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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在課堂上及報章雜誌中知道日本的長照是比台灣起步更早也更有組織性，日

本的長照趨近成熟也具有指標性是各國學習的目標。很幸運系上有這個機會可

以讓我到日本去見習他們的長照，進而與我在台灣實習的機構做對照，將他們

的優點學習起來，缺點加以改善，日後進入長照領域的同時能為台灣盡一份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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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豐園莊起家，

發現新居浜市有缺少服務模式，再慢慢擴大服務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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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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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老人保健施設 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 

2. グループホーム おてだま 

3. グループホーム ＬＯＨＡＳ・ＫｏＴＩ 

4. 地域密着型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シニアリビング八雲 

5. 小規模多機能型介護事業所 ケアサポート八雲 

6. 高齢者在宅複合型施設 プラチナガーデン 

7.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若水ケアセンター 

8. 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プラチナプレイス 

參、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第一週-認識はぴねす福祉会、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プラチナプレイス 

  はぴねす福祉会因為理事長的理念所以重視了很多事情，例如:機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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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味。他們將整個機構的氛圍呈現了類似飯店式的經營，來這邊賓至如歸，

而且利用者是來這邊享受的度過餘生，但每個設施又因施設長的做事風格

不一樣帶出了不同氣氛。在森施社長介紹的過程中提到，在日本的介護員

的地位仍然不高，願意投入的年輕人不多，導致人力不足。日本的長照已

經完全從醫療體系拉出，裡面的工作也逐漸專業化，但是還是不太能將介

護員的地位提昇，是他們還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而福祉會因應人力不足的

問題在越南、菲律賓、印尼、台灣等地招來打工的人，他們大多具有護理

師的專業背景，以培育他們的方式邊上日文課邊在這邊當介護員，希望他

們可以在這邊學習後回到自己的國家然後將這些經營理念等等的在家鄉建

立起長照的觀念，或是他們之後繼續到介護專業學校進行進修，通過日本

的國家考試可以留下來繼續工作。最後施設長提到現在日本長照遇到的問

題是，介護員年齡層偏高，還是老人帶老人的問題，還有因為當初他們在

啟動介護保險時開放讓一般民間企業進入，導致他們用了很多名義申請費

用卻不是真正用在老人身上，也導致介護保險的資金不足，所以特別提醒

我們台灣明年長照2.0要鬆綁，一定要好好注意這個問題。 

  在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プラチナプレイス中他們強調單元式的照顧，使

利用者是熟悉他們生活習慣的人來照顧，讓他們有更舒適的生活品質。其

中我們也觀察到機構中處處都有小巧思，例如房間門有氣壓的設計減少碰

撞聲，米飯是在各單位中煮讓長輩意識到準備要吃飯了等等。也因為理事

長不希望機構中充斥的尿騷味，加強了機構中的抽風設計減少異味，每個

層樓都設有能消毒的洗衣機及酸鹼性水，減少感染的情況發生。 

 

第二週-高齢者在宅複合型施設プラチナガーデン（通所） 

 這邊的長輩的年齡都蠻大的100歲不稀奇，但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都還不

錯，他們也都很願意使用助行器協助他們行走減少跌倒的機會，我覺得是

因為他們還能走就不會選擇一直坐在輪椅上這個與台灣不太一樣，但也可

能是因為他們做了蠻多的機能運動讓他們腳步的力量是足夠的。 

  這邊的活動內容不多最主要就是洗澡吃飯，其他時間都是可以做自己的

事情，在一剛開始會覺得他們很無聊，但多天後發現大概是因為他們很尊

重利用者的意願，不想參加的事情他們就不會做強迫。不過不同地方有不

同的風土名情，我覺得這套沒辦法搬到台灣，我們需要想一點不一樣的事

情給我們的長輩做又或是找到比較適合台灣人關於日照的照顧模式。我覺

得台灣也可以不需要用強迫的方式參加活動，多利用教室及人力，依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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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的需求提供更多的活動模式，不必要做同一件事情才可以，減少長輩不

