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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根據《2015 年全球失智症報告：失智症對全球的影響》的估計，全球約有
4680 萬名失智症患者，2030 年預計增加到 7500 萬人。每年全球有超過 990
萬名失智症新增病例，代表每 3 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隨著失智人口激增，
失智症的醫療及照護費用逐年上升，對國家社會與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因此，
先進國家大多已將失智症防治列為國家重要的衛生福利政策，設法讓失智者既
可在社區中得到更好的照顧，達到在地老化的目標，又能夠減低失智症對國家
社會各方面的衝擊。
臺灣人口快速老化，近期調查指出臺灣失智症的盛行率為 8.04%(約 24.4
萬人)，明顯高於過去的調查(Sun et al., 2014)。為因應失智人口的成長，衛生福
利部於 2013 年 8 月公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103 年-105 年)」，並於
2014 年 9 月公告執行行動方案，明確指示行動方案的目標在於能及時診斷、
早期治療，降低失智症風險。因應 2017 年 5 月 29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
「2017-2025 年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
，為符合國際趨勢及民眾需求，衛福部於
2017 年 12 月訂定《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 2.0》。
本市 2019 年 2 月老年人口數為 46 萬 2,338 人(佔全人口 17.35%)，老年人
口占率高於全國平均，且於六都中居第一，預估 2121 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人口快速老化失智人口亦隨之增加，為使失智者及家屬可獲得需要的優質服務，
維持尊嚴及良好生活品質，在此目標下，建立失智症友善社區便成為刻不容緩
的課題。

貳、失智症人口分析
依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臺灣失智症的盛行率
為 8.04%，而 30-64 歲失智症盛行率依據國際失智症協會之資料為千分之一，
以此估算 107 年 1 月臺北市失智症人口數(表 1)，65 歲以上失智症人口因大安
區老年人口總數最多，故其失智症人口居多，而推估 50 歲以上失智症人口仍
是大安區最多。
表 1、2019 年 2 月臺北市 12 行政區推估之 65 歲以上失智症人口
老年人口
65 歲以上 失智症推估
行政區 總人口數 老年人口數
比率
總人口數
人口數
松山區
205,626
38,853
18.89%
38,853
3,108
信義區
222,814
41,874
18.79%
41,874
3,350
大安區
308,727
62,093
20.11%
62,093
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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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區
中正區
大同區
萬華區
文山區
南港區
內湖區
士林區
北投區
總 計

229,088
158,814
127,559
189,052
273,605
121,379
287,331
285,931
255,057
2,664,983

