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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快樂購、支助農莊喬遷

 他像長在溪畔的樹，準時結果，枝葉不枯，所作所為，隨心所欲。(詩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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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以「人」為本的長照資訊管理泰源保健室落成

宗旨：愛主愛人、尊重生命、為窮人服務  願景：發揚醫療傳愛精神，照護偏遠、弱勢及貧病家庭，使人們生活在健康和希望中  目標：成為東部健康促進及長期照護的醫療福傳典範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ST. MARY,S HOSPITAL

農莊主任勒卡爾的話~   最喜歡！

頭條要聞

陽光灑在田裡，走在畦間，看見那翠綠的青菜和

結著果實的蔬果，一天一天的成長與變化。總是會

摘取一片葉子，直接的往嘴裡送，享受那最自然的

味道，最乾淨的感覺。抓起一把土壤，深深的吸聞

那土壤的香味，深刻在心裡的知道，這裡的土壤是

一個愛的循環、一個責任，堅定的一種感動，一種

堅持。這是經過了多少汗水與血淚才有現在最珍貴

的滋味。

開始的時候！這裡就是一片荒蕪之地，布滿了石

礫的土層，要讓鋤頭耕耘都成了一種奢求。想要在

石縫中求生存，就必須展現我們的韌性。相信，只

要去做它就會改變。

一塊一塊的石頭由土而出，帶給我們的是希望，

我們開始注入了新的生命，讓愛在這裡開始萌芽。

體會到這最艱難的環境中，原來蘊含著最美麗的價

值。

聖母健康農莊八年的租約即將到期，我們要搬家

了！這裡的一草一木，曾經在這裡留下足跡的每一

個人，見證了這裡的歷史與故事，還有認真最美的

工作人員，就因為有你們的參與，帶來了永遠的歡

笑與感動，我們搬回屬於自己的美麗家園，繼續牽

動更多美麗的事。聖母健康農莊，明年見!

聖母健康農莊即將搬新家了，很多關心聖母團隊的朋友會問：新家

有什麼改變?

我們邀請88風災民及失業原住民，共同打造台東第一個從土壤到餐

桌都健康的有機農場，八年來，創造近兩千場生命及環境教育體驗活

動，提供五萬餘人學會尊重土地、愛惜萬物，進而能過健康好生活。

我們會堅持向大自然學習的理念，並運用新農莊更廣大的天然環

境，更擴大踏查自然、探索生命、認識全方位健康的新課題；在現有

農莊的基礎下，加入高齡友善的綠色照護概念，未來大家會看的是更

符合高齡服務需求的多功能學習環境、更能傾聽內在聲音的療癒林

園，以及更充滿自信與大家一同追求健康生活的聖母好夥伴。

感恩八年來，大家對農莊的支持與鼓勵，我們會用最虔敬的心，一

點一滴為新的服務努力，期待大家繼續為聖母健康農莊的新天新地，

加油打氣！

陳良娟院長的祝福

人間有情﹑長照服務從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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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蘭長照2.0  
█ 文◎蕭燕菁

