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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已跨足二十年。這二十
年，國衛院持守創院理想，懷抱提昇國人健康福祉的信念，雖步履維

艱，卻堅定地為國人解決諸多醫衛問題，與民眾的健康福利一起成長。

二十年，台灣的大環境蛻易丕變，國衛院未來如何秉持其厚實學術研究

之能量，協調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引領台灣進入新世紀的角競，

更是二十年輪今日的國衛院需邁開步伐的挑戰。

2013年，衛生福利部由原本的衛生署結合社會福利升格成立為部，
面對日趨複雜的環境、健康、食安等各項新興問題，亟需結合學術界其

實證為基礎的建言，來幫助政府以前瞻性的政策，解決當下的問題，甚

而更進一步提供未來施政的思索。此時，國衛院做為以任務為導向的醫

藥衛生研究機構，於創院之際即期許成為國家的醫衛智庫，正是發揮其

角色功能的時刻。

也就在這樣的情勢中，於二十年前即已成立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簡稱國衛院論壇），以更廣闊的思維，涵納社會大眾最急迫之議題，

重新啟動。處於大環境替易之際，醫衛議題不斷浮現；例如影響國人健

康至鉅的食安問題，以及氣候急遽異常下擴延的登革熱感染疾病；這一

些都是論壇重啟之後的研議選項。其他如台灣於全民健保實施之後，醫

事人員的培育所出現的偏頗現象，以及日益駁雜的執業環境；甚若如攸

關全民康健的「健康體位」生活等等；均是論壇重啟一年之後，所提交

出的成績單。

代理院長 

邁開堅實步伐，國衛院論壇前瞻未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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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傳統重工業等高汙染產業漸漸外移之後，台灣也面臨了高

科技汙染如光、電及磁波等之危害新生命題，亟需及早正視，國衛院論

壇也需捷足先登地為國人把關以及思索，將來民眾會面對的最重要的議

題，甚至利用最新的科技工具，進行問題的檢核，並提出建議方略。例

如：利用大數據分析以及雲端運算，其精準醫療與基因資料庫的客製化

醫療產業等新的健康課題等。座落在竹南科學園區的國衛院，擁有與新

竹科學園區資訊科技互動的最大優勢，如其資訊、光電、奈米、晶片

等，將來如此頂尖的研究資源與國衛院媒合，將更增進國衛院的學術效

能，成為衛生福利部最有利的智庫。

欣慰於國衛院論壇自2014年重啟後，已有相當成果，完成十六本政
策建言報告：政策參採計有「罕見疾病法布瑞氏症之研議」、「上泌尿

道路上皮癌盛行之對策之研議」、「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

原則」、「老人照護：服務體系之協調與整合建議」以及「登革熱先導

計畫」等；於2016年出版「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登革熱
防治之發展回顧報告書」、「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

善」及「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新版運動指引」

五書。未來，祈願國衛院論壇結合專家學者之研議共識，建構政策分析

的證據基礎，凝聚更多有關衛生福利之政策建言，促進衛生與福利等跨

領域之溝通，進而活絡國際智庫之交流合作，以求產出肆應時代需要的

政策建議，供政府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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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攸關國計民生，尤其是公共議題，與民眾福址息息

相關，更需戒慎，故而先進國家每每仰仗具學養背景之學者組成研議型

之智庫，針對議題充分辯證、討論，待形成共識，再進一步凝聚民意所

趨，逐一媒合，以求去蕪存菁，爾後方陳達於公部門，訴諸立法機構制

訂政策。是知，專業性智庫乃改善政策系統與其環境，為推動、制訂政

策不可或缺的中介機制。

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IOM（Institute of Medicine）知名
之國際智庫，並以如上運作模式，邀集各領域專家就議題發表討論，再

聚焦形成共識。論壇做為國家級醫藥衛生之智庫，理當扮演溝通之橋

樑，以實證為基礎，提供辯證爾後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言。唯前瞻性

之政策建言必須引領民眾的認知與支持，因而，論壇之運作非僅於專家

學者的「案頭」研議，而是跨出學界大門，主動透過各種方式，將具實

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無論所傳輸之媒介為研討會、傳媒會

議、新聞稿披露、網路資訊傳播等，期藉此引起民眾關注，同時以正確

之觀念教育民眾，以為政府政策之施行善盡教育佈達的功能。

準於此，過去二十年國衛院論壇已出版六十本多項醫藥衛生議題報

告書，更於2013年衛生福利部成立後，重啟國家級衛生福利論壇，除醫
衛之外，進一步擴大加入福利議題，且舉行數場國際暨國內研討會，希

望藉論壇為聲喉達拋磚引玉的效果，甚而引起更廣泛的跨界討論，幫助

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達成衛生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真

正發揮智庫之效能。論壇重啟之後，於2014至2015年間共陸續啟動十個
議題，包含四個已受政策採行之研議。除此之外，尚有「登革熱防治政

總召集人 

序   

國家級衛生福利智庫
――國衛院「論壇」建構全民健康福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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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醫療體系如何因應少子化的社

會轉變」、「以實證探討不運動之障礙，完成新一代健康運動指引」、

「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的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產前篩檢與遺傳

診斷科技之研議與評析」等，當前國內具急迫性、重大性或前瞻性議題。

IOM於2013年出版的政策白皮書，提出「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持續學習，不斷改進的醫療體系建言，其目的為使科學研究
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國衛院論壇於2015年起，
以學習工作坊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
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未來更企盼促

動政策提供獎勵，聚焦衛生福利體系無論是病患、廣泛醫護人員以及民

眾福利的互動連結，輔以可量化的大數據資料，來改善醫療照護文化及

社會福利制度，期許建立讓民眾更好照護、更有效支出之衛生福利體系

願景。

政策之施行莫不期待民眾有感，是知政策之導引，必須獲致民眾

的支持與關注。國衛院論壇以厚實的衛生福利智庫經驗，相關的專家網

絡，結合國衛院及各大學的研究團隊，前瞻未來需求及國際視野，積

極、主動挖掘醫衛體系暨民眾福利之重要議題。藉助論壇其智庫型態之

運作，幫助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企盼提供友善環境的誘

因，來增進產業界為衛生福利資源之投入，以獲致民眾之關注，進而改

變民眾健康幸福的觀念。如此，不唯民眾有感，論壇此衛生福利智庫所

展現之價值，更於提升全民健康權益，為民眾之社會福址創造標竿，實

質地為我國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健康幸福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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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健康照護是當前臺灣步入高齡化社會的首要議題。過去三十年

來臺灣醫療網籌建計畫（以下簡稱醫療網計畫），隨著健康需求與健保

實施的變遷，大致分為三時期：從1985至2000年間是以建立分級醫療和
平均醫療資源為首要目標。進入21世紀後，在「以病人為中心」之減少
醫療錯誤、提昇醫療品質的世界潮流影響下，2001至2012年的醫療網計
畫是以全人醫療為導向，因應後SARS時代的防疫工作，重建社區醫療
體系。隨著醫學教育的全面改造，2013和2017年的第七期和第八期醫療
網計畫是以建構全民醫療為宗旨。在此時期七年醫學教育改制為六年，

加上兩年的畢業後全人醫療訓練，二代健保明定實施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和論人計酬的條例；2015年家醫學會成立30週年提出「2020人人有家庭
醫師」和「TAIWAN策略」；2017年長照服務2.0啟動，結合分級醫療與
生活照顧，落實在地老化的政策。

在此客觀形勢下，本研議計畫分七章進行專家論壇。前五章屬於

文獻複查及現況分析，檢討全球老化與健康趨勢、高齡化社會老人健康

議題召集人   

序   

高齡化社會來臨，是危機還是轉機？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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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發展現況與政策回顧、高齡化社會對醫療體系的衝擊、建立高齡友

善醫療服務和從醫院到社區的連續性照護模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以

下簡稱世衛組織）報告，在老化衰弱過程中，從醫療診治、生活照護和

環境改造三方面持續的改善，維持及提昇內在蘊能，俾能發揮老年健康

生活所需的功能表現，預防及延遲失能。後兩章著重在實際的作為，分

別論述結合在地資源，建構「高齡社區健康與照護研究暨推廣中心」和

「以體系為基礎本土化家庭責任醫師制度」。前者配合未來成立國家級

高齡醫學研究中心和建構縣市及地方的分中心的規劃，形成三級的老人

健康政策轉譯與效益評估的組織架構；後者在落實全民健保施行家庭責

任醫師制度的法令規定，也是醫療網邁向全民均健的具體措施。

本研議計畫及後續推動報告，攸關老人福祉及健保永續的政策建

言，若能及早為政府參考及採用，全民健康和社會安定必能獲得保障。

期待至2025年臺灣老人人口達20％，進入超高齡社會時，「人人享有健
康」的理想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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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是先進國家所需面臨的重要課題，我國由於公共衛生的

發展、醫學水準的進步與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實施，使得死亡率逐漸下

降，平均壽命延長，加上出生率的減少，使得高齡化社會成為我國現階

段施政的重點項目之一。自1993年以來，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來到

7％，使我國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比率將於2018年超過

14％，進入「高齡社會」，短短25年間我國之老年人口數量便暴增一

倍，老化速率快速令人咋舌，隨之而來的社會與經濟層面問題則埋下許

多隱而未見的未爆彈。在人口紅利尾端的我國社會，首要課題是發展社

福政策，建立起高齡化社會的因應措施，其次則是在高齡化社會的基礎

下，積極輔導相關產業發展高齡化商品或服務模式，透過產、官、學合

作帶動產業發展動能。面對這股無法避免的浪潮，我們的國家政策也積

極發展相對因應措施，至於實行成效能否使全民滿意，端仰賴行政系統

之間的通力合作。

高齡化社會首先面對的問題是醫療資源的衝擊，研究結果指出，

81％的老年人自述有慢性病問題。由於本國的健保制度獨步全球，民眾

在就醫公平性的制度下，更有機會獲得優質的醫療服務。然而在過去醫

療分科發展下，民眾已習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業模式，但這

樣的情況並不適用於老年人身上。老年人因為身體老化的特性，通常伴

隨有衰弱的症狀，加上身體機能衰退時多少會出現的慢性疾病，使得老

年人的醫療方針不能以身體機能良好的青壯年人口標準來制定。世界

衛生組織（WHO）於2016年發表的老化指引中明確指出健康老化的概

前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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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期待老年人能在維持身體功能的前提下面對老化課題，並貢獻自身

內在能量於社會，進而達成自我實現。這樣的概念也說明了老年人的期

待，老化並非疾病，我們應該用更健康的態度面對這樣的狀態，並思考

老年人所需，提供相關協助，這對於正處於高齡化社會的我國而言，不

啻是一道良方。

近年來，醫療體系因為健保制度的實施與緊急醫療救護法、醫師法

等規範，導致門診急診壅塞，民眾得不到急需的醫療救助。除了帶出醫

護人力不足、分級醫療成效不彰等問題外，背後也蘊含著社會風氣「拜

大廟才靈驗」的普世價值。醫療崩壞正在進行式、醫療難民可能是任何

一個人，在這樣的氣氛中，除了醫療體系工作人員戰戰兢兢，對於沒有

受過專業訓練的民眾而言更是一場災難。在這些醫療難民中，老年人其

實佔據了相當的比例。一方面是因為伴隨老化的慢性病問題讓老年人在

各科別中不斷求診，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長期照護機構訓練與人力不足導

致老年人只要出現類醫療需求就會被轉送到醫院內。惡性循環下，造成

醫療體系無法負擔。針對這樣的現象，首先應該探究老年人的健康定義

為何？身體功能老化的同時會伴隨著慢性病的出現，這是可以理解的狀

況，但慢性病是否代表身體功能喪失？這是評估老年人健康狀態時首先

需要釐清的問題。

本書針對高齡化社會的各個層面一一剖析後，得到的結論與過去

的價值觀有很大的差別。首先，針對大眾認知部分，高齡化社會首要需

打破一般大眾對老年人疾病的定義，不依診斷來定義老年人的健康狀

態，而是以功能為導向來訂定醫療與照護目標。意指我們必須接受老年

人本身有多重共病的身體狀態，但他們的健康目標將是以維持身體功能

為主，而非狹義的以沒有疾病診斷為主。另外，針對醫療體系壅塞的問

題，雖然我國有全民健保的資源，但這些資源是否能滿足老年人真正的

需求尚是一個未知數。數據告訴我們，每位65歲以上的老年人每年平均

看診27.7次、每年平均看5.2個科別，但這些老年人並沒有因為得到醫療

資源的幫助而改善健康狀態，相反的，由2008年至2012年的統計資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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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每年住院的老年人數逐年上升，而2013年的醫療糾紛案件統計，高

