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傳善獎 『擁抱笑容 擁抱愛-年輕型失智症家庭的第二個家』
3 年執行成果報告書
壹、 補助前
一、 單位當時概況
本會於 91 年創立致力於推動失智症議題，多年來不斷發展失智症
創新服務，直接服務包含
諮詢服務

93 年開始於上班日 9：00-18：00(現已延長至 21：00)
提供免付費 0800-474-580 失智症諮詢服務，並建立
彙整失智症相關資源的失智症社會支持網站

永遠記得您講
座

自 97 年起於每年的 3-12 月固定時間及地點辦理專題
講座與社會資源展，並於講座後辦理家屬支持團體，
同時提供臨托服務

瑞智學堂

自 93 年針對輕度失智者辦理之認知促進團體，透過
多元的團體設計，以期發揮失智者之能力並延緩病程
退化

瑞智互助家庭

100 年起以家的環境及理念，失智者與家屬能於居家
環境中自由的參與活動，家屬在陪伴之餘相互交流，
形成互助支持網絡

然而在服務過程中，發現在既有的服務模式中，難以滿足年輕型
失智症家庭需求，他們大多是短暫停留甚或不願參與，且當時在長期
照顧服務中所服務的對象為 65 歲以上的長者，因此諸多行動功能佳的
年輕型失智症家庭難以使用相關的長照資源，在種種因素之下，待下
次年輕失智症家庭再來與本會求助時，往往已因求助無門及照顧壓而
身心俱疲，為此本會在 101 年決定展開年輕型失智症服務，然而因單
時國內外辦理年輕型失智症服務為短期計畫或是單一類型服務模式，
因此顯少資料可做辦理之參考，為此本會開始以家屬訪談瞭解家庭困
境及需求之資料收集，做為服務開展的基礎，並開辦家屬講座及支持
團體，同時逶過臨托服務的過程，瞭解年輕型失智者的興趣與特性，
建立服務方向，
『年輕型失智症服務』就在如此摸索嘗試修正的過程中
展開，雖然本會有諸多的實驗性想法，當時本會的服務多倚靠政府計
畫然而此方案的計畫補助金額不多，且受限可核銷之科目，因此在發
展創新上窒礙難行。
二、 單位所許下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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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在服務最初，最大的願景即建置年輕型失智症家庭專屬的服
務會館，以友善的環境及適切的服務，成為年輕型失智症家庭第二個家，
讓服務可具可近性、可及性及可用性。
貳、 補助中
一、 這三年來機構資源的運用及執行概況
透過傳善獎維期 3 年的穩定資金的挹注，辦理相關服務，包含年
輕型失智症服務模式的建構、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大眾宣傳等面向，
資源的運用及執行內容如下：
106 年度
項目

內容

建立 Young 記 於 105 年下半年確定獲獎後,隨即於同年 10 月於台北市
憶會館
大安區覓得處所,成立全台第一個以年輕型失智症特性
而設計打造的空間環境,並定名為「Young 記憶會館」,
提供專屬於年輕型失智症家庭的服務。
家屬服務

包含諮詢及依家屬需求辦理家屬講座及支持團體，在服
務過程中，也發現家屬之能量，發揮其能力，包含建置
會館粉絲專頁，自辦花藝、排舞、縫紉、旅遊等抒壓活
動，且培力家屬能力與新家庭間對話與經驗分享。

失智者服務

考量年輕型失智症之特性及高挑戰性，因此結合多專業
設計辦理了體能的運動團體、表達性藝術、及針對中重
度失智者知覺統合等多元團體，同時也提供年輕型失智
者諮詢服務。年度共計 1,320 人次失智者參與活動。

家庭交流

年度至 3 縣市辦理家庭交流，透過家屬及失智者的能量
與各界對話，包含政府單位、醫院、社福單位，師生等，
期間並與當地年輕型家庭交流。

專業人員訓練

為將年輕型失智症之議題推至全台，期能於各地開展服
務或提供年輕型失智症家庭相關服務，本會至台北、台
中辦理專業人員訓練課程，共計 322 人參與,並辦理知
曉度調查。

