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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 

    到 2015 年 6 月底台灣的高齡化比率（65 歲以上人口 286 萬餘）已經超過

12.22﹪以上，推估每十位老人就有一位是失能者。同時台灣婦女總生育力為逐

年降低，遠低於要維持人口結構穩定，總生育率二．一的水準。在少子女化與高

齡化雙重效應之下，國家發展委員會預估 2014 年約 6.2 名青壯年負擔一位老人，

未來到 2061 年則將降為每 1.2 名青壯年負擔一位老人。     

人口結構老化所帶來的最大衝擊即是對養護、健康醫療照護需求的增加。但

另一方面卻因農業社會轉型到工商業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及小家庭化、婦女的外

出工作、都市化原因等導致大家族同居制度的瓦解。在少子女化與高齡化雙重衝

擊之下，如何從整體社區建構整體互助支援的照護網絡，來落實在地老化（agingin 

place）的理想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議題。 

    日本於 2006 年 4 月將「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制度化，並正式納入照護保

險制度中。小規模多機能服務是日本因應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的觀點，所發

展出的一種社區型照顧模式。小規模的優點是因為人數少，生活方式可以尊重每

位使用個別化的意願、嗜好，使用者間容易形成彼此間熟捻的關係；多機能乃指

多元服務內容，結合了日間照顧、住宿與照護等多項服務。所謂小規模多機能設

施乃是落實「需要照護的高齢者也能安心地在住慣的家及社區繼續生活」的小型

照護機構，屬於「與社區人力、事物、環境和各種資源密切連結」的一種服務型

式。 

    整理近二十年來日本有關建構並落實高齡者在地老化（agingin place）的策

政策導向主要為強調「地域共生‧融合」及「社區密切連結」的重要精神理念。

本次研討會擬邀請在日本四國地區德島市實際負責管理營運，具有實務經驗的社

会福祉法人あさがお福祉会 法人統括保岡伸聰施設長，說明介紹其收購並改建

破產的中型超市閒置空間，因應社區需求規劃強調「融合‧共生」，於 2015 年 5

月創新開設的「津田通用設計社區廚房」及該社會福祉法人 2012 年 4 月設的「小

規模多機能型居宅照護設施」的規劃設計理念，企圖借鏡日本如何推動及進行地

域型高齡者社區福祉，及考量因應高齡者多樣多元需求的小規模多機能設施之經

驗，啟發國內高齡者照護機構相關實務工作者的視野，以期未來能營造高優質的

高齡者照護環境。 

 

貳、課程規劃： 

演講者背景與資歷介紹 

   保岡伸聰 (Yasuoka Nobutoshi) 

日本德島市社会福祉法人あさがお福祉会法人統括施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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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 次郎 (Nakano Jiro)   http://dekijima.com/ 

中野次郎建築設計事務所負責人 

 

 

背景概要: 

    德島市津田町是一個擁有傳統漁港的舊住宅區，總人口數約 16,000 人，高

齡化比率高達 25%以上。社会福祉法人あさがお福祉會是以醫療法人あさがお為

母體的社會福祉法人，響應日本厚生省提倡的充實地域整合照護體制，連結醫療、

福祉和照護，確保高齡者能在熟悉和住慣的社區安心渡過老後生活的理念，陸續

在 2,000坪的基地上開設多樣的福祉設施，逐漸建構一個地域整合照護服務網絡，

提供地域高齡者多元化的需求。 

(1)附照顧機能的輕費老人院( 50 人、1997/09) 

(2)あさがお居家照護據點 (2000/02、縣政府指定事業) 

(3)あさがお日間照顧服務中心(15 人、2004/04) 

(4)あさがお失智症團體家屋(18 人、2004/04) 

(5)「茶房うてび庵」社區喫茶‧咖啡(2008/07) 

(6)あさがお小規模多機能型居宅照護(25 人、2012/04) 

(7)あさがお高齡者優良租賃住宅(18 人、2012/09) 

(8)「小料理屋うてび」以健康為導向的社區餐廳(2012/09) 