達五分之一的醫糾發生在老年人身上，另一方面，全台病人安全事件

中，發生在老年人身上的則高達35％。紮實的數據資料點出一個現實的

問題：當前實施的分科醫療並不適用於老年人身上。老年人在不同科別

求診，衍生出的潛在用藥不當問題便是第一個災難。當各個科別開出了

藥單，加在一起一次有十幾種，老化的身體機能加上過度的藥物干擾與

交互作用，直接的結果便是阻礙老年人身體功能的維持。另外，為了得

到診治而不斷在醫院內流轉，減少了老年人活動身體的機會和時間，間

接使老年人衰弱狀態增加。接下來，衰弱的老年人可能因為藥物或身體

功能衰退等問題導致跌倒等意外發生，進入醫療體系診治。但在急性期

的狀態緩解後因為沒有制定合適的出院準備計畫，導致錯過身體復健黃

金期，最終只能進入長照機構或由家庭照顧。這樣的狀態不斷在社會中

循環，導致家庭負荷加遽，最終拖垮國家競爭力。而醫療體系在長期的

壓迫下早已沒有多餘的資源提供服務，長期照護體系雖然正在發展中，

但與醫療的去連結化則讓這些同時有醫療與長照需求的老年人沒辦法得

到合適的幫助，造成社會問題。因此透過建立老年醫學專業，我們可以

讓老年人的問題在專科內統一解決，提供合適的幫助並避免老人重複求

診問題。另外，醫療與長期照護應有一個合作平台，配合目前的政策規

劃，串聯社區資源，讓老年人在急性後期時能做好返回社區的準備。

健康老化的概念是希望老年人在熟悉的環境中安穩地走完人生旅

程，這樣的概念除了老年人自身維持健康狀態外，很重要的是需要社區

資源的幫助。目前的醫療資源大多還是集中於醫學中心，但在預防保健

與公共衛生部分，社區的功能將會是規劃重點。因此，推廣家庭責任醫

師制度便是當前醫療體系中刻不容緩之作為。首先，家庭責任醫師須深

入社區，與社區建立信任感，並擔負民眾諮詢與衛生教育的工作，建立

社區對健康的共識。接下來，老年人可以依照自身情況接受家庭責任醫

師的照護，建立完整健康史並與醫師討論自身健康目標，在信任的工作

團隊下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況。另外，家庭責任醫師也與醫療－長照平台

前言



18         醫療體系在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略（一）

合作，能適時提供醫療照護資源的協助，讓老年人在社區內得到幫助。

這樣的制度配合轉診機制的落實，我們一方面能提供老年人合適的資

源，另一方面也緩解醫療體系的壓力，對目前的醫療現況而言，不啻為

一個緩解的辦法。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是無法抹滅的現實，這不只是醫療體系的壓力，

也造成目前社會的一股不安現象。人口老化的狀況發生在每個家庭中，

對於未來的不安與現實的衝擊正在惡化國家的未來。本書雖然以醫療體

系角度為出發點，但也點出許多社會問題的背後原因。因此，透過現象

與檢討，並提出可行的因應方針，我們可以改善一部份社會問題，並強

化國家競爭力，這也是筆者在彙整各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後，透過數據

分析與溝通所提出的建議，期待在改變的同時對社會引發正向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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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全球老化與健康趨勢

葉忻瑜醫師

第一節   全球老化：銀髮海嘯

人口老化已成為全世界重要的核心問題，原因之一是世界各地的老

年人口的所占比例都在急劇增加。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主要原因有二，

分別為全球生育率下降及全球人口平均壽命延長。根據2010年世界人口

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所做的預測（圖1.1）：1950到2050
年間小於五歲的兒童與大於65歲的老年人占全球人口比率，將呈現兩極

化的發展，小於五歲的兒童所占比例將持續減少，而大於65歲的老年人

所占比例則持續直線增加，估計將在2020年之前將會出現黃金交叉，也

就是在2020年之後大於65歲的老年人口所占百分比將會正式超越於小於

五歲的兒童人口，而且差距會越來越嚴重。

圖1.1   1950-2050年全球兒童與老年人口所占之比例與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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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的報告指出：

目前全球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了9億，到2050年將達到21億人，佔全球

人口的21.5％，2100年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將是2050年的三倍。老化人

口增加的情況在未開發、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皆可觀察到相同的趨勢。

而亞洲老化人口成長的速度已超過世界各國其他國家，2015至2050年，

亞洲60歲以上的人口將增加66％，而其他地區2015至2050年60歲以上人

口增加比率為10-13％。由圖1.2可觀察到2030年後，亞洲60歲或80歲以

上的人口佔全球老年人口的一半。就臺灣而言，臺灣於1993年65歲以

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7％，使我國成為高齡化社會，依國家

發展委員會推估，老年人口比率在2018年將超過 14％，進入「高齡社

會」，2025 年將超過20％，成為「超高齡社會」。我國人口結構從高

齡化社會轉變到高齡社會花了25年，但從高齡社會邁入超高齡社會卻僅

圖1.2   1980-2050年，全球不同地區60歲及80歲以上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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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只有7年時間，老化速度遠比日本、韓國等國家還要快。人口結構的

變化及壽命的延長對於全球都有著深遠的影響；若是所延長的年歲以較

差的健康狀態存在，將對國家照護系統、家庭支持系統產生莫大的壓

力。

老化不等同於衰弱以及與社會脫離的時期；老年人仍然可以用不同

方式對社會及家庭做出貢獻。但是，依全球現況而言，隨着年齡增加，

老年人獲得社會資源、工作機會及待遇皆變少，進而導致不良的健康狀

態。不良健康狀況不應成為限制老年族群能力的主因，政府有義務針對

老人族群的需求建構長期照護政策及整和照護系統，透過健康行為來

預防或延緩失能的發生，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提出Active Aging（活躍老

化）、Health Aging（健康老化）及Aging in Place（在地老化）的目標。

第二節   老人族群的健康議題

隨著醫療技術及社會經濟的發展，老化與健康的全球報告（World 
report on health and aging）指出與1985年相比，數十年來全球男女性

60歲之後的預期壽命不斷增加。以日本為例（圖1.3），2015年女性

60歲之後的預期壽命將近30年，男性則為24年。而全球死亡原因及全

球疾病負擔也因為照護系統的改善變成以非傳染性疾病為主（Non-
communicable disease）（圖1.4）；未來老年人中非傳染性疾病如癌

症、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等將成為重大的健康照護重點，政府為使

老年人的健康程度隨壽命延長並維持基本生活功能，因此針對老年人口

的問題擬定照護計畫及政策。

老年人常見的健康問題：根據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進行分析的數

據顯示﹕0歲以上老人中因失能造成的健康壽命損失的常見原因包含感

官功能喪失（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國家常見）、背部和頸部疼痛、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國家比例較高）、憂鬱及焦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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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1985-2015年，男及女性60歲後的預期壽命

           來源︰World report on health and aging, 2015

圖1.4   2008及2030年全球疾病負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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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糖尿病、老年痴呆症（高收入比例較高）和骨關節炎

臺灣現況2013年老人現況調查臺灣65歲以上老人自訴患有慢性病者

占81.1％，所患慢性病主要為「高血壓」、「骨質疏鬆」、「糖尿病」

及「心臟疾病」，分別為每百人有54人、33人、25人及21人。日常生活

活動自理能力有2成1的老人日常生活活動自理有困難。65歲以上日常生

活活動自理有困難者占20.8％，較 98年增加4.0個百分點，其中以「上

下樓梯」有困難者每百人有13人為最多。就性別觀察，女性自理有困難

者占24.9％，高於男性之16.3％，各困難項目也多呈女性高於男性。

第三節   活躍老化（Active Aging）

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了《活躍老化：政策架構》，書中定

義活躍老化是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優化健康狀態、社會參與的過

程。此定義的重點在提醒大眾老年人始終是其家庭、所在社區的有益資

源。WHO的政策建議了政府所擬定的政策應響應下列四個活躍老化的

要素：

1. 預防和減少因過多失能、慢性病和過早死亡所導致的負擔。

2. 減少重大疾病的危險因素，增加整個生命過程中的健康保護因

素︰即使在高齡，維持良好身體活動和充足的營養也對個體的

健康和福祉有著極大的益處。而其他健康問題，尤其是在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3. 建立可負擔、可及、優質和關愛老年人的連續性的衛生和社會

照護體系，解決老年人的需求和權利問題。

4. 持續進行照護人員教育和培訓。

Global Age Watch Index, 2015（全球老化觀察指數，圖1.5）﹕調查

了全球96個國家，這些國家居住著全球90％以上的60歲以上的老人。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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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四個方面的評估，分別為：老人的健康狀況（Health status）、收入

保障（Income security）、整體能力（Capability）以及社會給予老人的

方便設施（Enabling environment），例如公共交通、社會安全、社交環

境、公民的自由度等進行最適合老年居住的國家排名。最新的調查報告

顯示，社會福利制度健全的國家以瑞典位居首位，亞洲國家中日本也榜

上有名，排名第八。其中日本在健康照護狀況表現最佳；顯示已是超高

齡社會的日本，針對老年族群的健康照護體系已建構較完善制度，日後

可做為我國的借鏡。

臺灣現況：臺灣除了老化速度快、高齡人口變多，另一項特點是家

庭養老功能弱化。2013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多數老年人（尤

其是高齡女性）認為「與子女同住」是最理想的居住方式，實際上沒有

或無法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口已逐年增加，目前大約2成老年人只與配

偶同住，另外1成的老年人則是獨居或是僅與外籍看護工同住。多數老

年人仍排斥機構式居住安排，在生活可以自理的情況下，只有14％的老

人願意住進機構，若是生活無法自理時，願意接受機構安養的老人則增

加至43％。由於女性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喪偶、居住在鄉村地區的女性

圖1.5   全球老化觀察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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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老年時期更可能獨居。建立可負擔、可及、優質和關愛老年人的連

續性的衛生和社會照護體系，解決老年人的需求和權利問題已是臺灣政

府最大的難題。

第四節   健康老化（Health Aging）

健康老化指的是既有能力與環境持續的相互作用，最終發揮內在能

力（Intrinsic Capability）和功能的過程。老年人能否持續工作或是維持

自身健康，不僅取決於內在能力，同時定受所處環境所影響。例如，軀

體活動能力受限的老人，如果可

以協助他們使用輔助器材並且居

住具無障礙空間的環境，他們仍

然具有行動的能力

影響健康老化的因素：

1. 老年人口身體狀況的多

樣性：圖1.6為澳洲針

對女性健康所做的研究

顯示生命歷程中身體機

能的變化的軌跡。老年

時期的體能範圍差距

（頂端和底部深色線條

的差距所示）比年輕時

要大得多。多樣性正是

老年族群期的特徵，圖

中所示意味着某些80歲

老人的體力和腦力與年

輕族群相似，此外也有 圖1.6   身體功能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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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會在60或70歲時即功能下降需要他人的幫助來完成基本生

活功能。因此制定的公共衛生政策必須符合健康老齡化軌跡的

變化，不能只針對某些極端，且必須能夠消除限制老年人繼續

參與社會活動的諸多障礙。

2. 健康照護的不公平性：老年人之能力的損失或無法維持很可能

是由其生命過程中的所有健康不平等現象所累積。例如許多研

究顯示身體功能和壽命的長短與收入相關。因此在制定照護計

畫時需意識到健康需求最大的人也很有可能是最缺乏相對應資

源的族群。而所制定的公共衛生政策需解決，而不是強化這些

不公平現象。

3. 錯誤的觀念及未來展望：儘管老年人能夠以各種方式為社會做

出貢獻，他們反而常常因大眾陳舊觀念而被視為脆弱、累贅和

依賴他人者。當我們刻板劃分生命歷程的結果之一是因長壽而

增加的額外年份往往被視為退休期的延長。但是，如果在此額

外時間內能夠擁有健康，那麼就解決了侷限性。職業生涯仍可

繼續延續，發揮能力；亦可以擔任家中照顧的責任，對家庭作

出貢獻。

促進健康老化：提升內在能力及功能發揮最大化

1. 全球老化與成人健康研究（SAGE）的研究，結合一系列影響

內在能力的因素，包括身體評估、認知評估以及疾病狀態，開

發一個評估內在能力的向量（圖1.7）。參與此項研究的六個

國家中，人群的平均能力曾在成年時期上升，在老年時期又逐

漸下降。對於大多個體而言，這種下降不是一直平穩的下滑，

而是會經歷反覆的下滑和恢復。針對整體人群，其平均能力確

實會隨能力而逐漸下滑

2. 不同時期內在能力的維持及提升（圖1.8）﹕健康衛生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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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針對不同階段提供不同的介入措施，以確保內在能力保存及