41,518
28,477
22,545
36,117
42,678
18,562
36,567
50,943
42,111
462,338

18.12%
17.93%
17.67%
19.10%
15.60%
15.29%
12.73%
17.82%
16.51%
17.35%

41,518
28,477
22,545
36,117
42,678
18,562
36,567
50,943
42,111
462,338

3,321
2,278
1,804
2,889
3,414
1,485
2,925
4,075
3,369
36,987

參、國際失智政策發展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2 年發佈首份失智症報告，督促各國將失智症防治列
入國家健康政策的優先議題，2017 年於世界衛生大會通過「2017-2025 年全球
失智症行動計畫」，呼籲各國政府應提出具體國家失智症政策，並且編列足夠
預算以執行政策，且訂定監督機制定期考核實施現況。
一、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遵循七項基本準則，重點包括：
(一)失智者的人權：所有策略及行動方案皆須反映失智者之需求、期望及
人權，並符合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二)失智者及照顧者之參與權：包括參與失智症相關倡議、政策、規劃、
立法、服務提供、監督和研究。
(三)降低失智風險因子及照護措施皆需有實證基礎：須根據科學實證去發
展風險降低、照護策略及介入措施，並以人為本，兼顧成本效益。
(四)失智症公共衛生策略須跨領域合作：須仰賴政府所有相關部門參與，
如醫療(非傳染性疾病、心理健康、預防老化等)、社會服務、教育、
就業、司法等部門，還有公民社會及民間團體。
(五)全面性的健康及社會照護：包括保障財務風險、確保失智者及照顧者
可公平取得保健、預防、診斷及照護服務(包括安寧照護、復健及社會
支持)。
(六)平等原則：注重性別差異，並遵循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議程」
，正視
弱勢族群權益，包含身心障礙者、老年人及新移民等。
(七)重視失智症之預防、治療及照護：包括運用現有知識及經驗去改善預
防、降低風險、照護與支持；研究改善及治癒療法；發展降低風險的
介入措施及創新照護模式。
二、在上述準則之下，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共提出了七大行動領域：
(一)將失智症列為公衛政策之優先議題
(二)提升失智症認知與友善
(三)降低罹病風險
(四)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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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失智症照顧者
(六)建置失智症資訊系統
(七)失智症研究與創新
目前全球訂有失智症國家政策含歐、美、亞、澳等，計有30個國家，
其中美、韓、蘇格蘭皆定期進行政策修訂，重要政策簡介如下：
1.美國為例：
2011年簽署「國家失智症計劃法案」，明訂政府需設立失智症
統籌單位，規劃執行相關之研究和計畫；並由政府跨部會和民間人
士共同組成諮詢委員會，與美國健康及人類服務部合作制定、維護
國家計畫，定期提出成果報告。2017年更訂定-希望於2025年時可預
防及且有效治療失智症；強化失智者及其家庭照護品質與效能；強
調公共意識與參與。
2.韓國為例：
2006年提出第一版國家失智症政策，初期發展為早期診斷與預
防、失智症疾病管理、提高公共意識與照顧品質、發展失智症相關
基礎建設；於2014年更修訂強調個人化之管理與保護措施、提高失
智症照顧與家庭支持、發展失智者安全照顧基礎建設；於2015年公
告新增社區化的概念與失智症研究，包含社區化的失智症預防與管
理、提供失智者安全與便利的診斷及治療與照顧、減輕失智症照顧
者之照顧負荷、支持失智症相關研究。明訂推動策略之KPI與主責單
位，並由國家失智症委員會進行指標管考。
3.蘇格蘭為例：
於2010年始陸續將提升失智症照護與支持失智者與照護者列為
政府重要目標，主要及時診斷、提升失智症照護與治療、服務品質；
並提供整合性且以人為本的支持；重視中期的整合性照護、末期的
安寧療護、數據蒐集與研究；並由該國政府、失智症協會、工作小
組與國家失智症照顧者行動網絡共同發展，於2017年成立國家治理
小組，依照整合目標進行監測。