 

    社会福祉法人あさがお福祉会 2013 年起認為侷限傳統既有福祉事業的框架，

定位在地域公益事業，無法因應社會變動下的居民需求。應理解並呼應社區新衍

生的需求，提高照護服務的專業性，積極貢獻地域社會。故收購社區破產的舊超

市土地，嘗試跨出福祉法人的福祉設施基地，深耕社區從多樣的管道提供廣義的

福祉服務。 

    故於 2015 年 5 月創設一個提供社區所有居民休憩交流的場所(Design for 

All)，考量「社區融合‧共生」的通用設計地域總合福祉中心

( Tsuda-Machi-Kitchen)，主要服務內容有二，一為通用設計社區喫茶‧咖啡空間‧

併設料理體驗高齡者日間照顧服務(20 人、2015/05)；二為心智障礙兒童下課放

學日間照顧服務 Tsuda-Machi-KIDS(10 人、2015/09)。突破縱向劃分傳統福祉服

務的侷限，橫向連結社區一般居民、托育嬰幼兒‧心智障礙學童課後照顧保護教

育及高齡者日間照顧福祉等，強調跨世代交流共生和融合(integration)。 

    津田通用設計社區廚房( TSUDA machi KITCHEN)的建築設計跳脫傳統福祉

機構空間的意象，建築物外觀造型非常簡潔現代化，使用牛皮沙發、高級家具及

無垢材質的桌子，內部空間裝潢像星巴克咖啡(Starbucks Coffee)一般休閒高雅，

同時提供色彩豐富的兒童遊戲區，方便育兒期的父母親和駐留交流互動。內部空

間劃分為四個不同用途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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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麵包‧菜餚便當‧喫茶咖啡販賣區 

    設置一個開放的社區交流據點，販賣經營養師計算過卡洛里及營養成份均衡

且經濟實惠的麵包‧菜餚(100~200 日圓)‧便當(400 日圓)等。並提供各種創意品

牌咖啡及有益身體健康的有機果汁。 

(2)多用途地區交流空間 

    設置兒童遊戲區、哺乳室等讓社區的媽媽們能輕鬆聚集交流的場所。也可以

在這裡享用從販賣區所購買的麵包或飲料。 

(3)活動和調理空間 

    日照高齡者可在此分成數組，快樂地體驗大家一起做料理、午餐或手工點心

等，並可在此享用親手做、計算卡洛里的健康料理。 

    心智障礙兒童在下課放學後，等待父母前來接送時，則可利用此空間進行以

學習‧運動等為中心的活動，加強社會性及交流互動能力以達到集團療育的目的。 

(4)地區交流活動空間 

    屬室外的木製廣場空間，以營造季節性的飲食為主題，每個月一次和社區居

民一起使用當季的食材，實際體驗製作味磳、醃酸梅、橘醋和烏龍麵等。夏天也

在此放置大型塑膠游泳池，舉辦親子玩水活動。 

 

参、主辦單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系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身心機能活化運動協會、 

          福樂多醫療福祉事業 

 

肆、參加對象、費用及報名方式 

一、參加對象:本活動參加對象包括本校教職員生、各級學校相關科系師生，

有興趣的臨床醫護實務工作者。預計參加人數 150 名。 

二、費用: 酌收工本費 150 元(現場繳交) 

請於 105 年 06 月 17 日前，至本校網站首頁右側「華醫活動報名」專區報名。

報名網址：http://ep.hwai.edu.tw/e-portfolio_Official/Services/LP_OPEN_PAEA.aspx 

或掃 QR Code 報名。 

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http://ep.hwai.edu.tw/e-portfolio_Official/Services/LP_OPEN_PAE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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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辦理日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時間為上午 08：30 至 17：30。 

柒、辦理地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民生科技大樓國際會議廳。 

校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學校位置圖、交通指南如附件 2 所示。 

捌、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為「2016 年日本社區照護暨定位管理服務研討會 1-德島市津田通