發揮最大的功能。在於能力強的老年族群工作的重點包括：預

防疾病、減少風險、倡導提高能力的行為、確保充分解決急性

疾病以及儘早發現、儘早處理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功能衰退時

期，衛生政策的介入可以減少下滑的速度或是回復到原本的能

力，環境的改變能促使身體功能維持。嚴重失能的個案，長期

照護系統的提供及支持將有助於維持老年人的功能，並維持他

們的基本生活權利、自由和人權。

圖1.7   SAGE內在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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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論

年齡會增加許多罹患疾病的風險，進而對內在能力產生重要影響。

然而，如果認為老年人患有某種疾病就意味著他不再健康了，不再有能

力從事日常生活功能活動或休閒活動的想法已過時且是錯誤。評估老年

人的衛生及照護需求時，不僅要考慮疾病存在與否，更要重視這些疾病

的交互作用和對個體功能造成的實際影響，並針對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進

行綜合性的功能評估。對於能力衰退的老年人來說，良好的支持性環境

也可以確保他們可以到需要去的地方去，做他們需要完成的事。長期照

護和支持可以確保他們有尊嚴地生活，獲得個人功能維持的機會。制定

圖1.8   健康老化促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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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化公共衛生政策時，尚需考量社會心理層面的加強，社會心理方面

的輔導，以促使老年人可以面對眼前的挑戰、克服困難。

樂齡老化的最終目標是維持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生理功能，並持續

發揮內在能力。我國長照政策亦符合世界潮流，以在地老化、健康老化

為宗旨。為了希望老年人不僅活得長，更要活得好，盡量維持最佳的生

活功能狀態，減少家庭與社會照護的負擔，我國將致力於長照保險法及

長照服務法的推動。老年人的照護異質性高，以維持自我照顧能力為原

則，長照2.0照顧計畫具多元化全方位的策略下，涵蓋預防、治療、復

健、身體照顧、餐食服務、家事服務、居住環境和社會經濟的範疇。醫

院本身應協助整合橫向醫療資源，並結合社區醫院及診所共同努力，以

提供個人為中心、家庭為單位、社區為照護基礎的照護，才能達到成功

老化的照護模式，邁向有活力、有尊嚴的老人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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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高齡化社會老人健康照護發展現況與政策回顧

李伊真醫師

人口老化已成為全球重要的議題，臺灣自1993年起，65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比率占總人口數之7.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訂定之「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標準；

2007年老年人口數目已達234萬3千餘人，占總人口數之10.2％。根據

行政院經建會於2008年的推估，我國老年人口比例將於2018年時增至

14％，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至2025年，老年人口比例將

超過20％，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根據內政部統

計，2015年全國「老化指數」為92.18，最快2016年、最晚2017年「老

化指數」就將破百；屆時全台65歲以上的人口，將首次超過0歲到14歲

           圖2.1   我國高齡化進程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103年至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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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因應社會人口結構的轉變，高齡人口的健康照護遂成為醫療政策

制定與執行上須優先思考的議題。

臺灣自1985年開始籌建全國醫療網。2005年第五期醫療網計畫開始

推動全人健康照護體系，強化社區醫療，提出「厝邊好醫師，社區好醫

院」的宣示。具體措施包括由健保試辦整合性家庭醫師照護計畫，成立

社區醫療群與社區公衛群，提昇基層醫療品質，並修改社區醫療發展基

金辦法，輔導地區醫院轉型為老人照護醫院。2006年7月行政院召開經

濟持續發展會議，提出以建構完善老人長期照顧體系及建立完善老人健

康照顧體系為首要實施政策。2007年3月公告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補助重

點，以各縣市長照管理中心為窗口，提供照顧服務補助、居家護理、社

區及居家復健、喘息服務、交通接送服務、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補助。

2016年9月29日行政院院會通過長照十年計畫2.0，預計年底開始試辦，

改善方案包括：服務對象擴大、服務項目增加、服務提供單位掛牌、包

裹式給付方式、核銷規定鬆綁，以期能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體系，

達成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的目標。從政府因應高齡化社會政策方

針來看，未來老人照護體系的規劃，必須整合衛政社福的資源，並落實

於老人所生活的社區中。

第一節   臺灣醫療體系發展――全國醫療網建構

為利醫療資源整合，衛生福利部（原行政院衛生署）自1985年起

開始分期推動醫療網計畫。第一、二、三期計畫（1985-2000年）著重

於硬體建設、人力規劃，主要在解決醫療資源數量不足及分布不均的

問題；第四期之「新世紀健康照護計畫」（2001-2004年） 與第五期

之「全人健康照護計畫」（2005-2008年），除延續區域資源均衡發展

外，更追求醫療品質及重視病人安全，健全醫療照護體系。第六期之

「新世代健康領航計畫」（2009-2012年） 則建構了區域醫療網、緊急

醫療網、精神醫療網及公共衛生醫療網，發展社區醫療衛生體系。因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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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資源分布不均、重治療輕預防、特殊族群照護不足等問題仍存在，第

七期醫療網（2013-2016年）將目標著眼於：落實醫療在地化、發展特

殊醫療照護網絡、健全急重症照護網絡、持續強化性別友善醫療與照顧

環境、統籌規劃醫療機構及人力合理分布、檢視醫師、護理及照顧人力

規劃政策，以期開創全民均等健康照護。

第二節   世界潮流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978年發表阿瑪阿塔宣言（Declaration of 
Alma-Ata），提出2000年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的目標，提倡健康

社區的概念，強調落實基層保健醫療將為促進民眾的健康的關鍵；以社

圖2.2   臺灣醫療體系發展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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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導向的基層保健醫療（Community-Oriented Primary Care, COPC） 
逐漸受到重視。1999年，WHO提出「邁向健康整合」（Toward Unity 
for Health） 的目標，並支援全球12個實驗計畫。其後由於一些與WHO
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加入，成立「邁向健康整合網路」（The Network: 
Towards Unity for Health），透過對健康基本理念的認同，推動族群健

康、找尋伙伴共同合作、健康服務的整合、健康資訊的建立與分享、使

用相同的健康評估架構與健康機構的改變及政策支持等七個不同方向的

努力，以達成全民健康的目標。2008年WHO再次強調基層健康照護的

重要性，促成公私立資源整合成為夥伴的關係。2015年WHO針對高齡

化社會的趨勢，在健康照護體系的挑戰提出五大策略方向：以民眾賦

權充能為依歸、強化品質監測與責任照護、照護模式之改造、協調服

       圖2.3   以人為中心的整合型健康照護架構

            （Framework on Integrated, People-Centered Health Services, IPCHS）

                 資料來源：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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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及開創效能的環境。2016年WHO則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整合型健

康照護架構 （Framework on Integrated, People-Centered Health Services, 
IPCHS），以期未來所有人在此架構下都能接受到符合個人需求、尊重

個人偏好、安全、有效、即時、可負擔、品質良好的醫療照護。為提供

更健全的醫療照護，以人為中心、體系為基礎的家庭醫師責任制度，遂

成為各國政府必須落實的重要政策。

第三節   以人為中心社區整合健康服務政策回顧

為提供以人為中心、家庭為單位、社區為範疇的基本醫療保健服

務，臺灣省衛生處（今衛福部）、農發會和臺大醫學院合作推動，於

1979年2月在臺北縣貢寮鄉澳底社區設立醫療保健站。1979年8月，臺大

醫院成立一般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並指定澳底為社區醫學訓練場所，

成為臺灣家庭醫學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之濫觴。1982年，臺灣省衛生處開

始推行社區基層醫療保健人力訓練計畫，推廣家庭醫師制度，更於1983
年7月將此計畫模式擴大為「群體醫療執業中心試辦計畫」，建立新型

醫療保健單位。

1985年7月，衛生署展開籌建醫療網計畫，使臺灣醫療體系逐漸健

全。1995年3月，全民健康保險開始實施，致力於使多數民眾有能力負

擔所需醫療資源。1999年九二一震災後，南投縣鹿谷鄉醫療衛生重建

工作由臺大醫學院社區醫療研究群投入災區，提出社區醫療群之構想。

2001年7月，基層醫療總額預算制實施。2003年3月SARS疫情爆發，凸

顯基層醫療之不足；後SARS醫療體系改造著重於建立社區醫療體系與

家庭醫師制度、強化基層診所與醫院之合作關係、促進分級醫療及雙向

轉診，並積極規劃建置社區共同照護網絡，成立社區醫療群及社區公衛

群、推動全民健保整合性家庭醫師服務制度；於2003年7月正式公告實

施「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因應SARS疫情醫師人力儲備計

畫」，藉此逐步導正國內過度且過早專科化的住院醫師訓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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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構健全之社區醫療體系，2006年1月，衛生署在彰化縣實施醫

療群共同照護體系試辦計畫。2008年3月衛生署公佈2020健康國民白皮

書，希望能達成全民健康的目標，以延長國人健康平均餘命，促進國人

健康平等性。2009年7月，行政院成立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委員會；同年

12月，健保局推動多重慢性病整合照護計畫，鼓勵醫療院所以病人為

中心，提供多重慢性病人更適切、有效率的整合性醫療與照護。2011年

1月二代健保修正通過，強調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並提升

醫療品質與醫病關係，應訂定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並採論人計酬之給付

方式，以期提升醫療照護品質。同年7月將原先半年制的PGY改成一年

制，延長基礎醫療訓練時程。2013年衛生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家

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目標為建立家庭醫師制度，提供民眾周全

性、協調性與持續性的醫療照護，同時提供家庭與社區健康服務，以落

實全人、全家、全社區的整合照護。同年醫學系新生改制為6+2學制，

將修業年限下修為6年，PGY訓練延長至2年，讓醫學生畢業後才能勝任

實習醫師的工作，且增加一般醫學訓練時間，培養基礎醫療能力。

 

第四節   我國高齡醫療照護相關政策回顧

檢視我國與高齡人口相關的政策，從「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

「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人口政策白皮書」到《老人福利法》等，其

精神內涵均強調以保障高齡者基本生活無虞為先，但亦有健全社會安全

網，透過提升健康及生活照顧品質，完備友善高齡生活環境，提升高齡

者社會參與及強化家庭及社會支持等原則，作為各部會制訂或推動高齡

政策措施之重要依據。

在執行面，為滿足失能高齡者在經濟安全、健康維護、生活照顧

等各層面需求，政府近年業陸續推動多項高齡者福利方案或計畫，如：

1998年公告「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2002年起經建會推動「照顧服

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擴大居家服務對象，提升專業照顧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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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起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整備照顧資源量能；2016年12月

19日行政院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以期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

長照體系，達成在地老化的目標。於2013年正式通過「長期照護服務網

計畫」，建立長期照顧體系，並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法》立法完成，預

定2017年正式施行上路。

我國的高齡人口中，有超過八成並非失能，而是健康、亞健康者；

為滿足多元需求，行政院於2009年9月7日核定「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

案」第1期計畫，以「活力老化」、「友善老人」、「世代融合」三大

核心理念，整合各單位資源，積極推動各項策略，建立悅齡親老社會；

又於2013年12月9日核定第2期計畫，參考聯合國千禧年目標「活力老

圖2.4   我國高齡相關政策發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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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式，以「健康老化」、「活力老化」、「在地老化」、「智慧老

化」及「樂學老化」5大目標，共有12個部會規劃推動84項工作項目，

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推動。另外，配合聯合國「高齡友善城市計畫」

（AFC）的推動，我國於2012年業已達成全部縣市均簽署高齡友善城市

公約，成為全球推動高齡友善城市密度最高的國家。   
因應漸趨高齡化的社會結構，衛生署於2005年9月委託臺灣老年學

暨老年醫學會協助輔導地區醫院轉型為老人照護醫院。首先輔導兩家醫

院成為示範據點，即臺大醫院北護分院和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進行老

年整合性照護工作的試辦。兩家醫院除了進行硬體改善之外，分別成立

老年照護團隊，並建立收案標準、老年照護流程與服務內容、出院後門

診追蹤服務等。在兩年先導計畫期間內，制訂了老年病房服務流程作業

準則、周全性老年評估作業準則、周全性老年評估手冊、周全性老年評

圖2.5   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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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病歷格式、申請醫院與服務個案審查作業準則，並提出地區醫院轉型

為老人照護病房之軟硬體設施建議。接著透過醫療發展基金獎勵，擴大

實施，於2006至2007年先後協助19家小型醫院轉型成立老人照護病房，

提供以老年病人與家屬為核心的全人化照護。

第五節   高齡社會醫療體系需要改善之照護問題

隨著人口持續高齡化，醫療保健支出將隨之成長。根據2013年的衛

生統計，臺灣65歲以上高齡者約占12%的人口，卻使用了四成的健保費

用。透過各時期醫療網計畫之實施，我國醫療資源已漸趨充足，然而仍

有許多未臻健全之處，有待檢討與改善。需面對的問題包括：

一、醫療保險制度所衍生的問題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以後，論量計酬的醫療給付方式使醫療院所利用

