナガーデン 

服務項目：輕費老人之家、短期入住、日間照

顧、居家照顧支援、在宅照顧支援中心、訪問照

顧。 

日間照顧簡介： 

 針對在家中生活的高齡者，提供接送、機能

訓練、入浴、吃飯和娛樂活動等。 

 

7.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若水ケアセンター 

服務對象：要介護等級1~5、要支援等級1~2及

介護預防支援者。 

 以利用者可獨立生活為目的，服務以身體

機能語日常生活能力為中心，並提供接送、吃

飯、入浴健康管理及娛樂等服務，其中機能訓

練包含物裡治療、語言治療及作業治療法。 

 

8. 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プラチナプレイス 

服務對象：要介護等級3以上且65歲以上高齡者，並且不需長期住院及無傳染病

等基本條件。 

床位數量：八單元，共80床。 

 每單元皆由入住者的隱私保護的單人房與

其他入住者、看護人員交流的共同空間(小客

廳)。基本上以十人為一單元，支持每位利用者

各自的生活，並提供沐浴、排泄、飲食等日常

生活照顧及健康管理、機能訓練等療養上的照

顧。 

 此外，於ㄧ樓同時設立はぴねす内科，使

緊急狀況發生時能夠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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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一、基礎課程—機構簡介、介護保險簡介、照顧技術與機構參觀 

 在介護保險的體制下，利用者依經濟狀況不同需自行負

擔的費用也不同，基本上只占總費用的10%至20%，在這情況

下對利用者有利的。在講課時，有機會能看到照顧經理人實

際的情境模擬及各式表格與評估後、服務使用後的計畫書及

報表，真的讓人很興奮。在情境處理的部分，日本很重視

「大家一起討論」去探究事情的原因及解決方案，這種運作

方式是值得學習的。 

 在機構參訪時，能在一天之內能見識到各種不同類型的機構，消防設施、室內

設計、營運模式、各式輔具等，對我而言大多是第一次見識到的、全新的知識；除

此之外，每間機構在相同的理念基礎下，展現出自己的特色，又不失最初的理念，

我認為這是一件很棒的事。 

 在技術部份，雖然有相似之處，但多了許多細節；除此之外，在輔具的運用

上，能拆解式的輪椅配合移位板、滑布，在過程中不只輕鬆了許多，同時可減少受

傷的可能性，而在這部份，我能感覺得到はぴねす福祉会很重視員工們的健康，若

未來有機會能經營機構，這將是不可或缺的。 

 

二、實習的開始－老人保健施設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通所） 

 在日本，利用者的意願被受重視，且只要是利用者有能力做的事，職員們皆很

有耐心的讓利用者自己做，即使動作慢，也不會為求效率而直接幫忙完成，而是在

一旁提醒、協助與守護。第一次的協助穿脫衣服，雖然動作不太流暢，但長輩們都

很包容，職員也很有耐心的講解，讓我感覺比較不會不安。 

 在日間復健中，在機能訓練是一大重點，而讓我感到十分訝異的事是器材，看

到一些像是年輕人會去健身房時用的器材，使用者是高齡者，突然可以明白「為什

麼跌倒率看起來不高」。每位利用者都會有各自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很認

真的在做復健，像是有位利用者的目標是「能用拐杖自己

走三十分鐘」，如果達成了就要去旅遊；換個角度去想，

這可以讓有些高齡者的生活中有了個目標，而不會漫無目

的的過日子，而生活有了重心，也會比較充實吧。 

 在接送利用者回家時，很高興兩天都有跟著車子一起

去，且看到了一些家中的輔具，像是升降梯、斜坡的設

置，藉由升降梯可以讓坐著輪椅的利用者直接通到家中的

房間，或是藉由可收式的斜坡(如右圖)讓利用者能順利同

過玄關的台階，有些家中則在ㄧ些地方設置扶手，可以讓

利用者回到家後有較安全的動線等。此外，也在接送中實

際操作了車上的升降梯，這也是意外的小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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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運氣很好的，剛好遇到有做點心活動，可以在旁協助，在活動部份，若不

想參加的可以選擇去唱卡拉OK、看書、下棋等，活動的參與完全是依利用者意願、

選擇；除此之外，在過程中能感覺得出來利用者們把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當作自

己家一樣，有利用者還很親切的帶著我們熟悉環境，真的很有趣。 

  

