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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論壇於三年前重新啟動，其來有

自。國衛院成立以來，最為獨特的重要的任務是協助政府解決迫切且重

要的醫藥衛生問題，提供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重要衛生政策建

言，亦即國衛院為任務導向的研發機構，除致力探索醫藥科學新知、

研發藥物與疫苗、支援生物醫藥資源與產業發展，仍需受政府委託解

決民生重要問題。例如2016年政府委託國衛院，在臺南、高雄成立「國

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與地方政府、疾管署、環保署及多位學

者專家協力合作，發揮科學防蚊的功能，符合社會的期待，即為最好的

例子。而衛生政策是一個不斷籌劃、執行、檢討、修正的過程，亟需跨

機構跨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合作共同努力，這項跨機構跨領域的團隊屬

性，以論壇的機制群策群力，可在較短的時間內達成最大的效益。 

科學探索與防疫任務之外，少子化與人口老化是臺灣現階段迫切

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改變、疾病型態的

變化、人口老化的加速、社會安全的保障及長照服務需求的提升，行政

院於2013年正式將衛政與社政組織整併成立衛生福利部，主責公共衛生

醫療及社會福利兩個重大社會民生事務。衛生福利部為維護全民健康與

福祉，以「最值得民眾信賴的部會」為願景，廣納各方意見，以專業及

實證研究成果為基石，擬定整合連續性之公共政策，讓人民對政府施政

有感，完善政府與民眾溝通管道，朝向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使命邁進。

2015年臺灣的新生兒出生率僅1.07%，為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臺灣老

年人口比率在2018年將超過14％，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5年將超

院長 

前瞻性衛生福利政策建言
――為衛生福利決策者與大眾健康福祉指引康莊之路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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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20％，成為「超高齡社會」。2025年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提到

「依據實證醫學研究結果，訂定有效與無效醫療指標，以提升病人照護

效果與品質，減少醫療浪費」，是使醫療品質同時達到醫療效益的做

法。而行政院於106年5月11日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預計未來四年

（106-109）投入100億經費，目標透過全面防治來降低毒品需求及抑制

毒品供給。 

各界對國衛院論壇有著多面向的期待，過去論壇也有不少的成果。

論壇廣納政府部門及醫療政策專家意見，以厚實的學術研究能量，協調

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扮演專家學者與政府、產業界及學術界等多

方之間搭橋的角色，期以健康納庶政（Health in All Policies），達成全

民都健康（Health for All）。論壇並透過社群網站、電子報、出版品及

研討會，將具實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Reach Out）；藉由國

際交流合作，與日本東北大學合作輪流舉辦國際研討會，積極推動學習

型醫療照護循環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s）。同時倡議衛生議題，

以廣闊的思維在大數據時代涵納當前最急迫的議題，發揮論壇的智庫功

能與價值，今年度已出版《兒虐議題之資訊整合與政策建言》、《醫

療體系在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略》、《醫療與福利服務產業化評估研

究》、《建立學習型健康系統的大數據基礎》、《醫療資源使用之效益

評估》、《探討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預期前

瞻性的建言，能為衛生福利決策者與大眾健康福祉指引康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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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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執行5〜6個議題，期間出版

「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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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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政策」、「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氣候變遷

與健康」、「兒童虐待之現今困境與解決之道」、「醫療體系在高齡化

社會的因應策略（一）」、「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政策建言」、「兒童

發展遲緩論壇報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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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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體系在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略為兩年期計畫，繼第一年主題

建立高齡友善醫療服務和從醫院到社區的連續性照護的理念和實踐的概

述，二年論壇的重點則是後續在地老化目標的達成。

過去一年是長照2.0服務的元年。長照2.0服務的實施與前十年長照

保險規劃最大的不同是由政府主導，採稅收制。在原有自費負擔失能看

護和機構照護外，擴大社區據點照護和預防及減緩失能的訓練課程和師

資人力。由於排斥醫療院所的參與並做有效率的聯結，明顯與本論壇第

一年的建議相左。在撰寫此書之時欣聞本年度主事者有改弦更張之意，

期望本書三部分的內容，能納入長照政策參考。

有鑑於臺灣醫療網家庭責任醫師時代的到來，為高齡化社會老人政

策白皮書，提供適切的在地老化健康照護推動策略。第一部分成立高齡

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做為面向醫院所在社區，提供健康與

生活照顧合作平臺。有三方面之任務：生活照護專業人才培養與管理、 

議題召集人   

序   

打造一個永續運作的全人照護體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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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模組開發和建立服務聚落。第二部分推動以體系為基礎家庭責任醫

師制度。從四方面努力：(1)提供民眾家庭醫師為基礎的社區整體性照

護、(2)建立體系支援的家庭醫師照護，(3)結合社區協力夥伴，組成跨

專業團隊，以及(4)教育民眾利用資訊網絡和雲端科技，落實個人健康檔

案和自主健康管理。第三部分：達成在地老化政策目標。首先是在人才

培養方面：加強醫學人文教育；在醫療群家庭醫師診所方面：具備智慧

健康照護解決措施；在周全性照護方面：社區醫療長照連續性照護服務

體系之建立；以及在政府和民間部門之合作方面：以老人健康福祉為考

量，團結權利相關者放棄本位主義。

在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正承擔國家級老人醫藥衛生與健康福

址中心設立之際，本研議報告攸關老人福祉及健保永續的政策，期可提

供後續推動建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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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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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議題一直是我國制定政策時的主要依據，需要匯集各領域專家

對現況進行解讀與討論來探討實際的核心問題。這樣的智庫型式因為具

有專業性，也讓從中產出的意見具有一定的價值。而醫療照護領域除需

要一定程度的專業，來自第一線的工作經驗轉化也是該領域專家在闡述

相關公共議題時所特別著重的。對醫療照護領域的工作者而言，知識與

經驗幫助他們面對各種臨床問題時能夠快速嗅出問題所在，也因此，與

醫療照護產業相關的公共議題更需要具有第一線工作經驗的專家參與討

論，才能找出問題的核心，並且提出有力的政策建言。

自2017年底開始，我國65歲以上人口將超過總人口的14.5％，約占

343萬人，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失智、失能的預

防、照護模式的改變以及因少子化與大環境嚴峻所造成的各行各業人力

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仰賴政策整體規劃並互相協助來解決。而

與醫療照護產業息息相關的高齡照護部分則在本書中進行詳細的剖析與

探討，期待經由各領域專家的意見爬梳出主要問題，並期待以合適的政

策建議幫助政府單位釐清實際的問題所在。

過去我國醫療體系偏向發展片段式醫療，民眾對於自身健康的狀

況也缺乏整體概念，導致健康促進、整合性醫療等相關概念發展始終緩

慢。而當其他國家將發展重點逐漸轉向系統化與個人化醫學的同時，我

國依然沉溺於分科醫療的輝煌時代，如此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突顯出了

民眾「獨善其身」、「療瘡剜肉」的價值觀，而這樣的價值觀在現代社

會中也正潛移默化的成為社會風氣，使社會風氣趨於惡化。健保開辦的

前言

前言

臺灣家庭責任醫師時代的到來
在地老化健康照護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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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優點是保障民眾的就醫平等權，但卻忘記了伴隨權力而來的是相對

的義務，雖然健保的優點是讓民眾生得起病，但並未讓民眾了解自我保

健的重要。物美價廉的健保的確有存在必要，但如何讓健保制度永續經

營，除執政者的堅持外，尚需全體國民的共同努力。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醫療系統將會是第一波受到衝擊的前哨

站。根據健保署的資料顯示，65歲以上人口所使用的醫療支出佔整體

的30%以上，依照這個趨勢，當2026年老年人口超過20％時，這些老

年人將會使用整體健保56％的支出，總數將超過一兆臺幣，而整體醫

療需求則增加至少1.6倍，需求相當驚人。雖然這些統計數字讓人窒

息，但另一個統計數字則讓人反思擁有醫療王國美譽的我國健康照護品

質。慢性病照護一向被認為是全體國民健康的重要指標，而根據2017年

The Lancet期刊針對全球健康照護可近性與品質評比的結果中，我國70
分以下的項目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為64分、腦血管疾病（cerebrovascular 
disease）為63分、先天性心臟異常 (congenital heart anomalies)為62
分、高血壓性心臟病（hypertensive heart disease）為60分、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為58分、膽結石與膽道疾病（gallbladder and biliary 
disease）為57分、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為50分、白血病

（Leukaemia）為49分。白血病照護的評比雖然低，但因國內骨髓捐贈

率偏低，因此對評比產生影響。我國雖名列A段班，但排名只位於中段

的45名，輸給亞洲的日本、新加坡與南韓，而評分指標中急性照護的表

現普遍良好，但慢性病照護的表現整體來說並不佳，顯示出我國應該重

新檢討慢性病照護措施，以期達到全民均健的目標。事實上，許多慢性

疾病都與生活習慣、對早期症狀的輕忽有關，例如膽結石、糖尿病與高

血壓，這些疾病和飲食習慣及日常生活作息有很大的關連。我國素來有

美食王國之美譽，多元的食物風格可以滿足國民饕客般的味蕾，但以預

防保健的觀點來看，愛吃卻不知道如何健康的吃也是造成我國慢性疾病

照護品質不佳的原因之一。在現今全球吹起個人化醫療的浪潮來看，我

國應該重新思考預防保健的措施與政策，並積極思考如何將整合照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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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擴展至基層，落實預防保健的核心價值。

高齡化社會已經是我國必須面對的現實，我國老化的速度很快，但

政策措施一直追得很慢，而首當其衝面對這波浪潮的醫療系統便是第一

道防線。在這股銀色海嘯中，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就診資料中看到一些端

倪。首先，每年每位65歲以上的老人平均看診次數為27.7次，就醫科別

也逐漸增加，從2008年的每人看4.8個科別成長到2012年的每人看5.2個

科別，這樣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著我國預防保健策略需要升級的

情形。接下來，老年人的住院率持續升高，一部分是因為有急性症狀的

需求，但也有一大部分是在安養中心時出現緊急狀況，或是因家中沒有

照護資源所引發的社會型住院。針對安養中心或是在宅養護的問題，主

要照護者的負荷是否過重，造成當老年人出現問題時，主要照護者無法

及時發現，或是因本身專業知識不足導致無法及時處理，都是有可能的

原因，而是否能透過家庭醫師制度或是基層醫療體系的力量幫助這些照

護者提升本身識能便是一個可以考量的方向。而家庭本身的資源不足在

理想的情況下則可以思考透過申請長照服務來緩解這樣的狀態，但目前

的長照2.0系統依然有許多需要優化的部分，這也是本書在經過多次專

家會議後所想要提出的建議，長期以來長照系統與醫療系統無法互相配

合，資源不均、語言不同等問題更是時有所聞，本書將針對這些現象提

出第一線的觀察，並進一步探討背後的成因與可能的解決方法，期待經

由這樣的方式能夠幫助政策制定與執行者看到現實層面的問題，並有機

會優化接下來的工作方向。

家庭責任醫師一直是我國社會中只有討論但沒有執行的制度，原因

很複雜，但民眾沒有建立個人整體健康資訊的概念是這樣的制度無法推

行的一大阻力。我們太習慣於快速、方便、速食的解決問題，卻忽略了

問題本身是經由日積月累所產生的。疾病也一樣，所有疾病在初期時都

會有微小的徵兆，但因為民眾的忽視、不懂或沒有諮詢的資源，往往會

因此而延誤治療。因此，讓民眾了解家庭醫師的重要性，並願意與家庭

醫師合作來守護自己的健康將是家醫制度成功與否的關鍵。我國一直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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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醫療水準自豪，每年確診各種疾病的人數皆逐漸攀升，這樣的狀

況幫助我們磨亮了急性醫療的水準，但另一方面也因整體國人健康狀態

逐漸惡化使健保的支出逐漸增加。三高、代謝疾病、癌症等確診率逐年

增加是我國應當重新反思衛生政策應該改善的證據，我國整體人口數不

若其他大國，唯有維持全體國民的健康才能為經濟、建設與國家未來打

下良好基礎。面臨高齡化社會的挑戰，我們應該開始重新反思現有的醫

療制度是否能夠抵擋這波銀髮浪潮，而家醫制度的建立能夠幫助完善整

體醫療制度，並配合建立民眾自我健康管理的概念，從而為預防醫學打

下良好基礎。事實上，我國的醫療水準可以讓家庭醫師的功能發揮得更

透徹，從原本的健康守門員到在地老化的領航者，都是家庭醫師可以發

揮功能的領域。期待在面臨高齡化浪潮的同時，能有機會透過家醫制度

的落實來優化整體醫療系統，讓醫療與長照互相合作，守護國民健康。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6年至2061年）的報

告內容來看，受到少子化的影響，直到2061年，出生數將是現階段的一

半以上。而自2016年起，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將逐漸減少，但高齡化

人口卻不斷增加，以85歲以上超高齡老人的數量來看，在整體老年人口

中的比例將從2021年度的10.6％增加到2041年度的16.3％，最終在2061
年度達到23.3％，占整體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同時，整體老年人

口的數量也將快速攀升，嚴重影響國家整體發展。超高齡老人數量急速

增加同時也代表著醫療資源的使用以及潛在的由年輕老人照顧超高齡老

人的現象，對比於現階段的醫療產業現況，我們應該更憂心這樣的現象

可能為醫療系統帶來的問題。因此，本書將闡述在地老化健康照護策略

之精神，期待透過在地老化策略緩解急迫的高齡化壓力，為面臨高齡化

社會的我國打下未來發展的基礎。當面對社會人口結構的轉變，我們必

須提早為未來做決定，讓社會朝向正確的道路發展，這是你我與每一位

國民都應該責無旁貸的責任，期待我們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
暨社區推廣中心

第 一 部 分

高齡化社會是我國無法迴避的一大挑戰，這不只是一個現象，

當合併少子化情形來看時，這些現象就變成了紮紮實實的國家

問題。試想，20年後將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參與服務，沒有足夠

的人員支持醫療系統的運作，連國家的基本運作都成為隱憂，

這樣的未來是我們期待的嗎？在高齡化與少子化正在現在進行

式的當下，醫療與照護體系應該攜手合作，為未來的高齡照護

打下基礎，也緩解一部分因人口變遷而產生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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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我國健康與長照服務的發展