增加醫療服務量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因而導致健保支出不斷增加。但醫

療費用的增加並不等於服務品質的提升及民眾健康的改善，醫療提供者

增加服務量的結果甚至會影響醫療品質及增加醫療的浪費。

二、醫療系統的失衡

我國的醫療系統自1970年代之後，傳統的個人開業式的基層醫療漸

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強調專科及次專科的醫院醫療體制。醫療專科化

的優點是促進醫療知識與醫療技術的進步，對民眾提供更專業的醫療照

顧，但醫療專業化一旦失衡，便可能造成醫療系統的嚴重扭曲。由於醫

療給付採用論量計酬方式，加上基層醫療給付較大醫院低，使得民眾求

醫行為產生變化，看病漸漸喜歡上大醫院；不公平競爭的結果造成基層

醫療病人流失，大醫院人滿為患的病態醫療生態。這種情形在1995年全

民健康保險開辦之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有日益加劇的狀況。

三、片段的醫療照顧

醫療專科化與醫療院所各自為政的結果，民眾的健康問題被分割成

很多部分，各自不同的專科與不同的醫療院所提供，使得民眾常常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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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而疲於奔命，而片段醫療亦常造成檢查與用藥的重複，不但浪費醫療

資源，而且因藥物過量或彼此不良交互作用的結果，造成民眾生命與健

康莫大的傷害。

四、重治療輕預防的醫療

過去的醫療系統絕大部分是提供各種急、慢性疾病的醫療為主，預

防醫療工作大部分由地方的衛生所負責，但自從醫療健康問題由急性傳

染性疾病轉變成慢性疾病之後，衛生所已無法獨立提供社區民眾完整的

預防醫療服務，而醫療院所由於其結構、人員訓練等以治療疾病為主，

再加上提供預防醫學服務缺乏經濟上的誘因，使得疾病預防工作的推行

產生困難。

五、醫病關係的快速惡化

醫療商業化、片段化、消費者意識的醒覺等因素使得醫療糾紛事件

日漸增加，病人與醫師的互動是短暫且快速，彼此間缺乏認識與瞭解，

一旦發生認知差距或對治療結果產生不滿，爭訟遂起。

六、醫療體系無法有效解決民眾的健康問題

目前的醫療設施與照顧模式大部分是為了處理急性問題來設計，對

於慢性問題，特別是關係到病人行為改變與各種專業協同照顧的部分，

有明顯的不足。許多慢性病人缺乏長期的健康監測，一旦發生急性問題

亦無法順利獲得良好的轉介處理，使得慢性疾病控制不良，各種急性併

發症增加，進一步佔用寶貴的醫療資源。

七、民眾對醫療的不當觀念與使用

民眾對醫療的知識普遍不足，常認為醫療是醫療專業人員的事，

自己不必參與，或對醫療抱持懷疑的態度，選擇性的接受醫療建議，進

一步影響醫病關係與浪費醫療資源。此外，對醫療保險亦有佔便宜的心

態，缺乏保險是公共財物的觀念，個人的浪費將會降低醫療品質，妨礙

他人使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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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高齡化社會醫療體系之建構――未來展望

    
根據2010年行政院衛生署進行調查統計，全國5歲以上失能率

2.98％，65歲則有16.5％的失能率，依此推估2014年65歲以上失能人口

約為46萬3,884人，而到了2023年將增至66萬人，高齡社會的失能者人

口將逐漸增加，長期照顧的需求不斷成長，社會整體照顧壓力越來越

重，顯見失能者照顧需要的迫切性。

我國高齡相關政策的規劃，以高齡者為主體，長期照顧服務法表明

政府照顧失能者，其中第1條立法目的揭示：「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

系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

負擔之服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長期照顧服務之

提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婚姻、年齡、身心障

礙、疾病、階級、種族、宗教信仰、國籍與居住地域有差別待遇之歧視

行為。」另由政府與民間合作的全照顧系統，包括社區安老服務與生活

支持服務，滿足非失能長者的生活需求。

檢視我國傳統福利政策的發展脈絡，在福利資源分配上，係以弱勢

優先為原則，就高齡人口而言，側重照顧貧困、失能老人；然而鑑於人

口老化快速，高齡社會即將來臨，我國高齡政策必須突破傳統僅照顧貧

弱老人的範圍，而應擴展至健康、亞健康老人，範圍也不宜侷限於失能

者的長期照顧，而應當涵蓋食衣住行育樂養生各層面之需求。

老人健康照護的核心應著重於以老年衰弱症為導向的老人三段五級

預防。「衰弱」代表著各個生理系統累積性的機能退化，造成生理儲備

量降低，與抗壓力減弱，而容易感受負面的醫療後果。衰弱所引起的後

遺症，包括身體功能下降，活動力下降，跌倒、受傷、失能或殘障、住

院、住進養護之家，及提高死亡率。唯有早期診斷出造成衰弱的原因，

找出衰老的早期症狀，才能避免後續的惡性循環。因此老人的持續性健

康照護過程中，每一階段透過需求評估、擬定照護服務、調查及協調社

區資源，以完成在地老化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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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預防醫學為健康促進、早期診治和功能復健。五級預防分述如

下：初級預防策略：社區老人健康促進，對象是健康老人。透過健康促

進、慢性病控制、生活型態、預防注射來預防前期衰弱的發生。二級預

防策略：老人健檢，篩檢出衰弱之高危險群。醫療院所提供門診老人周

全性評估與照護，透過老人健康檢查的實施，以找出潛在可能發生衰弱

症的高危險群。針對80歲以上門診病人進行周全性老年評估，預防老年

病症候群發生。三級預防策略：醫療院所提供住院老人周全性評估與照

護，對象是衰弱高危險群。在住院時進行周全性老年評估，減少住院併

發症及醫源性問題之發生，以期能健康返回社區。四級預防策略：醫療

院所提供中期照護、社區復健，對象是衰弱老人。提供急性後期照護，

透過評估後以積極的復健協助病人能重返社區，避免成為失能老人。

五級預防策略：居家照護、長期照護、末期照護，對象是失能或末期老

人。

為回應民眾多元需求，單靠政府實無法完全滿足全部需求，唯有適

度引進民間資源，透過公私協力機制發展創新服務，豐富銀髮服務以提

供多元選擇，才能提高銀髮生活品質，促進高齡人口健康。由於人數眾

多，大多數高齡族群的生活需求，具有一定經濟規模的量能，可透過自

由市場機制來滿足；至於涉及病弱長者身體照顧或機構照顧部分，國家

有責任建立規範，以維護服務品質，保障受照顧者權益。

高齡化的挑戰，直接威脅著健康照護體系的財務永續、照護品

質以及效率等關鍵課題。其中最為核心的任務，在於扭轉照護輸送模

式，發展創新服務與政策。以高齡政策發展具有豐碩成果的日本為例，

其於2004年成立「國立高齡醫學與老人學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Geriatrics and Gerontology）， 透過地區醫院的轉型，結合醫院、政策

與社會科學研究部門，作為創新照護服務模式發展的基地，除了進行高

齡醫學的研究，也以創新的照護模式提供健康照護、教學等。這除了需

要投入適當的研發資源，也需要透過不同部門之間的整合合作才可能推

動。因此，近期政府醫療政策主張透過籌建國家級的「社區健康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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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試辦中心」，結合臨床、社區與政策研究，展開跨學科與跨部門的

研發、創新服務，成為帶動未來醫療再生的動能。

第七節   結語

因應逐漸高齡化的社會結構，政策規劃應重視失能的預防，透過推

廣預防保健、心智活化、自主健康管理等服務，以延長健康時間、減緩

依賴程度做為行動理念，增進國民生理、心理、社會健康識能及自我保

健概念；對於需長期照護者，應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期照護服務

體系，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機構式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普

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關懷社區，提升失能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質。為

提升照護連續性，提供高品質之老年整合式醫療服務，除了建構高齡整

合醫療體系，結合科技提供智慧醫療照護外，也應落實以體系為基礎之

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以期高齡者可以社區醫療、在地健康的模式，接受

圖2.6   以衰弱症為導向的老人三段五級預防

                                    資料來源：臺灣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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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人為中心，周全性、協調性與持續性的醫療照護，落實在地老化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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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連續性高齡長者醫療照護服務

                                         資料來源：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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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高齡化社會對醫療體系的衝擊

林特暐醫師

第一節   臺灣人口高齡化之現況與預估

  圖3.1   臺灣人口高齡化之現況與預估

            出處：重要統計資料手冊，國家發展委員會編印，章節F：人力資源與

            老年經濟安全，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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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出生率以及愈來愈長的國民平均餘命將不可避免地造成高齡化

社會，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之統計資料，臺灣在2060年時，65歲以上

老年人口數將大幅增加為2012年之2.9倍，占總人口比率亦將由2012年

之11.2％，增加為2060年39.4％。人口老化已成臺灣未來不可阻擋之趨

勢，在生育率節節下降之下，高齡人口將遠遠超過幼年人口，老老人比

率亦將快速攀升，對於醫療與照護體系將產生巨大衝擊。就整體醫療市

場而言，雖有商機無限的未來，但對臺灣類似「吃到飽」的醫療系統來

說，卻是難以承受的趨勢。因此，應以適當的人口政策鼓勵生育、健全

人口結構，根本解決高齡化社會的狀況。對於短時間內無法逆轉的高齡

化，則應採取中、短期的因應措施，來降低醫療體系的衝擊。

第二節   高齡化導致醫療利用率、費用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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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福部資料，2014年臺灣地區58歲以上之中老年人在過去一

年，平均每六人即有一人住過院，平均每五人即有一人至急診就醫。過

去一年內平均住院率和至急診就診率有隨年齡層越高而遞增的趨勢，其

中在85歲以上的老人，住院和至急診就醫的比率皆超過三分之一。按性

別比較，兩性平均住院率和急診就診率差異有限。

根據監察院2011年之調查報告，過去10年來健保申報總點數穩定

成長，65歲以上申報點數十年間成長1.84倍。依據2013年全民健康保險

統計動向，占了全國人口約11％之65歲以上人口，醫療花費占門診費用

30.6％、住院費用43.8％。當老年人口占比成長至2025年的20％時，光

全民健康保險的費用負擔估計至少再增加20％，可見日漸增加的高齡人

口將為醫療體系帶來更多的服務需求，同時對健保所帶來之財務負擔將

出處：民國一百年臺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第七次）調查成果

         報告，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4年11月



50         醫療體系在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略（一）

會非常沉重。如果缺乏適當因應，醫療體系與醫療社會保險制度將面臨

重大考驗。

第三節   高齡者疾病特性

出處：重要統計資料手冊，國家發展委員會編印，章節F：人力資源與老年經濟安

         全，2014年8月。

出處：中華民國97年至145年人口推計報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年9月

表3.4 中華民國97年至145年失能人口推計



51｜第三章｜高齡化社會對醫療體系的衝擊

高齡者疾病特性具有多重共病、非典型表現、複雜老人病症候群及

病後失能比率高等特性，造成該族群在疾病與老化的交互作用下特別容

易有失能之情況。吾人在經建會人口推計報告中發現，2011年至2036年

之總失能人數以每5年約20％之成長率增加；女性失能人數及增加率均

高於男性。以年齡來看，失能人口中40歲以上者超過90％，而未來65歲

以上失能人口將隨人口老化的趨勢而快速增加。失能人口的快速增加，

意味著醫療體系及相關照顧人力將在短時間內承載快速膨脹的需求，如

果缺乏適當因應措施，造成的社會問題將使我國面臨重大考驗。

第四節   高齡化與扶養比

扶養比之定義為「每100個工作年齡人口（15至64歲人口）所需負

擔依賴人口（即14歲以下幼年人口及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扶養比愈

高，扶養人力負擔也愈重。觀察臺灣歷年來之扶養比，2012年扶養比為

34.7，是歷年最低點，之後則逐年攀升，推估至2060年扶養比將增加為

97.1。扶養比迅速攀高主要肇因於臺灣社會的快速高齡化及少子化，間

接造成家庭對高齡者的照護能力持續弱化；後續將導致高齡者至門診、

急診就診及住院比率升高，連帶引起住院日數延長及後續出院困難等問

題。可預見的未來，老年人口之依賴負擔將不斷地加重，醫療體系負擔

也將因此大大增加。

第五節   過度專科化醫療無法滿足高齡化社會需求

 
現今臺灣醫療為求快速、方便、降低成本及降低醫師訓練門檻，醫

療行為以專科化為名切割為細小之片段，各專科醫師彷彿如大工廠中之

小機器，只專注於某片段來「醫病」而非整體評估後「醫人」。專科化

造成醫師以疾病為導向，在全民健保吃到飽的模式下過度注重高科技、

開立許多不必要之檢查，增加全民的經濟負擔；過度專科化造成以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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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重要統計資料手冊，國家發展委員會編印，章節F：人力資源與老年經濟安