三、截然不同的體驗－グループホームおてだま 

 團體家屋，就像回到家中一樣，融入利用者的生活中。在過程中，和日間復健

機構不同的部份，是大多時間主要皆在和利用者們交流各自的文化，有關自己的國

家、文化、學校或是ㄧ些台灣的民間故事、傳說等。不過，第一次真實接觸到失智

症長者，面對不斷重複的話題，一開始有些疑惑，但隨著話題不斷的重複，對於某

些問題的應答也相較於前幾次流暢許多。 

 在おてだま中，午餐是由利用者及職員ㄧ起製作的，在過程中，長輩的刀法利

落，完全不生疏，讓我有點小驚訝。每位利用者在大概這個時間皆會有不同的家

事，像是幫忙摺洗好的衣服、曬衣服、在白板上寫上今天的菜單，依照每位利用者

的狀況、能力不同，分配不同的家事，而這可以讓利用者覺得自己是有貢獻的，建

立一點自信心。此外，午餐的製作是一種環境的刺激，可讓利用者可以知道「現在

要吃飯了」。 

 很幸運的，剛好見習時有遇到每個月兩次

的會議，也藉由這次的會議體驗到平日「觀

察」是很重要的，如步伐的穩定、走路的姿

勢、說話及吃飯的狀況，像是有位利用者就是

在腦中風的早期就被發覺，所以當我門見到她

時，其實看不太出來有這樣的狀況發生過。另

外，也很幸運的能夠參與午餐的製作，雖然以

在旁協助居多，但能和長輩們一起享用午餐，

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內心十分溫暖。 

 

四、理念，一切的源頭－グループホームＬＯＨＡＳ・ＫｏＴＩ 

 「讓每位利用者都能過著自己的生活，並以同樣的視線與步伐…」LOHAS的所

長告訴我們：有了理念，即使遇到了困難，只要回頭去看最初的理念，就能夠繼續

走下去；而在見習期間，也能看見職員們的一舉一動都有環繞著這個理念。 

 在備餐部份比較特別的事，雖然是團體家屋，但因餐點是由旁邊豐園莊的廚房

準備的，而較容易可以控管住民的卡路里；除此之外，午餐時，有ㄧ單元的職員是

帶著自己的便當和利用者一同用餐。事後詢問發現，利用者會為了能讓職員能早點

休息而加快吃飯的速度，這樣容易造成噎到或消化不良等；而後來也發現一同用餐

的過程，藉由邊吃飯邊聊天，除了避免利用者吃太快而嗆到外，也可拉近利用者與

職員的距離，氣氛也滿歡樂的。 

 第一次的換床單，慢慢的藉由第三天所教導的流程及所長的在旁指導，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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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順利的，鋪完後的成果讓我有很想躺下去了。

滿幸運的，遇到小雜貨店的體驗，過程中就像在

開同樂會似的，看到了很多沒看過的零食，也體

驗了一些童玩，真的很有趣！此外，也體驗到了

一些小遊戲，像是以寶特瓶、彈珠、皮球製作成

的保齡球，還有以簡單易取得的材料製作成類似

福樂多的套圈圈。在建築的設計上，除了環境上

的舒適外，最有趣的事被隱藏住的門，沒注意看

時真會不知道那裡其實有ㄧ扇門（如右圖）。 

 

五、初次面臨心理障礙的挑戰－地域密着型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シニアリビング八雲、

小規模多機能型介護事業所ケアサポート八雲 

 第一次實際協助換尿布，雖然有點不習慣味道，但令人敬佩的點是，機構內不

太會有尿騷味，這點真的很厲害；而換尿布的部份，比較特別的事，職員會穿上特

殊的外衣，就像日本小學生在盛飯時的那件一樣，並在每換一個住民的尿布時，會

換一雙新的手套，算是一種自我保護也保護住民的方式，除此之外，在擦屁股時是

用溫熱的濕毛巾，而非耗材的濕紙巾。尿布的種類，通常以較舒適的布尿布為主，

除非有感染發生，才會以單元為單位，全體換成紙尿布；而在清洗的部份，則有ㄧ

台很特殊的洗衣機可以處理，將汙染物洗掉後再投入一般的洗衣機再次清洗，這真

的很酷，兩次的清洗也讓用髒的東西可以乾淨。 

 運氣不錯的，剛好參與到接送短期入住的利用者回家，也能遇到接受臨終照顧

的利用者，而在臨終照顧的部份，職員很尊重利用者是否願意吃的意願，若都不想

吃，可能會嘗試其較喜歡的食物、點心，至少有吸收一些熱量，若不吃的話，就不

會在強迫。 

 同一棟建築的另一側，有著我一直很

想見識的小規模多機能，而在機構的旁邊

就有個老人住宅的小社區，結合附近住宅

的利用者，讓其可以直接使用到小規模多

機能的服務，真的很便利；此外，也很高

興能參與到居家掃除及送餐，這都是有趣

的經驗。（右圖：藉由摺紙與長輩們交

流） 

 