用設計社區廚房/社區照顧」之專題演講示範及綜合座談等，活動內容如下表研

討會流程圖所示。 

玖、預期效益 

  企圖借鏡日本如何推動及進行地域型高齡者社區福祉，及考量因應高齡者多

樣多元需求的小規模多機能設施之經驗，啟發國內高齡者照護機構相關實務工作

者的視野，以期未來能營造高優質的高齡者照護環境。 

拾、注意事項 

1.本系列活動場次共計２場（時數８小時／場），全程參加者核發時數 16 小時證

明，僅參加其中一場核發時數 8 小時證明；任一場次未全程出席者不予核發時

數。報名後如無法出席，請在活動前三天通知承辦單位。 

2. .如欲自行開車前來者，請於報名處確實註明自行開車，以利進行相關停車作

業，並於活動當天請告知門口警衛或研習服務人員到校參加研習活動，換取臨

時停車證，並依規定區域停車。 

3.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4.申請繼續教育積分：護理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5.如有疑問請洽活動承辦人：吳淑鈴，連絡電話：06-2674567 轉 591，E-mail：

wu2393@mail.hwai.edu.tw。 

mailto:wu2393@mail.hwa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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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日本社區照護暨定位管理服務研討會

1-德島市津田通用設計社區廚房/社區照顧 

流程表 

  日期：105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 08：30 至 17：30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民生科技大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研討會內容 主持人/講師 

8:30~9:00 報到  

9:00~9:20 報到開幕：長官致詞  

9:20~10:50 保岡伸聰設施長演講 

社会福祉法人あさがお福祉会 法人統括施設

長 

講題：「日本德島市あさがお福祉會的歷史沿革

和社區密切連結型服務設施的經營理念」 

①日本の人口推移、日本の風土習慣、日本の地域の在り

方、日本の少子高齢化問題、日本の先駆的な医療福祉施

設の紹介 

②あさがお福祉会の経緯、コンセプト、サービスと施設

紹介、地域への役割と関わり 

曾思瑜翻譯 

10:50~11:05 休息時間茶敘  

11:05~12:05 保岡伸聰設施長演講 

社会福祉法人あさがお福祉会 法人統括施設

長 

講題：「日本德島市津田社區通用設計廚房的規

劃設計理念」 

③つだまちキッチンのコンセプト、地域に住む様々なタ

イプ（高齢者・障害者・妊婦・主婦・児童・赤ちゃん・

外国人）が集うユニバーサルカフェについてユニバーサ

ルカフェについて 

曾思瑜翻譯 

12:05~13:30 午餐  

13:30~15:00 中野次郎  建築師演講 

講題：「建築設計對社區福祉設施(老人福祉設施

和幼稚園、托兒所等)的影響」 

今後の展望（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ーと関わるライブラリー

のある老人施設の設計・建設と先駆的な幼児教育や発達

障害を専門的に支援する保育園の設計・建設）ハード（建

築物）が地域にもたらす影響について 

曾思瑜翻譯 

15:00～15:10 休息時間茶敘  

15:10～16:30 蔡錦墩董事長兼總經理演講 

講題：「小規模、多機能照顧『翠華園』經營十

年歷程與發展模式」 

 

16:3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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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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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校區位置圖 

 

交通資訊 

由仁德交流道：下仁德交流道，走中山路往臺南市區方向，中山路與文華路口

左轉後，於文華路與文華一街左轉，即可抵達。  

由臺南市區：由臺南市東區崇善路經台南縣民安路，民安路與文華路口左轉

後，於文華路與文華一街左轉，即可抵達。  

高鐵：於高鐵台南站下車，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若搭乘高鐵所提供之免費接

駁車，請搭乘奇美醫院路線至仁德交流道站下車，再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高

鐵免費快捷專車路線圖] 

台鐵： 

台南車站：於台南車站下車，轉搭公車抵達華醫。 

保安車站：於保安車站下車，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 

仁德車站：於仁德車站下車，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 

 

http://www.thsrc.com.tw/tc/images/transfer/q_bus/tainan_02.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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