         全，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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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導向的醫療模式，和以功能為導向之老年照護將背道而馳，高齡化社

會之醫療需求將無法被滿足。

綜觀現今醫療，過度醫療、過度分科已造成長者因多重共病就醫，

卻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形日益嚴重，重複用藥的情形在老人

族群亦屢見不鮮。最終造成疾病並未因檢查多治療多而好轉，長者遊走

於各大醫院尋求醫療，造成全民健保醫療費用及醫療資源的浪費；長者

亦因症狀得不到緩解而對現今醫療體系失望，轉而使用各種偏方、另類

療法，甚至久病後憂鬱而萌生短意造成憾事。

老人健康照護的4個關鍵包括：周全性老人評估、以證據為基礎的

照護計畫的擬定與追蹤、病患與照護者的參與、健康照護人員的協調溝

通等。根據文獻覆查：GRACE、Guided Care、PACE model是具有提昇

照護品質、生活品質，又不提高成本的社區老人照護模式。

觀之世界潮流，並因應高齡化社會的需求，家庭責任醫師制度的推

展正迎合二十一世紀國際間健康照護體系所要求的發展方向：以人為中

心、以社區醫療為導向、以在地健康照護為模式、以慢性疾病管理為優

先。家庭責任醫師制度是一種提供民眾以人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以

社區為範疇的全人、全家、全社區的三全照護模式。其所提供的服務內

容和項目，應包含預防醫學三段五級從出生至老化死亡，由健康狀態至

疾病末期的全程照護。

家庭責任醫師體系應健全化，以保障民眾都可接受到家庭責任醫師

所提供之可近、全人與持續性之醫療保健服務，並改善偏遠地區及重症

醫療品質與極重症第一線照護。此外，醫療機構間亦須進行垂直整合。

第六節   缺乏長照體系造成醫療體系過度負荷

因疾病、年齡而失能的人數正逐年增加，家庭照護失能者的能力卻

因少子化而下降。在缺乏健全生活照護之長照體系下（現階段長照體系

人力與資源皆不足，無法提供良好照護），照護需求轉為醫療需求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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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經常發生。舉例而言，一位中風失能的病人因肺炎問題住院，在病房

完成治療後已經可以安排出院，但家人因缺乏照護人力、照顧經驗，家

中環境及空間又不足等因素遲遲無法讓病人返家，導致住院天數延長；

好不容易找到照護機構收治，但因需抽痰、定時翻身、呼吸治療與體溫

不穩等因素，在照護機構人力無法負荷情況下無法妥善照護，終將導致

病情惡化，最後只能經急診再度回到醫療體系中，形成惡性循環，導致

醫療體系過度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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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建立高齡友善醫療服務

曹玉婷醫師

人口老化與現代化這二大全球趨勢的淨結果是構築21世紀的主要

力量（WHO, 2007），各個城市不斷成長，而60歲以上的居民也不斷

增加。這是現代化的成果，是人類文明提升的證明，但同時也對社會

造成莫大壓力。今日，我國正在邁向高齡（aged）社會的道路上，而

令人擔憂的是，2016年之老化指數為101.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2），代表高齡人口首次超越幼年人口，人口結構的改變不只是政策

議題，過多的依賴人口將成為國家競爭力的絆腳石，拖垮國家經濟發

展。而其中，首當其衝遭受衝擊的便是醫療保健體系。我國自1995年3
月1日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其基本精神為使全民平等獲得醫療服務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2016），經過20年的發展後，民眾已習

慣醫療資源的便利性，這是其他國家的社會福利所無法相提並論的。但

也因為如此特殊的社會福利，讓我國在制定衛生政策時面臨嚴峻的考

驗。現今世界潮流對於健康的觀念正在扭轉，預防保健的概念也正逐漸

影響全世界，但在我國，健保所造成的對醫療機構的依賴正是民眾就醫

陋習的縮影，如何在舊有的習慣中扭轉民眾對健康管理的觀念，並引導

病人做好正確的保健工作，便是醫療體系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可以預測

的是，這樣的轉變需要經歷重大的陣痛期，以及政府單位與民眾的全力

配合，方能收得成效。

根據健保署的統計，2014年65歲以上老人家的醫療花費約佔整體醫

療費用的四成（任呈岳，2015），是7-18歲人口所使用之醫療費用的10
倍，除了我國本身出生率減少是導致此結果的一大原因之外，仔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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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藥物費用可知，降血脂用藥、抗腫瘤用藥與抗血栓用藥為其最常使用

之藥物，以疾病分類來看，老年人口使用的最大宗藥物為三高慢性疾病

與癌症用藥，這個結果呼應了過去的統計結果：老化會增加罹患這些疾

病的風險，這樣的現實加上高齡人口在未來將會快速增加的預期，醫療

體系與政府機構必須及早為這個未來做打算，除了加強宣導慢性病的控

制與預防外，綜觀老年疾病的生理機轉，當加入器官功能逐漸衰退這個

條件之後，老年人的就醫模式也應該要改變。醫療體系面對這樣的情況

應由積極預防著手，由環境的改造到老年門診的推動都可以打造適合老

年人的環境，因此，透過建立高齡友善醫療服務模式，在環境上希望打

造合適老年人的就醫環境，在醫療品質上希望透過老年醫學門診的推動

減少高齡者長期至各科別看診的狀態，

如同前述章節所提到，我國正面臨高齡化社會的嚴峻挑戰，而設

立高齡友善醫療機構便是針對此現象所採取的因應措施之一。高齡友善

並非單純改善環境，而是全面性的檢視高齡者的需求，並提出合適的方

案。有鑑於長照體系尚未完善，建立高齡友善醫療服務能夠提供一定程

度的協助，並且透過醫療模式的推動，提供長照系統設立之參考，讓高

齡者能夠有足夠的協助，進而返回社區。

第一節   落實高齡友善醫療機構照護的標準

高齡友善醫療機構是依據提供服務之老年病患的特性及其治療目

標所設立，依據不同地區狀況或有些微不同，但目標都不僅止於疾病的

治療，更包括老年病患功能的維持。由數據來看，我國65歲以上長者合

併有慢性疾病的比例高達86.3％，顯示高齡友善醫療機構有大量潛在需

求。而從另一方面來分析年長者的生理狀況，可以看到65歲以上老人之

失能比例高達15.7％，並且隨年齡的增加而遞增。因此，在談到高齡友

善醫療時首當其衝的必須先考量老年人健康照護的需求。過去的研究中

明顯看出透過運動、改善環境等方式可減少功能驟降的可能性，這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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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來說不啻是一道福音。因此，高齡友善醫療機構之首要目標便是減

少失能的發生。

一個合格的高齡友善醫療服務體系應該具備那些條件呢？在硬體方

面，應該設計符合老年人生理特性的環境，使病患能維持獨立的功能；

例如每間病房內均掛有較大字體的時鐘及日曆、各個房間使用不同的顏

色或裝飾以利病患辨識、房門使用槓桿式門把、廁所馬桶坐墊可加高並

有扶手、浴室需有防滑設施、走道避免有門檻等障礙物、床邊有地板照

明燈以利夜間行走、有輕便簡易的復健器材及輔具以供病使用，以及寬

敞的活動室以鼓勵病患在病房外用餐，藉以增進社交及活動的機會。軟

體方面，除了以病患為中心的照護方式外，尤應特別重視跨專業的團隊

合作以及周全性的老年醫學評估，希望能儘量減少因住院及接受治療所

產生的醫源性問題及活動功能退化，甚至能解決老年病患住院時的複雜

且跨越多種專業領域的健康問題，並希望能透過生活功能的訓練改善老

年病患將來出院後的生活品質。

老年人在因急性疾病而住院時，常易喪失獨立的日常生活活動功

能，加重老年人的體能退化，而有較差的預後，如延長住院天數以及需

接受機構式照護。這樣的情況對於老年人出院後的生活品質、身體功能

的獨立性、照護的花費等方面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對於在醫療

系統中的老年人，除了治療急性疾病之外，也應同時進行周全性老人評

估，將導致功能退化的不可逆及可逆的病因區分清楚，並提早介入預防

並出院準備計畫。除了急性病房與門診之外，也應建立亞急性病房或急

性後照護等中期照護機構做為銜接，除了給予病患回家前的緩衝，也可

調整住院病床的使用，縮短急性期治療的天數。

衛生署在2006-2008年委託臺灣老年醫學會推動地區醫院轉型為老

人照護醫院，首先輔導兩家地區醫院轉型為老人醫院的示範據點，分別

為臺大醫院北護分院和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進行老年整合性照護工作

的試辦。兩家醫院除了進行硬體設施的改善之外，也分別成立老年照護

團隊，並建立收案標準、老年照護流程與服務內容、出院後門診追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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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在兩年的先導計畫期間，制訂了老年病房服務流程作業準則、周

全性老年評估作業準則、周全性老年評估手冊、周全性老年評估病歷格

式、申請醫院與服務個案審查作業準則，並提出地區醫院轉型為老人照

護病房之軟硬體設施建議。透過如此的方式，在兩年期間，我們得以實

際推動19家地區醫院轉型並評估老年照護的成效，並將其作為未來調整

政策施行方針的參考。

其後自2011年開始推動認證的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在各領域評分

都有相當的水準，為建立適合老年人生理功能的亞急性病房打下良好基

礎。接下來還需要民眾觀念的再教育與配套措施的幫助，方能讓高齡友

善健康照護發揮其最大效益。2011年起便著手進行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

構的認證，經過持續的努力，至2015年12月止獲得認證的機構已有206
間，並且各縣市皆有認證機構。我國建立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之認

證並非只是單純的要有機構式服務，而是希望配合其功能讓病患能適應

返家生活。其精神與目前的長照2.0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於老年人生理

功能退化的關係，必須仰賴醫療與長照2種專業才能得到有效照護，因

此，我們應該將其看作達成同一種目標之不同手段，而非將長照與醫療

體系作出區隔，讓患者有更多資源來維持自身健康狀態。

因此，建議政府提供資源，鼓勵醫療機構參與高齡友善認證，使

民眾能就近選擇，進而增進機構照護與返家照護之間的銜接。並強化對

民眾的宣導與再教育，讓民眾理解老年人對於醫療的需求有其特殊性，

且對老年人的周全照顧並不限於醫療機構，而是家庭社會需一同參與其

中，進而帶動對老年醫療更友善的社會風氣。

第二節   強化老年醫學專業訓練

在醫學教育方面，各醫療院所與學術機構成立老年醫學科，組織、

培養老年醫7學專科和團隊人才。老年醫學照護團隊的相關專業人員包

括專任醫師（一般內科醫師、家醫科、老年醫學科）、病房護理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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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護理師、藥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社

工師、臨床心理師，各成員應接受老人照護相關訓練課程及實務訓練，

並且最好能一起在同一老年醫學機構中接受老年醫療照護訓練，使整個

團隊成員皆同時獲得完整的老年照顧經驗，並相互了解彼此的工作內

容，培養默契，才能在訓練完成後能立即用於老年病患的照顧。

過去國家衛生研究院曾與臺大醫院暨長庚醫院合辦老年醫學次專科

醫師及照護老人團隊訓練課程，做為國內發展老年醫學的種子教員。此

訓練每期全程一年共聘美國紐約西奈山醫學院六位客座教授協助教學，

以匡國內師資不足。之後學會通過「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綱要」， 
辦理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老年醫學次專科受訓資格及訓練

時間如下：1.凡持有行政院衛生署頒發之醫師證書，且曾完成三年以上

教學醫院之內科或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練者，得向學會之指定醫院申

請接受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持有行政院衛生署頒發之醫師證書且完

成三年以上教學醫院神經、精神或復健科住院醫師之訓練者，得於補足

一般醫學臨床訓練若干時數，使能通盤處理一般老人之各類急慢性問題

後，取得受訓者資格。2.專科醫師訓練時間至少一年，必要時得延長一

年以從事老年醫學研究或師資培訓。其中神經、精神、復健相關之老年

醫學訓練至少各一個月，老年急性病房至少三個月，長期照護至少三個

月，老年醫學門診（每週至少一次）至少半年。

由於老年醫學門診需要周全性的評估，每次診察病人耗時更久，對

於日常生活之照護建議，也需給予病人及照顧者更完整的衛教。建議給

予老年醫學門診合理的給付，以鼓勵醫師透過完整的病史詢問與理學檢

查來評估病人，減少其他不必要之檢查，並加強衛教，改善老人生活品

質、維持老人功能、甚至降低再求診率。

 

第三節   老年照護多專業團隊運作模式

一般來說，每種疾病都會經過固定的過程，而老年人因其生理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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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退，除了自身疾病以外尚有許多非疾病本身的問題，目前針對老年