學術研究

以往年輕型失智症少有本土研究，藉由各種管道的推廣
曝光後，引發學界研究生及相關單位與本會接洽，期能
進行相關研究。

社區宣導

年輕型失智症議題顯少受到社會大眾重視，為提昇社會
意識，分別於基隆市、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辦理 5
場社區宣導，共 356 位民眾參與,並辦理知曉度調查。

國際失智症月

於 9 月份國際失智症月之珍愛記憶嘉年華活動，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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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年輕型失智症議題，並完成 785 位民眾的知曉度調
查及互動
書籍出版

因為宣導的速度有限,經與家屬討論後,在短短數月間
完成台灣第一本集結家屬、失智者、專業人員共同撰寫
的「可是我們還年輕-still young」一書，書中道出年
輕型失智症家庭之心路歷程，此書成為年輕型失智症議
題推廣重要媒介

媒體露出

報紙媒體約 10 篇、網路電子媒體約 50 篇、廣播採訪約
10 篇等的媒體露出量
107 年度

項目

內容

家屬服務

辦理家屬知能講座，紓壓類型的縫紉、手工藝活動、運
動課程及家屬讀書會等。為符合年輕型失智症家庭特
性，除原有的電話、面訪以外，並增加周六諮詢時段。

失智者服務

依據失智者活動之特性設計所適之團體，包含表達性藝
術之音樂、戲劇團體；肌力、有氧等運動類型團體；及
中重度及重度失智之知覺統合，共計 2,207 人次。在此
年度中也可發現失智者本人主動求助的比例攀升。

家庭性活動

為增加家庭間之正向交流，辦理藝術手作、廚房手作及
桌遊互動、聚餐、出遊等家庭庭流及放鬆活動。

Young Coffee

於 106 年 12 月開始籌設及進行培訓,3 月試營運,4 月即
正式營運,設立全台首間以年輕型失智者提供服務之咖
啡坊，並由個案們共同命名為”young coffee”。共 19
位年輕型失智症參與培訓，其中 9 位正式成為店員，於
每周六上午 9：00-16：00 為服務時段。然而此年度之
咖啡坊之來店人數偏低，嘗試諸多方法包含活動搭配、
官網宣傳、親友介紹等，來店數仍難有所提昇。

家庭交流

於 3 縣市與 6 個政府及社福、學校等單位，進行深度交
流，期待透過校園教育、社福單位力量、與政府部門倡
議等方式，提昇各地年輕型失智症服務發展之動能。

專業人員訓練

辦理 1 場「戲劇治療用於年輕型失智症」，共 150 位參
與，另於台北、高雄辦理 3 場專業人員訓練課程，共 803
位學員參與。

學術研究

1.除承接國衛院計畫進行年輕型失智症之學術研究案,
仍持續接受其他單位之研究申請。
2. 於台灣失智症聯合學術研討會中發表年輕型失智症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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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宣導

於全台 8 縣市辦理 21 場社區宣導活動，包含講座、分
享會、園遊會等不同型式。

國際失智症月於 9 月份國際失智症月嘉年華活動，於剝皮寮辦理三天的
young coffee 限定店，雖因與訓練的流程過環境不同，
對於失智者產生困難，但仍有亮眼的成績。
媒體露出

年度共 24 則新聞媒體露出。

宣傳參訪

1.年度共 12 組學生來訪製作專題，並協助製作宣傳品
套組、影片拍攝及網路宣傳等
2.大專院校、政府部門、社福團體、國外單位共 24 單
位至 Young 記憶會館進行參訪交流
108 年