我國醫療發展可追溯至清朝時期，當時當有醫療需求時大多求助鬼

神，而為數不多的漢醫是稍微具有醫療知識者，但大多以師徒相傳或家

傳來延續技術與知識。一直到傳教士來臺後，開始建立醫院與訓練所，

醫療產業才開始萌芽。日治時期為了改善公共衛生，政府開始成立醫學

校並建立衛生行政體制，奠定了醫療發展的基礎。到了國民政府來臺

後，由於人口隨社會發展逐漸增加，醫療資源明顯不足，因此私立醫院

逐漸興起，同時間公立醫院如臺大、榮總等機構也大力擴建與改善，帶

動了醫療產業的快速發展。教育方面也開始優化，例如導入專科醫師訓

練制度，讓人力培養在地化。這些措施讓整體醫療品質不斷的進步，但

也出現發展不一致的情況，因此，政府自1985年開始推動醫療網計畫，

主旨在於健全醫療體系，均衡資源分布。自1986年開始推動醫療網計畫

以來，到目前為止已經進入第八期，隨著硬體與人力的完備，當前目標

以「精進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利」為使命，期待民眾可以享

有整體性、持續性與周全性的照護。

我國長照發展的背景來自於人口結構的急遽變化，在快速高齡化的

壓力下，加上家庭結構由大家庭逐漸轉變成核心家庭等因素，衛福部便

著手規劃長期照護相關措施。其核心思想將病人區分為三大類：健康者

／亞健康者、急性病患／出院需照護病人與長期失能者／慢性病患（圖

1-1），根據不同的病況分類，病人可以尋求合適的服務。而現行的長

期照護服務內容其實是生活照顧服務體系與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的加總，

自2008年以來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長照十年計畫，而自2015年公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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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服務法後，長照的量能也需要逐漸提升，因此，當到了長照2.0時，

以擴大服務範圍做為開端，開啟了下一個十年的發展期。在這十年間，

必須聚焦於人口老化問題，提供高齡化社會必要措施，以延緩社會壓

力。

檢視我國因應高齡化社會相關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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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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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作為各部會制訂或推動

高齡政策措施之重要依據。

圖1-1-1   長期照護服務對象與內容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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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系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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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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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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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

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家庭照顧能力弱化而衍生的照護危機，自2007年起

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整備照顧資源量能，建構出長期照護的雛

形，同時也喚醒社會大眾對高齡化社會巨量的生活照顧需求與供給間落

差的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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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6月4日行政院審查

通過《長期照顧保險法》草案，送入立法院審議，藉以確保未來推動長

照服務的穩定財源，期建構完整永續經營的長照服務體系，然而有關財

源、納保人口、給付等相關議題仍無社會共識，法案至今仍在立法院審

議中。然而政府推動長期照顧的腳步未停歇長期照顧計畫於，2016年9
月行政院院會通過「長照十年計畫2.0」，以遺贈稅與菸品健康稅為財

源，開始試辦，以期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體系，達成在地老化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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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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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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千禧年目標「活

力老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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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世界衛生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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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高齡化社會，過去20年我國在醫療健康照護、長照生活照顧

以及高齡親善環境的努力舉世皆聞，然而這些努力民眾是否有感，不同

單位體系與資源擁有單位若能敞開心胸，破除各服務體系各自為政的現

況，共同努力形成一個綿密的照護網，使民眾都能輕易的達到成功在地

老化，尊嚴善終的目標。面對未來十年內人口老化的急速加劇，透過發

展高齡友善城市以及在地老化健康照護策略，可以讓這些高齡人口得到

合適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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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建構健康與生活照顧合作平臺

臺灣社會高齡人口至2017年底已達13.86％，即將進入高齡社會。

據估計，臺灣預計於2025年進入老年人口超過20％的超高齡社會，老化

速度可能成為全球第一。高齡照護已然成為政府及全體公民均將面臨的

重大考驗。2017年推行的長照2.0將照顧面向拓展至未失能的老人，以

減緩老年人失能、失智速度，以減低老年人依賴照護的程度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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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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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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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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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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此以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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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

社會變遷，如今家族網絡已較鬆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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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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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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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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能力。

為落實在地老化的目標，社區必須發展出全面照顧、高效率的照護

平臺，聯結各大資源網絡，促進資源整合及適當分配。

健康及生活照顧合作平臺

目前社會上的照顧資源種類眾多，但缺乏單一窗口，民眾往往在需

要資源時不曉得該如何取得、如何申請。加上各照顧資源之間的資訊並

不流通，也可能導致同一個案於不同單位重複使用項目類似的資源，造

成分配不均。有鑑於此，建立一個能夠整合社區所有資源並有效傳遞資

源的平臺，更顯重要。

由於失能的過程常會經歷就醫過程，民眾的期待往往就是在醫院方

可以幫忙聯繫或申請到他們所需要的服務，不用再跑到其他地方的各種

單位填寫五花八門的申請表單。加上長期照護或健康生活照顧的其中一

部分便是醫療照護，因此若於醫療端建立健康照護平臺，作為銜接長照

服務的窗口，將提高失能民眾對各種健康生活照護資源的可近性與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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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至於醫療端該如何延續到生活端？參照美國經驗，護理部門或是社

工部門於病患出院前夕會派出照顧專員（care coordinators）前來訪視，

負責評估規劃病患出院後可能需要的服務項目，並為病患提早準備，以

銜接到長期照顧或生活照顧，同時與社區端的社工團隊進行轉介聯繫，

以維持連續性照顧模式。專員除了整合官方資源外，也應有能力聯繫非

官方資源，例如家庭支持、社區支持、志工協助等，都能夠提供患者充

足的照顧能量。畢竟當患者回到社區之後，回歸日常生活照顧；許多病

患並非住在醫院附近，而醫療僅是生活照顧的其中一小部分，此時醫護

人員就不可能滿足民眾所有服務需求。故社區資源必須能夠自我永續運

作，才是最好的生活照顧模式。

而生活照顧平臺建議於社區內的鄰里或衛生所做為單位，以能即時

發現民眾需求。這些單位對於該社區公部門或私部門的資源均已有相當

程度的掌握與了解，應具備相當程度的整合能力，能夠適時引進長期照

顧資訊予有需要的失能者或照顧者。各社區單位可再進一步整合為更大

的生活照顧平臺，促進資訊與資源流通，同時與醫療端的健康照護平臺

做銜接，建構起健康及生活照顧合作平臺的社會安全網絡，讓需要協助

的人隨時可進到網絡中來，不至於隔絕於資源之外。

健康照護與生活照顧是複合、雙向的關係。個案的病況可能起起伏

伏，健康需求與生活需求時時變動，因此，建立起健康及生活照顧合作

平臺的團隊合作模式就非常重要，例如共同盤點社區資源、產出不足的

資源等，而非像多頭馬車般各自埋頭努力，卻未縱橫串聯，可能就無法

為個案或家屬帶來實質助益。

生活照顧平臺之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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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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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充實，從內在提升老年人的健康識能，以促進老年人的身體強健與

心智活化，以預防失能、減緩失能為生活照顧平臺之最大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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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對於行動能力較差的老年人來說，購物備餐是困難任務。若

能夠研發均衡並兼顧美味的太空包或調理包食品以方便長者自行加熱調

理；或是配合長者口牙狀態製作各種不同軟硬度的飲食質地等；持續發

展送餐、共餐、陪餐服務，以協助長者達到充足豐富的營養攝取量，便

能夠進一步增強體力，延緩失能。其他如衣著材質與著裝方便性的研

發；無障礙空間與親善空間設計；交通接送至生活場域如到公園運動、

到菜市場購物、到老人會進行社交活度等，都可協助更加豐富老年人生

活內涵。除促進身體健康外，同時也加強了心靈滿足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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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照顧平臺之技術開發

除上述食衣住行各方面照顧產業應該持續引導開發外，生活照顧

更需要嶄新的高效率評估工具，評估之後要能夠將評估結果有效整合進

入資訊平臺，提高評估的時效性，以期即時提供給個案最需要的服務項

目。此目標有賴於資訊平臺之優化及資訊軟體的開發。其他提高服務效

率的可能性，例如融合行動載具以提供第一線照顧人員最新資訊，或是

運用高科技器材（例如轉位機）降低照顧者人因傷害，或是以藍芽傳輸

健康資訊，甚至將功能性編織與IC或醫療結合，在生活照顧平臺上推動

跨領域、跨產業的合作模式，更能扶植各大產業，偕同平臺之永續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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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所在高齡照護政策中扮演的角色

我國衛生所及健康服務中心遍布各鄉鎮區，不僅掌握當地人口學資

料，更被賦有公共衛生責任，為我國基層健康照護的第一線守門員，往

往是老年人口比例偏高的偏鄉地區最信賴的醫療機構。有鑒於此，2017
年7月，我國衛生福利部提出「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2.0（衛生所

版）操作手冊」，目標將高齡友善機構的概念導入各基層衛生單位，以

提高衛生所及健康服務中心對長者的照護品質。過去衛生所肩負健康促

進、預防保健、疾病診治、公共衛生、照顧弱勢族群等責任；現今因

應高齡化社會到來，此認證中對於衛生所角色的期許更包括以下五大標

準：

（一）管理政策：機構營運計畫中具備高齡友善政策，並有資源配

置。進一步能擁有發掘社區高齡化過程面臨那些問題——亦即進一步活

用社區健康評估的能力。

（二）資訊介入與溝通：機構內員工均具有高齡友善之基本訓練，

賦予其具有提供相關健康資訊予長者及其照護者的適切能力，並能夠因

應長者的需求做出調整，與長者及其照護者適切溝通，進一步賦予長者

自行決定的能力與權利。此過程需衛生所團隊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以

討論出適切的照護方向。

（三）友善環境：因應高齡使用者需求，提供良好品質的照顧服務

環境；例如針對行動不便者、生活不便者及暫時不便者，提供方便就醫

或照護的環境。

（四）健康促進：針對不同疾病的長者能夠訂出周全性評估方法及

臨床指引。

（五）社區服務及轉介：衛生所要能夠盤整社區服務資源，評估並

促進老年人的健康識能，以將長者轉介至適合的社區活動或照護機構。

若衛生所的及健康服務中心可以達成此高齡照護的照護目標，那麼

以各衛生所既有的資源整合能力及其地理位置，便可發揮連續性在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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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最大功能，甚至可進一步擔綱健康及生活照顧合作平臺的角色。

經費預算

健康與生活照顧合作平臺立意良好，目標明確。然而財政狀況是

否能夠負荷此平臺的建置？還需要多少準備期？能否趕上人口老化的速

度並實質解決相關問題？但退一步說，任何政策都必須要有實證作為基

礎，才能建立長遠永續發展模式。國內長期照護發展十數年，應收集過

去資料進行結果分析，提出數據與證明來做現狀評估，政策方能有效擬

定予修正。若有相關數據收集的獎勵機制，將能夠正向循環，鼓勵更多

服務人員投入相關研究，更能夠促進未來政策經費的有效運用。

日本介護保險十年經驗

日本介護保險在過去十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動，推行上也面

臨了相當的困難課題，包括長照財源的穩定性、費基與部分負擔比例、

社會意向、給付與支付模式、照護人力及服務資源不足等狀況。

為降低醫療負擔，日本政府於2015年公告未來將縮減一成病床，並

大力推行在宅醫療，鼓勵在家療養或機構照護；然而，由於照護員人力

資源嚴重不足，機構照護的給付又被降低，更難以提供與物價相對應的

薪資與照護員，引起照護員大量離職，事多人少，照護負擔增大，照護

品質變差，惡性循環更留不住照護人力。

在宅醫療推動之後，單身者或是老夫婦等失親者可能成為「介護

（長照）難民」；即便有親屬，中壯年人也往往因為家中長輩照護需

要，不得不於職場盛年離職，產生「介護離職潮」，僅能靠存款或微薄

年金過活；待長者病故後，這些因介護離職者又將陷入經濟與老化的健

康危機之中，進入下流老人的惡性循環。

我國在設計長期照護相關政策時，應以日本經驗為鑑，應著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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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及永續發展，以免日後陷入相似的社會困境。

總結

欲建立健康與生活照顧合作平臺，需要具有相當能力的團隊，可跨

越各部會並且串聯資訊並進一步執行這些工作，才能發揮功能。若此平

臺建置起來，民眾可使用到真正需要的服務，政府也實際上有所作為，

就能達到最大效益。若能夠以高齡化的萬華區為基地，率先建立健康與

生活照顧合作平臺的服務模式，定期評估成果，將可期待此處成為非常

好的實證模式，未來可進一步推廣到全國各地。但要如何讓這個中心充

分發揮角色功能？政策面與平臺的執行面是否會有落差？建置過程是否

能夠有連續穩定的公部門資源支持？仍需要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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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生活照護專業人才培養與管理

長照人力缺口

經查2014年衛福部長期照護資源盤點結果，目前國內長照人力，照

顧服務員共26,942人、社工人員共3,439人、護理人員共10,826人、物理

治療人員共1,987人、職能治療人員共1,091人。若以2016年實施長照保

險、涵蓋率70％來推估，尚需充實照顧服務員30,912人、社工人員2,559
人、護理人員5,668人、物理治療人員705人、職能治療人員1,686人，顯

示各專業人力均亟需培訓，以充實長照服務人力、補足缺口。

表1-3-1   衛生福利部2014年長期照護資源盤點表

服務人力 2014年盤點結果 2016年需求量 2016年需充實人力

照顧服務員 26,942 57,854 30,912

社工人員 3,439 5,998 2,559

護理人員 10,826 16,494 5,668

物理治療人員 1,987 2,692 705

職能治療人員 1,091 2,777 1,686

（註：2016年之需求量原先係配合長照保險之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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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看，隨著逐年升高的老年人口比率，我國外籍看護工的聘

僱人次亦逐年攀升，至2017年年底已輸入248,209人次之外籍看護工。

外籍看護工並潛藏低媒合率、聘僱資格審核流程繁瑣等問題。既然有如

此大量的照護需求與經濟效益，我們為何無法培養國內人才來承接這

些工作呢？根據104（2015-2016）學年度統計，全國29個長照相關科系

一千多名畢業生，其中只有20％投入長期照護工作。留任率如次低落，

可見優化長照專業人才的工作環境是當務之急。

表1-3-2   老年人口比例與外籍看護工人次變遷

年份 老年人口比例（%） 看護工（千人）

1991年底 6.53 0.000

1992年底 6.81 0.306

1993年底 7.10 1.320

1994年底 7.38 4.257

1995年底 7.64 8.902

1996年底 7.86 16.308

1997年底 8.06 26.233

1998年底 8.26 41.844

1999年底 8.44 67.063

2000年底 8.62 98.508

2001年底 8.81 103.780

2002年底 9.02 113.755

2003年底 9.24 11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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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2007年起，教育部鼓勵各大專院校創立長期照護相關科系或學程，