預防保健已有完善的架構，團隊成員應思考何時介入與如何規劃才是最

合適老年人的狀態。而高齡照護需要多專業團隊共同經營，此團隊的主

要成員包括老年科醫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等，及其他週邊相關支持人員，如營養師、臨床藥師、語言治療師、

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志工及宗教人員等。團隊各成員先依其專業

領域分別評估病患，收集相關資訊以增加診斷精確性，再藉著定期舉行

的病患討論會，來共同擬定每位病患的治療計畫及決定治療目標、預測

其預後及擬定出院計畫，包括預估住院天數、出院後的照護需求及照護

場所的安置，再將此計畫付諸實行並追蹤效果，視其成效而做出適當的

修正等。而病患及其照顧者亦為其中的成員，除了有助於熟悉健康照顧

的知識及技術，以維持並促進治療的效果之外，也可在病方與醫方有共

識及瞭解治療目標的前提之下，使病患獲得妥善的照護。

目前在我國，醫院住院中的老年病患一開始主要是針對造成此次

住院的急性醫療問題進行處置，並完成住院前各項功能的評估。隨著老

年病患的急性問題逐漸恢復，其他部分（如社會支持、生活環境等）也

應與團隊合作著手進行改善。老年照護團隊的出現是希望為老年人提早

準備出院後的生活與計畫，透過維持功能讓老年人能達到自我照護的目

標。這樣的精神也能擴大到社會，並對社會風氣造成正面影響，試想一

位對自身健康有正向態度的老年人，積極復健並期待參與生活，這樣的

精神能夠開啟正向循環，並帶領一股積極的健康風氣。因此，老年照護

多專業團隊的發展就成為高齡化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齒輪，讓老年人減

少對醫療院所的依賴，並有信心投入生活，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標。因

此，建議鼓勵醫療院所進行老年照護多專業團隊運作，提供合理給付，

初步可由住院病人開始施行，待運作更加成熟後，可擴及符合老年症候

群的門診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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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的展望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雖然是因應高齡人口而提出的方案，但其精神並

非只單純照顧「病人」，而是推動積極復健、維持功能、預防保健等工

作的重要關鍵。目前參與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之人數已逐漸增加，至

2011年止已培訓了一批合格的醫師能夠參與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團隊的工

作，但這些依然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我們必須與國際接軌，透過

自身的努力並與其他國家交流，透過經驗的傳承讓我國高齡友善健康照

護系統能更完善。自2011年起我國也不斷在國際間努力，希望透過推動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與世界交換經驗，至2016年以來，已經與多個國家交

流經驗並互相學習所長。我們可以期待透過這些措施與努力來深化高齡

友善健康照護指引，從住院期間老人失能的預防，到急性後照護，並聯

結長照2.0社區服務，期望高齡者照護的未來可以在專業團隊的合作下

有美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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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從醫院到社區的連續性照護模式

林怡妏醫師

直至2014年底，臺灣國人平均年齡已達79.84歲。醫療進步延長了

人類平均壽命，加以生育率下降，許多先進國家之老年人口比例均快速

成長。1993年，臺灣老年人口比率已跨越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

所訂定7％門檻，步入老化社會（Aging society）。至2016年6月，臺灣

老年人口人數達3,015,491人，占人口比例達12.83％。推估臺灣老年人

口將於西元2018年突破14％，邁入高齡化社會（Aged society）。老化

速度之快，甚至可能超越日本，成為世界之冠。後續將面臨的老人照

護，將成為社會整體需共同面對之重要議題。

第一節   老年醫療之現況

2009年內政部之臺灣老人狀況調查資料顯示，近三成65歲以上老人

認為自己健康狀況不佳，近六成五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過去一年內

有近二成曾住院，最近一個月曾看過病者占65.38％，平均看病次數2.25
次。人口老化過程中，亦觀察到健保費用支出急遽增加，足見就醫需求

亦隨老化社會而上升。

老年症候群（Geriatric syndrome）是指老年人身上出現某些難以符

合個別疾病診斷的臨床表徵，包括步態不穩、孱弱、失禁、認知功能不

良、營養不良、多重藥物等，以及上述原因所引起之相關症狀。當多系

統的生理老化加上原本的罹病狀況發生在同一個老年人身上，常造成多

系統功能受損，而造成不易處理的生理及心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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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老年症候群及慢性疾病之影響，老年人的體力保存（reservoir）
原本就較年輕人相對弱；當遭遇急性重大疾病或事件，老年人的恢復能

力又相對不佳，便可能於疾病急性期後，產生嚴重失能狀況。老年人罹

患急性疾病後常見的變化包括：

一、功能退化：25-35％老人於住院後損失一項ADL。

二、醫源性傷害：50％以上住院15天以上內科老年住院病患會出現。

三、認知功能障礙：25％老年住院病患會出現認知功能障礙。

四、情緒障礙：20-25％老年住院病患出現情緒障礙。

五、活動與行走障礙：所有老年住院病患均具有風險。

六、營養不良：20-40％老年住院病患出現營養不良。

七、肢體約束：所有肢體約束均與病患不良治療結果有關。

若於急性疾病後產生失能，老年人生活起居便可能轉變為需依賴他

人協助，後續照護需求亦隨之提高。

第二節   急性醫療後的連續性照護體系

急性疾病治療完成，若病況趨於穩定，病患便應出院返回社區。

然而對老年人來說，急性疾病後產生的失能，將造成返回社區之困

難，導致病況緩解後仍占佔用健保床位及資源。以腦外傷（8天）、中

風（11.6天）、骨科手術（8.5天）及呼吸衰竭（29.2天）等4種疾病為

例，比較國內Tw-DRGs與美國CMS-DRGs平均住院天數相較，國內較美

國長約2倍。會產生如此現象，需歸因於急性醫療後續之亞急性照護及

長期照護資源不足，導致國人只能將長期照護壓力轉移至醫療端：諸如

需要亞急性照護個案及長期照護個案輕病住院、或是低佔床率醫院以健

保資源提供亞急性照護及慢性病患長期照護。長將以往，將造成健保資

源耗弱。目前急性醫療雖已有出院準備服務，提供出院後照護規劃，但

尚缺乏團隊運作與醫療體系外之橫向聯繫，力有未逮。欲從根本解決此

問題，應引入連續性照護理念，強化中期照護及長期照護體系，方能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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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失能者及照護者最恰當之支持。

美國醫療機構評鑑聯合會（簡稱JCAHO）為「亞急性照護（subacute 
care）」定義如下：

一、針對急性疾病、傷害或疾病加重的人所設計的綜合性住院病人照

護。

二、為目標導向治療，在急性住院之後，或取代急性住院治療、或處理

一種或一種以上特定、積極、複合的技術性治療。

三、通常個案的狀況不需依賴高科技、監測或複雜診斷程序；照護持續

時間有短期（3-30天）、中期（31-90天）、長期（91-100天）。

四、亞急性照護需要各科醫療小組間的協同服務。

目前國內亞急性照護服務仍是在急性病房由急性醫療單位提供，並

未真正劃分開來。建議應以社區醫療群為單位，同時實踐由上而下的分

級轉診制度，各醫療院所均具備轉診平台窗口，協助病況已相對趨於穩

定的病患藉由流暢轉診管道下轉至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以做後續照護

與銜接。若病況有變化，亦可由相同管道上轉至高層級醫療院所，以協

助病患即時獲得適當醫療處置。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照護亞急性病患，

應有專責醫療小組定期評估病患銜接中期照護或長期照護的需求。

中期照護（intermediate care）可泛指介於急性醫療與慢性照護之間

的照護模式，其目標在於協助病患功能之回復，由疾病期過渡到恢復期

而返家休養或進住養護機構。其首要目標不全是醫療，但病患必須具有

出院的可能性、且臨床上照顧結果是有可能進步。中期照護並具有時間

限制。

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除可避免失能狀況發生外，亦希協助個

案維持最佳的功能。Callahan（1981）認為長期照護應至少達成以下目

標之一：

一、在現有之生理與心理之失能狀況下，維持最大可能之獨立功能。

二、使復健病患足以保持個人最高之功能。

三、失能狀態足以影響功能活動之獨立性，故應將環境之障礙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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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讓臨終病患能有尊嚴地死亡。

第三節   臺灣之中期照護發展

臺灣的中期照護發展，始於2005年衛生署利用「醫療發展基金」

委託臺灣老年醫學會推動社區醫院轉型為老人照護醫院（如臺大北護分

院及員林郭綜合醫院），雖然此計畫仍以急性醫療申報，僅加上老年人

一次性評估費用，且缺乏老年醫學專科醫師及相關團隊參與，但仍建立

了以社區醫院推動老年健康照顧之基石。2007年，退輔會試辦榮民醫院

體系之中期照護服務網，針對高齡患者於急性疾病後，協助身體功能復

健、營養狀況調整與認知功能回復的整合性健康照護服務，提供高齡病

患在急性醫療與出院返家間的持續性照護，以四週為原則。榮民醫院體

系已陸續於桃園榮院、臺北榮總員山分院、臺中榮總嘉義分院、埔里榮

院及高雄榮總屏東分院設置中期照護病房。

衛生署於第六期醫療網（2009-2012年）發展中期照護服務模式，

設置「中期照護規劃與管理中心」及辨理人才培訓，訂定中期照護之照

護標準及臨床診療作業指引內容，並推動：

一、建立榮民醫院體系中期照護服務模式計畫，完成3家榮民醫院辦理

中期照護服務試辦計畫。

二、護理之家試辦中期照護之創新照護服務模式：辦理獎勵護理之家功

能改造。首先以院屬護理之家部分進行改造為中期照護單位，接著

有些署立醫院以較閒置的復健病房改建為中期照護單位，但因自費

且大多設在附屬護理之家，仍有其侷限性。

三、公立醫院建立中期照護模式：如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已於2013年設

置24床中期照護病房，與臺中榮總合作，服務對象為中風急性後期

及骨科術後等病人。

全民健保為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自2014年1月1日先試辦「中

風急性後期照護試辦計畫」，建立臺灣急性後期新照護模式。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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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銜接急性醫療與長期照護、並發展在地化垂直整合系統。全國共有

151 家醫療院所、組成39個團隊參與試辦。中風病人病情穩定後並具有

復健潛能者，可經醫學中心協助轉診至居家附近有「急性後期照護團

隊」的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在治療黃金期內給予包括醫療、物理、

職能、語言、社工、心理、營養、個案管理及共病症的團隊整合性照

護。至2015年1月，總收案人數已超過1,164人。結案病人中約8％的病

人功能有明顯進步，巴氏量表平均39.1分進步至63.7分，即由嚴重依賴

進步至初步可以生活自理的程度；82％病人經過照護能順利返家。然

目前計畫內容仍以疾病為導向；以功能為導向之照護模式，仍是未來

努力的方向。

多項追蹤研究指出，中期照護可降低急性出院的死亡率，並於一

個月內可見病患功能之顯著改善。然而，國內中期照護資源數量仍顯著

不足，且中期照護單位目前仍以健保給付為財政來源，未跳脫醫療資源

耗弱之問題。竊以為中期照護的財政來源，若持續自健保支出，則應提

高健保保費，或提高民眾部分負擔額度；或應另闢中期照護至長期照護

之稅捐，以求永續發展。中期照護應結合老年醫學醫師及團隊，鼓勵於

社區內建立中期照護模式，並與當地社區急性後期照護單位保持暢通聯

繫，以提供最即時與全面的評估及服務，進一步預防急性後期的失能與

依賴產生。

第四節   臺灣之長期照護發展

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式，區分如下：

一、居家式：到宅提供服務。

二、社區式：於社區設置一定場所及設施，提供日間照顧、家庭托顧、

臨時住宿、團體家屋、小規模多機能及其他整合性等服務。但不包

括機構住宿服務。

三、機構住宿式：以受照顧者入住之方式，提供全時照顧或夜間住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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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

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為家庭照顧者所提供之定點、到宅等支持服

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方式。

以上服務方式，長照機構可以合併提供。

居家式長照服務之項目為：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家事服務。

四、餐飲及營養服務。

五、輔具服務。

六、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善服務。

七、心理支持服務。

八、緊急救援服務。

九、醫事照護服務。

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

十一、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到宅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務。

社區式長照服務之項目如下：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臨時住宿服務。

四、餐飲及營養服務。

五、輔具服務。

六、心理支持服務。

七、醫事照護服務。

八、交通接送服務。

九、社會參與服務。

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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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以社區為導向所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

務。

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之項目如下：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餐飲及營養服務。

四、住宿服務。

五、醫事照護服務。

六、輔具服務。

七、心理支持服務。

八、緊急送醫服務。

九、家屬教育服務。

十、社會參與服務。

十一、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

十二、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以入住方式所提供長照有關之服務。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之項目如下：

一、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

二、長照知識、技能訓練。

三、喘息服務。

四、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

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臺灣在機構式照顧長期以來在失能者照顧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政府