項目

內容

家屬服務

延續服務，提供家屬諮詢及小團體分享，及屬講座、支
持團體、家屬抒壓團體及讀書會等。

失智者服務

延續辦理表達性藝術團體、運動類型團體、認知團體、
知覺統合以外，持續發展新型態團體如肢體創作、健身
房運動等，年度共 2,074 人次參與。

家庭性活動

延續辦理藝術手作、點心手作、桌遊互動、聚餐、出遊
等家庭流及抒壓活動。

Young Coffee

1.持續辦理於每周六辦理 Young Coffee，本年度新增 2
位店員，合計 11 位店員提供服務，經媒體報導吸引
民眾注意，並藉由網路社群平台的傳播力量，年度來
店民眾達 2,242 人次。
2.與烘培者咖啡合作，開發濾掛咖啡包、禮盒等，並陸
續討論未來合作方案。

社區宣導

1.持續至台全分享年輕型失智症議題
2.投稿國際失智症協會(ADI)國際失智症研討會，並將
於 2020 年於新加坡以海報發表年輕失智症服務成效
3.由「黑松世界」贊助本會辦理維期 2 個月之『失智者
超乎想像、打破迷思限定展-年輕型失智症特展』年
輕型失智特展，後續並移展至台中及高雄，透過失智
者作品，讓社會大眾認識其能力及價值。

國際失智症月

9 月份國際失智症月嘉年華活動，於華山文創園區辦理
2 天的咖啡坊限定店，同時辦理年輕型失智者作品展，
期透過於年輕族群聚集地辦理能提昇議題的關注度。

書籍出刊

1.彙整 3 年的服務經驗及成果出版「年輕型失智症特刊」
之本會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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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年輕型失智者及家屬所需，發展年輕型失智症 58
問手冊
媒體露出

年度共 84 則媒體露出，包含報紙、雜誌、影音新聞、
節目專題報導等，且透過媒體報導另有多位 youtube 拍
攝，讓 Young Coffee 成功獲得大眾關注;而會館粉絲專
頁的流量自 108 年 1 月的 1,391 位至 12 底月共計 10,903
位，急遽的粉絲量增加，顯示關注度的提昇