「他們不能來，我們就到他們家裡去」，是1986年艾柯英修女來到聖

母醫院所提出的做法，1900年成立山地醫療小組，由艾修女負責督導，

持續到部落看顧病人，成為台東偏鄉部落健康的守護著。

2009年八八風災重創金峰鄉嘉蘭村，聖母醫院願意效法修女們的精

神，持續陪伴照顧部落災民，2010年在嘉蘭村成立第一個健康活力站，

至今已邁入第7年，嘉蘭部落已蛻變為充滿健康有活力的社區。

聖母醫院也因應在地化的服務需求，於2017年在金峰鄉成立長照

2.0-B級複合型日照服務中心，及佈建嘉蘭活力站、太麻里活力站兩個C

級-巷弄長照站。

金峰B級-複合型日照服務中心，主要提供服務內容：

1.居家服務

2.營養餐服務

3.家庭托顧

4.居家喘息服務

5.短期托顧服務

6.輔具租借/無障礙環境改善

7.居家/社區復健

8.居家醫療/護理/安寧療護

9.社區巡迴接送服務

10.家庭照顧者技巧指導服務

11.支持團體服務

12.其他專業服務：藥師、營養師、語言治療師、心理諮商師等。

並藉由B級長照個管師，可以連結長輩所有的醫療、長照、生活支持

等需求，並整合在地資源，來提供適切的服務，免於需求者奔波、有疑

惑、尋求不到服務等問題。

而C級巷弄長照站主要提供：預防延緩失能等活動，例如：社區復

健、失智症照護，並成立失智家屬支持團體。另外，提供交通巡迴接

送、臨托服務、共餐服務等，以定時定點方式，提供具近便性的照顧服

務及喘息服務，強化社區之初級預防功能。

發展過程中增加其創新的作法為：

(一)結合金峰鄉及太麻里鄉在地各關懷據點站、文化健康站、樂齡(活

力)站、社區發展協會等13個合作單位，成為合作互助的關係，延續各

站既有的服務內容及功能，並培訓各合作單位之照顧人力，以提升強化

照護能力，使其發揮各站最大服務量能，發展原鄉在地化的服務模式。

例如：結合社區巡守隊守護夜間獨居長者的安全、不同種族的母語翻譯

志工、連結在地醫療體系，並與當地衛生所結合推展居家醫療服務等。

(二)提供B點醫療資源，由護理師到C據點或到宅做疾病的個別衛教。

(三)結合當地部落計程車業者，強化巡迴車交通接送的不足。

(四)結合在地社區資源，推動當地各公（私）部門，如：鄉公所、社

福團體、醫療資源、長照中心照專等及各專業人員協力跨團隊合作，建

置金峰鄉社福資源網，並發展因地制宜在地化的長照服務。

(五)連結失智症共照中心，建置失智者個案門診快速的就醫模式。

(六)發展在地化的志工團體，儲值長照服務時數的概念，建置回饋服

務機制，提供照顧自己部落長者的服務管道，亦可成為儲備未來長照服

務的潛在人力之一。

↑太麻里活力站

↑物理治療師提供社區復健服務

↑

↑

居家醫療團隊的介入服務

↑嘉蘭健康活力站

↑職能治療師採用部落文化提供失智長輩

  之認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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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一種愛～不分時空、不分人我，凡事為他、不求回報」。