但因師資不足、與學生期待落差等因素，而難以蓬勃發展。另一方面，

目前我們還是以醫療或護理專業的延伸內容來教導生活照護專業人才，

但畢竟醫療護理僅是生活照顧的一部分；且長照專業人員與急性照護專

業人員相較，服務層面更需兼顧病人身、心、靈甚至生活作息起居之各

方面照護。當前使用的這些教材是否真正契合生活照護的內涵？或僅僅

2004年底 9.48 128.223

2005年底 9.74 141.752

2006年底 10.00 151.391

2007年底 10.21 159.702

2008年底 10.43 165.898

2009年底 10.63 172.647

2010年底 10.74 183.826

2011年底 10.89 195.726

2012年底 11.15 200.530

2013年底 11.53 208.081

2014年底 11.99 217.858

2015年底 12.51 222.328

2016年底 13.20 235.370

2017年底 13.86 24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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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醫療照護的相關內容？這也是值得省思的問題。

專業人才的服務內容也應區分層級，例如care manager、care 
provider或care worker。不同層級的服務內容可能會有所不同，所應接受

的教材與培育內容亦應隨其服務內容來調整。後續也應追蹤並垂直整合

長期照顧專業人才之去向，方能有效地管理並且運用這些人力資源。亦

可進一步考量各地文化因素與地域性，發展特色化之照護模式，並開設

相關跨領域學習課程，進行高專業度的繼續教育。

專業人才認證

專業人才需要證照來凸顯這份工作的定位與社會價值。目前長期照

顧服務法已明定長照專業人員的定位，授予專業資格證明。如果我們能

夠賦予不同層級的長期照護服務專業證照，必定可帶動相關的課程設計

及發展，教材與師資的水準也會開始提升。證照的部分應該要透過立法

的方式來明訂，引領產業成形。

如何活用初老人力也是一個挑戰。由於我們的照護服務並不是每一

項都需要年輕人力，例如陪伴就醫，只要表達能力良好、可協助將病人

情況轉譯給家屬與醫師的初老工作者便可勝任；而年輕人力便可以配置

給其他更需要的人。至於外籍看護工的教育訓練應由政府單位主導，以

達齊一之品質。

優化長照工作環境

政府應主導穩定長照財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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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待遇，可直接提高投入誘

因；或可規劃試辦依特殊服務對象等計畫，研訂補助加給之標準。另可

結合專業團隊合作模式，例如獎勵居服單位月薪聘僱照顧服務員以穩定

其收入來源並降低人才流動率、提供失業者照顧服務工作之促進就業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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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鼓勵參與專業資格認證等，並發給通過技能檢定的專業人才專業加

給等。也可對於長照工作人員給與稅務優待，補貼民生物資，如當年補

貼軍人水電半價，而英國國家醫療保險工作人員，在社會上也享有許多

優待 UK NHS staff benefits的方式也是值得我們學習。

政府亦可藉由繼續教育課程累積學分或是進修考試的方式，提供長

期照顧工作者升遷的機會與職涯展望，方能更有效留住人才。例如鼓勵

照顧服務員晉升居家服務督導員，增列專業加給，推行照顧服務實務指

導員試辦計畫等。同時仰賴政府部門宣導與民眾教育，加強長照領域工

作者的自信心與社會價值感。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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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有賴勞動部跟衛福部間達成共識。專業人才的社會價值則可以透過媒

體、啟能、通識教育來逐步建立。

外籍看護工政策

截至2017年底，我國聘僱外籍看護工已達24餘萬人次，短期數年

內，國內培育的本土照顧人才勢必難以完全取代現階段外籍看護工所能

提供的服務人次與服務內容。故除了加強國內人才培育政策外，也應擬

定一套外籍看護工的教育及管理政策。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派人前往

外籍看護工所在國家設立看護工學校，進行專業職前訓練，訓練完成後

並須通過照護能力鑑定並具備相當日語能力後，方能引進入日本國內。

如此的訓練模式可確保外籍看護工語言能力與照護能力。反觀本國，許

多引進的外籍看護工一開始前來工作時往往缺乏中文能力與專業照顧能

力，往往在溝通困難下需耗時指導，若家屬亦不諳照護細節或不知該如

何指導，也只能接受低落的照護品質。

為改善目前狀況，建議可配合家庭醫學制度，將外籍看護工納入照

護團隊之中，由照護團隊或醫療機構主責進行外籍看護工照護能力的專

業訓練。家庭醫師因較熟悉病患的病況，亦能在外籍看護工訓練前後有



40         醫療體系在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略（二）

效監督病患照顧品質，在有需要時提供補強教育。

然而，越來越多國家將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外籍看護工輸出政策，國

內人才培育刻不容緩，腳步應該更加快，以因應快速成長的老年人口照

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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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功能性照護模組的開發

高齡化社會中除了幫助老年人在地老化，於所熟悉的長期居住環境

下得到適當的醫療照護及生活照顧外，也應該要考量預防老年人身體情

況劣化，進而無法獨立生活的重要性。2017年國家的長照2.0計畫，即

是建立連續性的服務體系，向前預防保健減緩失能，向後銜接出院等出

備計畫、失能轉銜在宅醫療、居家安寧，提供多元連續服務，實現在地

老化之目標。

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的定位，在於提供現行政

策實證作為基礎，並將相關研究轉譯到應用層面。以此為前提下，

提出三種照護模組（Health Care Delivery Model），分別為著重於預

防的衰弱（Frailty）模組、著重於失能後醫療照護及生活協助的失能

（Disability）模組、以及從篩檢、治療、生活照顧及照顧者協助皆須整

合的失智（Dementia）模組。

一、衰弱防治模組

老年衰弱症（Frailty）和肌少症（Sarcopenia）是高齡化社會中亟

須解決的問題之一，近年來也成為老年醫學相關學者的熱門研究議題。

衰弱症的定義如今仍是學者討論中的議題。Dr. Fried的研究團隊著重

於以生理層面來界定衰弱症，首先提出五項衰弱臨床表徵――無預期

的明顯體重減輕、疲憊感、肌力下降、行走速度變慢、及低身體活動

量，用以偵測患有衰弱症的老人，稱為Cardiovascular Health Stud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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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s Frailty Phenotype）。然而有些學者如Rockwood等人卻有不同

的看法，認為老人的健康和功能是多面向的；因此，亦應考慮心理、

智能、社交功能等多層面的考量。衰弱指數（Frailty Index derived from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即是據此提出的概念，衰弱指數是

計算不正常或衰退的評估項目數量佔全部評估項數的比例。我國的長照

2.0計畫所發展的預防照護服務，為納入衰弱老人為服務對象，則是以

SOF（Study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Frailty Index為老年篩弱症篩選工

具。然而，各種衰弱症篩選方法的預測效度、需評估的項目、使用上的

時間，以及是否能一體適用在我國各級醫療院所的臨床實務都尚待進一

步評估；如今SOF Frailty Index配合長照2.0政策大規模的使用後，是否

能有效篩選病患、提供介入後能延緩失能，都是後續應研究的課題。對

於衰弱症、肌少症的防治，除疾病造成的原因應先排除外，運動訓練、

復健療程，搭配適當營養補充（主要為蛋白質），目前被認為是具成效

的。然而運動及復健的內容、營養補充的方式及時間長短，都需進一步

研究。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的任務之一，在於藉由研究

的實證基礎，發展臺灣適用的衰弱預防篩檢及介入模組，並藉由場域

（field）的實作，評估所需經費以及人力資源。

衰弱症和肌少症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失能的可能性。老年人身體組成

不似青年，當缺少肌肉的幫助，受傷的可能性便大增。綜覽護理之家的

經驗，跌倒所引發的失能在整體失能原因中佔很大的比例，原因便與老

年人的肌肉含量有關。在談到高齡化社會的相關問題時，除了醫療與長

照系統的普及率外，也應該討論減少嚴重疾患的資源利用率，以期降低

整體資源耗損。因此，透過建立有系統的模組來預防、減少失能病患將

會成為高齡化社會中醫療、長照系統是否能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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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於衰弱多為非特異性症狀（non-specific symptoms），較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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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或部分醫療人員忽略或視為正常老化的進程，因此藉由老年照護團

隊周全性評估以及行動和認知功能的主動篩檢，是維護老人健康的必要

手段。為發展主動篩檢衰弱症的模組，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在謝博生館

長的支持及陳慶餘教授的領導下，整合各種老人衰弱測試版本，自動化

功能測量，加上身體組成肌肉量分析，發展出基本的電子化老人衰弱量

測模組，取名為樂齡寶貝機（Living Activities of Health Aging BabyBot,
簡稱LAHA Bot或樂齡機），將過去臺灣年老衰弱症的研究成果，轉譯

在臨床和社區的應用。樂齡寶貝機可以設置在社區長照據點或診所公共

據點，若在醫院或較大之空間設置體驗空間示範場域連結介入措施，亦

可連接社區其他運動、營養、保健等相關產業所提供之服務，改善衰弱

症和肌少症。結合傳統居家遠距照護和個人健保、醫療、長照據點等相

關資料，作為個人健康管理。在改善老人衰弱肌少症方面，透過社區醫

療體系（包括診所、醫院），結合功能運動設備提供個人化的運動，整

合回饋系統，可任意設定活動範圍、使用期間、改善部位、強度，透過

無線傳輸至個人資料平臺，加上適當的營養及蛋白補充，達到改善肌肉

流失衰弱的問題。使用樂齡寶貝機落實居家健康管理，配合健康資訊產

業的創新，將生理量測一體化、操作介面個人化、健康改善智能化、外

觀設計模組化，適合使用在居家服務或自主健康管理，達到樂活老化的

目標。

二、失能模組

要與功能喪失有關的症狀都應該有系統的照護。患者常常會因為某

一部分失能（例如：單側無法行走）而產生負面情緒，導致最後連有功

能的肢體功能也開始衰退。這對高齡化社會是一個成本負擔，因為花費

在這樣的患者身上的資源將會遠超過失能前期。因此，發展出失能的照

護模組除了可以協助失能病患看到早期復健的可能性，也可以幫助失能

患者減緩失能所帶來的影響，進而協助患者增加社會參與度，也減少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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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耗費。

我國的醫療體系由於賦予民眾完全自由的就醫權，轉診制度在就

醫行為的改變上功能有限，片段式醫療成了常態，這樣的狀況造成了醫

療重複性，也導致多數門診人滿為患、急診擁塞，對失能的病患來說，

就醫格外煎熬。目前疾病導向的分科制度也無法滿足老年及失能病患複

雜共病的需求，單專科為主的醫療分科，在缺乏整合的情況下需耗費大

量資源解決病患的問題。現今臺灣社會中雙薪家庭已超過半數，家庭照

顧者的數量逐漸減少，在生活照顧資源不充足及照顧者照顧技巧不足的

情況下，有時導致以醫療解決生活問題的「社會型住院」，醫療資源的

耗費雪上加霜。因此，轉診制度的落實以及醫療與長期照護的接軌是現

階段最迫切的需求。2017年健保署提出的「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

即因應人口老化，考量病患在急性傷病而住院臥床後可能出現的可恢復

性失能情形，在無配套措施下，將大幅造成對醫療體系、家庭及社會照

顧之負擔或依賴，且可能錯失病患功能恢復的黃金期，故規劃急性後期

之醫療整合照護模式（Post-acute Care, PAC），計畫包含腦中風、燒燙

傷、創傷性神經損傷、脆弱性骨折、心臟衰竭、衰弱高齡病患。在出院

準備服務的部分，強調社區醫療資源，以及社會資源服務(含長期照護

資源)等的轉介服務。

失能模組的建立，在於強調面對病患（家屬）單一窗口個案管理

（case manager）)的功能，以及急性醫療、亞急性醫療及長期照護的接

軌。評估量表的種類、執行人員以及時機，如何應用資訊技術整合減少

人力耗損，都應在考量現有長照體系照護管理專員的模式下，做進一步

規劃。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需對現有醫療及長照體制下

每個單位功能與任務都非常清楚，並能初估服務量能（(capacity），如

每一千失能病患需多少個管師、急、慢性病床、醫師與護理師等資源，

才能建立適當照護模式。以目前的醫療體系來說，醫學中心由上而下做

為轉介平臺並不一定能全面性的考量各層級的需求做合適的安排，但地

區層級的醫院是可以做到對醫學中心與對基層的整合與溝通，因此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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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扮演這個角色比較好的選擇。

三、失智模組

失智是失能的一種，會讓患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需依賴旁人照

護，但卻又難以以傳統巴氏量表（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來

評估嚴重度。因此相對來說，外顯、看得到的身體失能較容易被接受、

被評估並取得服務；而失智，是「看不見的障礙」，很容易被忽略，甚

至在要求服務時被誤解為濫用資源。失智症已經是高齡化社會中重要的

危險因子，其影響範圍不只針對病患本身，對整個家庭以及社會也是重

要的影響。不可諱言的，失智症的早期症狀並不容易診斷，需仰賴專業

人士與家屬一起進行整體評估，才有機會早期發現。診斷之後的醫療轉

介、照護者的教育及支持，是病患疾病預後及照護品質的關鍵，應有一

整合的照護模式。失智症的早期症狀並不明顯，但有規則可循。透過專

業訓練的幫助，基層醫療及長照人員可以在第一時間察覺失智症狀。失

智症也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原因無他，中樞系統的疾病往往難以治療，

付出的成本往往難以估算。因此，發展合適的失智症照護模組除了有助

於早日發現失智症狀，在後續照護上也可以為患者與家庭帶來一些緩和

的幫助。

目前我們的醫療體系中，對失智病人在醫療體系內造成了哪些問題

是沒有統計的，比如說住院次數、使用的醫療資源等，在資訊不全的情

況下，很難有具體的因應措施。另外，我國各級單位做了很多的研究，

涵蓋早期診斷、治療及照護，但是否能轉譯到應用層面？這部分應該要

實際的去評估及發展。除此之外，我們的高齡者是否應該全面接受早期

失智篩檢也是個可以探討的議題。就目前的醫療轉介制度，大規模的早

期篩檢是否能對應合適的介入，對整體社會是否帶來預期的成本效益，

以及如何改善，也是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的任務之一。

失智症的照護需結合社區資源。新竹某地區醫院即與社區合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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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服務據點。其流程為：(1)選定目標：選定具志工及服務量量能的社區

