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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日本長照一直是台灣學習的對象，能到日本照顧現場實習本是難得可貴的機

會，對於不懂日語的我來說更是天方夜譚，但在師長及同學的鼓勵下，決定珍惜

這次的機會，到日本親身體驗台日差異，學習日本的知識、技術等，也希望能透

過此機會打開自己的視野，釐清自己的未來出路。 

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一)法人簡介 

社会福祉法人はぴねす福祉会於 1990年成立至今已 28年，員工從理事長一

人打拼到現在已有 700名員工，是新居濱市最大規模的長照機構，在 2008

年時開辦 EPA，讓越南、印尼、菲律賓的照服員到はぴねす福祉会學習日本

的技術及知識。服務性質為非營利組織(社會福利法人)，服務內容包含長照

服務(特養、短期入住、日照、老人保健、小規機、居家服務、失智症團體

家屋、高齡住宅等)、保育事業(幼兒園)、身障者支援服務(早期療育、課後

照顧、生活照顧)、醫療事業(內科診所、居家護理)、教育事業(外語學校、

日本語學校)等多元服務。 

(二)法人理念 

將社會福祉當作自己的責任，並提供新居濱市的居民高品質及新穎的服務，

讓他們能安心在自己熟悉的地方養老生活。 

(三)實習機構介紹 

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プラチナ プレィス 

實習期間：1/18-1/19 

服務對象： 65歲以上且要介

護 3以上者。 

服務人數：80人 



經營模式： 

1. 以單元式照顧為主，劃分 8個丁目，一個丁目 10床，共 80床。 

2. プラチナ プレィス屬於全國廣泛行的特別養護，住民可以是各地方的居

民，不限新居濱市，因此歸愛媛縣政府管轄。 

3. 班表有白、夜、遲 1、打工等，除白班 8小時、夜班 16小時之外，其餘

工時較彈性。 

はぴねす福祉会會定期提供員工研修機會，不論是組長的研修或是針對認知

症研修等。 

高齡者在宅複合型施設  

プラチナガーデン 

實習期間：1/22-1/26 

服務項目：短期入所生活介護事業

所、高齡住宅、通所介護事業所。 

服務對象：要支援 1-要介護 5 

經營模式： 

1. 短期入所就像喘息服務，讓照顧者有休息的時間，使用天數最多 30天，

一天最多可收 20位。 

2. 高齡住宅對象為 60歲以上，無介護必要及認知症者，共 58間房，單人

房 56間，雙人房 2間，每個月的費用為 9-12萬日幣。 

3. 通所介護在台灣稱為日照服務，每天約有 60位使用者，一天的安排從早

上 9:30開始到下午 3:00，中間會協助長者沐浴、機能訓練、娛樂活動

等。 

 

 

 