台東聖母醫院繼2013年4月在泰源天主堂設立健康活力站及健康廚

房後，有感於高齡長者及身障朋友的需要，遂將已有60年歷史、但幾

近廢墟的木造磚瓦舊教堂予以重生、活化，於2017年4月增設了泰源

「部落保健室」，祈盼能照顧泰源幽谷裡的～泰源、尚德及北源三村

更多需要幫助更多需要的村民。

「部落保健室」是部落整體健康照護服務的一個平台，服務內容

有：長期照顧、記憶學堂、社區復健、保健教室、輔具租借及心靈關

懷等健康支援，並提供醫療和福祉專業人員，如：藥劑師、護理師、

社工師、保健師、照顧督導、居家服務中心管理者、社區支援及健康

諮詢等服務，再配合即將落成的台東聖母醫院門診部，讓泰源幽谷內

的居民不需舟車勞頓，就可得到在地的幫助。

為強化「部落保健室」的功能，聖母醫院也希望保健室能夠成為部

落文化傳承及當地居民習慣性的社交場所，讓彼此能夠相互照應，建

立一個更親密、更和諧、更美好、更適合人居的環境；當然，我們更

希望能創造年輕的原鄉孩子們有返鄉的工作機會並照顧他們自己的長

者們。讓在地健康老化、在地人照顧在地人的願望能實現。

泰源「部落保健室」的落成啟用祝聖典禮，在2017年4月28日上午

10時舉行，由天主教花蓮教區黃兆明主教親自主持。

泰源保健室落成啟用

★1957年，木構瓦屋的泰源天主教堂啟用(現保健室)，由費聲遠主教祝

聖，取名為「聖德勒撒堂」主保，由成功堂區的滿海德神父接管。

★1963年春，洪克明神父接掌管理天主教堂，並展開神父長達37年

的地方傳教。

★1977年，舊教堂轉至新教堂彌撒聚會，洪克明神父擔心部落幼兒

期照顧與發展，遂把舊教堂改為教室，創辦「天佑幼稚園」照顧

部落幼兒，並積極培訓地方幼教老師擔任幼兒教育工作。

★1990年，「天佑幼稚園」因部落人口外流嚴重，導致部落幼兒招

生不足，因此，停辦幼稚園。

★2013年，泰源健康活力站成立，推動部落健康照顧、協助部落長

者健康飲食及居家服務等長期照顧服務。

★2017年，原舊教堂及幼稚園建築簡陋不堪，加上人口結構高齡

化，平均餘命延長，使得老人照顧需求相對增高，同時因社經

環境變遷，家庭結構與家庭功能不如以往，遂建立「部落保健

室」，以推動長期照顧諮詢服務平台。

願～
獻上我們的心靈與意志
祈求天主的奇蹟
永遠留存在我們心內、感動我們
並透過我們的努力成就天主交託的任務

「
泰
源
保
健
室
」
的
小
檔
案

改建前

活力站長輩活動照片

落成當天泰源服務團隊與黃主教及衛生局辛局長合影

歷史照片

改建中

改建後

迴盪在山谷裡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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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邁入高齡社會，而台東更因年

輕人求職不易，大多必需到外地工作，

導致留在家鄉需要照顧的老、病及窮苦

者眾。很早就看到民眾期盼的台東聖母

醫院一直站在需要者的立場，以「同理

心」的思維積極走入需要幫助的家庭，

用誠懇的態度、親切的服務，減輕了許

多家屬在照顧上的重擔，也溫暖了被照

顧者及家屬疲憊的心。數十年來對偏鄉

社區部落無私的長期照顧服務，就在彼

此「相互尊重」當中，建立了珍貴的友

誼與堅強厚實的信賴感。

然而，隨著長照服務項目與對象的日

漸增多，要在廣闊的台東山海之間提昇

照護品質與服務效能，不得不藉助簡

易、好用的資訊管理系統，但這對拮据

的台東聖母醫院而言是一大難題。感謝

國立台北健康護理大學資訊管理所黃衍

文教授所帶領的師生團隊，從2014年

開始深入本院服務的各個角落，義務協

助我們共同開發了居家服務、居家送

餐、輔具管理等系統。

這套系統在設計之初，我們思考的唯

一主軸就是必需以「人」為本，並置重

點於：1.當各項醫療及長照服務陸續進

入家庭及社區後，如何讓各項資源不致

重疊，造成浪費。2.如何整合各專業團

隊的力量。3.千萬不能增加照護者的麻

煩。4.克服偏鄉通訊不良的困境。

因此，未來台東聖母醫院建置的長照

管理資訊系統，將涵蓋居家服務、居家

送餐、居家醫護、社區日照、家庭托

顧、輔具租借、健康管理、樂齡健康中

心、無障礙修繕及照顧者支持等多項的

服務系統並予整合。透過照護人員在訪

視過程所記錄的被照顧者現況資料，提

供給居家醫師、護理師、營養師、復健

師、藥劑師及社工等專業人員做為相互

支援、共同照護的依據。另數據資料分

析亦可針對服務個案發出警訊，讓照護

者及早因應與防範，期能達到更有效率

的「全人」照護品質與服務效能。

為避免增加照護者使用的麻煩，我們

選擇攜帶方便的8吋平板電腦做為各項

服務操作的硬體設備，並依設備螢幕大

小規劃符合一般”人“直覺性的APP操

作介面，並儘可能的採用點選方式設計

以減少鍵盤輸入動作，便於第一線照護

者能簡易快速操作應用軟體的各項功

能。至於許多服務對象居住無網路訊號

區域，照護者只要確定完成輸入動作，

所有資料會暫存於設備中，待訊號恢

復，即主動傳輸至後端的伺服器。

建置以   為本的

█ 文◎曾憲民

人 
長照資訊管理系統 



                