以建立社區關懷據點，並與社區領袖及民意代表交流；(2)洽談合作：進

行社區拜訪以評估社區需求，並同時衡量志工人力平衡點，重新調整目

標；(3)執行服務據點布建: 進行社區宣導、社區志工招募，並辦理據點

課程。

由於近幾年對高齡化社會醫療及長照需求的重視，目前我國衛政及

社政體系皆投下大筆經費讓不同的單位發展不同的照護模式。然而，專

案計畫性質的照護模式，常有地域性及時效性，在只考量專業不規劃財

務的情況下，往往無法成為永續經營的照護模式。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

暨社區推廣中心的任務之一，在於發展專業模式的同時，也應評估所耗

費的各式成本以及效益評估，才能發展出可再現性（reproducible），並

可永續經營（sustainable）的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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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建立社區健康長照生活服務聚落與行銷

目前的長照服務計畫有一個再清楚不過的盲點，就是在有限的資源

內設計出的長照服務並非包山包海，而是在特定的民眾條件下給予特定

服務的部分給付，同時，給付審查者為了能謹慎地使用這些資源，把關

得很嚴謹，因此造就了這些服務項目與民眾或醫療體系的期待有一些距

離。要克服這樣的現況，應建立民眾能輕易找到、願意自己付錢負擔的

服務聚落，來輔助目前的長照服務，才能共創政府、民眾、長照三贏的

契機。

在政府財政有限的情況下，期待醫護人員及長照人員能提供所有

高齡或失能族群的服務可能是不切實際的，應考慮活化社區資源與發展

長照志工這類型服務，是比較可行的模式。不同社區中能促進健康的資

源差異頗大，應因地制宜，同時也可視需求引進外部資源，如外籍看護

工的參與與培訓。未來的趨勢，除了談專業人才的培育外，如何活化銀

髮人力使用，如功能較好的老人照顧功能較差的老人，是必須思考的課

題。我們目前都聚焦在大學畢業的學生無法投入長照這樣的行業，但不

只長照系統，連護理人力都非常缺乏的臺灣或許應該把重點放在更實際

的部分，我們的照護服務並不是每一項都需要年輕人力，比如說陪伴就

醫，基本上只要表達能力良好可以將病人的情況轉譯給家屬與醫師就可

以，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考慮如何在社區中建造更合適的人力配置給需

要的人。

在地老化的成功關鍵取決於生活照護服務的可用性，社區為基本單

位是在地老化的核心價值。但並不是死板的單以社區來劃分，而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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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生活聚落間建立特色性生活照護服務。例如：社區大學中不同課

程可以聚集不同興趣的民眾、服務性社團適合志工的參與，與這些功能

性聚落合作，一方面使用這些高齡人力進行社區工作，另一方面則可以

連結這些特色服務與一般生活照護服務，形成一個服務聚落，吸引民眾

願意參與的動能。服務聚落可以是專門功能的團體或地點或網站連結，

例如運動中心或活動中心提供運動相關服務，除了推廣健身概念，也進

一步地與共餐服務或營養諮詢合作，幫助老年人了解營養問題與概念。

另外，服務性社團也可以幫助社區老人願意走入社區，例如登山、環境

整潔等志工服務可以藉此盤點社區中需要幫助的獨居長者，除了守望相

助外也發揮社區力量，活絡整體社區發展。聚落的形成就像創業的育成

中心，對於有志提供長照服務的人、團體，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

推廣中心應當有適當資源給予協助，使其適當成長、茁壯、發展出適合

社區民眾的服務，而服務聚落的形成也有助於民眾尋求服務的便利性。

在地老化的核心價值是人員必須願意使用服務，除了可近性外，透過發

展實用性聚落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向心力，讓長者透過參與喜歡的社團來

活躍身心，讓老年人感覺到自己的功能與貢獻，是證明自身價值的另一

種方式。許多老年人在退休後容易找不到生活目標，透過建立服務聚落

的方式，我們可以為他們發展出另一種生活功能，也透過這樣的方式建

立一股正向的社會氣氛。

為達成在地老化，民眾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的培養也是一個關

鍵。除確保醫療或長照服務的可近性外，為使民眾能自主健康管理、聰

明就醫，是否具備取得、分析以及了解基本健康訊息以及服務，並能

依此進行健康決策的能力相當重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自2011年開

始在醫療院所施行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作業。考量臺灣的衛生

所與健康服務中心遍布各鄉各區，在許多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偏遠地

區，或老化指數較高的鄉鎮地區，衛生所為當地長者倚賴的基層醫療照

護機構；國健署於2016年研擬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2.0（衛生所

版）。其中的「資訊介入與溝通」標準，即強調應提供良好的溝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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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使長者在照護上有決定的能力與權利。除此之外，也強調「社區服

務及轉介」，藉由社區服務資源盤整，能將長者轉介參加適切的社區活

動或至適切的照護機構，確保醫療及服務的可近性。

企業的參與，獨立或與學界共同研發銀髮族群服務模式或照護產

品，以增進長者照護品質，是企業與社會雙贏的局面。國健署於2010
年，為呼應世界衛生組織提倡之「活躍老化」及「高齡友善城市」概

念，以「敬老、親老、無礙、暢行、安居、連通、康健、不老」等八大

面向為基礎，協助檢視其長者的生活環境，評估各縣市政府的軟硬體設

備，提出改善方案與建議，以營造出高齡友善的環境。其中「敬老」的

概念，即強調企業的社會融入與參與。

圖1-5-1   高齡化社會以老人族群為中心社區醫療長照連續性照護服務體系之建立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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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體系為基礎
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第 二 部 分

臺灣現今醫療體系面對快速高齡化人口的主要挑戰之ㄧ是過度

專科化、疾病導向的醫療形式無法滿足以功能為導向的老年病

患，卻衍生出醫源性問題、無效醫療、急重症壅塞，甚至體系

崩潰等嚴重後遺症；以醫院醫療體系支援為基礎的家庭責任醫

師制度，提供一個克服目前挑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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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我國家庭醫師制度緣起與簡介

1995年是我國衛生政策重要的轉折年，因為全民健保在這年開始

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各專科水準逐漸攀升，但也帶來了許多問

題，其一是資源過度使用，也衍生出一定程度的浪費問題，其二是過度

專科化，民眾無法依照自身狀況來判斷應該尋求哪一科的幫助，造成許

多民眾在各科間流浪，甚至無法找出正確診斷。有鑑於此，健保制度的

改革成為開辦健保之後最迫切的問題，有效控管資源、避免浪費也成為

健保永續經營的關鍵，因此，健保署先後實施二代健保、更換IC卡、雲

端藥歷系統等等措施，期待將資源分配給需要的民眾。

家醫計畫是2003年開始為了因應人口老化與發展社區醫療所開辦的

計畫，全名為「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這個計畫的目的除了希望

解決民眾找不到合適專科就診的問題以外，更重要的是希望矯正患者壅

塞在醫學中心的問題。我國民眾普遍有「拜大廟才靈驗」的想法，加上

交通方便，讓許多民眾寧願多花費部分負擔來到醫學中心求診。另外，

因為人口高齡化所衍生出的失能問題常使民眾無法負荷照護工作，只要

家人病情稍有變化便來到醫院住院治療，這樣將醫院變成療養中心的做

法讓各醫學中心無法消化需求，也讓真正需要床位與資源的急重症患者

被排擠在病房之外。因此，正視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照護問題成為醫療

與照護系統應當合作解決的首要目標，也是在回應現今社會對長照系統

的期待。而推動分級醫療與在宅醫療等措施則是幫助民眾快速尋求需要

資源的好方法，也是穩定銀髮浪潮來襲的一股力量。

｜第一章｜我國家庭醫師制度緣起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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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醫制度與社區醫療群

在我國，民眾就醫的自由度一直是全民健保實施以來最大的特色。

但不代表民眾可以因此得到最完整與連續的照護。家醫制度恰巧補足了

這樣的不足，事實上，家醫計畫的目的就是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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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民眾健康

為導向，建立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觀念，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三、為全

民健康保險法實施家庭責任醫師制度奠定基礎。而近年來家醫制度也從

單純診所形式逐漸轉型，目前的家醫制度是以包括家醫在內的數個專科

基層診所為一個醫療群，作為社區醫療的基礎，其工作項目包括：1.組
織社區醫療群；2.建立家戶健康檔案；3.建立社區醫療資訊系統；4.建
立雙向轉診模式；5.社區健康營造；社區內的民眾可以選擇加入這個醫

療群作為會員，當有醫療需求時可以尋求醫療群的協助，醫療群則負責

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周全性、協調性、連續性的服務，藉由提供有品質

的醫療照護鞏固醫病關係。圖2-1-1說明了現行家醫制度與社區醫療群的

運作模式。

家醫制度實施以來，民眾對家醫制度的了解並不深，探究其原因有

二：一是本身健康狀況相對良好者或自我照顧能力佳者通常不會尋求醫

療資源的幫助，二是缺乏宣傳與政策支持，推動困難。但在家醫制度實

施後，社區的照護品質其實是逐漸提升的。回顧過去的經驗，截至2015
年時本計畫有10.5％的民眾參與，24.9％的基層醫療醫師與29.7%的社區

診所加入照護計畫，總共有426個社區醫療群。與未加入家醫計畫的族

群相比，家醫制度的會員可以得到較完整的預防保健服務，特別是成人

健檢的部分，家醫制度的會員健檢率達到49％，而非會員的健檢率只有

19％，家醫制度會員的子宮頸抹片檢查率為29％，而非會員的檢查率則

為22％，家醫制度會員的老人流感疫苗接種率為42％，而非會員的接種

率為28％，家醫制度會員的免疫生化糞便潛血檢驗率則為43％，非會員



57

的檢驗率則為31％，這些數據告訴我們，家醫制度可以有效的提升民眾

在預防保健服務方面的接受率，彰顯了預防保健的價值，而家醫會員對

家醫整合照護制度也感到滿意。在現階段醫療網計畫來到預防保健與慢

性病防治的時刻，家醫制度的推動確實可以增加預防保健的成效，是慢

性病防治表現不佳的我國亟需擴大導入的一股能量。

根據2017年12月衛福部資料，2017年度參與計畫之醫療群共計 526 
群（成長率27％）、參與院所數為 4,063 家（成長率 33％）、收案數達 
413 萬人（成長率 59％），並達成各次級醫療區均已至少有1群醫療群

診所服務之目標，家庭醫師的概念已越來越普遍。而我們期待透過家醫

制度的推行，能更加強化社區健康營造，有效減少慢性病的發生，並滿

足高齡化社會老年人的需求。

圖2-1-1   家醫計畫照護模式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第一章｜我國家庭醫師制度緣起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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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以貼近社會發展為目標的模式

光有概念其實還不足以完善整個家醫制度，除了需要照護的對象以

外，為了落實全民均健的概念，家庭醫師也可以主動出擊，依照各族群

的需求打造合適的合作模式。現階段的家醫制度與醫療群著重於社區為

主，服務對象大多為社區居民，人口組成以退休人口以及兒童為主。而

學齡人口的健康照護需求與成年人族群不一樣，青壯年人口因為就職等

因素，需要的家庭醫師特長也不同於其他族群，因此，家醫制度往前延

伸可以到達企業界等職業領域，例如企業家庭醫師制度。而不管是哪個

族群，推動一個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呼籲，在實際層面上還必須滿足民眾

（消費者）的需求。青壯年人口因為工作的關係，需要的是貼近工作特

性的醫療建議，例如因長時間工作通勤可能出現的肌肉骨骼傷害，或是

外食族需要的飲食建議等等，如果企業本身有合作的家庭醫師，上班族

可以依照自己的問題諮詢醫療建議，或是轉診至醫療群的復健診所抑或

是請營養師協助。現階段的家醫制度尚處於成長狀態，雖然有基本的雛

型，但在快速變遷的我國社會，醫療現場也應該與時俱進。家庭醫師的

核心目標是在眾多看似正常的民眾中找出疾病開始發展的徵象，並積極

預防疾病的發展，這樣的概念向外擴張便是疾病預防與慢性病防治。在

邁入高齡化社會的我國中，現階段的問題不只是解決老人的醫療需求，

還必須一併探討潛在照護者（同時也是工作中的青壯年人口）對於醫療

的需要，這才算的上是「家庭」醫師。因此，在持續了14年的家醫制度

試辦計畫為整體家醫制度打下基礎後，因應社會的多元性，以及每個民

眾本身具備的不同角色需求，應該思索針對不同族群推動相對應的家庭

醫師制度，在高齡化社會浪潮來臨的時刻，這是我國民眾亟需的醫療因

應制度與措施。



59

家庭醫師制度推動的問題與阻礙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固然為家庭醫師制度打下基礎，但也從中

窺見一些問題與阻礙。首先，健保倡議的就醫自由給了民眾「自己當醫

師」的機會，胃不舒服就掛肝膽腸胃科、心臟悶痛就找心臟科，但沒有

想過這些症狀可能也是其他潛在疾病的徵象，需要整體性的評估才能找

到問題所在。另外，很多民眾自行決定在某一專科看診時，因為專科醫

師只對該科疾病專精，往往會忽略其他出現的疾病徵象，導致治療不到

根本，等到患者疾病發展到後期出現更明顯的症狀時，往往病程發展已

經到了中重度，這時病患只能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心力處理醫療需求，對

健保而言也是一層負擔。另外，家醫制度中最讓服務提供者詬病的行政

事務繁雜問題也是造成基層診所不願意參與醫療群的原因之一，行政申

報事務繁雜、申報系統不人性化、使用困難、繼續教育、社區工作等耗

費太多時間，是許多基層反饋的意見，而上下轉診不平衡導致病人無法

回到社區也讓基層診所感到無所適從，這讓強調整合性照護的家庭醫師

沒有辦法做到連續性照護，種種原因讓許多基層醫師卻步，造成整體推

行率不佳。而現階段來自外在的民眾仇醫問題、不遵從醫囑等問題也再

再打擊著願意從事這個領域的醫療工作者，形成了一種荒謬的局面。我

們應該想辦法找回民眾對醫療的信任，讓民眾在就醫便利性很高的狀態

下也能找到能夠彼此信任的家庭醫師，這是這個制度未來是否能夠持續

發展的重要關鍵。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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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落實家庭醫師為基礎的社區整體性照護