肆、我國失智政策發展
因應我國快速增加的老年及失智人口，延緩及減輕失智症對社會及
家庭的衝擊，提供失智者及其家庭所需的醫療及照護需求，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衛福部)整合社政、衛政、民政、警消、教育等相關部會資源，
並聯結民間單位，以公共衛生三段五級預防概念為架構，綜合各部會意
見，於2013年8月公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14年-2016年)，
訂定兩大目標及七大面向，作為衛生福利整合計畫與施政指導原則及我
國失智症照護發展方向，2014年9月5日公告跨部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
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我國成為全世界第13個具有國家級失智政策的國
家。
一、我國2014-2016年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目前完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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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標，其推動項目簡述如下：
(一)提升民眾對失智症防治及照護的認知：製作紀錄片、宣導舞台劇、
編印宣導單張、媒體宣傳字卡、資源手冊等；辦理失智症守護天使
宣導講座、校園失智症防治宣導教育訓練計畫；醫事人員訓練加入
失智症議題、開發線上學習課程；將失智症議題納入高齡友善城市
推動計畫。
(二)完善社區照護網絡：發展失智症社區服務資源(日間照顧中心、小
規模多機能服務、失智症團體家屋及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失智
症家庭互助方案、推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結合據點協助
社區提供失智症資訊、提供失智者長照服務、建構家庭照顧者服務
支持網絡等。
(三)強化基層防治及醫療照護服務：強化基層醫事人員對失智症之知
能、結合衛生局有效提供診治網絡、編修失智症診療手冊、建立以
病人為中心的整合性失智症醫療照護模式及流程、所有區域等級以
上醫院均提供失智症門診；2017年研議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
法、急性後期照護方案以及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將失智症相
關服務納入。
(四)發展人力資源，強化服務知能：基層第一線服務人員教育訓練、失
智症種子專業人員教育訓練、樂齡學習志工相關研習課程、整合長
照醫事專業人力培訓課程、社工在職訓練課程等。
(五)強化跨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建立跨部門合作會議，每年定期召開
會議；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辦理失智照護單位聯繫或經驗分享會
議；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老人健康促進活動及失智症服務方案如社區
宣導、志工訓練、家庭照顧支持服務及早期介入服務等；另結合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等，辦理老人健康促進（失智症預防）相關活動。
(六)鼓勵失智症相關研究與國際合作：補助失智症專業團體辦理失智症
患者多元照顧服務模式之研究、委託蒐集國際實證及投入防治研究
文獻資料、辦理失智症防治相關議題之研討會議。
(七)權益保障：設置失智症關懷專線提供可近性獲得適當照護與支持，
透過長期照顧照顧管理中心提供所需資訊、轉介連結長照服務，辦
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監護及輔助宣告、財產信託等宣導，訂定居家
服務及日間照顧服務評鑑指標，提升服務品質，另外，對於邀集專
家學者參與研議失智症政策。
二、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0
我國為期與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同步推動，依循全球失智症行動計
畫之期程，訂定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0之執行期間為
2018年至2025年，引用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之七大行動領域，作為國內失
智症政策之策略主題，以利未來與國際失智症資訊接軌，並與其他國家相
互交流、比較及學習；將打造預防及延緩失智症的友善社會，與確保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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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品質，設定為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的願景。
(一)主要目標
1、及時診斷、適切治療和照護、降低罹患失智症風險。
2、失智者、照顧者及家屬可獲得需要的服務與支持，維持尊嚴及良
好生活品質。
3、降低失智症為照顧者、家屬、社區及國家所帶來的衝擊。
(二)策略及行動方案
策略一、列失智症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務
行動方案：
1、中央層級召開全國性失智症政策督考會議及成果發表活動件數
2、制定保障失智者人權的法規或規範
3、發展法規確保國家失智症計劃與行動之落實
策略二、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友善態度
行動方案：
1、提升全國人民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
2、提升全國人民的失智友善態度
策略三、降低失智的風險
行動方案：
1、降低可改變的罹患失智症之風險
2、主動提供諮詢民眾可改變之危險因子並進行介入
策略四、健全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網絡
行動方案：
1、強化失智症照護服務體系
2、發展及強化社區型照護體系與流程
3、培訓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及照顧服務人員具失智症專業知識與技
能
4、建立失智者與家庭知情同意、與自主醫療照護選擇、與預立醫
囑與決定之規範
策略五、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協助
行動方案：
1、發展及加強支持保護失智家庭照顧者的福利與法規
2、提升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及長照社工人員具備辨識及降低失智家
庭照顧者壓力的能力者壓力的能力
3、普及失智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務，降低失智家庭照顧者負荷
壓力
策略六、建置失智症資訊蒐集與分析平台
行動方案：
1、建立全國性失智症登錄及監測系統
2、制訂失智症醫療與社會照護數據蒐集之政策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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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行國家失智症流行病學及相關資源數據調查
策略七、推動失智症之研究與創新發展
行動方案：
1、發展全國性失智症研究
2、增加失智症研究與創新醫療照護科技的產出
3、增加對滿足失智者、照顧者、潛在失智者需求或社會整合照顧
需求之創新研究