 

圖五、廚房備餐確認表

（三）送餐員依系統每日自動產製的送餐清

冊及數量至廚房領取便當，並依循系統記錄之

平日送餐軌跡排列送餐順序(如圖六)；對首次

納入的送餐對象，系統會自動排列在最後，以

利送餐員快速查詢點選。

圖六、當日送餐記錄單

（四）送餐員將便當送交服務對象時，由對

象在系統上點選確認，此便當送達時間及GPS

定位記錄即會傳送至後端伺服器。督導員可據

以掌握送餐員現在位置，並分析送餐路徑是

否合宜，可否再做調整以節省油費(油費支出

一直是長照服務的沉重負擔)；另送餐途中如

有意外發生，亦可藉由系統推估送餐員所在位

置，以利後續應變作為。(如圖七)

小而美的台東聖母醫院在台北健康護理大學

資訊團隊結束支援後，以目前有限的資訊開發

人力，仍持續不斷的研發其餘未完成的長照服

務系統，期能儘速建構完整、快速、交流、整

合、分析及迅速回應的長照資訊管理服務系

統，確實提升長照服務的品質與效能。因為，

我們知道～所有被照顧者都希望能在第一時間

獲得最溫暖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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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上線使用的居家服務及送餐管理系

統，尚有下列功能設計：

一、居家服務管理系統方面﹕

（一）居服員在系統內自行安排每月被照

顧者的服務行事曆 (如圖一)，系統即會將排

班表自動檢索，居服員再依系統每日排序時

程(如圖二)至被照顧者家中進行服務；而督

導員則可經由系統查詢居服員的服務行程安

排是否妥善。

      

圖一、排班行事曆   

                

圖二、當天服務時程表

（二）居服員輸入服務開始時間、執行事

項及結束時間，均會由系統傳回後端伺服

器，督導員即可查詢居服員服務的實際情

形。

（三）督導員至申請照顧服務者家中進行

評估或到被照顧者家中實施訪問，均可透過

系統直接進行評估與記錄家訪情形。

圖三、家訪記錄單

（四）系統已設計不同類型報表，可提供管

理者參考運用。

二、送餐服務管理系統方面：

（一）督導員至申請送餐服務者家中，可透

過系統直接進行評估並回傳至後端伺服器。

（二）評估結果符合送餐資格時，督導員可

經由系統填製分派單(如圖四)；系統即依分派

單綜整出每日的送餐數量、名冊及每位送餐對

象應注意事項(含牙齒狀況、咀嚼能力、禁忌

食物等)，供廚房製做便當之依據。

 

圖四、送餐分派單   

中央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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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來，李嘉誠基金會提供全額經費，讓大陸各地的同道來台東