過去幾十年醫療服務發展偏重醫療院所為中心，夾帶著專科領域

快速發展以及新穎而昂貴的醫療設備等優勢，以生產線式分工的專科門

診形式，在講求效能的轉型臺灣社會中成為主流，滿足了民眾就醫的需

求，達成了人人都能享有醫療照顧的目標，是臺灣社會不容忽視的成

就；然而，隨著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社會面臨高齡化，整合性與個人化

並重是全民所追求的新型態醫療服務。家庭責任醫師可以提供具有可近

性（accessibility）、責任性（accountability）、連續性（continuity）、

周全性（comprehensiveness）與協調性（coordination）兼顧的2A3C健

康照顧，涵蓋日常生活的諮詢，協助個人依據所需的狀況來監控自身健

康狀態，對於高齡化社會而言，則是發展在地老化的重要推手。偏鄉醫

療資源不發達，家庭醫師的參與便能讓病人安心生活。另外，對於失能

或環境狀況不方便出門的民眾而言，家庭醫師可以給予合適的醫療服

務，對社會上的弱勢族群而言則是另一種選擇。

在地老化不只與長照系統有關，與該社區的基層醫療系統也有重

要的依存關係。過往以片段式醫療服務滿足以疾病治療為目的的求醫民

眾，但對現在越來越講求全人照護系統的民眾而言，整合性照護反而可

以得到最適合自己的照護方式。家庭醫師制度的概念便是建立於整體性

照護的需求，希望藉由家庭醫師的整合照護提升醫療品質，對於特殊病

況的診治，也可經由家庭醫師的諮詢與推薦，幫助民眾快速找尋合適的

服務，當民眾需要住院服務時，在出院後也可以與家庭醫師討論之後的

照護計畫，是個人化醫療的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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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健保法修法時，將「家庭責任醫師制度」入法，但健保在

2003年起，便編列「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試辦計畫」經費，至今約

120億元，而2013年起更將診所「以病人為中心整合照護計畫」整併執

行，雖有初步成效，但是，一個超過十年的計畫還在試辦，其成效和執

行方式一直存有爭論，其中存在著不少困難與社會文化相關的問題。探

究其中可能的困難包括：

1. 民眾欠缺對家醫科醫師或家庭責任醫師的認識

臺灣醫療體系因為專科化深且細，許多專科中還有次專科，形成民

眾對一般醫學或家庭醫學科醫師的能力有誤解，而沒有信心，覺得其他

專科醫師比較厲害、比較能夠照顧民眾的健康，除此之外，專科化的訓

練也使得部分專科醫師不看、或不會注意一般疾病或是非其屬專科的病

兆，這也是就醫次數增加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一個有多種慢性病的老人

家被迫要看多個診 (如關節病看骨科、糖尿病看新陳代謝科、高血壓看

心臟科等等)，整合困難，健保和醫病三方都沒好處。

2. 額外的行政與時間成本付出

家醫群內的診所，不同於一般診所還必須負擔許多的行政申報事

務、繼續教育、社區工作等等，額外的成本付出排擠醫療業務或休閒時

間。

3. 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與一般照護的特色未落實

民眾是否有加入家醫群，群內外的醫生與病人的醫療行為都不太有

差別，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政策上民眾舊的權益不能因有無加入家醫

整合計畫就產生差別，就實際醫師的執業型態而言，注重預防醫學與全

人連續性照護的整合性照護在一開始要花費的較多的時間成本，對平日

醫療業務已經很忙碌的醫師不容易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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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向轉診落實困難

基層醫療群與地區或區域醫院、醫學中心之間出現轉診需求時，往

往會因為轉診不便、病人狀況追蹤功能的缺乏等問題造成實際執行上出

現問題。患者上轉至醫學中心後常有無法轉回基層醫療的狀況，無效管

理的病人數量將會增加，對病患而言，便是失去整體醫療服務的權益。

現行系統中，轉診需要透過衛福部的轉診系統進行，但系統本身的操作

上並不方便，連帶要追蹤轉診後的病患狀況也不方便。出院準備計畫對

口單位的認知不同調。

5. 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制度的限制

醫療保險給付方式對發展體系為基礎的家庭醫師有兩大限制，(1) 
論量計酬：以單次服務為計量標準的診察費模式，間接地限縮了整合門

診的施行與推廣，僅仰賴不以成本為主要考量的醫院或醫師來提供複雜

而耗時的診療現況，須有所調整方能導正，(2) 基層與醫院總額獨立且

相互排擠：當民眾從基層轉至醫院，或由醫院轉至基層時，醫療費耗用

的總額就會有所不同，在這樣的給付設計下，推動跨層級的轉診與整合

照護就會產生障礙，因為基層不希望醫學中心或醫院下轉過多病患、尤

其是多重慢性病等高醫療耗用病人，以免造成服務量暴增點值下降的窘

境，這使得多重慢病老人回到社區的路顯得更困難。

落實家庭醫師為基礎的社區整體性照護的理想仍有一段距離，茲對

要如何克服現實的困境提出建言：

1. 引導民眾接受家庭醫師整合照顧

一味的要求配合政策的社區醫療群單方面要負起民眾涵蓋率低、群

外就醫率偏高等問題並不公平，應該同時在政策、制度上與民眾端三方

同時進行。政府應該拿出魄力，分階段向民眾推動家庭醫師整合照護，

在初期應該向民眾宣導有關家庭醫師的照護，鼓勵民眾與醫師建立長期

｜第二章｜落實家庭醫師為基礎的社區整體性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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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照護與健康紀錄，中期應邁向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與專科醫師權責

分明，落實體系為基礎的雙向轉診，長期應達成全民均健、人人有家庭

醫師的目標。

2. 家庭醫師整合照顧與專科診所區分清楚，方便民眾找到家庭醫師

臺灣基層開業醫師多是專科診所型式，加上民眾就醫自由選擇就

醫習慣定型，不容易改變，然而由專科職業型態進行家庭醫師整合照顧

又如何能真正落實理想，所以，需要將家庭醫師整合照顧與專科診所區

分清楚，如果是專科醫師以疾病為導向的照護為主就屬於專科診所，而

以家庭醫師整合照護為依歸的全人照護醫療型式則屬於家庭醫師，家庭

醫師整合照顧不限定為家庭醫學專科醫師。這樣無論病人是看哪個科，

或是那家院所，我們希望病人能和提供整合照顧的一個醫院或是一家診

所，建立一個「家庭責任醫師」的長期關係，以鞏固信任，不要憑著自

己的感覺或道聽塗說到處逛醫院或診所。

3. 減少行政需求、多利用資料庫獎勵優良醫師　

讓醫師把時間花在病人身上，不是讓醫師寫報告，利用資料庫分

析，直接獎勵院所達到特定事項，進而建立責任醫師，舉例來說，如無

論診所或醫院，獎勵忠誠病人比例高的院所，並提高轉診誘因。

4. 強化家庭醫師整合照護在高齡者照護的角色

高齡化社會需要的不只是長照系統的建立，與醫療系統的整合也

是一大關鍵。對每個人而言，找到合適的家庭醫師是對監控本身健康狀

況的重要工具，透過諮詢、轉診、討論等方式，民眾可以建立自身的健

康紀錄，並幫助自己評估健康照護成效。這樣的制度以長遠來看是一種

雙贏的策略，透過家醫制度的建立，我們可以拉抬社區醫療與整體照護

品質的提升，進一步增加整體國民健康值，因此對一般民眾而言，對家

庭醫師的需求可能不明顯，然而對於高齡者，尤其是多重共病的高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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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建議人人都有家庭醫師來協助長期的慢性病管理與健康照護，以符

合大眾權益。

參考資料：

1. 張必正、郭斐然、李汝禮、王三郎、陳慶餘、邱泰源，臺灣家

庭醫師整合照護計畫的執行成效與未來展望。http://www.tma.tw/
ltk/100540810.pdf。

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法規，https://www.nhi.gov.tw/
Content_List.aspx?n=566F65327F08E4B3&topn=B7E0652B10F7302
4。

3. 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http://www.nhi.gov.tw/
Resource/bulletin/4941_1020004147-1.pdf。

4.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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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建立體系支援的家庭醫師照護

一個診所如果沒有後送轉診的支援醫院與專科醫師的協助，醫師只

能以一己的力量、單一診所的設備來提供民眾服務，現實來看，醫師被

迫選擇自己最沒有壓力的病患與疾病進行醫治，很容易流於片斷式、疾

病專科導向的醫療，這從滿街多是號稱專治某一疾病的專科診所就可知

圖2-3-1   體系為基礎的家庭責任醫師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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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在此現況下，醫師很難進行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

建立體系支援為基礎的家庭醫師照護，提供一個可以克服這一困境

的解決方案，此醫療體系除了提供轉診支援的醫院體系外，社區的長期

照護體系也是其中一環；有了體系來支援，民眾接受基層醫師的整合照

護，多了一分安心、增一分保障，醫師也更能為病患安排進一步檢查與

其他專科的轉介，後送醫院更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真正需要專科診治的

病患而非初級照護的病患。

有鑑於目前的現實環境，要建立體系支援的家庭責任醫師照護，建

議可從落實以下幾點為出發

1. 雙向轉診的困境與建議

在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回饋中，我們發現轉診順暢度與上下轉診的

不對等度是很大的問題，顯示家庭醫師照護的推動尚有許多衝突需要排

除。家庭醫師的設計是基於基層醫療與社區醫療群的概念發展而來，但

當基層醫療群與地區或區域醫院、醫學中心之間出現轉診需求時，往往

會因為轉診不便、病人狀況追蹤功能的缺乏等問題造成實際執行上出現

問題，間接造成家庭責任醫師制度推動的阻礙。

上轉與下轉數量的差異：患者上轉至醫學中心後常有無法轉回基層

醫療的狀況，對於長照系統或基層醫療而言，無效管理的病人數量將會

增加，對病患而言，便是失去整體醫療服務的權益。因此，不只是要落

實基層醫療的轉診，面對下轉的問題也不能規避，才能讓整體衛生福利

政策更加完整。

轉診系統的操作不便：現行系統中，轉診需要透過衛福部的轉診系

統進行，但系統本身的操作上並不方便，連帶要追蹤轉診後的病患狀況

也不方便。一方面可能是轉診概念尚未落實在各階層醫療單位中，另一

方面也有可能與資訊系統的整合困難有關。在目前推動的雙主治醫師制

度中，當系統沒辦法即時回饋，對未來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勢必是一種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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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準備計畫對口單位的認知不同調：當機構希望將病人轉出時，

出院準備計畫的對口單位（家屬、照專等）無法配合或認定有落差。有

時家屬會希望在醫療單位療養到完全康復，但勢必排擠其他人的需求。

另外，照專的評估認定中有時會出現無法收案的狀況，可能是病人身上

有管路照專無法提供相關服務，或是病人／家屬的需求超出照專的負

荷。針對這樣的問題除了積極溝通外，將雙邊認知同步化將會是一大工

作重點

建立順暢的轉診系統（包括上轉與下轉）是發展健全健康照護系統

的關鍵，在臺灣社會中要成功推動健全的轉診與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要很

有技巧，首先建議微調，過大的變動、影響太大的政策，即便其立意良

善，常常因利益相關團體的壓力太大，還沒來得及推動就胎死腹中，其

次，建議考慮以區域、以及醫師訓練的體系背景來建立體系為基礎的雙

向轉診。

2. 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制度的限制與調整

目前醫療保險給付方式對於發展體系為基礎的家庭醫師有兩大限

制(1) 論量計酬：以單次服務為計量標準的診察費模式，間接地限縮了

整合門診的施行與推廣，僅仰賴不以成本為主要考量的醫院或醫師來提

供複雜而耗時的診療現況，須有所調整方能導正，(2) 基層與醫院總額

獨立且相互排擠：當民眾從基層轉至醫院，或由醫院轉至基層時，醫療

費耗用的總額就會有所不同，在這樣的給付設計下，推動跨層級的轉診

與整合照護就會產生障礙，因為基層不希望醫學中心或醫院下轉過多病

患、尤其是多重慢性病等高醫療耗用病人，以免造成服務量暴增點值下

降的窘境，這使得多重慢病老人回到社區的路顯得更困難。

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制度的調整，希望從單純論量計酬的給付方式，

逐漸轉變成為兼顧服務量外，也加入論人的健康管理、疾病複雜度等加

權的給付方式，如家庭醫師整合照護的費用應視民眾需求而彈性調整，

而接受轉診的次專科就診給付則更應該依其嚴重度給予加倍的給付，因

｜第三章｜建立體系支援的家庭醫師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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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看家庭醫師不能解決的疾病，複雜度較高，當然不能依一般看診給

付，如此一來就有機會導正民眾多重就醫、醫師以疾病導向的醫療，後

送轉診醫師也樂於接受轉診。

3. 地方政府體系資源挹注的家庭醫師整合照護

如果地方政府能針對特定族群提供健康服務，如獨居或者弱勢民眾

提供整合式照護，對於醫療系統、甚至長照系統的發展都是正面。一般

民眾就診或就醫都沒有問題，但是某些特殊族群，如身心障礙、獨居、

失智老人等，其醫療與生活照護的需求較一般民眾更高，而在社會上卻

常是相對弱勢，這些族群若能由地方政府的資源協助，便能為他們提供

更佳的照護，如桃園市醫療小管家、臺北市藍鵲計畫等都是針對弱勢、

獨居等有醫療需求的民眾，提供訪視等整合醫療照護。

桃園醫療小管家模式：為落實厝邊就醫、在地照顧，創新福利政策

結合醫療體系、診所及社區藥局針對年滿65歲以上獨居老人、高血壓糖

尿病慢性疾患者之家，提供 4大服務項目：24小時緊急諮詢專線、門住

診轉診轉檢、慢性病照護藥事及健康促進諮詢。此一模式乃是針對高齡

者，獨居或具慢性病患者，這一群最需要家庭醫師整合照顧的族群，由

政府出錢，在民眾的同意之下提供主動關懷管理的健康與生活照護，結

合診所、醫院與社區藥局等資源，其運作模式如右頁圖。

根據2018年1月桃園市衛生局的資料，目前共有9家合作責任醫院，

連結區域內診所及藥局，共同提供整合式健康照護，分別為天成醫療社

團法人天晟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壢新醫院、怡仁綜合醫院、國

軍桃園總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敏盛綜合醫院、龍潭敏盛醫

院、天成醫院，共同提供桃園地區的家庭醫師整合照護。

4. 參考國外經驗、樹立本土化體系為基礎家庭醫師制的精神與

   風險管理

英國國王基金會執行長Chris Ham認為醫院應該相互合作，建立網



71

絡以利不同的整合，若能把醫療照護整合起來，就能夠減少現有醫療資

源的負擔，更有效地提升病人照護資源，這也是臺灣未來需要努力改善

的目標；美國哈佛大學教授Ashish Jha指出若照護服務是片斷式的，不

僅不能創造價值，反而為病患帶來痛苦。這兩位大師的見解對為何我們

需要體系為基礎的家庭醫師制做了最佳註解，因為若單純以保險財務考

量，全民健保大總額下，只要全民硬起來持續壓榨醫療體系，健保可以

千秋萬世永不倒，建立本土化體系為基礎家庭醫師制是為了提供更有效

能、杜絕浪費、合乎潮流的醫療制度。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提出醫療改革，希望提供affordable care給民眾，