鼓勵及民間力量的投入與參與，機構式服務不僅發展時間較社區/居家

式服務早，服務資源總量亦已發展至一定規模程度。服務發展初期，政

府為因應老人長期照顧問題，自1980年起便針對老人福利法規做了多次

重要制訂與修正其政策架構，明訂老人福利機構的類型，希望能貫徹在

地老化的精神，提供一個具有多元連續性照護、增進老人福利、全人照

顧之照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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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衛生福利部針對上述不同長照模式進行整合，整理出長照資源

服務資源地理地圖。十多年來於各縣市設立長期照護管理中心，負責完

整評估失能市民及家庭照顧需求，協助連結相關資源或服務，以期使失

能者獲得在地化的持續性照顧，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品質及服務

量，並減輕照顧者負擔。但長期觀察下來，仍有需多民眾或照顧者對於

相關資源的認識不足，也不知該如何尋求協助。建議可由里鄰或衛生所

為主責單位，以即時發現民眾需求，並提供照顧者相關長期照護資訊。

截至2015年底，養護機構以及長期照護機構共有1,078家、榮民之

家16家、護理之家499 家。失能老人人數為461,589人，機構式照護總床

數僅有105,278，不足四分之一。足見居家/社區形照護及照護者支援政

策之重要性，卻也是目前發展尚較為不足之處。建議由各地域的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為整合核心，由專責長照管理師整合當地長照資源，並與急

性後期及中期照護保持暢通聯繫管道，達成階段性目標後，亦可再進一

步協助長照資源的擴展與建立。

第五節   社區資源：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之根本

「老化」（aging）現象是人生發展過程的歷程之一，每個人自出

生開始，就已經在老化了，所以老化其實是持續進行中的過程。「在

地」意指不需遷移到他處；「在地老化」特別強調的是人老了之後仍

「在地」居住，老人不必為獲得養老資源而他遷，得以留在原來居住的

老家及熟悉的社區頤養天年，以原來習慣的方式生活，並保有獨立自

主，尊嚴隱私的老年生活。日本福利經濟學家提出五項「在地老化」的

基本措施：

一、避免採取隔離措施。 
二、盡量讓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生活。 
三、促進社會交流與相互援助。 
四、在必須提供收容服務時，應將生活品質反映在設施與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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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合社會福利，醫療保健與環境維護等公共政策，創造適合老人居

住的生活環境。

在地老化使老年生活的變動最小化，最容易適應，且社區網絡聯結

具連續性，以達資源利用及經濟效益最大化。臺灣國人普遍有落葉歸根

之想法，長往以來，其實也就是在地老化概念之實踐。

然而，國人家庭型態於近數十年間開始有所轉變。家庭原是我國

文化中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我國傳統的家庭型態，原係以三代同堂之

主幹家庭為主要形式，透過內部成員互相幫助、支持及分擔照顧責任，

甚至擴大至世族宗親家族網絡的資源援助，構成社會的基石。然而，隨

著社會變遷，如今家族網絡概念已然淡薄，家庭模式多轉換以向都會區

遷徙的核心家庭為主。加以女性就業率提升，家庭內部照顧人力已然不

足。當家中有老年人因失能而需要長期依賴他人照顧時，家庭的經濟及

人力都將面臨極大挑戰，在地老化反而面臨極大困難。國人如今難以在

地老化之原因包括：

一、文化價值因素：為了與子女同住、在不同子女家輪流住、幫忙照顧

孫子女。 
二、環境因素：醫療設備缺乏、居住地被徵收、氣候適應問題。

三、特殊事件因素：與配偶分居、重要親人死亡、退休。

四、健康因素因自我照顧能力低，而使老人需要入住安養機構或與子女

同住。

五、個人因素：與子女相處有衝突、希望遷至較適合居住的城市。 
六、經濟因素：為節省開支而遷至較小住家或其他較合宜的城市。

以臺灣本土現況看來，因應家庭結構之改變，在地老化之實踐更

有賴於社區照顧網絡。社區照顧是指建立、發展社區網絡，並聯絡、協

調社區內政府部門及非政府部門，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合適的社區支持服

務。社區照顧內容包括：

一、建立並發展有照顧需求人士的社會網絡，包括家人、親友、左鄰右

舍、同鄉會、義工、相同問題人士組成的網絡，提供照顧和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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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二、結合社區內公、私部門，為有需要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三、協助有需要者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內得到照顧，過正常的生活。

積極推展與重視社區照顧服務之目的在於「去機構化」或「轉機構

化」，一方面節省政府財政支出，一方面讓弱勢者能夠在社區中感受到

更人性、更彈性的照顧情境。社區照顧的內涵有：

一、在社區內照顧：社區內由專業機構提供制度化之「正式服務」。

二、由社區照顧：照顧的主要力量係由社區的居民。

三、為社區照顧：照顧之目的係為當地社區居民。

四、使社區能照顧：整合社區資源以增強社區有之照顧能力。

然而，目前社區化照顧資源分配不均，許多家庭沒有社區資源可供

連結，絕大部份老年人照護問題均仰賴外籍看護工，但外籍看護工的教

育支持系統卻非常匱乏。建議可由里鄰或衛生所為主責單位，以即時發

現民眾需求，並提供照顧者相關長期照護資訊（例如轉介至長期照護中

心，或主動引進長期照護資源協助）。外籍看護工的教育訓練、勞動權

利及支持系統，亦應由政府單位主導，以達齊一之品質。同時亦應改善

長期照護之勞動條件與報酬，以鼓勵更多長照人員投入服務的行列。

第六節   整合的連續性照護模式

老年人除了醫療面的健康照護之外，在社區內更需要眾體系及產業

一同強化社區照護能力，由老年人的生活照護做起點，進一步達成健康

促進及精神充實。高齡友善城市之發展面向包括住宅、交通、餐飲、運

動休閒、理財信託、輔具與無障礙空間、資訊通訊、社會參與、工作及

志願服務等多種層次，每種層次都須考量不同功能性之老年人的特殊需

求，進行設計與改良，進而建立一連續性照護產業鏈。強化社區連續性

照護產業鏈後，方能由在地老化出發，使老年照護得以推向智慧老化、

健康老化、活力老化、樂學老化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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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結語

如同上文所分述，我國連續性照護模式所面臨的問題如下：

一、急性醫療之責任在於急性疾病之治療與緩解，卻常需要以健保資源

提供亞急性照護及慢性病患長期照護。

二、中期照護協助由疾病期過渡到恢復期而返回長期照護處所，但目前

仍以健保給付做為財政來源，且床數有限。

三、長期照護放眼於維持病患最大功能，但多層次的機構管理政策如同

多頭馬車，且在地老化之社區資源尚待發展。

我國雖已逐步針對各層面之照護體系進行修法及整合，但若要趕

上人口老化之速度，卻仍有所遲滯。且各層次間缺乏橫向串聯與明確轉

介窗口，導致高齡照護常為片段式，不同地區民眾資訊及資源多有不

均，而缺乏全面整合。此橫向整合更有賴於政府公部門的力量，開啟各

層次連結窗口與便民資訊。藉由在地老化，以社區力量促進健康、預防

疾病；當國民面對老化與失能之衝擊時，得以獲得高可近性及高連續性

的支持資源，不僅協助失能老者獲得即時且全面的評估與照護，同時減

輕照護者的心理壓力，得以維持正常家庭功能及經濟狀況，達成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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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建構高齡社區健康與照護研究暨推廣中心
――以在地化社區醫院與社區結合為例

李怡萱醫師、呂昀珊醫師

第一節   在地老化健康照護必要性

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於1993年占總人

口比率超過7％，使我國成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而於2016
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占12.51％，人口老化速度迅速。國家發展委員

會推估，至2018年老年人口約增加為14.6％，達到國際所稱的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2025年再增加為20％，邁入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2060年65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約40％。面對老年人口快速成

長的高齡化社會，老人的照護已成為臺灣極為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失能

老人的長期照護問題，更是當前老人衛生福利政策的重點課題。

目前臺灣對於老人的照護，不論是健康老人或是失能老人，均提

供有社區照護、機構照護等服務模式，其中落實社區照護體系已成為近

年來各政府部門與民間福利團體共同推動的目標，其所訴求的精神即是

「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的理想。「在地老化」的概念源自於北

歐國家，於1960年提出的「在地老化」理念，強調不再以機構式的照護

方式為發展的主體，而是用社區的資源照顧老人，讓老人在自己熟悉的

地方自然老化，將老年照護資源拉到老人的社區和家中，以老人為中

心，按照個人需求，整合從醫院到居家服務。目前已成為世界先進國家

面對老化的趨勢。

在地老化的概念成為主流的原因包括老人教育經濟水準的提升，對

於獨立自主的生活越發重視；專業人員照護理念的轉變，認為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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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根本不用集體密集性護理照顧，反而應該協助回歸社區，以達到節

約長期照護費用的壓力。而新型照護設備、設施的研發，也增加老人回

歸家中，回歸社區的可能性。

有鑒於此潮流，我國長照服務法甫於2015年6月經立法院審查通

過，並訂於2017年全面正式施行推動「長照十年計畫2.0」，希望能加

速長照服務資源發展，實現在地老化，結合健康照護體系，積極擴增以

社區為單元的多元照顧服務模式，以因應高齡化社會之需求。

在現有政策推動之下，本文期望能透過醫院與社區資源的連結，及

長照服務的實際經驗，研究出國人的老化模式、高齡化對臺灣社會的衝

擊、疾病特性、照護需求、社會家庭條件，並據以發展符合在地需求的

照護模式。

 

第二節   地區醫院提供在地高齡健康照護――以萬華地區某社區

            醫院為例

一、於社區扮演中介照護角色（Intermediate care），銜接急重症醫療與

長期照護

 座落於臺北市萬華區某社區醫院，為某大學醫院體系中唯一的「都

會型社區醫院」，一直以來以整合性的健康照護體系為核心工作。

為反應臺灣人口的老化及整體社會的需求，將任務著重在老年醫療

及長期照護的發展，服務定位為「老年醫學暨長期照護的整合型醫

療服務」。

該地區醫院，於急性醫療提供門診（含整合門診）及住院服務，

其中約三分之一家醫科、內科醫師同時具有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資格。並

互補於醫學中心的急重症醫療定位，接受大量醫學中心轉介居家護理

個案、回歸社區病患，提供亞急性醫療照護（急性後期醫療（PAC）病

房），以及後續長期照護服務。長期照護服務則可分為居家照護（含安

寧居家照護）、護理之家和社區式長期照護三大重心，其中居家護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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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護理之家已在當地提供約20年的服務，提供周全性、連續性照護。

為因應人口老化速度逐年增加，建立完善的老人健康照護體系及

輔導地區醫院轉型為老人照護醫院，衛生署2005年公告修訂醫療發展基

金獎勵辦法，希望透過醫療發展基金的挹注，協助小型醫院轉型，提供

老人整合性醫療照護，以因應國內逐漸增長的老年人口及其醫療需求。

該地區醫院即為此項輔導醫院之一，進行老年整合性照護工作的試辦。

該地區醫院在整合過程中成立老年照護團隊，設置老年人多重慢性疾病

之周全評估及整合性門診，並建立老年照護流程與服務內容、出院後門

診追蹤服務等。在歷經「輔導地區醫院轉型老人照護醫院試辦計畫」和

「高齡友善照護機構評鑑」等政策，逐漸自社區醫院轉型為整合性老人

照護醫院。轉型的過程以及與鄰近醫學中心、社區衛生福利資源的合作

模式，可作為其他地區醫院的參考。

二、以高齡健康與照護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藉以增進服務品質及效益

 目前臺灣醫療體系整合型老年醫療照護的主流服務型態可分為下列

兩種：

1. 以老年照護團隊為中心提供諮詢或照護：如老年醫學病房、老年

醫學照會服務、整合性門診服務、居家照護等。

2. 老年症候群的特別門診：如失智、跌倒、尿失禁、認知障礙

等。

近幾年，除失能後的照護，如何預防或延緩老年人失能也是重要課

題。老年醫學相關研究及社區介入受到許多重視，如衰弱（frailty）的

社區調查與介入。

該地區醫院對於高齡健康照護研究不遺餘力，從早期轉型的過程

中發展出的老年整合性照顧研究，到住院過程中探討老人的不同住院型

態的適應性，功能評估及預後的差異，及老年症候群相關之衰弱症狀與

營養的關係等，更跨團隊整合不同領域的學者，研究老年常見問題如中

風、尿失禁、失智等相關因素與預後因子。期望結合臨床實務經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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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社區高齡照護研究，並據以發展符合本國的高齡健康照護模式。