グループホーム おてだま 

實習期間：1/29-1/31 

服務對象：要介護 1-5且患有

認知症者。 

服務人數：27人 

經營模式： 

1. 為提供家的感覺，以單元式照顧的概念劃分 3個單元，一個單元 9人，

共 27人。白天一個單元會有 3名員工，夜班則 1名員工。 

2. 照顧理念：自立支援、注重長者本意。 

3. 每個單元會因單元負責人的不同，營造出的氛圍也會有不同，各有自己

的特色。 

4. 每 2個月會有一次的個案討論會，修改照顧計畫。會議過程：由介護士

提出個案狀況，大家再一起分析並擬定應對措施。 

グループホーム LOHAS．KOTI 

實習期間：2/1-2/2 

服務對象：要支援 2-要介護 5且

患有認知症者。 

服務人數：18人 

經營模式： 

1. 為提供家的感覺，以單元式照

顧的概念劃分東、西 2個單元，一個單元 9人，共 18人。 

2. 照顧理念：以同樣的眼光，配合長者的步調；讓長者擁有自己的風格。

所長為了讓員工不會因工作疲乏忘了理念，因而規定在每日早會的最後

宣讀，以警惕自己。 

3. LOHAS有提供針對認知症的臨終照顧，但前提是 LOHAS的設備也能提供

完善的照顧。 



4. 介護士每兩個月會做個案的生活記錄，提供家屬了解長者狀況。 

5. 每個單元每個月會開一次個案討論會，半年修改一次個案介護計畫。介

護計畫在個案使用介護保險前一個月就會先討論，在使用保險一年時會

做一次檢討以檢視長期目標是否符合。 

地域密著型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シ二アリビング八雲 

實習期間：2/5-2/7 

服務對象：65歲以上且要介護 3

以上者。 

服務人數：29人 

經營模式： 

1. 分為 B、C、D三區，B有 9

床，另兩區各 10床。B、C

臥床居多，D失智居多。 

2. 八雲除了特養之外也有提供短期入所服務，一天最多可收 10人。 

3. 八雲的特養，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地域密著型與プラチナ プレィス不同。 

4. 八雲的特養收費相較プラチナ プレィス貴了些。 

5. 洗澡為一週 2次。 

小規模多機能型介護事業所 ケアサポート八雲 

實習期間：2/8-2/9 

服務對象：要支援 1-要介護 5。 

服務內容：日間照顧、短期入住、居家服務(接送醫院、訪視、買東西、打

掃等)、送餐服務。 

服務人數：共 25位登記者，日間照顧一天最多 15人，住宿一天最多 6人。 

經營模式： 

1. 送餐服務：當天沒有到小規機使用日照服務者，接可提供送餐服務。 

2. 結合一旁的高齡住宅(9人)，9人皆有登記小規機，並使用日照服務，這



樣的結合很新穎特別。 

3. 收費：由登記的基本費用再加上使用服務(日照、沐浴、用餐等)費用。 

老人保健施設 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 

實習期間：2/13-2/14 

服務對象：要支援 1-要介護 5。 

服務人數：一天最多 60人。 

經營模式： 

1. 老人保健是以復健為主，其與為輔的日照。 

2. 一天的安排從早上 9：00開始到下午 4:00回家。 

3. 個案的照顧經理人會將介護計畫書送到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再由介

護士等一同討論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能提供的服務並擬定照顧計畫。 

4. 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沒有規劃很多活動，是希望能讓長者有喘息的空

間，營造小型社會的感覺，不會刻意去改變長者的習慣。但也有提供許

多的休閒娛樂(棋藝、卡拉 OK、書報、電視等)及空間給長者，讓他們能

自由使用。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若水ケアセンター 

實習期間：2/15-2/16 

服務對象：要支援 1-要介護 5。 

服務人數：一天最多 60位。 

經營模式： 

1. 若水與はぴねす同樣都是老

人保健施設，但運作模式、

施設風格皆因管理者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 

2. 若水的使用者介護程度與はぴねす不同，主要都是要支援者，要介護的

只有十幾位，因此整體氣氛活潑許多。 



3. 若水每天的使用者分為 3班，一是只來復健就離開的，二是用完餐後才

離開的，三則是待整天的。 

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プラチナ プレィス 

    第一次接觸日本照顧現場，感覺很緊張，想好好跟長輩們溝通卻因為語

言，僅能以簡單日文進行對話，長輩們卻很耐心的跟我們聊天，很感動。在

與越智部長進行討論時，發現到部長對這份工作的熱誠和積極努力的態度，

擁擠年的時間到福祉會各施設工作，了解所有的長照服務類型，也因為他對

工作的認真讓他得到上司的認可，成了我們學習的榜樣，希望不會因為工作

時長而失去想在介護職場工作的初衷。 

高齡者在宅複合型施設 プラチナガーデン 

    這裡的工作人員都會認真完成自己的工作不馬虎，時刻堅守在工作崗位

上，也能觀察到工作人員們是真心喜歡這份工作，抱著熱誠在做事。 