這是基於美國醫療費用昂貴，非人人都能負擔醫療保險而做出的改革，

而我國的全民健康保險素來就以低成本提供民眾能負擔的醫療聞名，

雖然，也衍生一些問題如醫護過勞、長期低薪、部分民眾未能珍惜資

源……等，因此在擷取外國制度優點時需考慮不同制度下的因素。以美

國ACO（accountable care organiztion）為例，其進行醫療的精神十分具

有理想性仍可為我們參考，包括(1)提供實證導向醫療執業，(2)提升病

圖2-3-2   醫療小管家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民醫療小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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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參與，(3)提供品質與醫療耗用的數據報告，(4)提升急性與急性後期

照護的銜接，(5)逐步導向病人為中心的醫療。

如何在台灣基層醫療中落實家庭醫師整合照護，就像愚公移山一

樣，堅持理想或有成功之日，而美國的家庭醫師John J. Frey於FAMILY 
MEDICINE期刊對於美國的家庭醫師改革有感而發的文章提到幾個令人

深省的建議，十分適合在我們建構這樣一個制度時引用，他的意見包

括：家庭醫師需有一致共識，分裂與各吹各的調都只是雜音而已（團結

一致才能邁向成功）、向民眾的教育與政策的遊說始於鄰居社區、附近

的機構（莫好高騖遠）、需要改變的us rather than them（是自己而非別

人）、醫學教育的改革必定來自社會的需求而非來自醫學校（想從醫學

教育改變一學生或產業型態，不若由現實的醫療需求改變有效）、論量

計酬走向論人計酬的醫療經濟模式、科技的使用要小心（人的關懷）、

與命運共同體對話重要性更勝資源決定者（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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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社區協力夥伴的結合

家庭醫師整合照護，是以人為主體的健康照護，並非在單一診所或

者診間內做好做滿就能夠促成民眾健康，需要民眾、家庭與社區的協力

方能達到。舉例而言，民眾因肥胖所致的代謝症候群，需要的是生活型

態介入，清淡健康飲食與規律運動，然而，民眾卻因生活困頓、超時工

作忙碌，平日幾乎都外食，而一般餐飲多高油高鹽高熱量，對於其病況

更是雪上加霜，再者，健康有機的食物及價格相對較高，也非一般民眾

所能負擔，而規律運動又談何容易，從小就缺乏規律運動的習慣、社區

中更是缺乏運動的親善環境，下班回家已累個半死，哪有時間體力做運

動？這些事不是對有經濟條件的人講講就好的高調？

健康產業不是只有醫療產業，還有許多社區中的健康協力夥伴，要

克服這些現況，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就社區健康或民眾整合照護

來看，這需要社區中的資源動員起來，社區中關心健康問題的基層醫療

群，還有許多非營利團體等機構可以提供社區相關資源，我們稱為社區

協力夥伴，如醫療群常與學校、老人團體、長照機構、健康中心、運動

中心甚至社區營造協會等團體或機構合作，針對各種健康問題提出分享

與共同解決方案。對協力夥伴而言，擁有專業的醫療後援將會是一大助

益，而對醫療系統而言，協力夥伴的幫助可以減少對社區的不熟悉性，

提高對社區狀態的掌握度，進而與社區緊密結合。家庭醫師也可以透過

協力夥伴的合作了解整體社區的發展，進一步增加家庭醫師的服務精確

度。

以體系為基礎的家庭責任醫師照護制度下建立的社區醫療群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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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健康資源中心，與衛生所結合滿足社區老人醫療照護，與長照體系結

合，將基層診所當成長照據點，結合各項非營利團體及社會資源，與上

游醫院共同合作，提供老人從醫療到生活上完整的照顧。

此外，還有很重要的是社區產業的態度，如果雇主或公司不能鼓

勵健康行為，一切以工作績效或企業獲利為依歸，可能會發生國防部長

帶領幕僚登山健身卻被批評為螺絲沒栓緊的現象(當過兵的人都知道下

午4點鐘以後就是國軍鍛鍊體能的時間)，能創造員工幸福生活才是好公

司，能帶給人民長遠幸福生活才是有為政府，家庭醫師整合照顧希望透

過自身的影響從社區出發形成一股正向力量，最後影響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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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自主健康管理

民眾的健康並不只需要醫療與長照系統的協助，個人對健康的認知

與管理才是達到健康目標的重要關鍵。過去民眾大多把健康當作醫療系

統的責任，但現今社會上，隨著知識的普及與民眾對自身健康的要求增

加，提升民眾參與度便成為健康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年輕糟蹋身

體、年老被身體糟蹋」，「年輕用身體換金錢、年老用金錢也不見的換

回健康」，這是廣受歡迎的網路社群軟體中時常流傳的警世語，雖然充

滿無奈與心酸，卻也不時地在提醒大家平時保養身體的重要性。

提升民眾自主健康管理意識

在全民健保的德政下，民眾就醫便利、便宜，因此只要身體有不

適就看醫師，是多數民眾的習慣，健康問題也常仰賴醫師或藥物解決，

然而，現代疾病模式已由急性感染症為主的醫療逐步轉為以慢性病管理

模式為主的健康照護，所以，提升民眾自我的健康管理就成為健康的關

鍵因素。如何提升民眾健康智能，並且落實成為健康行為，在現今的醫

療照護是最重要的課題。危害健康的因素包括吸菸、缺乏運動、肥胖、

不健康飲食等，而慢性病狀態如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則是與生

活型態息息相關的危險因子，此外應該鼓勵民眾接受特殊防護如疫苗注

射、疾病篩檢等，達到避免感染，早期診斷疾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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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訊科技來協助民眾健康管理

 
過去因知識的傳遞欠缺適當管道，與民眾健康智能未能適當發展，

然而，資訊科技時代來臨，快速而便捷的通訊軟體使得民眾與醫師之間

健康智能的落差逐漸縮小，民眾參與自身醫療決策的比重日漸提高，同

時也隨著人工智慧科技的發展，民眾自我健康照顧的能力必當再提升。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我們可以思考的是透過家庭醫師運用新的資訊

科技來提供服務，也透過資訊系統的整合、健康輔具的使用等方式來幫

助民眾了解自身健康狀況，提升自我照護的參與度。網路社群軟體的發

達，大大地推升了健康相關知識的流通性，建置社區醫療群與家庭醫師

整合照護時，應該要善加利用。

遠距監測與人工智慧發展協助健康管理

穿戴裝置、多生理監測等技術的發展下，搭配目前社會上追求健康

的風潮，配戴健康生理監測裝置已蔚為流行，應該讓民眾了解如何用簡

單的方式來監控自己的健康狀態，接下來搭配解說與輔助幫助民眾進行

自主健康管理。所以在以體系為基礎的家庭責任醫師照護下，結合各項

生理監測的自主健康管理，用於適當的民眾，使家庭醫師與民眾間有了

更便捷的溝通，另外，也可以透過與產業界的合作開發合適國人的健康

管理模式，透過數據分析，將成果展現在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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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在地老化政策目標

第 三 部 分

在地老化是這麼的自然，似乎是人人都這樣希望的，既符合醫

療與生活照護服務輸送效率，同時順應世界趨勢；但事實上，

在家慢慢變老頤養天年這樣卑微的願望卻有著巨大的困難。人

需要離家養老的主要原因是在家無法接受適當照顧，進一步來

說就是健康與生活照顧。以臺灣目前以醫院為中心的醫療照顧

模式，再加上發展不完全、偏重機構的生活照顧服務，要達成

在地老化、活躍老化有相當的難度。為了使這樣一種大家期待

的老年生活成真，需從醫學教育、智能輔助生活照顧、社區醫

療與生活照顧整合等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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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醫學人文教育

醫學發展與社會變遷

醫學的發展是結合宗教、心理、社會等種種社會因素逐漸發展而

來，透過試圖對疾病、現象做出的解釋，最終發展成一種文化。在希波

克拉底的時代，體液說強調疾病是由於體液或自然系統的不平衡所引

發，這樣的概念與中國和印度的阿育吠陀醫學很類似。過去在古希臘時

代，平衡與對稱便足以解釋個人、社會、宇宙以及健康和疾病之間的關

係。而當時的治療方式比較溫和，主要以讓身體發揮自癒力為主，並輔

以飲食、運動、睡眠與良好生活習慣，幫助患者回復健康。當時的醫師

多半在神廟受訓，患者來到神廟求取治療時同時也會獻上祭品以安撫神

靈，希望恢復健康，在這樣的情況下，希波克拉底的自然觀和整體論就

與魔法、宗教、占星以及世俗醫療融合起來。

自中古世紀醫學開始在歐洲發展以來，外科和內科的醫學訓練便形

成了很不一樣的系統，一般來說，外科醫師接受師徒制的訓練，研究解

剖學等人體構造，而內科醫師則在大學中接受古典文學、哲學等人文訓

練，同時學習醫學理論，這是當時培養內科與外科醫師的主要方式。在

十九世紀之後，由於科學的快速發展，大量的科學技術被應用在疾病診

斷，帶領醫療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實證為基礎的醫學開始產生，使得醫

學教育開始走向以科學為基礎，各種學門開始先後建立，生理學、生物

化學、病理學、臨床技術等學門皆需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鑽研，使得人

文教育在醫學教育中逐漸成為次要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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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910年於美國出版的「傅雷斯納報告書」（Flexner 
Report）則讓當時全國醫學院評鑑的影響持續增加。作者大膽的建議將

當時以營利為主的私有實務訓練學校（proprietary medical schools）併

入大學教育內，這樣的做法一部分是為了保持醫學教育的品質，但也避

免了醫療的商業化。在本書中，作者讚揚研究對醫療的貢獻，並進一步

指出當時的醫學教育內容與基礎有關的科目皆太過繁瑣，無法貼近實際

需求。作者也在報告中指出臨床訓練與實際操作對醫師養成的重要性，

這樣的概念一直沿用到現今，成為臨床醫師訓練的重要依據。在傅氏報

告之後，美國的醫學院受到極大的影響，學生必須先在大學接受二年的

人文與科學訓練，接著才是四年制的醫學教育。這樣的制度將原本混亂

的醫學教育導正，並建立現代醫學教育的雛形，試圖將學生從單純的背

誦知識轉化為直接參與臨床工作的主動學習者，但即使經歷了這樣的轉

折，作者在多年之後回顧整體醫學教育，卻認為醫師的養成教育中依然

缺乏文化與哲學的成分。

我國醫學教育的發展沿革

臺灣正式的醫學教育發展始於1895年，日據時期時為了因應島內的

需求，在臺北大稻埕成立了臺灣病院，1897年4月，臺北病院院內設立

了醫學講習所。之後，1899年設立了總督府醫學校，正式招收學生，之

後歷經多次改革，奠定了臺灣醫學教育的雛型。之後，歷經國民政府遷

臺、社會經濟開始發展等歷史背景，醫學教育不再僅限於公辦體制，私

立醫學院也開始設立，招收優秀學子投入此專業，國內醫學教育機構逐

漸飽和並穩定成長，為我國優良的醫療品質奠定良好基礎。

由此歷史脈絡，我們可以看出我國醫學教育的發展受到那些文化薰

陶。首先，日治時期為醫學教育打下良好基礎，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

醫療工作者皆帶有職人精神，期待將知識與技術磨練到極致。接下來，

國民政府遷臺後帶來了新的氣象，受到當時向歐美學習的風潮，醫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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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逐漸加入美式風格，開放自由的風氣導入教育系統，加上各大醫學

院皆與國外大學合作，新文化的影響也將醫學發展推向另一高峰，甚至

可以說因為海納了不同文化的優良之處，我國醫療發展的表現一直都具

有高度水準。

全民健保實施後的新挑戰

1995年3月1日實施了全民健康保險後，醫療現場開始改變。健保的

中心思想是希望透過全民的力量讓民眾在就醫上能夠達到平等，在健保

開辦前，病人與醫院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常常看到因為無法負擔醫藥

費而選擇不就醫的病人，最後無奈死亡。當死亡的是家庭經濟的來源，

那麼這對家庭來說無異雪上加霜。健保的開辦弭平了這個現象。或是

說，在這個制度下民眾有機會得到自己需要的醫療，並提升國民健康。

但這個制度也讓整體醫療環境陷入一個新的困境：醫療變得便宜了，民

眾開始不在意了，加上對自身健康的不在乎以及高齡化社會的轉變，醫

療環境變得更加艱難。層出不窮的醫療糾紛，讓年輕一代的醫療從業人

員開始不願意走高風險科別，而健保給付制度的持續轉變，則常常讓目

前線上的醫療人員感到無所適從。這樣的惡性循環下，醫療崩壞已成為

進行式，而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對目前的醫療環境無異雪上加霜。

重大疫情後的重新反思

2003年SARS爆發，暴露了我國醫療體系與醫學教育系統多年以來

的問題。過去，醫學生會在畢業後直接進入各專科進行訓練，對於一

般科的照護並無著墨，當SARS疫情爆發後，有感於分科訓練的時機過

早，衛生福利部便提出臨床醫師養成訓練改革計畫，期待加入不分科訓

練可以讓醫學生的養成教育更加完備。因此，提出了二年期醫師畢業後

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簡稱PGY，PGY第一年需於部定專科與整合醫學科

｜第一章｜醫學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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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訓，而PGY第二年除了該分科的課程外，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也