願意參加活動的比例。 

其中我們發現，他們很積極在做消毒的動作減少傳染的可能性，包括口腔

的消毒及梳子的消毒，在長輩結束離開也會於使用過的地點進行消毒。 

 他們有一年一次的意見回饋單主要都是使用者做填寫，特殊情況才是家人

代填，也因為這樣介護員及機構就會有意見做參考讓他們的服務可以變得

更好。 

 

第三週-失智症團體家屋(グループホーム おてだま、グループホーム   

ＬＯＨＡＳ・ＫｏＴＩ) 

  兩個團體家屋在兩位所長的帶領下真的做出了家的風格，介護員都是很

用心地在照顧這邊的長輩，他們配合著長輩的步調慢慢打掃慢慢吃飯，依

照長輩想做的事情去做，也不會阻止長輩做事情，不會為了害怕他們跌倒

不讓他們站起來，是為跟在他們身邊減少跌倒的發生，當他們在亂的時候

盡量地陪伴他們以滿足需求。小單元制的好處就是介護員都會很清楚長輩

的習性解少他們慌亂的發生，在這邊鮮少看到他們遊走及妄想的情況。相

信他們一定是經過一大段時間的了解及熟識，並且經過團體會議協商，才

能讓長輩保持穩定的狀態。 

  但在空間設計上就有比較不同的風格，在グループホーム おてだま就如

同懷舊的日本風格，而房間也有使用榻榻米讓長輩真正覺得好像在他們小

時候的家一樣。但在グループホーム ＬＯＨＡＳ・ＫｏＴＩ就比較像現代

風格，也有一些設計是讓失智症患者在慌亂時可以遊走的長廊但卻是十分

安全的地方。 

  特別的是在グループホーム おてだま中的長輩現在幾乎都是在穩定的階

段，所以他們的所長在思考的不是怎麼樣照顧比較好，而是怎麼樣讓機構

中的長輩可以進行社會連結，他們的目標是如果利用者有需求想要去圖書

館、咖啡廳等等地方盡他們所能的去完成這些事情，這才是一個設身處地

為利用者著想的機構。 

  而在グループホーム  ＬＯＨＡＳ・ＫｏＴＩ中所長重視的則是

QOL(quality of life)及(身體、心靈層面)的約束，所長特別強調，在長

照領域中需要不停的去思考的問題，該如去達成平衡就是我們這些服務人

員需要去探討的部分。還有一點是所長提醒我們，千萬不要想去考失智症

長輩剛剛吃了甚麼東西?做了甚麼?，這是一件非常傷他們自尊心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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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維持原本他們的生活風格，依循他們的步調在這邊生活下去。 

  失智症現在才要在台灣慢慢起步，團體家屋也還算是少見的機構，但這

個模式未來一定會成為趨勢，所以一定要秉持這兩位所長的理念下去服務

長輩。 

(圖: グループホーム ＬＯＨＡＳ・ＫｏＴＩ中的走廊設計，沒有明確門

的標示避免自性開門走出去，在游走時也可以增加安全性) 

 

第四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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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別養護老人這邊第一次與介護員第一線的進行實際上的工作，也是