進行培訓，而聖母團隊也不負所託，把愛的種子親自種下，願能嘉惠

更多需要的人們，無論他們在何方

台東聖母醫院是全台最小的醫院，只有29張病床，但服務範圍擴及

台灣的1/10，每天沿著長達176公里的海岸線，為獨居和身障老人送出

1000份餐點，365天幾乎全年無休，一送就是17年；這是一間沒有圍

牆的醫院，從病床到餐桌，從醫院到家中，哪裡有需要，我們就出現

在哪裡！

為提升送餐品質，台東聖母醫院獲得天主教會花蓮教區的大力支持，

與偏鄉的天主堂或幼兒園合作，透過專業設計改造為健康廚房，為顧

及送餐食材的新鮮度，設置物料管理中心，從食材選擇、採購到配送

等，均有專人及資訊系統來監控，徹底為餐食的安全與營養把關。目

前，聖母醫院在台東及蘭嶼設有8個部落健康廚房，邀請當地人擔任廚

師，滿足當地的口味需求，實踐了在

地人照顧在地人的理想，關懷從吃開

始 當營養問題解決了，長期照顧才有

機會成功。

2017年已完成池上健康廚房，東河

及太麻里部落健康廚房也在持續建造

中，期待能嘉惠更多需要的人們。

  2010年8月起，台東聖母醫院接受李嘉誠基金會委託辦理

「大陸寧養醫療團隊臺灣參訪研習營」活動，至今已第8年，該

會在1998年，透過「人間有情」寧養醫療服務計畫(就是台灣推

動的安寧療護)，於汕頭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設立首間免費

居家服務寧養院，至2017年，已發展至全國32家寧養院，提供

鎮痛療護、心理和哀傷輔導、社會支援等全人服務的醫療慈善

專案。

人間有情~聖母有愛~

長照服務，從吃開始

上主，祢的工程是多麼的偉大微妙、祢的計畫是多麼的神祕玄奧(詠 92:6)  

台東聖母醫院在池上，打造新的健康廚房已完工，近3個月工期，感

謝天真幼兒園楊園長、師生及家長們全力配合，感謝仔細認真的施工

團隊，感謝工務組的監工及專業指導，感謝營養師的規劃設計，感謝

每一位支持我們的恩人們的奉獻~

池上健康活力站，是我們第一個採用老幼共托模式的新嘗試，新落

成的健康廚房會肩負起老幼共餐及池上弱勢族群的送餐服務。感謝池

上天主堂江神父及教友們，已展開探訪並提供需要送餐的名單，會再

透過聖母醫院社工實地評估，確認服務需求後，將與天主堂志工們一

起提供服務。

敬請期待~即將落成開幕啟用的聖母池上健康活力站及健康廚房~

賀~  池上健康廚房完工了~

籌備太麻里健康廚房會議



傳愛季刊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ST. MARY
,
S HOSPITAL 7

 

門
診
時
間
表

2017.01~2017.11
台東聖母醫院大事記

▲國防醫學院志
願服務營隊。

▲香氣護
照系列課

程-台東
公益場。

▲4月14日拜苦路，反思耶穌受難過程。

▲樂齡健
康活力中

心。

▲3月3日~3月5日協辦天主教健康照護聯盟年會。
▲乳癌防治溫

馨專案

▲5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護理系觀摩學習。

「窮人餓了，不僅希望有一塊麵包，更希望有人愛他~窮人赤身露體，不僅希望有人給他一塊布，更希望有人能給他~人應有的尊嚴德蕾莎修女的叮嚀，與台東聖母團隊相互勉勵~良娟」

 大事紀、門診時間

★物理治療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 午
(08:00-11:30)     

下 午
(13:30-17:00)     

◎門診看診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30  【看診時請先持健保卡 到 自動報到機 插卡 辦理報到。】                                          

◎現場掛號時間(週一至週五)：07:30-17:00 (上午門診11:30停掛) 

◎預約掛號時間(週一至週五)：07:30-17:30 預約電話089-322833分機100、101【初診患者，請至現場櫃台辦理。】

◎本院另有：乳房MRI檢查(諮詢分機 132)、成人健檢和勞工健康檢查 (諮詢分機100、101)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科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內    科
(腸胃內科)

傅珊珊
傅珊珊
(約診)

傅珊珊 傅珊珊 傅珊珊

內(兒)科 黃冠球 黃冠球 黃冠球 黃冠球

(內)外科 張斯卡 張斯卡

(乳)外科 張斯卡 張斯卡 張斯卡

家 醫 科
小 兒 科

林瑜貞 林瑜貞 林瑜貞 林瑜貞

預防注射
林瑜貞 林瑜貞

◎卡介苗僅限於星期五下午注射。

復 健 科 潘盈達 潘盈達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門診時間表(1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