加入老年醫學科進行訓練，作為第一線人力的培訓。這樣的發展也希望

培養醫學生視野從本來的疾病為導向轉變為以人為導向，能夠更全面性

的看待人的問題。但是，這樣的方式雖然讓學生得到一般科的訓練，對

於人文素養的培養依然不足。背後的原因很複雜，除了課程安排與師資

授課方式外，最難解的問題恐怕是來自學生跟隨在臨床指導老師身邊時

的見聞。學生在進入臨床教育的現場開始見習時，不可否認的都會感受

到現實醫療環境的嚴峻，諸如過高的醫病比使得每個病人分配到的時間

有限、過度專科化的醫療方式導致整體評估時間減少、健保給付分配不

均使得醫院政策經常更動，壓縮臨床教育的品質、臨床教學沒有實質上

的收益，加上績效與研究等壓力，讓臨床指導老師無法投注太多精神引

導醫學生的教育等，這些都是讓醫學生對未來感到憂心的原因，也是影

響醫學生在臨床學習時是否注重人文素養的關鍵因素。這樣的問題延伸

到訓練完成後離開醫學中心的醫師們，不管是開業或是在醫院服務，醫

師們要面對的問題幾乎大同小異，也造成許多優秀的醫師最終離開醫療

系統，無法繼續奮戰。

PGY2：老年醫學專業訓練

PGY訓練的中心精神是配合重大衛生危機時能緊急調動足夠的醫護

人員協助處理災變，因應我國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老年醫學的專長也因

應世代變化而加入PGY訓練計畫中。希望醫師養成的過程中也能接觸到

老年醫學的薰陶，對我國面對高齡化社會來臨，這樣的訓練課程是未來

醫事人員皆需要技能。

醫學專業再教育：開業醫師與社區醫療群

繼續教育也是落實人文教育的重要環節，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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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實施後，醫療群先後成立，對家醫制度的精神與執行方式有更多的需

求，因此也開始有了醫療群相關的繼續教育課程。透過開業醫師的訓練

幫助基層醫師凝聚醫療群共識，提供病人高品質的服務。新時代的醫療

將逐漸轉變成為全人醫療的時代，透過團隊照護提供病人周全性照護是

未來發展的趨勢，配合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要如何成功幫助老人在地老

化變成為醫療群的重要課題。透過繼續教育、互相交流等方式，期待用

團體的力量共同舒緩高齡化社會的壓力，並進一步帶領民眾得到正確的

就醫觀念，弭平彼此歧見，建立良好醫病關係。

邁向全人醫療發展

全人指的是生命的四個層面：身體、心理、社會與心靈四個層次，

其中心靈層面是我國醫療照護較容易忽視的問題，原因很複雜，但也和

我國醫療體系發展方向有關。心靈層面是指給予愛、信任與心理支撐，

從而去除病人負面的想法。但這些需要時間與病人建立良好溝通，醫病

方面的關係也影響到心靈層面的支持程度。我國現行醫療系統重視急重

症發展的政策已經消耗了大部分醫護人員的心力，行政作業冗長、醫病

關係惡化等問題再再壓縮醫護人員的身心靈，導致團隊無法有足夠的能

力兼顧全人醫療。我國醫療水準一向傲視全球，但醫護人員壓力也是全

球數一數二的重，導致醫護人員有能力做到全人醫療但卻力不從心。面

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全人醫療的發展有賴健全長照系統、發展家醫制

度、完善在地老化政策以優化全人醫療品質，讓全人照護團隊發揮最大

的效益。

醫學人文教育的新思維

醫學教育是隨著國家整體發展而修正方向的，經過SARS之後，由

於希望醫師除了自身專科外，也有能力做一般疾病的照護，因此加入了

｜第一章｜醫學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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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制度，期望醫師在進入專科訓練前能有通科的觀念，有能力照護一

些常見的病症。PGY制度也為全人照護打下基礎，期望醫師們在專科外

也有通科概念，幫助醫師在診斷時也能考量患者整體情況，制定合適的

照護計畫。這樣的制度本身是值得讚許的，但並沒辦法消除急重症科別

人力不足的狀況。反思我國發展專科醫療的思維至此，加上健保制度下

造成的人力不足問題，讓醫療系統不斷的反思，這樣的衝突究竟是因為

科學訓練所造成的對話減少問題，或是過去的訓練缺乏同理的成分，導

致民眾雖然得到了醫療的幫助，卻失去了與醫療從業人員對話的空間。

因此，另一股聲音開始出現了，是否應該開始重視人文教育，讓學生重

新感受醫學的熱情？醫學人文教育可以帶給學生什麼？為什麼醫師需要

人文教育？這樣的課程又是怎樣回應了醫療環境變遷下的各種挑戰？

醫學人文教育並非第一次在醫學教育改革的路上被提出，早在戰

後時期，醫學教育因為基礎醫學課程過重且與臨床脫節，臨床課程則偏

重知識灌輸而非床邊教學等因素使得醫學生缺乏醫病溝通技巧與人文

素養，社會責任感淡薄。因此，由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於

2000年開始推動全臺灣醫學院的教育改革，初步措施包括：小班制教

學、問題導向式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一、二年級預

科中加重人文社會課程等，並企圖將基礎與臨床課程結合，打破科別之

間的藩籬，是醫學教育開始注重人文思考的第一步。

醫學的訓練少了人文素養，只留下醫學的知識技能，雖然知識與

技能的傳授最能有效率的培養專業人才，徒具專業卻欠缺人文關懷的人

才，以現今AI的發展速度，不出數十年人工智能將取代傳統醫師的診療

工作。然而冰冷而缺乏溫度的醫療照顧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因此發展醫

療人員對人文的關懷、對社會的關心才能落實以人為本的在地化老年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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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智慧健康照護解決措施

現代社會靠著科技讓生活變得更方便，這是進步的象徵，也讓許多

本來困難的工作變的可能。網際網路縮短了距離、簡化了工作程序，讓

我們可以專注在工作上，這是過去沒辦法想像的。正因為資訊傳遞的方

便，當這些技術應用在醫療照護層面上時，我們可以消除地域的限制，

並有效監測健康狀態。世界衛生組織（WHO）對E-Health的期待是「使

健康服務的範圍更加廣闊」，顯示醫療照護的工作在輔以合適的工具後

能夠接觸到更多的對象，使更多人受惠。在我國人口結構逐漸高齡化的

今天，這樣的工具能夠幫助我們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健康照護模式，並進

一步建立一個全民均健的社會。

高齡化與少子化，我國人口結構的雙重打擊

除了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以外，少子化也是另一項社會隱憂，這代表

著我國的工作人口負擔將會越來越重。這是一個需要積極看待的問題，

並以中央政府的力量進行整體規劃，幫助社會度過這些變遷的衝擊。過

去政府大多將高齡化所衍生出的照護扶養等問題視為幫助弱勢或處理危

機，通常以提供社會福利的方式來專案解決，但面臨目前社會整體的

高齡化問題，專案性質的作法並不能滿足逐漸攀升的老年人口，必須採

取積極正面的方式來扭轉社會大眾對老年人的看法，才能讓老化的過程

不是等死，而是活躍老化。我國採用的老人年齡標準是年滿65歲，與大

部分的國家皆相同。這樣的標準在過去算是合適，但到了現代社會，由



92         醫療體系在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略（二）

於醫療科技的發展、整體健康識能的提升等因素，生理年齡65歲逐漸成

為一個數字，而非代表退化、需要協助等負面形象。每個人心中的生活

目標很簡單，就是好好的活著。年輕時可能是追求事業成功、家庭生活

和諧，到了中年開始逐漸修正目標，希望身體健康、持續站在舞臺上發

揮，而老年人因為身體功能開始衰敗，退休後希望能照顧好自己，避免

成為他人的負擔。這些期待都很簡單，但不管是哪個階段，好好的生活

都是該年齡層的目標，而能夠完成這樣簡單的夢想，則源於身體功能的

完備。現行的政策除了提供社會福利，也透過醫療照護、共餐服務或關

懷服務等方式來照顧老年人口，但這些畢竟是短期策略，對整體老年人

口的龐大需求幫助有限。提出整體規劃，並進一步引導年長者朝向生活

自立、自理、尊嚴生活的目標邁進是接下來高齡化社會的重要目標，也

可以減少年長者因生理機能退化而成為社會負擔的機會。

科技發展，健康照護的新方向

我國素有科技島之美稱，在研發與應用上皆有豐碩成果，而這樣的

成果如果應用在健康照護產業，勢必可以帶動新興產業的萌芽。而我國

因為有全民健保制度，很適合作為健康照護產業的示範中心，幫助加強

科技照護的不足，並優化智慧照護系統。另外，透過發展健康照護產業

來幫助提升年長者的生理功能並監控健康狀態，同時減少老年人因生理

機能退化所引發的各種不便與潛在危險，對於提升整體國民健康有正向

的助益，在人口結構逐漸改變的現階段，質的提升是維持國家整體競爭

力的一大重點，不啻是改善國家整體環境的一帖良方。

智慧健康產業的範圍包括：智慧健康、智慧醫療與智慧照護三大

面向，又包括幾個關鍵重點：強調聯網健康（connected healt）的整合

性功能、依不同族群提供客製化（customization）服務、家庭整合與串

聯、重視消費者經驗、整合大數據從過去推估未來、生態體系的建立帶

動產業跨領域整合。由這些內容我們可以發現，智慧健康照護是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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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為基礎所衍生出的各式服務，而我國醫療服務涵蓋範圍廣，專業人

員成熟度高，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加入各種健康照護計畫，並實際運用

在日常生活中。這對高齡化社會而言是一大福音，透過與基層診所配

合，民眾可以與家庭醫師配合監控自身健康狀況，並結合在地資源維持

自身健康，在達到了基本健康需求後，我們可以邀請這些老年人進一步

的貢獻自身經驗或能力於社會，進一步形成正向循環。

因應這股浪潮，我國衛生福利部也積極加入這樣的照護模式，開辦

遠距健康照護服務計畫，結合醫療照護、資訊技術、電子化醫療器材等

跨領域專業，讓民眾在熟悉的社區與居家環境中也能獲得健康照護與預

防保健服務。

2007-2009年

我國在2007年開始試辦遠距照護服務，以偏遠地區、醫療資源不足

區域與照護需求較高地區優先，並建置「遠距健康照護資訊平臺」，發

展遠距健康照護服務模式，希望透過創新的科技照護服務帶動相關領域

發展，並為民眾提供連續性的照護服務，減少就醫負擔。

2010-2014年

自2010年起擴大辦理遠距照護服務，並將服務模式擴大至北、中、

南、東四區的委託醫療機構進行測試，服務對象以慢性病患為主，提供

居家／社區式及機構式兩種照護服務模式，並從中發展因地制宜的創新

照護服務。同時間也推動遠距健康照護資訊交換標準，促進照護服務模

式間進行資訊連接與服務資源整合，降低各照護服務模式系統與外部

資訊系統間整合的複雜度與重複性，建立連續性、整合性的遠距健康照

護服務網絡。過去的計畫中只將慢性病納入，未納入一般民眾，而部分

醫療機構沒有24小時的客服中心，計畫會員無法及時得到回應與服務，

使民眾使用意願降低。2011至2012年間的服務計畫便針對以上問題做修

正，一方面納入一般民眾加入遠距照護服務，另一方面致力提供服務品

｜第二章｜智慧健康照護解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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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整合用戶資料與相關醫療照護單位連結，增強連續性照護網路，

提升民眾健康狀態。2014年則增設了遠距生理量測據點於公共場所，並

鼓勵民眾使用APP：遠距照護一點通進行資料分析，協助民眾進行自我

健康管理。

2015-2016年

當計畫有了初步結果後，衛福部便進一步朝向為建構未來使用遠距

服務打下基礎的目標前進。分為四大重點進行：

1. 政策與法規推動：成立遠距智慧健康照護服務發展諮詢小組，

負責遠距照護相關事宜，並給予專業建議。就法規層面而言，由於長期

照護與遠距照護相關法規並未同步，在探討過兩種規範的異同後，歸納

出整合方向：以歐盟e-Health解決方案為基礎邀請專家共同討論，會中

建議優先解決頻寬問題、生理量測值應可雙向流通（民眾、醫師、照護

人員）、商業模式先由產業界帶領，以帶動政府政策、盤點供給面與需

求面等建議，另外也研議下階段的遠距照護推廣方向，暫定以心血管疾

病為目標，彙整供需端缺乏之資源以及服務模式，實際導入醫院與廠商

進行合作，做為未來推動遠距健康照護模式發展之參考。另外，成立遠

距智慧健康照護服務法規與資訊安全小組，包括衛生局、醫療照護、資

訊系統整合、科技、法律等領域專家，為研議產業發展遠距照護服務排

除法規限制與障礙，邀請專家研議「遠距健康照護個人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與「遠距照護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指引」成為辦法之可行性。

2. 遠距照護跨業整合：2016年度開始與縣市政府合作，在人潮聚集

之公眾場所設立遠距生理量測據點，並透過App儲存與分析資料，幫助

民眾進行自我健康管理。透過擬定遠距智慧健康照護計畫的監督機制、

訂定生理量測服務站輔導與監測指標等方式，逐步完成12縣市生理量測

服務據點輔導事務以及實地輔導訪查報告。另外也協助推動4G智慧照

護服務計畫，透過「遠距智慧健康照護平臺建置計畫」、「智慧健康整

合性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服務計畫」與「智慧健康整合性糖尿病共同照護



95

網成效評估計畫」的執行，讓遠距健康照護服務從基本的血壓量測與監

控進一步擴展到糖尿病管理，使應用層面多元化。

3. 資訊平臺維運發展規劃：目前已推出「遠距照護一點通」App，

分別有Android版與IOS版，提供遠距健康照護服務發展的相關資訊，並

提供相關服務：遠距照護產業廠商資訊登錄、依產業鏈類別分類搜尋及

關鍵字搜尋、產業現況與活動資訊公告，並透過與其他入口網站或社群

連結，增加網站及政策曝光度，在不斷的努力下，同時完成「遠距健康

照護服務入口網站需求規劃書」。在不斷努力下，邀請專家進行深入討

論，進而完成「遠距生理資訊傳輸驗測規範2.0」，並依據新規範，全

面調整驗測相關表單、系統測試作業。

4. 遠距服務永續模式驗證：將實際使用情形與成果交由專家檢視，

並分析遠距健康照護服務成功因素，在經過專家訪談與研討會後，透過

衛福部遠距照護網站設立媒合平臺資料庫，促進交流活動。

在建立智慧健康照護模式後，後續可朝向1.擴大場域、鼓勵創新；

2.建議政府加強雲端服務內容；3.高齡友善使用者介面；4.規劃遠距照

護結合長照服務計畫；5.排除法規限制與障礙等五個面向繼續發展與努

力，期待藉由深化服務項目與擴大服務範圍建立智慧照護標竿，作為高

齡化社會的健康照護新思維。

全民健保，獨步全球的國家級數據資料庫

我們的國家創造出許多隱形的世界奇蹟，例如全民健保，就是到目

前為止依然獨步全球的一項政策。全民健保的背景源於過去我國有許多

不同的保險制度（公保、勞保、農保等），但保障沒有認定標準，導致

保險與金融制度混亂。另外，沒有保險的族群（年長者與兒童）常會因

為疾病而拖累整個家庭，在照顧者沒有後援的情況下，家中必須有人專

職照護，導致因為勞動力減少而影響到整體國家競爭力。因此，以國家

的力量為民眾的健康把關，開辦醫療保險，讓許多家庭免於因家人疾病

｜第二章｜智慧健康照護解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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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拖垮的風險是全民健保的優點，但相對來說也衍生出許多制度面的