伍、臺北市失智症政策
自2007年本市推動「輕、中度失智症樂齡音樂活動」
，2009年推動「輕、
中度失智症社區照護網絡模式」，2011年由本市衛生局規劃跨局處整合性
失智症個案管理計畫，並邀集社會局、警察局、消防局、教育局及專家學
者召開「臺北市失智老人服務機制工作小組聯繫會」，共同規劃推動整合
型多模式之「臺北市失智症社區照護網絡」，並確認本市統一篩檢工具，
使用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AD-8）。
2012年本市建置臺北市失智症個案管理系統及資訊服務網，建立社區
健康服務中心為單一通報窗口，與本市轄內醫院簽約合作提供失智症確診
服務；同年於臺北市政府長期照顧委員會下設失智症工作小組，後續召開
失智症跨局處工作小組會議，確認工作小組任務、架構分工與職責。
為積極推動失智症照護及配合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以下稱長照2.0)，
本市衛生局提供失智症個案整合性服務及家屬支持方案，自2015年開始推
動個案管理關懷服務計畫，並於2016年度賡續改良推動，透過合約醫院建
立個案管理服務制度，及時提供失智症個案或家屬照護及相關資訊，以改
善個案及家屬的生活品質，減輕其照護負擔與壓力；並發展失智症友善社
區之指標，以作為發展失智友善社區策略之參考。
2017年建立失智症友善程度問卷，以利推廣調查本市失智症友善程度；
同年首次申請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計畫」布建1處失智共照中心及設
立10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2018年設置2處失智共照中心，建立社區失智共
照平台，整合失智社區服務據點等資源，經由推動認識失智症的宣導活動、
提供失智個案轉介及追蹤服務、訓練失智照護人才及輔導失智社區服務據
點；以社區為單位，設立11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分別提供失智者及其家
屬認知促進、緩和失智、家屬支持團體、家屬照顧課程等支持服務。
2019年為提供失智症民眾所需失智照護資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及社
會局以個案為中心從預防、篩檢、到確診後續的各期照護，積極發展臺北
市特色多元失智照護服務資源，包括布建失智症篩檢確診醫院、失智症個
案管理關懷服務醫院、擴增失智共同照護中心達5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24
處、失智團體家屋、互助家庭、日照中心，並規劃多層級連續性的失智照
顧園區、辦理失智照護人才培訓、家庭照顧者照護技巧訓練及樂齡成長團
體活動等，以建立失智照護網絡。
本市依循我國「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0」，訂定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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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失智症行動計畫，此計畫之目標、行動策略及方案分述如下。
一、目標
(一)短期目標：
1、辦理失智症社區篩檢並落實轉介服務，使失智症能早期診斷早期介入。
2、增進民眾對失智的瞭解並能去污名化。
3、提供失智症患者及照顧者適當的照護及支持。
(二)中期目標：
1、建立跨單位失智症相關照護服務資源整合機制，完善失智症照護體系。
2、結合商家、診所等單位組織 ，佈建友善社區據點。
3、建立安全便捷的交通與環境，使失智長者安全外出、維持自主性。
（三）長期目標：
1、讓失智者於社區有歸屬感，提升失智者、照顧者及家屬的尊嚴及良好生
活品質。
2、由失智友善社區邁至失智友善城市，建立相關本土性指標並結合本市
健康城市與高齡友善城市，進行全面推動。
二、策略、行動方案
策略一、列失智症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務
行動方案：
1.1有專責單位推動 失智症政策管考。
1.1-1臺北市政府長期照顧委員會下設失智網絡工作小組。
1.1-2建立臺北市失智症行動計畫。
1.1-3於失智症服務官網公告，臺北市之專責單位或服務窗口。
1.2保障失智者人權
1.2-1對失智者工作的友善對待
1.2-2針對失智者工作權提出推動方案
1.3確保失智症計劃與行動之落實
1.3-1定期追蹤檢討行動方案各項工作執行成效
策略二、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友善態度。
行動方案：
2.1提升市民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
2.1-1辦理社區失智友善公共識能教育訓練。
2.1-2臺北市府各局處及所屬單位公務人員對失智症的認識。
2.1-3辦理失智友善天使核心教育訓練。
2.1-4於樂齡學習據點(52處)進行認識失智症的相關宣導。
2.1-5辦理社區防災宣導等活動，協助推廣民眾認識失智症。
2.2提升市民的失智友善態度。
2.2-1編製提升大眾對失智友善態度之海報或教材資源。
2.2-1招募失智友善組織。
2.2-2將失智友善天使核心教育納入「臺北市聯營公車駕駛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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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品質提昇講習」。
2.2-4失智症認識友善中小學宣導
策略三、降低失智的風險
行動方案：
3.1降低可改變的罹患失智症之風險
3.1-1提高長者健康知識，減緩失智風險辦理健康促進課程。
3.1-2行銷宣導失智症防治，提升市民對失智症認知及預防。
3.2主動提供諮詢民眾可改變之危險因子並進行介入：
3.2-1 培訓醫療專業人員於民眾諮詢時，主動介入關懷服務。
策略四、健全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網絡
行動方案：
4.1強化本市失智症照護服務體系(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4.1-1透過失智共照中心的個案管理，協助失智者獲得可近，合
適，有感之服務。
4.1-2透過分區照護服務落地，讓失智者就近於住家附近接受失
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
4.1-3健全失智症診斷
4.1-4提升失智症日間照顧量能
4.1-5協助失智症申請身障手冊
4.1-6推動失智者指紋捺印行動站計畫
4.2培訓專業人員及照顧服務人員具失智症專業知識與技能
4.2-1培訓醫療專業人員失智照護知識。
4.2-2培訓照服員失智照護知識。
4.3提供失智緩和醫療、安寧照護服務。
4.3-1培訓失智緩和醫療、安寧照護人員。
4.3-2提供失智安寧照護服務
策略五、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協助
行動方案：
5.1提升失智家庭照顧者的能力：
5.1-1辦理失智家屬照護技巧培訓課程。
5.2普及失智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務，降低失智家庭照顧者負荷
壓力：
5.2-1於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辦理家屬支持性團體。
5.2-2家庭照顧者支持中心服務失智照顧者。