第一次沒有翻譯跟在身邊要用肢體語言及google翻譯來進行溝通，與台灣

很不一樣地方是他們是使用布尿布，以及他們在清潔的是溫開水沖洗、用

布來擦拭屁股，這相對在事後清理方面必較不方便，不過更具環保也對利

用者來說舒服很多，也因為如此他們每層樓都設有消毒用的洗衣機，非常

徹底的清潔也避免了感染的發生。在更換尿布時，帶我們介護員先跟我們

說幾個步驟需要注意，要先敲門在進去然後要說明來意並將窗簾拉上，在

這過程中都可以與長輩聊聊天，然後升起床的高度與腰一致，這時候另外

一隻手一定要放在長輩的胸前才不會讓長輩嚇到，才能開始做更換尿布的

動作。其中有特別說到因為布尿布上有魔鬼氈，所以一定要將其貼合不然

刮到長輩會不舒服，換完尿布後要幫他們擦他們自備的乳液保持皮膚濕潤，

最後再幫他們換睡姿，才是一整個換尿布的流程。在這之中有許多平常覺

得沒甚麼的小細節，但他們這邊卻是非常重視，也因為這樣他們的生活品



 6 

質就變得很好。 

  而在小規模多機能型介護事業所中，完全就是一個小型的機構再運作，

旁邊有小型的老人住宅空間，日照、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短期入住，讓

住在附近的利用者可以充分地使用他們的服務項目。很喜歡小規模多機能

的感覺，一個禮拜有幾天來使用日照服務維持社交能力，不方便或是需要

協助時會有居家的服務人員協助打掃家裡，或是一同外出購買日常生活用

品，又或是使用送餐服務。小小的地方卻發揮了最大的效用，雖然所長說

小規模多機能是在人力成本上是比較不堪負荷，但是這才能真正達到在地

老化之目的。我想台灣就是需要這種類型的機構，讓長輩可以在家中老化

卻能達到最完善的照顧。 

 

第五週-老人保健施設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介護老人保健施設若水ケア

センター（通所）  

  在日本的老人保健設施就很像台灣的復健型診所，只是他將復健型診所

的功能放大到像日照一般可以有洗澡接送等服務，但也因為事務長的帶領

風格的不同，兩間老人保健施設所營造出的氛圍不一樣，介護老人保健施

設若水ケアセンター因為有成瀨先生的理念沿革，就非常注重復健項目，希望

利用者來這邊是訓練在家中會使用到的動作，例如:爬樓梯、如廁等等的因應

動作而進行復健項目。也因為這樣在這邊的長輩身體健康狀況都顯得特別良好。

我覺得台灣也需要類似的機構，因為在台灣有很多長輩是常常在跑復健診所的

是為了減輕身上的一些痠痛，如果讓他們來參加類似的機構內容，就可以減緩

痠痛的可能性以及增加肌耐力減少跌倒的可能性。很幸運在日本有看到這個類

型的照顧模式相信未來在台灣也會是一項趨勢。 

肆、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一、 食 

日本的飲食文化與台灣的截然不同，這次去感受到他們偏愛醃製食品，

還有偏酸偏甜的調理方式。很幸運的是我們這次去機構有為我們準備晚

餐是與利用者吃相同食物，讓我們完全體驗長輩們的飲食內容。日本的

便利商店真的很多也很方便，整天的飲食就可以在便利商店中解決。比

較不習慣的事情是日本沒有早餐店，而且中午的便當蠻多都是冷的較少

會去做加熱的動作。 

二、 住 

這次我們是住在機構中，與利用者共同使用空間，有一個小客廳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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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討論實習內容，看電視吃早餐。我們睡在病床上，洗澡也是到大眾

澡堂洗，都是最特別的地方，一剛開始很不習慣但到後來的幾週都覺得

很平常了。 

三、 行 

機構有幫我們準備腳踏車，平時也是用腳踏車做代步工具，需要到比較

遠的機構會有車子幫我們接送。 

四、 樂 

實習期間我們有在附近晃晃也有到較遠的岡山及松山遊玩，交通方式是

他們的巴士及JR，但因為機構有門禁不能太晚回來及放假的天數過少沒

辦法跑太遠，也因此真正的體驗日本鄉村文化的生活模式。 

伍、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一、 機構內部空間規劃 

社会福祉法人はぴねす福祉会中各個機構的空間規劃都是採光良好天花

板挑高的設計讓視野變得比較開闊，但每間機構卻也有各自不同的設計

風格，有的像是歐洲的感覺但有些就是很傳統的日式風格，但是他們都

秉持這讓利用者有家的感覺進行設計。在機構中也幾乎都是單人房，就

算是雙人房也會用櫃子等物品將空間隔開，完全保護個人的隱私空間，

房間也幾乎都會有日照，就算是長期臥床的利用者也可以常常照射到陽

光，有蠻多機構是可以將家中熟悉的物品帶到機構的房間中，更加強調

了家的概念。 

二、 硬體 

在機構中看到很多在課本中所見的輔具，他們充分運用在利用者身上，

為了減少介護員的搬運所以使用了很多移位機，讓利用者也可以舒服的

變換位置。利用者所睡的病床是全電動式的，可以方便的移動床的高度

不但可以讓利用者可以在最安全的高度下床，也可以使介護員減少腰部

的壓力。 

(圖:充分使用洗澡輔具，使利用者享受洗澡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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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軟體 

