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07 日  第 1684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感謝社友伉儷這段時間對我和內人碧霞的

支持和照顧，我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席設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三重分

站照顧管理督導藍天祺先生、領唱老師張

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Justice、Aero 夫人，生日快

樂! 

敬祝社友 Obama、P.P.Stock 結婚週年快

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自

選曲「春夏秋冬」、「月光小夜曲」。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

席記錄。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九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會留步參與會議。 

(2) 九月十四日第 1685 次例會，適逢中

秋節假期休會乙次。 

(3)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中午例會，邀

請到國際景觀大師朱魯青先生蒞臨演

講「景觀藝術漫談」，請有報名之社

友夫人一同出席例會聆聽專題演講。 

(4) 職業服務-參觀社友游伯湖 Alan“馥

華艾美”建案，謹訂於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下午三時假馥華艾美(板橋

區中山路一段 216 號)舉行。 

*屆時請大家自行開車前往，現場備

有停車場。 

 前社長張富逸 P.P.Eric 介紹主講者： 

姓名：藍天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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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74.11.3 

學歷：台北醫院大學護理學系學士 

曾任：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三重分站照

顧管理專員、衛福部樂生療養院加 

護病房護理師 

現任：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三重分站照 

顧管理督導 

長照2.0的現況與困境 

 

 

 

 

 

 

 

 

 
 

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三重分站照顧管理督導

藍天祺先生 

面臨台灣人口老化趨勢急速提升，衛福部 2017 

年 11 月奉行政院核定長照十年計畫 2.0，並自 

2018 年 1 月起實施，以滿足我國不同族群之多

元長照需求。長照 2.0 實施至今已 1年有

餘，持續以在地老化為目標，建立以社區基礎

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機構照

顧之多元連續且普及之照顧服務體系。 

長期照顧制度發展脈絡 

1998 年~行政院核定「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

案」，行政院衛生署通過「老人長期照護三年

計畫」。 

2000-2003 年~行政院核定「建構長期照顧體

系先導計畫」。 

2002-2007 年~經建會推動「照顧服務福利及

產業發展方案」。 

2007 年~行政院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

畫」。 

長照十年 1.0，是 2007 年起推動的計畫。以在

地老化為原則，發展/普及長照資源。 

2015 年~長照服務網及長照服務法。 

2016 年~長照十年計畫 2.0。 

為了彌補 1.0 的限制，長照 2.0 的目標是建構

「找得到」、「看得到」、「用得到」的服

務。 

【重點 1】：服務對象擴大。 

【重點 2】：服務項目增加。 

【重點 3】：服務提供單位掛牌。 

【重點 4】：核銷規定鬆綁。 

我符合申請資格嗎?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65 歲以上長者。 

55 歲以上原住民。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新北市獨有對象 

未滿 65 歲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失能

者：須具有重大傷病證明、或衛生主管機關公

告之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醫師診斷證明(須確

診病明及狀態)、或發展遲緩診斷證明，前開

各項證明有效期限適用一年。 

這到底有什麼好康? 

照顧及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喘息服務。 

照顧及專業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

庭托顧、居家/社區復能、營養吞嚥照護及居

家護理指導。 

交通接送服務：往返居家至醫療院所就醫

(含復建)之交通工具。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短期輔具

2手輔具租借、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等--->輔

具購置或租賃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喘息服務：居家喘息、機構喘息、日照喘

息、巷弄長照站臨托、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

息。 

長照需要等級、服務給付額度，民眾部份負擔

如何計算? 

「長照需要等級」是按失能／失智程度，由輕

至重共分為 1~8 級，第 1級沒有給付額度，第

2~8 級則是按等級給付不同的額度。（由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判定），再按照身分別：「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一般戶」，而有



不同的部分負擔比例。 

服務項目高達 142 項，額度沒用完可保留到下

次複評日之前。 

照顧服務~53 項 

專業服務~12 項 

交通接送~1-多項 

輔具服務~47 項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21 項 

喘息服務~8 項 

特殊狀況 

照顧及專業服務-聘請外籍家庭看護工或領

特別照顧津貼者，只能申請專業服務!但可給

付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三成。 

喘息服務-聘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家庭當看

護工無法協助超過一個月時可以使用喘息服

務。 

長照申請管道有三種 

撥打 1966 長照服務專線 

親自洽詢照管中心 

家人若即將出院且有長照需求，也能直接洽

詢醫院護理站相關資訊 

長照 2.0 的困境，長照人力不足 

截至 107 年 12 月底 65 歲人口數為 539,705

人，依照長照 2.0 需求，高推估總需求數為

118,531 人。 

108 年服務

目標 

目標涵

蓋率為

35% 

預測成

長率

45% 

現況 

預期在案數 41,485 28,235 27,759 

照專人力需

求(1:200) 

207 141 76 

(1:286) 

照專人力缺

口 

-131 -65 -32 

個管人力需

求(1:150) 

276 188 150 

 社長張正鳴P.Jason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

藍督導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江基清 P.P.Al 報告本週紅箱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九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9月 7日(星期六)14:1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徐明偉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洪敏捷、劉炳宏、 

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吳得利、 

林振哲、劉炳華、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八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月份行事曆 

        10/05 第 1688 次例會，提前至 10 月 

        1 日(星期二)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九 

         扶輪社聯合例會。「扶輪服務帶來感

動」前總監林華明先生。 

       10/12 第 1689 次例會，適逢雙十節 

連假，休會乙次。 

        10/19 第 1690 次例會，職業服務-表 

揚優良員工。 

        10/26 第 1691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年度第三次爐邊會預訂十一月十日

(星期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地點由爐主另行通知。 

第四案：社友許國騰年齡 60 歲、社齡 26 年申 

請免計出席。請討論。 

決  議：已符合 RI 申請免計出席之規定，通 

過。 
 

八扶輪社 AG 盃高爾夫球賽 

時間：10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報到/ 11:00 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參加：吳振斌 P.P.Tea、連文惠 



本週節目 

九月二十一日 

第 168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華 P.P.Stock 

主  講  者：景觀大師 朱魯青先生 

(台中大屯扶輪社 P.P.Idea) 

講      題：景觀藝術漫談  

 

下週節目 

九月二十八日 

第 1687 次例會 

秋季旅遊-花蓮理想大地二日遊。 

 

節目預告 

十月五日 

第 1688 次例會 

【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 月 1 日(星期二)11:30 註冊 

        12:00 開會、13:10 餐敘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主講：林華明 P.D.G.Venture 

講題：扶輪服務帶來感動 

備註：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出席。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宏陸社友(96.09.21)1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07 日  第 168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d、

Dental、Kay、Kenny、Leo、Mars、

Obama、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9 月 07 日 第 168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57,300

Al 1,000 Land 1,000

Benson 1,000 Lobo 1,000

Cathay 3,000 Masa 2,000

ENT 1,000 Polo 1,0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Frank 2,000 Sky 1,000

Fuku 10,000 Stock 1,000

George 1,000 Taylor 1,000

Hero 1,000 Trading 2,000

James 1,000 Will 6,000

Jason 3,000 Wood 2,000

Junior 500  

小計：     $44,500 總計：      $401,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72,900

Cathay 5,200 Kenny 5,200

David 5,200 Mars 5,200

小計：      $20,800 總計：      $293,700

職業服務-參觀社友 Alan“馥華艾美”建案 
*時間：9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3:00 

*地點：馥華艾美建案(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16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