台灣的日照與日本的部分相同，像是提供洗澡及餐食服務，但還是有不同的

地方，像是台灣會安排許多活動讓長者參加，促進長者間的交流，中午會有

午休時間，在水分補充上，主要多以水或茶為主，但日本有提供咖啡，這讓

我蠻新奇的，這些種種差異的根本原因來自於文化的不同，或許將兩者結合，

能蹦出新火花。 

グループホーム おてだま 

    這裡的工作人員都很尊重長者的意願及想法，也會因長者不同而提供個

別化服務；空間設計上也極富巧思；對於認知症的照顧能看到許多我們以前

沒注意到的細節，像是聊天時段的安排，目的是想透過這段時間去觀察長者

的身體狀況、反應以及情緒，或是藉由唱歌來取代枯燥乏味的口齒操。 

    我很喜歡這裡的長者以及介護士間的互動，真的家一樣，有營造出家的

感覺，也深深感受到介護士的細心，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用餐時，由於

認知症較嚴重者看到很多的碗會有混亂的情況，會不曉得該怎麼吃飯，所以



介護士會將飯菜裝成一碗，分次端給長者，這樣做不僅能避免長者將飯菜混

在一起，也能安撫到長者不安的情緒，這是以前從沒注意到的，在台灣實習

時，看見這種情形都不以為意，照服員都認為長者在玩飯菜，來這後我就理

解了，以後也會多加注意，會更細心觀察並了解其背後涵義。 

グループホーム LOHAS．KOTI 

    在這裡學到很多新的知識，看見許多不一樣的東西，很喜歡這裡的氛圍，

雖然跟おてだま一樣都是團體家屋，但帶領的技巧和營造的氛圍卻有所不同，

都有自己的照顧理念，然而本質卻是相同的，都希望能提供更完善的照顧，

也很尊重長者們的自主性。 

    在與小野所長討論的過程中，也學到很多，像是與認知症長輩們的溝通

技巧、觀察的重點等，除此之外，更是透過問答加深我們對日本介護保險及

產業的認識，以及管理一間施設的重點，單從評鑑就能看出所長對施設的用

心，如果我是使用者，會很意願來這裡度過失智的日子。 

地域密著型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 シ二アリビング八雲 

    這裡的介護士都很用心替每位住民著想，尊重他們的意見，注重住民的

隱私，盡全力提供完善照顧，特別是在用餐上，有位臨終的住民進食量較不

穩定，時好時壞，當住民不吃時會先以轉移注意力的方式再問一次，當住民

強烈拒絕實則會尊重他，在住民的意願非常注重，也再一次了解到住民的自

主性和尊重的重要性。 

    這是這段時間下來所接觸到較嚴重的長者，也與台灣的住民較相似，工

作內容一樣是上下床、翻身、換尿布、洗澡、餵食等，但台灣換尿布的時間

間格較短，需照顧人數也較多，反之日本的照顧雖較少，卻較符合日本的照

顧理念「ゆっくり」，較有時間可以不急不徐的提供照顧，這點是台灣現場

難以實現的，但也是我們的榜樣，希望未來有一天可以看見台灣照顧現場的

改變。 

小規模多機能型介護事業所 ケアサポート八雲 



    日本的小規機與台灣不相同，日本是以居家服務為主，台灣則是日照為

主，兩者各有好壞，我喜歡日本將居家服務的結合，也喜歡台灣在長者活動

上的安排，若人員充足的情況下，能發展成兩者混合的方式可能會有不一樣

的變化。 

    將小規機與老人住宅的結合很特別，第一次看見這樣的營運模式，也是

第一次知道原來還有將送餐與小規機結合的方法。雖然是不錯的想法，但長

者的活動範圍卻會因此而受限，只在住宅和小規機兩頭跑，或許還可以想出

其他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送餐服務讓我有機會到長者家中參觀，發現有許多長者都是獨居，

家雖然大但用到的範圍卻不多，也有大部分時間都在床上活動的，有這服務

就能讓他們吃到健康又營養的家常菜，這是我會想帶回台灣發展的服務。 

老人保健施設 はぴねすケアセンター 

    為了應映自立支援，在穿脫衣服、洗澡時都會盡量讓長者自己完成，只

在需要時提供協助，並不會為了趕時間而幫他們完成他們本能自己做的事，

奪取他們的自主性，移動時，也會讓有能力的長者自行行走，在我忽略這點

上前幫忙時，一旁的介護士便阻止了我，告訴我他有能力自己做，這裡的介

護士都有在注意長者們的的自主性並貫徹自立支援的理念。 

    送長者們回家時，可以發現到許多輔具的運用，了解到介護保險的輔具

租借服務。每個家中都設有扶手或斜坡及輪椅起降機，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增添長者們的安全，在台灣這是很少見的，對於輔具租借服務來說，有介護

保險讓它的使用度廣泛許多，也因為保險讓使用者家中的開銷減輕許多。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若水ケアセンター 

    在這裡完全能感受到介護老人保健施設的目的，在復健上做的很用心，

長者們也都很努力的在做復健。在接送時，能發現到長者間的互動性很高，

感情很融洽，同樣的在接送時，能在長者家中看到許多輔具的運用，也看到

不利長者生活的空間，像是高抖的樓梯等。 



    另外，這裡的長者們和介護士間較 PT們的關係來得不緊密，並非是因

為稱呼的關係而是之間的互動，但也可能是因為介護士的工作繁瑣能花時間

和心力去互動的時間較少，這點有點稍稍得不足，畢竟在台灣，照服員會花

很多時間去跟長者互動。 

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藉由這次的機會，讓我在日本生活了一個月，體驗到不同的文化、生活