六、日間照顧與日間復健－高齢者在宅複合型施設プラチナガーデン（通所） 

 相較於日間復健的機能訓練必需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負責，日間照顧的機

能訓練主要是可由護理師負責的。比較特別的事，每週有固定的日子會有外面的商

家進來賣蔬菜、水果及開車來賣魚和外面麵包店的來賣麵包，這對平時不出門的長

輩們而言，是一個很棒參與社會互動的機會，且照服員也會在旁守護或協助，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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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者在購買過程中很順利，這類與外面商家合作的方式，是個很棒的想法! 

 從前面幾週看到這，我發覺體操活動在各機構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プラチナ

的日間照顧中，更是占了利用者使用服務時間的ㄧ大部份，可以感覺得到，這些體

操的重要性；而在活動的部份，雖然每天都會有不同的活動，但基本上是以利用者

的參與意願為主，像是見習過程中有遇到

裝飾碗的活動，也是以自費參與為主。 

 在日間照顧，能陪伴利用者是一件

滿重要的事，在過程中，我就給自己定

一個目標，今天要認識幾位新的長輩，

要記住長相並能正確的叫出名字，雖然

很不擅長記憶人事物，但當利用者知道

我有把她記住時的喜悅，讓我覺得很高

興。(右圖：與職員的合照) 

 

七、同樣的類型，不同的風格－介護老人保健施設若水ケアセンター（通所） 

 同樣是日間復健，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與若水ケアセンター展現出完全不同

的風氣，也許是因為建築的新舊與設計、空間安排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氣氛，也許

是利用者的要介護／要支援的程度不同，也或者是管理者的風格不同吧！ 

 在若水ケアセンター看到了一串如聖誕樹上一串燈泡的裝飾，經詢問後得知這

其實是讓職員知道「可能有利用者跑出去了」，以避免像是到了吃飯時間發現某位

利用者不見了、機構內找不到，可能跑出去了卻不知跑出去多久了、跑了多遠、大

概往哪個方向，完全不知從何找起的情況發生。看似簡單的小設計，功用卻如此

大，這是一大收穫。 

 與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不同的

事，就接送部份，若水ケアセンター除

了坐在副駕駛座的利用者外，其他利用

者以安全基礎為考量，皆讓利用者以車

子後方的輪椅升降梯；而在機能訓練

時，除了會有跌倒風險的項目會有物理

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在旁守護外，其餘

項目主要都讓利用者自行進行，而過程

中也發現，利用者們都很清楚自己要作

什麼、怎麼做，像是下一個項目是什

麼、要幾公斤重等。（右圖：與大平事務長合照） 

 

八、實習的最後，態度決定高度－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プラチナプレイス（入所ケア

全般） 

 怎樣才是好的介護士？在這兩天，我們遇到了一位照服員，他讓我們看到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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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員的榜樣，誠心、細心的照顧利用者。此外，也在部長分享經驗的同時，再次體

認到「態度決定一個人的高度」，以及從基層做起的必要性。 

 酸水與鹼水有不同消毒的對像，這是兩天中比較新奇經驗，利用酸水可作結牙

用具的消毒，輪椅的部份則為避免生鏽而使用鹼

水擦拭消毒；除此之外，移位機的體驗及操作滿

有趣的，只是一次的移位要花費的時間會較久，

但能減少照顧人員在搬運過程中受傷的機率，雖

然現場目前大多以移位板、滑布的使用為主，但

機構願意引進這些輔具，這件事是一件很棒的

事！（右圖：移位機體驗） 

 令人意外的事，裡面有位長輩其實是接受臨

終計畫的利用者，稍微聊天後，也感覺得出來有

失智症的狀況，但基本上能穩穩得自己走、吃

飯，這讓我在聽到她其實是臨終的利用者時，感

到有些驚訝，畢竟看起來滿正常的。（右圖：實

習最後的合照） 

 