宣傳參訪

1.大專院校、政府部門、社福團體、國外單位共 14 單
位至 Young 記憶會館進行參訪交流
2.年度共 23 組各級學校(國中及研究所)學生來訪製作
專題

服務開創

1.年度與 2 單位辦理交流，期待開發新單位開創年輕型
失智症服務
2.成功媒合一位輕度年輕型失智者為商業單位聘雇

二、 有哪些成功的項目，並說明關鍵原因
(一)、 年輕型失智症家庭服務的穩定性
失智症因疾病之特性，需要穩定及熟悉的人事物及環境，然而在
獲得傳善獎之前，本會受限於費用的考量，不得不常更換活動場地，
教室、廚房、會議室、健身房、復健診所...等，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
限制及規範，有時在經費考量下，偶而需要與老年性失智症家庭共同
活動，對於案家而言難以適應，也難有歸屬感。
傳善獎提供穩定的經費資助，讓本會得以成立會館，做為服務據
點，並得以依年輕失智症家庭之特性規畫其空間環境，有助提昇失智
者的熟悉度及安全感建立，並讓家屬更為安定、放鬆及互動交流，讓
會館成為失智症家庭第二個家，彼此關係也如家人般相互扶持，形成
互助的支持網絡。
傳善獎提供穩定的經費資助，讓本會得以成立會館，做為服務據點，
並得以依年輕失智症家庭之特性規畫其空間環境，有助提昇失智者的
熟悉度及安全感建立，並讓家屬更為安定、放鬆及互動交流，讓會館
成為失智症家庭第二個家，彼此關係也如家人般相互扶持，形成互助
的支持網絡。
失智症服務是『人』的工作，服務的穩定性，關鍵因素即是穩定的
工作人員，傳善獎計畫執行期間，其計畫執行之工作人員穩定無異動，
有助於與失智者及家屬建立關係，而在長時間的相處之下，工作人員
可敏銳的察覺失智者及家屬的變化與需求，包含病程變化、情緒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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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概況等，有助於共同討論病程照顧、擬定問題解決策略或方向，
讓家屬更能產生信賴感，且藉由通訊軟體的普及，讓家屬或失智者有
需要時，能更及時的獲得資訊或協助。且穩定的人事，也有助於服務
發展延伸之能量。
(二)、 失智者團體的創新嘗試與模式建立
在初期展開年輕型失智症團體時，以過往帶領輕度失智者團體之經
驗為基礎，結合多元非藥物治療，包含認知、運動、手作、藝術、音
樂、園藝等元素，而初期團體帶領者及協同帶領者的執行經驗有限，
且年輕型失智者程度及特性差異大，因此有著相當大的挑戰，執行有
成功也有失敗，而隨著服務經驗的累積及服務量能的提昇，並持續修
正團體的樣態且積極與其他專業類別合作，透過不怕失敗的勇氣去發
展多樣的團體類型，也逐漸建構起團體架構並將之結構化與標準化，
期待未來能提供給各辦理單位參考範本。
(三)、 Young Coffee 的學習及年輕型失智者工作議題倡議
年輕型失智者因受到疾病的病程影響，在確診後往往難以久留於職
場中，面臨被迫退離職場、生活功能減退的衝擊，讓失智者的生活充
滿挫敗，且於社交中退縮，為讓年輕型失智者可重獲自我價值及成就，
本計畫成立首間以年輕型失智者供服務的 Young Coffee，由年輕失智
者製作餐點及提供服務。
在籌備期間，本會與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的職業評估督導及職
能治療師在會議討論中發現目前尚未有相關針對失智症所進行的職能
評估及訓練計畫；因此在本計畫中，本會透過試驗及觀察整理，發展
適用於咖啡坊的評估表單及相關操作流程，做為訓練之基礎。
在開幕之初，透過親友介紹及記者會的宣傳，有短暫的繁榮，然而
在經過時間的推演，人數漸漸減少，來店人數甚至曾掉至 2 人/日，讓
失智者備感挫敗，自我價值大受打擊；但本會仍堅持運作，並持續鼓
舞失智者及家屬，直到 108 年度藉由媒體的報導成功引起社會大眾關
注，讓咖啡坊一夕爆紅，失智家庭大受鼓舞，興奮不已。但同時，來
店人數的大幅度變化，打亂了失智者的工作步伐及作業流程，空間及
環境變的吵雜擁擠，影響失智者情緒，及工作表現。因此團隊立即做
出修正，包括重新檢視、調整環境空間動線、修改工作流程、職務重
新劃分及修正 SOP，調整協助及陪伴的人力，而在當中重要的關鍵是本
會同仁與個案家屬共同討論，再從中研議相關修正之方式。
另一方面，除咖啡坊外，本會近年也積極倡議失智者就業議題，而
勞動部也於 108 年度推展年輕型失智症就業相關研究計畫，期待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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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者就業議題能更為發展。