第三節   於一高老化指數社區建立高齡健康與照護模式，外推全國

             ――以臺北市萬華區為例

根據內政部資料，2015年萬華區老年人口比例為16.71％，老化指

數為143（老化指數＝（65歲以上人口／未滿15歲人）×100％），代表

該區老年人口已超過幼童，是臺北市老化指數最高的區域，長期照護及

高齡醫療的需求極需重視。萬華區同時為臺北市高齡友善城市推動示範

點，政府針對八大面相議題投入資源改善：(1)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

間、(2)交通運輸、(3)住宅、(4)社會參與、(5)敬老與社會融入、(6)工作

與志願服務、(7)通訊與資訊、(8)社區及健康服務。2016年底配合「長

照十年計畫2.0」試辦的「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試辦計畫」，萬華區

也被選為臺北市的試辦點。

選擇於臺北市萬華區建立創新高齡健康與照護模式，優勢在於此

社區的人口結構對於高齡整合醫療及長期照護的需求高，為研究發展符

合在地需求照護模式的理想族群，該地區中也有一些對於社區與長期照

護長期經營的社區醫院以及社區照護資源，可以透過建立適當的機制合

作。美中不足之處則為此社區已被投入相對全國其他社區較高的高齡健

康照護相關資源，所發展的照護模式如外推至全國其他社區，則需先盤

點比較兩地不同的醫療產業和資源概況，修正調整照護模式以符合社區

在地現況。

∣臺北市萬華區醫療產業和資源概況∣

以下就資源概況簡要說明。

一、醫療組織：地區醫院共四家（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

院、臺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院、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萬華醫院、西

園醫院），一家健康服務中心及70多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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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構照護：養護型機構6家及護理之家1家。

三、社區服務資源：日間照護中心2家（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龍

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及居家護理所6處提供居家護理服

務。

四、關懷據點：社區照護關懷據點及老人據點10多處以提供電話問安，

關懷訪視，餐飲等服務。

因應長照2.0之政策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藉由社區整合型服務

中心 （A級長照旗艦店）、複合型照顧服務中心（B級長照專賣店）與

巷弄長照站（C級長照柑仔店），讓民眾獲得具有連續、彈性、多元的

照顧服務。萬華區目前分級式長照資源整理如下：

1. 長照旗艦店：是結合目前已建立社區為基礎的長期照顧服務提

供單位辦理，提供一定區域內B級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與C級巷

弄長照站的成立、督導與技術支援，適合對象可為醫院、衛生

所、日照中心、長照據點等。

2. 長照專賣店：屬於複合型照顧服務中心，除了提供長照服務，亦

提供緩和失能等服務。適合機構可為衛生所、日照中心、物理治

療所、診所等。

3. 長照柑仔店：提供短時數照顧輕度失能或衰弱老人服務。適合對

象可為居家護理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服務中心等。

就目前長照資源現況及未來政策觀看，如何整合服務及切身了解當

地老年人口之醫療與照護需求將是一大要務。以Ａ級中心為例，該政策

要求Ａ級中心須同時提供日間照顧、居家服務以及社區巡迴接送等3項

服務，並以跨域結盟或特約方式，整合區域內B、C級單位，以滿足服

務使用者多元照顧需求。以臺北市萬華區資源盤點之現況，跨域結盟將

是未來之趨勢。如何建構出良好之合作模式，並瞭解在地需求即是本計

畫期許完成之目標。

本計畫期許能透過一適當且具有熱忱的社區醫院為推廣中心，以臺

北市萬華區老年人口為研究對象，與長期合作之社區服務機構聯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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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資源利用效益，發展出符合社區的醫療照護模式。更勝者，能將該模

式複製至各縣市，以協助長照政策推動與落實。

第四節  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籌建計畫及後續建議 

一、地區老人健康照護之調查研究

 計畫針對社區的老人健康需求進行調查研究，研議如何建構整合

性、以人為中心的持續性照護體系，符合在地化責任照護機構模

式。

二、籌建「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

 擬定老年醫學與照護團隊之人材培育政策，透過保險給付機制，以

圖6.1   臺北市萬華區醫療產

          業和資源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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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醫療保健體系和社會生活照顧體系的改造，使臺灣領先成為符

合世衛組識「以人為中心、社區整合性健康服務」的範例。 
1. 架構圖

2. 高齡健康照護研究相關主題

(1) 長期照護研究中心 
 長期照護相關研究： 

‧ 成效分析（ex：長照2.0社區照護模式試辦計畫後，是否有

效讓萬華區有需求的民眾得到照護？）

‧ 照護品質分析（Quality of care）
‧ 生活品質分析（Quality of life）

 社會參與與社區健康。 
 老年獨立性教育推廣。

(2) 身心健康促進及衰弱防治組 

圖6.2   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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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周全性評估（CGA）及介入：  
‧ CGA的評估與介入是否有效預防失能？

‧ 如何讓CGA有效融入臨床實務？

 老化機制研究：

‧ 設立專屬檢體資料庫進行相關研究 
 身心衰弱防治：  

‧ Frailty 的相關危險因子 
‧ 復健、營養及其他醫療介入預防失能的成效

(3) 樂活老化健康社區營造組 
 老年營養評估介入：  

‧ 老人營養中心研發吞嚥困難飲食及其他特殊餐點 
‧ 獨居老人、失能老人送餐服務 
‧ 醫院提供活動空間辦理定點餐飲服務 

 日照服務：  
‧ 失智症照護服務 

 社區關懷服務：  
‧ 家庭照護者技巧訓練、支持服務

(4)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組  
 在宅長照醫療照護：  

‧在宅醫療、居家照護、居家安寧、護理之家、機構喘息服務 
 全方位復健服務：  

‧ 腦血管疾病整合門診、PAC病房、居家照護（居家復健） 
 高齡友善住院服務： 

‧ 與社區診所、長照單位（居家照護）建立雙向轉介機制 
‧ 病房提供安寧緩和照護 
‧ 老年病患實施CGA評估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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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基層醫療
――以體系為基礎本土化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黃獻樑醫師

二代健保法於2011年1月26日公告後，其中第44條明訂「保險人為

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並提升醫療品質與醫病關係，應訂定家

庭責任醫師制度。前項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之給付、應採論人計酬為實施

原則……」，而健保署亦於2011年2月23日公告「全民健康保險論人計

酬試辦計畫」，並有8家醫療院所，以三種模式進行自2012年起為期3年

的論人計酬試辦。在美國，為了達到醫療體系的改革，亦有多種責任照

護機構（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s）的推動。這些不同方式的努

力，都是為了解決高齡化社會，對醫療體系所帶來的巨大衝擊。

一、醫療體系困境

目前醫療體系所面臨的困境主要可分成以下四點：

1. 制度面：

臺灣民眾自由就醫，轉診制度形同虛設，因而造成醫學中心的門

急診壅塞及醫護人員過勞現象。

2. 醫療面：

在醫療專科化且重視績效管理下，滯留在急診等待收住院的病

人，多屬各科不列優先收治的急重症和末期病人，尤其是多重罹

病、功能不佳的老人，常無法有效即時的住院。

3. 醫學教育：

過去的醫學教育偏向專科的教育，造成醫師較缺乏整合式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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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前的醫學教育已有多項制度改善中，例如畢業後一般醫

學訓練，提昇所有醫師能有病人的基本全方位照護能力，並將以

病人為中心，重視安全與品質、跨領域團隊合作及整合院內外資

源，並銜接出院後續照護的教育融入醫師訓練中，如此才能解決

目前醫療體系所面臨的問題。

4. 保險支付：

目前的保險支付制度對多重疾病病患的急重症給付不足，且因為

人口高齡化使困境更加嚴峻，必需仰賴醫護人員的努力，方能避

免住院相關的併發症、減少非必要的檢查治療和用藥，講求效

率，以控制醫療費用。

二、家庭責任醫師照護的時代

家庭責任醫師可說是家庭醫師的延伸，家庭醫師可能由醫師一人

或是自行開立的診所對其所照護的民眾提供持續性、協調性、週全性、

連續性及負責任的照顧（3C2A, Continuity, Coordinative, Comprehensive, 
Accessibility, Accountability），不同於專科醫師以單一醫學專科的疾病

處理為主，而是拓展為以人為中心的全科醫師角色。特別是在長期照護

體系常見的多重慢性疾病的失能者，應包括以下面向：以人為中心，以

社區醫療為導向，以在地健康照護為模式及以慢性疾病管理為優先，而

這樣的需求正是家庭責任醫師制度最能符合。好的家庭責任醫師制度應

包含：個人照護的整合和品質改善、健康評估、疾病預防、健康促進、

病人教育與自我照顧支持、急性傷害與疾病的診斷處置以及轉介、慢性

疾病的診斷與處置、復健服務的整合與提供、支持性治療，包括末期照

顧、婦女健康照護、基層精神衛生照護並能在醫療體系內為病人發聲。

三、美國責任照護機構（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



85｜第七章｜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基層醫療

責任照護機構（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s）是由一群具協調性

的健康照護提供者所形成，有三核心原則，分別為：

1. 品質保證論人計酬及基層照護實力

2. 品質提昇所節省的費用回饋

3. 可信賴且可供檢驗的品質改善指標

過去曾提出一個好的責任照護機構應包括以下的理念與架構：

1. 統御與管理：結合各級醫療院所所成一個有組織的合法結構，醫

療決策需透過臨床與財務的整合管理，且共同參與決策，提供合

乎經濟效益的高品質服務，同時參與合作的醫療院所能得到合理

報酬及回饋。

2. 體系內健康照護的提供：連結全人照護醫師及次專科醫師，提供

適當的門診與住院服務。

3. 健康資訊科技：健康資訊科技應基於實證醫學的證據，且醫師應

積極參與醫療品質的稽核及檢核。

4. 財務管理風險的能力：以論人計酬為例，需具備合理的醫療支出

的成本精算及回饋機制。

5. 成立收集和監督醫療品質的內部架構：透過體系內醫療品質的監

督及報告部門，達到院所間資料交換，掌握病人在各個醫療機構

間的移動情況。

四、醫學中心在本土化家庭責任醫師的責任

目前臺灣的現況是醫學中心密度相當高，民眾到醫學中心就醫很方

便，且現行制度並無對民眾的就醫選擇有所限制，因此有許多民眾是固

定在醫學中心看診，且目前醫學中心亦有教育家庭醫師的任務，若要推

行本土化家庭醫師制度，必定要將醫學中心融入此制度規劃。醫學中心

的使命，在過去醫策會的建議中包括有

1. 提供重、難症醫療服務，並具持續性品質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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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卓越特色醫療服務，提升區域醫療水準。

3. 落實全人照護教育。

4. 創新研發提升醫療品質，帶動醫療健康科技發展。

5. 積極配合國家衛生醫療政策，並參與國際衛生活動。

所以醫學中心在建構本土化家庭責任醫師的發展上，應可自整合式

照護出發，除了在民眾就醫時提供整合照護，更可結合社區醫療資源，

以融合各專業的醫療照護團隊，與基層醫師共同合作，帶給民眾最適切

的醫療照護。

五、高齡化社會健康藍圖：本土化家庭責任醫師制度的規劃與展望

過去健保署推動的論人計酬試辦計畫共有8個醫療團隊加入，包括

有區域整合型的臺大醫院金山分院、澄清綜合醫院及5家合作院所、彰

濱秀傳醫院及6家合作院所、署立金門醫院，醫院忠誠病人型的天主教

耕莘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社區醫療群模式的芝山

診所及5家合作院所。然而過去不論是論人計酬計畫，包括區域整合型

及醫院忠誠病人型，或是各項整合型照護計畫，均面臨到許多困難，例

如不確定的政策與醫療環境，民眾就醫無設限亦無需負擔此種制度的財

務責任，社區民眾衛生及疾病資訊不足且配合度不足等，導致此種整合

型照護不易執行。

欲解決這些問題，曾有數種方式被提出，包括有由家庭醫學科部做

初診評估與適當轉介、多重疾病患者均安排家庭醫師做整合性照護，及

提升整合性照護教學和研究資源。臺灣永續全人醫療健康照護協會特別

針對這些模式及醫療院所進行評估，並提出對未來整合論人計酬及家庭

責任醫師制度的建議，其主要項目包括有：

1. 應以區域模式為主，並結合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2. 照護對象之醫療費用應將住院與門診分開。

3. 照護對象之指定應採登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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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對民眾的宣導。

臺灣在家庭責任醫師的發展上，已從社區醫療保健站、群體醫療執

業中心、社區醫療群、社區公衛群、整合性家庭醫師服務制度，PGY訓

練逐步推動發展。整個醫療服務體系整合亦以全人健康照護的整合平台

逐漸推動當中，包括在服務面的社區醫療群制度、整合性門診服務及論

人計酬試辦計畫，技能面的社區醫學教育、一般醫學教育及全人全家全

社區的三全照護模式，以及體系面的醫療網規劃，本土化家庭責任醫師

制度的推動更是高齡化社會基層醫療的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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