策略六、建置失智症資訊蒐集與分析平台
行動方案：
6.1運用臺北市失智症個案管理系統進行確診案之建檔及管理
6.1-1由臺北市特約失智症篩檢及確診醫院鍵入新確診案於失智症個
案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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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七、推動失智症之研究與創新發展
行動方案：
7.1失智社區個案管理整合照護方案

7.1-1委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建立失智症分級個案管理模式
7.2發展運用高科技協助失智症個案照護服務

7.2-1建立失智長者協尋資料庫系統
三、臺北市失智症行動計畫之工作項目(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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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臺北市失智症行動計畫之工作項目
策略
一、列失智症
為公共衛生之
優先任務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工作項目
主責單位

1.1 有專責單位推 1.1-1 臺北市政府長期照顧委 1.1-1 辦理或失智症跨部門研商會 跨部門研商會議至少 4 場/
動失智症政策管考 員會下設失智網絡工作小組
議場次
年

衛生局
長照科

1.1-2 建立臺北市失智症行動
計畫
1.1-3 於失智症服務官網公
告，臺北市之專責單位或服務
窗口
1.2 保障失智者人 1.2-1 對失智者工作的友善對
權
待
1.2-2 針對失智者工作權提出
推動方案

衛生局
長照科
衛生局
長照科

1.1-2 完成臺北市失智症行動計畫 定期修正並完成公告
1.1-3 完成臺北市之專責單位或服 完成臺北市之專責單位或
務窗口
服務窗口，使民眾方便查
詢
1.2-1 宣導及推動失智者友善職場
6 場/年
1.2-1 考量失智者需求，協助失智
者就業

1.3 確保失智症計 1.3-1 定期追蹤檢討行動方案 1.3-1 失智症計畫經費執行率
畫與行動之落實
各項工作執行成效
二、提升大眾
對失智症之認
識及友善態度

預期效益(目標值)

2.1 提升市民對失 2.1-1 辦理社區失智友善公共 2.1-1 參與失智友善公共識能教育
智症的正確認識
識能教育訓練
訓練人數
2.1-2 提升公家機關人員對失 2.1-2 臺北市府各局處及所屬單
智症的認識
位公務人員完成失智友善教育訓
練人數
2.1-3 辦理失智友善天使核心 2.1-3 失智友善天使核心教育訓練
人數
教育訓練
2.1-4 樂齡學習據點認識失智症的
2.1-4 於樂齡學習據點(52 處) 相關宣導完成場次
進行認識失智症的相關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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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就業服務人數
2人

勞動局
勞動局

>90%

衛生局
長照科

≧2,000 人/年

衛生局
健康科

增能訓練≧3,000 人/年

衛生局
健康科

≧500 人/年

衛生局
健康科

宣導 52 場次

教育局

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2.1-5 社區防災宣導活動，推廣民
2.1-5 辦理社區防災宣導等活 眾認識失智症完成場次
動，協助推廣民眾認識失智症
2.2 提升市民的失
2.2-1 編製提升大眾對失智友 2.2-1 編製提升大眾對失智友善態
智友善態度
善態度之海報或教材資源
度之海報或教材資源
2.2-1 招募失智友善組織

2.2-2 招募失智友善組織

2.2-2 將失智友善天使核心教 2.2-3 將失智友善天使核心教育納
育納入「臺北市聯營公車駕駛 入「臺北市聯營公車駕駛員服務
員服務品質提昇講習」
品質提昇講習」

三、降低失智
的風險

2.2-4 失智症認識友善中小學
2.2-4 失智症認識友善中小學宣導
宣導
3.1 降低可改變的 3.1-1 提高長者健康知識，減 3.1-1 長者健康健康促進課程辦理
罹患失智症之風險 緩失智風險辦理健康促進課程 場次