環境。因為每天充實的實習內容，養成早睡早起的規律作息-七點起床吃早

餐，固定六點回到機構吃晚餐，吃飽到超市買隔天的午餐，回到機構準備洗

澡(澡堂開放時間 20-22點)，晚上固定討論會，12點前就寢。 

    我們住在プラチナガーデン的短期入所，兩人一間，睡的床是病床，是

個蠻特別的體驗，由其是日本的澡堂文化，最讓我難以忘記，第一次很害羞

到後來大家都習慣了坦承相見，漸漸的喜歡上這樣的文化，泡澡真的很舒服，

難怪日本人這麼喜歡泡澡。這段時間內，我們的晚餐是訂プラチナ食堂，與

長者吃的東西是一樣的，所以清淡健康不油膩，每天的菜色都不同，體驗到

日本的定食文化，都是一主食三碟青菜一碗湯，青菜經常都是冷食醃漬物，

現在回想頗懷念的，除了機構餐外，我們假日都是吃外食，嚐了迴轉壽司、

拉麵、烏龍麵、丼飯等，老實說，吃到後來有點膩了，回到台灣看見拉麵店

會怕，也才發現到台灣很愛日本食文化，到處都看的見日本料理。 

    假日，我們理所當然的也不忘觀光，遠的有搭巴士到松山市，訪名勝古

蹟-松山城，到道後溫泉體驗日本動畫千尋裡的湯屋溫泉，逛大街道，買今

治毛巾等兩天一夜的松山行；也有搭快車穿越瀨戶內海到岡山，在免稅店採

買藥妝，走訪倉敷美觀地區等兩天一夜的岡山行，近的則騎著腳踏車隨便亂

晃溜搭，有到附近的一宮神社拍學士服。 

    回到台灣，最讓我懷念的是日本的街道，很舒服乾淨，新居濱的地理位

置在山與海的中間，左邊能看見高山，還能看到山頂有白雪蓋著，右邊能看

見海，吹著海風，聞到海的味道，新居濱真的挺漂亮的，很適合老後生活。 



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 技術上，了解到日本對照服員的重視，因此運用很多的輔具來輔助，台

灣雖逐漸重視此議題但輔具的運用普遍來看還是很少的。除了輔具外，

照顧的技術上，台日沒有很大的差異。 

2. 人力上，台日雖都是人力不足的狀態，但不足的地方不太相同，台灣是

照顧比很高，市場上的人力還不足以縮短照顧比，但日本照顧比低，工

作量相較台灣也少許多，但因為日本重視照顧品質推崇單元照顧，也因

為服務需求者不斷提升，所以人力還是不足。はぴねす福祉会也為了解

決這個問題，所以發展 EPA，引進大量的外籍照服員，半天學習日語以

及知識，半天則以打工的方式在福祉會工作到現場學習。 

3. 學習到日本照顧技術、政策、組織運作管理方法等知識。 

4. 拓展我對長照領域的國際觀。 

5. 除了技術外，也了解到日本人的細心，對於小細節的重視。 

6. 了解到日本對自力支援的重視，不僅政府會大力推廣，はぴねす福祉会

也很努力在實施，希望台灣能將此概念推廣下去，不僅可以降低照顧者

的負擔，也能讓長者退化速度減緩。 

7. はぴねす福祉会在人才培育上，會提供大量的研修機會，幾乎所有員工

都會參與研修，福祉會也會從中培養年輕一輩，拉拔優秀的人，也希望

能透過培育出的優秀人才影響其他的員工，一起有所提升。 

8. 透過此機會，我會將在日本所學帶回台灣，希望能將好的理念推廣出去。 

六、感想與建議 

    我很感謝當初鼓勵我的那些人，也很慶幸自己當時提起勇氣報名，在實

習期間我也不曾忘記對自己的期許，很努力的去學習，去了解認識日本的長

照，將那些所見所聞，帶回台灣，也增加自己的經歷，我相信這次的實習對

我來說一定有很大的幫助，不論是讓我更堅持走長照這條路，或是未來工作

職場上能發揮在日本所學的精神等。 



    在出發前，某些人因為語言不通而後悔報名的決定，也有人因為過年期

間無法與家人一同度過而感到內疚懊悔，我時常不已的告訴他們到日本之後

一定不會後悔，沒想到，實習期間，大家的後悔早已消失，變成了珍惜與不

捨，捨不得實習這段日子裡所有的人事物，機構裡的大家對我們太好了，讓

我們在離別時非常感傷，也很謝謝所長們、介護士們對我們的認同和期望，

我們會將所長們的精神帶回台灣的。 

    最後，很感謝教育部的計畫，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出國實習，學習許多

新知，也鼓勵學弟妹們報名，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要好好把握。 

七、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