我覺得在はぴねす福祉会中他們的背後的資訊統合非常完整，每個機構

都會清楚地知道每位長輩所使用的服務項目為何，一個禮拜中有幾天是

使用日照有幾天是使用居家服務等等，在他們的照顧計畫中寫得清清楚

楚。我覺得這樣會讓長輩每天的生活也過得很充實但也還保有他們的原

有的生活習慣。 

四、 服務模式 

在日本是非常重視利用者的自我意識，介護員也是以服務為主的概念來

照顧長輩，若今天利用者就是不想進行任何活動，就會讓利用者到休息

室休息還是要去看電視做按摩椅放鬆，絕對不會強迫大家要做一樣的事

情。 

(圖:每天有固定幾種的活動可自由參加，將白板用成新聞的版面告知今

日訊息，當中也添加許多互動性的遊戲增加趣味) 

 
五、 自立支援 

現在在日本強調自力支援，失能者要善用殘餘的能力，完成日常生活的

大小事。不論是在輪椅上要起身上廁所還是要自己吃飯代替餵食，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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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他們還能做到的就讓他們自己去完成。我覺得這是現在在台灣比

較少見觀念，但有了自力支援，不但會讓長輩有更多的自尊心外也可以

使照顧者可以增加更多的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提升照顧品質。 

六、 約束 

現在日本的介護保險明確的規定禁止約束，而我在現場實際看到的也是

沒有約束的動作，施社長有說到他們介護保險中有說連床欄都不能放超

過三個，不然這樣也算約束的一種，還有我們常常要拉長輩起身時會拉

著褲頭這樣也算約束，在日本約束的定義很廣，但也因為這樣創造出對

長輩來說更有品質的生活。  

陸、 感想與建議 

  很幸運藉著這個機會可以到日本見習，看到較先進國家對於長照領域的

重視以及他們的配套措施，之前在學校上課時也讀到一套漫畫「看護工向

前衝」是與日本長照相關的漫畫，以為大家的照護模式會一樣，但殊不知

在台灣實習時發現第一線的照顧模式是尚未跟上課本中的教導，至此就對

日本的照護模式有一定的憧憬，而這次見習在漫畫中看到的照護非常寫實

沒有落差的呈現在我的眼前。 

  因為自己準備的不足，在日語能力方面沒辦法順利地與職員及長輩溝通

是我這次覺得最遺憾的地方，沒辦法在職員身上學習到更多他們的想法觀

念，也沒辦法從長輩那邊聽見他們的人生故事又或是對於機構服務的看法，

減少了更加深入體驗的機會，但非常感謝福祉會那麼熱情的招待，從機場

接送到住宿將我們的行程安排得如此周到，也幫我們請了翻譯減少了語言

上的溝通困難。 

  這一次的見習過程，不但看見了文化差異，更加了解到我們台灣有更大

的進步空間，長照沒有一定的範圍有很多東西都是需要我們自己去摸索且

創造的，每個國家有都會有自己的風俗名情，所以在這之下我們是應該創

造屬於適合我們長照。在各個施設中的所長、事務長，他們都給我一種我

愛這個領域我愛我的利用者所以我要怎麼做才是對他們最好的心態在做事

情，他們也希望我們可以愛我們的長輩，把最好的品質呈現給他們，這才

是我們去見習最好的成果。 

  謝謝我們長照系以及はぴねす福祉会給我這個機會見習，並體驗日本人

的生活，謝謝兩位翻譯姐姐這兩個月的陪伴及照顧，謝謝一起去見習的夥

伴這一個月很累卻也很充實學好學滿的回來，有這個月的見識讓我更加相

信我選擇這個領域是對的，我也希望未來我的父母親可以在這種環境下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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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