(四)、 年輕議題的關注度
在過往年輕型失智者在確診之前所產生的症狀如工作異常、情緒
變化等，經常被忽略，或誤認為其他疾病，延誤了就醫；另外，照顧
單位對於年輕失智症的不熟悉，難以運用適當的方式及技巧，社會大
眾也對於年輕失智者的異常行為難以諒解...等種種狀況，透過大眾社
區宣導、網路宣傳，社會大眾對年輕型失智症的認知及關注，在諮詢
電話、粉絲專頁 Messenge 詢問度，已有明顯的提昇。
三、 不如預期的經驗(從中學到什麼、改善了什麼)
(一)、 與醫療端的轉介制度窒礙難行
年輕型失智症服務在本會累積數年服務的基礎下，在提出傳善計畫
時，有相當多想做事及想突破的現況，包含從醫療端轉介個案、服務
模型的建立及工作議題的倡儀及政策轉動及社會意識的建立...等，但
當在實際執行時，許多事都困難重重。如醫療轉介的的部份，在服務
設計的預想上，醫院為個案確診時的第一站，若能及時給予服務資訊，
可大幅縮短案家從診斷到接受服務的時間，並能有所需之服務，然而
受限於相關法規及隱私權等因素，醫療單位在轉介上較為保守且難以
主動提供本會案家相關資料，因此也遲遲難以達成本會之期待；隨著
社會政策的轉變，各縣市於醫院成立失智症共照中心及失智症據點，
本會也隨之改變策略，向個管師衛教及宣傳，期能由個管師與家庭會
談時，將資訊提供給案家。
(二)、 服務推廣困難
年輕型失智症服務，本會多年努力扎根下，已逐漸獲得關注度，但
多年來諸多外縣市家庭求助本會時，對於當地無相似服務可使用時，
深感遺憾及無助，因此本會積極與政府部門、社福單位討論、辦理專
業人員訓練課程、帶年輕型失智症家庭到單地進行深度交流、並培力
家屬透過自身力量去催生當地的服務，但成效有限，年輕型失智症服
務仍僅有零星服務可使用，且多為短期性的計畫，或僅有相當少的服
務量，在與服務端工作人員討論其原因時，包含經費、案源開發及工
作人力、對年輕型失智的服務技巧覺得困難等因素，使此服務推展面
臨困難。
因此本會在 108 年度重新檢視並修正執行方針，不再僅限以失智症
服務單位為開發對象，開放異業結盟，與有意願的單位深度並密集的
討論執行方向後，透過年輕型失智症家庭體驗服務以達互相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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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未來能看到成效。
(三)、 媒體所帶來的效應
108 年 Young coffee 受到媒體的大量曝光,產生超乎預期的成果，
但也同時讓原來會館的主體服務(個案非藥物治療服務、家屬服務等)
被淡化了，也隱約感受到新收案數有略減，另外媒體的報導也帶來一
些網路的負評，因此如何與報導單位溝通都成為本會之新學習。另一
方面，媒體所帶起的連漪效應總會退燒，如何掌握並維持熱度也將是
新課題。
參、 補助後
一、 三年來的創新、成長、茁壯
隨著服務發展，失智者的樣貌轉變，主動求助的比例提昇，讓
本會更意識到，服務的設計除了家屬外，失智者的意見及想法也不
容忽視，本會在服務的過程中，翻轉由工作人員訂立服務規畫的慣
性，學習與失智者一起工作，討論意見及想法，接納他們的感受，
瞭解他們的焦慮與不安，並調整服務模式，包含與失智者本人諮詢，
討論病程及未來規畫，與家人關係與互動，經濟保障等議題，並視
需求安排失智者間的交流，並建立失智者的個人支持網絡；另外在
服務設計部份，也與失智者共同討論及訂立，如咖啡坊的名稱，提
供的餐食內容、服務流程的修訂、團體的主題建議等，透過與失智
者一起工作，接納他們的想法，更能提供適切的服務。
而本會當初勇於走出舒適圈，挑戰年輕型失智症服務，由零開
始，透過會館的建置及服務的規畫，與失智者和家屬間的互動及相
互學習，和專業人員的跨專業合作，皆讓本會學習良多。從過往僅
由服務案家的角度去思考發展，逐漸的改變由更大的層面去看待單
位發展與角色。
藉由這三年的學習，最大的改變即是與社會大眾和企業關係的
調整；從服務案家的角度，以保護服務案家為主，提昇至有限度的
敞開大門，讓服務被社會大眾看見，讓外界有機會瞭解單位及服務
本質，進而轉變社會的認知；同時也讓更多資源挹注。以開放的心
態，不再將合作對象限於失智服務之專業人員，嘗試更多的服務模
式及可能性，更能發展出多元化的服務樣貌。
藉由三年的扎根，年輕型失智症服務已定下穩固之基礎，也實
現本計畫之願景「建構年輕型失智症第二個家」
，讓年輕型家庭有專
屬之服務，包含失智者服務、家屬服務、家庭服務至專業人員訓練、