3.1-2 行銷宣導失智症防治， 3.1-2 認識失智症或預防宣導媒體
提升市民對失智症認知及預防 露出數
3.2 主動提供諮詢 3.2-1 培訓醫療專業人員失智
3.2-1 失智共照中心主動介入並提
民眾可改變之危險 照護知識於民眾諮詢時，主動
供諮詢服務人次
因子並進行介入
介入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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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目標值)

工作項目
主責單位

宣導 12 場次

消防局

2 件/年

衛生局
健康科

≧150 家/年

衛生局
健康科

4 場次

交通局

≧12 場/年

衛生局
健康科

52 場次

教育局
終身科

媒體露出至少 5 則/年

衛生局
健康科

>1500 人次

衛生局
長照科

策略
四、健全失智
症診斷、治
療、照護網絡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4.1 強化本市失智 4.1-1 透過失智共照中心個案 4.1-1 共照中心個管個案數=【109
症 照 護 服 務 體 系 管理，協助失智者獲得可近，合 年新增(系統登錄)疑似、 極輕
( 失 智 照 護 服 務 計 適，有感之服務。
度、輕度、中度及重度以 上所有
畫)
個案人數】×8 處共照中心
4.1-2 透過分區照護服務落地，4.1-2 據點服務個案數=【109 年(系
讓失智者就近於住家附近接受 統登錄)疑似失智及失智個案】×37
處服務據點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
4.1-3 健全失智症診斷

4.2 培訓專業人員
及照顧服務人員具
失智症專業知識與
技能

工作項目
主責單位

>2400 人

衛生局
長照科

>555 人

衛生局
長照科

90%

衛生局
長照科

佈點數 3 處

社會局

4.1-3 失智共照中心個案確診率

4.1-4 提升失智症日間照顧量 4.1-4 日間照顧中心(含小規機)失
能
智症服務人數
4.1-5 協助失智症申請身障手
冊
4.1-6 推動失智者指紋捺印行
動站計畫

預期效益(目標值)

4.1-5 領有身障手冊建檔人數
4.1-6 失智症個案指紋建檔人數

4.2-1 培訓醫療專業人員失智 4.2-1 專業人員失智培訓場次
照護知識
4.2-2 培訓照服員失智照護知 4.2-2 照服員失智培訓課程場次
識

4.3 提供失智緩和 4.3-1 培訓失智緩和醫療、安寧 4.3-1 失智緩和醫療、安寧照護人
醫療、安寧照護服 照護人員
員場次
務
4.3-2 提供失智安寧照護服務 4.3-2 聯醫服務失智安寧之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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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人
捺印場次 24 場
捺印人數 360 人
>10 場

>2 場

社會局
警察局
衛生局
長照科
衛生局
長照科

>2 場
臺北市立聯醫
50 人

臺北市立聯醫

策略
五、普及對失
智家庭照顧者
的支持協助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5.1 提升失智家庭 5.1-1 辦理失智家屬照護技巧 5.1-1 失智家屬照護技巧培訓課程
照顧者的能力
培訓課程
場次

5.2 普及失智家庭 5.2-1 於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辦 5.2-1 辦理家屬支持性團體場次/
照顧者多元支持服 理家屬支持性團體。
處
務，降低失智家庭
照顧者負荷壓力
5.2-2 家庭照顧者支持中心服 5.2-2 家庭照顧者支持中心服務失
務失智照顧者
智家庭數
六、建置失智
症資訊蒐集與
分析平台
七、推動失智
症之研究與創
新發展

6.1 運用臺北市失
智症個案管理系統
進行確診案之建檔
及管理
7.1 失智社區個案
管理整合照護方案

6.1-1 由臺北市特約失智症篩 6.1-1 新確診案之鍵入完成率
檢及確診醫院鍵入新確診案於
失智症個案管理系統

預期效益(目標值)

工作項目
主責單位

>5 場

臺北市立聯醫

>5 場/處

500 位家庭照顧者
社會局

>90%

7.1-1 委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7.1-1 建立失智症分級個案管理模 建立失智症分級個案管理
建立失智症分級個案管理模式 式之指標或量表
模式

7.2 發展運用高科 7.2-1 建立失智長者協尋資料 7.2-1 提高失智症個案走失協尋之 完成失智長者協尋資料庫
技協助失智症個案 庫系統
效率
系統
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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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
聯醫

衛生局
長照科
衛生局
長照科
臺北市立
聯醫
衛生局
長照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