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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在台灣、星加坡及加拿大的(華人)社群中，

各地區照顧者服務的特色  

2.各地區共通之處  

3.香港社群可參考的點子 

4.給我們的啟示 



1.1台灣照顧者服務的特色 
• 多以社團法人/基金會形式運作 

• 提供 
- 實質照顧支持(培訓及直接照顧)、 
- 自助互助支援服務、 
- 公眾教育、 
- 權益倡導等 

• 強調照顧者充權(CARER EMPOWERMENT) 



《一首搖滾上月球》（ROCK ME TO THE MOON） 

• 2013年，描寫台灣罕見疾病
家庭的生活壓力及家屬之間
互相扶助的情誼  

 

• 來自六個家庭的父親，職業
從國中教師、網站設計師、
捏麵人師傅、課輔班老師、
教會行政主任到計程車師機
都有，相同的是家中都有罕
病兒。罕病爸爸們組成樂團，
有鍵盤手「巫爸」、鼓手
「勇爸」、貝斯手「鄭爸」、
吉他手「李爸」、口琴手
「潘爸」、還有主唱「歐陽
爸」 

 



情感抒發?/自助互助?/公眾教育? 



潘于岡(潘爸)–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理事長 

• 成立以障礙者法律人權

為主體之協會，以積極

督促政府落實障礙者相

關法規，並參與制訂與

障礙者有關的國際公約

與國內法律事務。 

• 一位照顧者及權益倡導

者，他的小女兒映竹，

是「平腦症」罕病兒。 
 



 

潘爸： 
「民主不是多數，是多元！」 
「我們不能照顧病人一輩子，但制度可以。」 
「沒有障礙者，只有障礙環境。」 



台灣失智症協會-瑞智互助家庭 
FAMILY OF WISDOM (FOW) 

• 由輕、中度認知障礙症的照顧者組成的日間

照顧中心 

• 為其家人提供日間照顧服務 

• 整間中心只有一名社工職員 

• 每天的營運工作由照顧者分工合作完成 
 

 

 

 



台灣失智症協會-瑞智互助家庭 
FAMILY OF WISDOM (FOW) 

• 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 

• 在中心內進行有益身心的活動，包括運動、

打麻將、唱歌、手工制作、種花、寫大字等

等活動 

• 每天午餐亦是由照顧者負責，費用由全體出

席者均分。 

• 患者只需要每月交管理費用、水、電 

 
 

 







台灣失智症協會-瑞智互助家庭 
FAMILY OF WISDOM (FOW) 

特色﹕ 

•由非專業人士主導 

•以固定照顧者為原則 

•平衡參與 

•實證經驗 

•十分強調加強組員的凝聚力，自決自主 

• 温暖家庭式裝潢 
 



1.2 星加坡華人社群中，照顧者服務
的特色 

• 提供 
- 互助支持小組、 
- 情緒支援/輔導、 
- 居家照顧 - 到戶實質照顧支持、 
- 輔助熱線及照顧技巧培訓、 
- 照顧臨終患者的援助 
 

• 強調照顧者教育及輔導，提倡居家照顧/照顧技
巧培訓，較少權益倡導項目 
 





触爱关护者扶持服务 (TOUCH CAREGIVERS SUPPORT) 
 

http://www.touch.org.sg/chinese_content#TCS


SINGAPORE SILVER PAGES 



自我管理技巧培訓(患者及照顧者) 
2014年5月 

 



1.3 加拿大華人社群中，照顧者服務
的特色 

• 較少特定為華人社群提供的照顧者服務 

• 提供： 
- 實質照顧支持(培訓及直接照顧)、 
- 互助小組、 
- 和權益倡導等 

• 強調個人權益與社會政策配合 
 



CANADIAN CARE COALITION 
加拿大照顧聯盟 

• 提倡CANADIAN CAREGIVER STRATEGY 照顧者策略 
 

• 三項原則： 
   RESPECT: FAMILY CAREGIVERS ARE ACKNOWLEDGED, 

RESPECTED AND VALUED FOR THEIR CAREGIVING WORK.  
 
   CHOICE: FAMILY CAREGIVERS HAVE A CHOICE TO BECOME 

PARTNERS IN CARE AND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DEGREE OF THEIR INVOLVEMENT AT EVERY POINT ON THE 
CONTINUUM OF CARE.  
 

   SELF-DETERMINATION: FAMILY CAREGIVERS HAVE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IR NEEDS AND RECEIVE SUPPORT.  



CARE & WORK BALANCE 



2. 各地區共通之處 
• 各地也關顧「照顧者的自我照顧」 

• 照顧者經歷非常獨特，互助支持小組獲普遍運用 

• 各地也發展居家照顧，減少院舍照顧，對社區/
僱主教育不斷提昇 

• 不同之處： 
照顧者充權並非每個地區也用相同手法 



• 非專業人士主導 

• 利用過來人的力量

EX-CAREGIVER(過來人

照顧者) 

3. 在照顧者充權，香港社群可參考的點子 
 



3. 在照顧者充權，香港社群可參考的點子 
 

• 在前線服務當中，向照顧者滲透倡議的角度及需要 

• 由「照顧者個人充權」到「倡議社會(如僱主)關注」 



4. 給我們的啟示 

• 不同地區具不同的文化特色 
• 香港在照顧者服務，最需要什麼？ 
• 我們在照顧者服務中，有多少能做到「尊重、
有選擇權、有自決權」？ 

• 香港一直也在發展「照顧者充權」，但「倡
議社會政策/關注」進展如何？(如照顧者津
貼，照顧者家庭友善…) 

• 人均壽命越來越長，殘疾及老齡化下，居家
照顧的需求將持續提昇，將會為社會帶來甚
麼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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