肆、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一、食 

 實習的過程中，除了附近學姊與職員推薦的餐廳外，我們也到了一般便當店買

了便當來吃，比較特別的還是能有吃機構餐的經驗和第一次和家人以外的人一起吃

年夜飯。 

   

 

二、衣 

 實習過程中主要以機構的制服為主，比較特別的事是在團體家屋時剛好有機會

可以體驗到夏天的浴衣，穿上去令人超興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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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 

 面臨最大的困難是垃圾分類，而與原本預計的不同之處是，我們這幾天是住在

機構內的短期入住的房間，並有個滿寬敞的小客廳，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體驗，超

有趣的！ 

   

四、行 

 交通的部份，平時以走路或騎自行車為主，若是要去較遠的機構時，會由機構

的人開車接送。 

 

五、樂 

 藉由假日的時間，除了有到機構附近繞繞，如一宮神社，也有去較遠的松山的

松山城、道後溫泉與今治的今治城、毛巾美術館。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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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一、技術方面 

 日本機構很注重職員們的健康，輔具的引進、使用與教育，讓照顧人員減輕不

少職業傷害，像是移位板和滑布的使用，相較於台灣的做法，確實省了不少力，也

減少受傷的可能性。除此之外，禮貌、打招呼是十分重要的，即使今天還是新手，

但有禮貌、看到人都會打招呼，職員及利用者們都會包容的。 

 

二、服務方面 

 不單只是服務利用者，還須站在利用者的立場去思考，什麼對他才是真正需要

且適合的，像是同樣是日間復健的機構，每間機構的風格、氣氛卻不同。依每位利

用者的個性不同，會分別去也不同的地方，且每位利用者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照顧計

畫書。日本對於小細節很重視，即使在入住機構內，也會依每位利用者的背景、習

慣提供個別化的服務。 

 

三、設備方面 

 空間設計上都有許多小巧思，像是房間門的類型選擇，除此之外，輔具的使用

是瞭解利用者的真正需求並經評估後選擇真的適用的輔具。「自立支援」，我認為

這是台灣目前很需要的理念，如果能讓社會大眾、長輩們、家屬等知道「自立支

援」的重要性，不只能減少照顧人員的負擔，最重要的是可以減緩長者的退化速

度。 

 

四、我的具體效益 

 能在大四實習前先到日本的長照機構見習，讓我深深感受到台灣的長照還有很

多方向可以前進。在這一個月的見習中，也發現自己有許多不足之處，但經歷這一

個月，感覺自己變得較有自信。在日文能力的部份，在各方面都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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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感想與建議 

 在日本一個月的實習，學習到了許多照顧技術與知識，見識到了許多沒看過的

輔具以及很棒的室內、建築設計，回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家人分享在日本所

學、這一個月發生的事，一個月是很充實，雖然很累，但真的很快樂，並感覺自己

是有所成長的。 

 其實一開始內心十分不安，面對第一次出國不

是因為旅遊，身邊都是實習過的學長姐，而我是個

只有大同之家見習經驗的大三生，以及雖然已通過

日文檢定四級，但仍覺得自己不足以在見習過程中

有足夠的能力應對，而幸好這次機構有安排翻譯，

在當下反應不過來時，能及時了解職員所表達的事

項。 

 這一個月的見習讓我深深的感受到，長照不是

只有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其實還有許多可以開創的

路；而在過程中，學長姐是我最直接的強力後盾，翻譯姊姊們的陪伴讓我在日文的

部份感到安心許多；職員們的耐心指導與照顧真的讓我收穫良多，機構的安排真的

很細心，機場到住的地方的接送、住的地方、自行車、實習時的制服及生活上會遇

到的事等，讓我們在日本的生活十分順利；老師在見習前額外安排時間指導在見習

中較常見的字詞，在實習時真的幫助很大。在這次從見習前的準備一直到結束回來

台灣，讓我遇到了許多走在這條路上很重要的貴人。 

 最後，感謝教育部給了國立金門大學長期照護學系的學生們一個難得且寶貴的

日本長照機構見習經驗，讓我們親眼見識並去瞭解日本長照機構的空間設計、各種

類型的機構分別是怎樣運作並提供怎樣的服務，以及面對失能程度不同的長者，第

一線的照顧人員是如何去提供服務或支持，達到自立支援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