跨專業合作、異業結合…等，未來三年將於此基礎之上，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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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複製，期待能在下一階段，讓年輕型失智症服務於全台都能更
具可近性、可及性。
二、 傳善獎對單位的影響
(一) 獎助方式對於本會執行計畫之助益
過往，本會為執行單一計畫，需同時申請多個不同單位的補
助，以確保有足夠的經費展開服務，但補助性計畫尤是政府計畫，
補助往往是單一年度，且核銷過程繁瑣，經費運用也有諸多限制，
在長期性的場地租金、硬體設備及專業服務人事費用，更是種奢
求；因此服務往往只能依補助金額而定出年度服務模式，但經費
隔年就會斷炊，然而考量服務對象需求，本會難以終止辦理，單
靠自籌，是難以維持服務的質量的，而傳善獎補助方式，不同於
政府單位，三年的經費允諾,對於期待發展新服務無異是一個強而
有力的定心丸，也因傳善獎的經驗，讓本會思考永續經營時，可
仿此模式與企業洽談合作計畫，讓服務得以穩定發展。
(二) 影片拍攝的啟發
過往本會服務多數以單張簡章、海報、實體講座等方式進行
服務宣傳，傳善獎對於本會有一大重要啟發，即是好的宣導影片
更能快速讓大眾認識及瞭解單位或服務，而好的影片更是以簡短
的時間，將最重要的理念及重點以吸引人的方式做呈現，也因此
本會依性質拍攝及創作多支影片，以多元呈現的服務理念。
(三) 媒體的重要性
本會在 108 年的機緣中,有感於網路傳播力量，透過網路媒
介的資訊輸送，再透過 FB,使更快速更有效的觸擊到大眾，如本
次關注的對象不僅是中高年齡或家有失智者，更是有效的引起年
輕族群、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此議題的關注，此點由咖啡坊的來客
民眾及學生主動來訪製作專題的申請可見一斑。
(四) 捐款的穩定成長
在傳善獎補助期間，隨著服務的穩定性及媒體的露出，使本
會受到社會大眾之認同，捐款的金額穩定成長，本會亦得以有穩
定的預算能持續發展失智症的相關議題的推動。
三、 對社會的影響力(對社會貢獻，知名度與社會大眾關聯)
透過計畫的執行及宣廣，年輕失智症議題已提昇民眾意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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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覺，在就醫前後來電諮詢的比例也更為提昇，於本會開管個管
的統計中，服務執行的過程中，家屬確診至尋找服務的時間有縮
短的趨勢，減少家屬獨自摸索的過程，能更快的獲得照顧所需之
資訊及相關服務。
年輕型失智症議題在本會執行前，並未獲得整體社會福利之
重視，因此在政策方面、服務體系等都未有相關資源，因此年輕
型失智者也經常面臨服務被拒、尋求不到資源又求助無門的困境，
而現今，長照 2.0 也已調整服務年齡至>50 歲的失智個案，並逐
漸有社福單位有意願嘗試年輕型失智症服務或是在既有服務中，
提供混和型服務。
隨著議題發酵，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員及行業別與本會聯繫洽
談合作，讓年輕型失智症服務及資源更具多元性。除在台灣發展，
本會也將服務模式發表至國際研討會，期待讓國際間看到台灣的
努力成果。
四、 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一) 把握大膽嘗試創意服務的機會
創新服務，而無需過於擔憂未達成效指標而遭補助中斷的
困境，且有輔導單位的定期陪伴、審視計畫，是個難能可貴的學
習經驗。傳善獎所提供穩定資源及開放的態度，且讓單位可以放
膽嘗試，相信可以創造更多的產能。
(二) 掌握核心理念及服務主軸
在三年的執行過程，會有越來越多的事情想要挑戰或嘗試，
或因大環境變化，政策的改變，組織的調整而影響了原訂的計畫
內容，在進行服務調整時，需掌握核心理念及服務主軸，在不偏
離核心理念下再行調整計畫方向，有助於服務長遠發展及發展單
位服務特色。
(三) 學習說故事
社福單位多是努力做事，提供服務，但不一定擅常向外宣
揚服務，然而若單位或服務以永續發展做為目標就需擁有相對足
量的資源，除內部資源外，外部企業、政府或民間捐款等資源也
不可少，在傳善獎三年的經驗中，本會學習到將故事說得動人、
引起共鳴是相當重要的環節，先引起興趣才能有機會擁有認同及
資源，服務之路才能走的更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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