問題。

首先，是定義面的問題。我國自1995年開辦全民健保以來，納保

率超過95％，也就是說整體國民幾乎都享用過這樣的福利，也因此，在

許多人沒有接觸過過去保險制度紊亂時期的狀況下，許多國民已經遺忘

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與定義。全民健保究竟是保險還是福利？這是全民健

保開辦至今一直沒有被回答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卻深深影響著全民

健保接下來的經營走向。全民健保的定義會直接影響到財源的正確性問

題，也就是財源應該來自於「稅收」或是「保費」？目前整個社會對於

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共識，一部分是因為已經習慣了健保的制度，對於其

他國家的醫療保險認識不深，導致沒辦法看出醫療保險與全民健保的差

異性，另一部分就是擔心透過定義、解釋、制度重新畫分等原因使得本

來什麼都給付的全民健保變成部分給付或是不給付，影響卓劇。然而，

不想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只會留給後世更多無解的難題，高齡化浪潮的

來襲下，醫療機構首先會受到第一波衝擊，老年人使用健保的比例與總

額比中壯年人口來的高，需要的後續配套措施也更多，若是不想辦法解

決，接下來就只能看著我們引以為傲的健保在高齡化社會的侵襲下被啃

食成千瘡百孔，並進一步造成下一代的負擔。

積極改善全民健保的制度，使全民健保制度能正常運作一直是政府

努力的目標。自開辦以來，民眾滿意度達到9成，受惠的民眾更是不計

其數，但也衍生出濫用健保資源與財政負荷等問題。負責主管的中央健

保署也看到了這些弊端，因此透過健保使用數據的分析來探討那些疾病

容易造成浪費，進而改善給付情形。另外，全民健保的實施對我國而言

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那就是電子化醫療系統的建置。以美國而言，自

2004年小布希總統在演說中提到希望透過病歷電子化來減少醫療上的錯

誤，降低醫療成本並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以來，到了2014年大部分的美國

醫師都使用了電子病歷。然而，這並非代表電子病歷就萬無一失，美國

醫界雖然接受了電子病歷，但整體而言認為電子病歷系統仍然有改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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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從功能優化到安全性等方面，都需要改進。也因此，美國的電子病

歷市場目前依然處於戰國時代，沒有任何一家廠商擁有絕對優勢。雖然

醫師們對於電子病歷依然有強化的需求，但病人（消費者）對於電子系

統的使用量以及服務需求則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從健康管理到醫病溝

通等項目皆有高水準的表現，顯示這樣的需求在美國有極大的市場。而

我國與美國恰好有不一樣的發展趨勢，我國自2000年便開始推動電子病

歷交換與整合機制，從早期的單純瀏覽資料到近期的開放民眾查詢自身

病歷，我國的醫療資訊技術正不斷在進步。另外，自1995年開辦的健保

制度讓我國99％以上的民眾就醫資料皆儲存於健保資料庫中，這是一個

龐大的健康數據資料庫，可以用來預測與解釋我國民眾疾病模式並偵測

疾病相關性。而整體而言，健保資料庫本質上是健保行政的申報資料，

因此若是輔以其他數據（例如自費檢驗項目資料等）並加以整合，我們

便可以提出我國進入高齡化時代的整體社會環境變遷數據，並建立屬於

我國的健康發展模式，從經濟影響到社會發展變遷等，都可以藉由數據

分析看出端倪。以國家級資料庫而言，這樣的數據不但反映出社會真實

樣貌，對提出改善與建議也有許多幫助。因此，透過善用手邊的工具，

我國的經驗將可以成為其他國家面對高齡化社會的借鏡。

精準醫療，未來醫學的新目標

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是新一代醫療的重點，過去醫療人

員需要透過實驗室數據、影像學檢查等工具判斷病情，現在的精準醫

療則加入生物醫學檢測，包括基因學、蛋白質學等數據資料幫助判斷病

況與疾病預後，能更有效的運用醫療資源。我國雖然建置了臺灣人體生

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但相較於經濟強國，我國沒有足夠的資

源能與大國相比。因此，正確找出合適的努力方向，避免研究資源的浪

費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我國過去透過健保資料庫的分析累積了許多研

究成果，在這些數據中尋找合適發展的目標可以減少研究資源的浪費。

｜第二章｜智慧健康照護解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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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國的規模可以在醫療照護領域上與先進國家的醫療成就相抗衡，代

表我國在醫療照護領域的實力。我們不需要過度擴展每個專科的發展，

只要找出合適的發展方向，我國依然可以在精準醫療的領域佔有一席之

地。

智慧健康照護科技於醫療照護各種面向之應用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科技的發展最終必須回歸到以人為中心的

應用層面方有意義。在不斷的進步中，醫學的發展已經告訴我們影響疾

病發展的最大因子在於生活習慣，現在，應該是時候將新科技應用在生

活領域，從日常活動中提升健康，幫助我國朝向健康社會邁進。

基層診所創新服務模式

基層診所不只可以提供醫療協助，也可以跨入預防醫學的領域。

透過科技的幫助，民眾可以與家庭醫師討論自我紀錄的健康數據，並討

論有那些部分可以改善。而現代人常常因為工作或生活壓力而有疲倦或

壓力增加等狀況，透過監測自身健康數據，可以提醒民眾適時的放鬆，

並讓家庭醫師分析數據後提供建議或協助尋求相關資源。這樣的功能可

以在醫療群診所中導入，作為民眾與家庭醫師討論健康狀態的基準。透

過持續的數據監測，醫師可以與民眾依照不同需求來討論合適的介入措

施，並進一步預防慢性病的發生。

長照2.0

長照系統中針對中、重度失能的患者可以考慮導入科技輔具，除了

監控病人生命徵象外，在復健、輔具與照護協助方面都可以發揮功效。

配合人力的需求，幫助舒緩照護工作。而除了幫助照護工作外，也可以

成立社區健康資源中心，讓社區居民能清楚知道社區健康資源有哪些，

可以在什麼地方得到需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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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健康

高齡者的失能有很大一部分與衰弱有關，肌少症則是導致衰弱的

關鍵。現有的科技裝置可以幫助老人進行自我檢測，幫助預測老人自身

身體功能是否能負荷居家生活所需。家人也可以透過這樣的工具了解老

人的健康狀況，並適時調整營養狀態與活動量，對居家健康有很大的幫

助。

智能穿戴

智慧穿戴裝置是近年來非常熱門的產品，透過感應器與接收器，我

們可以收集各種健康數據，進而分析與應用。智慧手環或運動手表一類

的產品率先為智慧穿戴裝置打了頭陣，透過偵測運動時數、睡眠數據等

方式幫助人們進行自我健康管理，對照過去醫師只能從病人自述的生活

型態來判斷身體功能，智慧穿戴裝置提供了更客觀的數據，幫助使用者

與醫事人員評估生理狀況，並正確的作出判斷。目前智能穿戴科技的應

用範圍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智慧纖維等品項，未來將朝向整合

各裝置的功能與數據，並形成完整產業鏈的方向努力。

而我國因為有大規模的健保數據資料庫，在研究智慧穿戴裝置於

健康照護議題中的應用可以比他國有更多的先機。另外，我國城鄉發展

程度不一，針對都市區的健康照護應用與鄉鎮的應用方式也可以帶出不

同模式，作為後人參考。事實上，我國科技發展一直有不錯的成績，比

較麻煩的地方在於跨界整合，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醫界先進意識到

高齡化社會未來的影響，因此，也開始有同仁投入研發與應用方面的研

究，期待透過這些方式緩解高齡化社會的壓力。

社區合作產業

維持健康雖然是個人的責任，但透過政府與產業界的合作，也可以

幫助個人用有效率的方式達成目標。我國目前正積極應對高齡化社會的

來臨，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概念是在地老化，意即：讓人們在自己熟悉的

｜第二章｜智慧健康照護解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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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自然老去，家庭醫師在這之間可以扮演重要功能，協助產業了解

民眾需求，也可幫助民眾選擇合適的健康資訊產品。另外，發展醫療智

能產業也需要家庭醫師的專業意見，作為產業界與專業領域的橋樑，家

庭醫師能夠針對社區民眾現有需求提出建議，並作為產業界的顧問。

雲端系統

雲端指的是雲端供應商將伺服器串連在一起後，負責提供使用者資

料儲存與運算等服務。對使用者而言，將資料備份在雲端供應商中可以

免去自行維護伺服器的麻煩，並且可以依照個人需求使用或購買所需的

服務，因此，雲端系統成為使用者備份與取用數據時的好選擇。

在我國，由於電子病歷的發展起步非常早，各種雲端資訊的應用也

開始萌芽。有鑑於病歷電子化與個人化醫療的需求，衛福部也開始建置

雲端健康資訊系統提供國人使用。我國因為99％以上國民皆納入全民健

保的緣故，很需要這類健康管理系統來幫助民眾了解健康狀況。因此，

衛福部將這些服務整合成臺灣健康雲入口網站，提供民眾參考與使用。

臺灣健康雲是一個及時且便利的個人健康管理系統，以下分別有四

個子項目：醫療雲–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健康存摺、推動電子

病歷，主要和個人醫療有關，提供民眾監控健康狀態，並了解自身醫療

資訊；保健雲–健康妙管家，提供正確健康知識，幫助促進預防保健；

照護雲–遠距照護系統，提供自主性健康管理服務以及長期照護體系遠

距健康照護服務，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計畫為整合性糖尿病計畫，接下來

會視情況開放其他慢性疾病使用，讓民眾可以更積極的管理自身健康；

防疫雲–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通報以及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

統暨跨院所實驗室資料雲端交換平臺，旨在透過即時的雲端管理，掌握

整體疫情的流通與現場狀況，對我國防疫工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而其中，健康存摺與遠距照護系統是高齡化社會中最令人期待的功能，

目前的系統可以提供民眾查詢最近一年的病歷資訊，對老年人而言，只

要瀏覽這些資訊便可以知道目前的看診規律度，以及健康狀況是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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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是很實用的功能。另外，最令人期待的遠距照護系統則是持續進行

試辦計畫中，希望透過慢性病的管理推廣到未來的健康管理上，對老年

人而言是一大福音。

雖說我國本身已經有臺灣健康雲這樣的工具，但也不是完美無瑕，

以下提出幾點在測試當下的心得提供參考：

1. 整體規劃有條理，但使用者數量有限。數位時代也是資訊爆炸的

時代，在健康管理應用程式不斷推陳出新的狀態下，身為最大服務提供

者的政府機關應該正視使用者感受的問題，提供方便、好用與有競爭力

的數位產品。目前的網站雖然有簡介與臉書粉絲團相關資訊，但實際進

入臉書的臺灣健康雲粉絲專頁則可以看到按讚與追蹤的人數只有800人

左右，貼文數量按讚數目則在10多個之間，顯示觸及率不高。但對比於

目前世界潮流，單以智慧型手機上的應用程式而言與健康有關的應用程

式便高達上萬個，大部分與自主健康管理有關，包括運動、睡眠管理、

飲食紀錄等等，顯示民眾對這類工具的需求強烈。以美國而言，因為醫

療保險系統依然以自費市場為大宗，因此衍生出許多針對個人健康管理

開發的產品。而我國本身有全民健保的緣故，民眾不擔心生病是否能

看得起醫生，但對於自身健康的要求則逐漸抬頭。尤其是老年人這個群

體，可能會因為慢性病的關係需要控制飲食或增加活動量，因此，透過

政府認證的工具幫助民眾進行自我保健能讓老年人更放心使用，也能夠

透過這些數據精準監測老年人的身體狀況，進而達到健康管理的目的。

2. 功能簡單，但缺乏必要資訊。老人的需求包含許多層面，但臺灣

健康雲提供的資訊大多屬基本概念，並未將老人生活習慣或生活中可能

遇到的情境考量進去，因此無法正確傳達訊息。

3. 使用者角度之考量。臺灣健康雲目前以網頁形式存在，雖然達到

了資料提供的目的，但僅限於會使用電腦或是熟悉智慧型手機操作的民

眾，對於許多老年人而言並不是一個很友善的選項。大部分的老年人對

於電腦的使用並不熟悉，但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是一個新的契機，這類資

訊若是有配合的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並輔以清楚的說明，對老年人

｜第二章｜智慧健康照護解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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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會是很好的工具。除了幫助老年人了解自身疾病外，透過這樣的工

具給予衛教、諮詢或協助也是潛在可以考慮的選項。

4. 整合與宣導。政府部門本身推出的應用程式也有不少，不管是

採取網頁方式或是應用程式的形式，宣導資訊獲取的途徑也很重要。不

一定要將所有的功能統合在一起，只要有地方可以讓民眾找到需要的資

訊，也可以幫助許多老年人省下資訊整合的時間。而有了工具也需要傳

達給使用者知道，宣導便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現階段的做法比較偏向

告訴民眾政府單位「有」這樣的服務，而不是「這是一個方便好用」的

服務。這是公務體制一貫的思維，而現在應該要有所改變。我們要從本

來的「提供服務」觀念轉變為「領導時勢變化」的想法，在有大數據優

勢的情況下，發展出貼近生活所需的健康工具，作為智慧健康照護的基

礎。

智慧健康照護科技發展之尚待弭平之問題

雖然科技發展為人類帶來便利的生活，但資訊的過度流通也為這樣

的方便帶來問題。首先是個資外流的疑慮，個人的健康狀況對有保險需

求的民眾是一項重要資訊，但若是沒有控管好資料的流通，可能會因此

影響到民眾投保的權益。另外，科技的發展也模糊了醫療與非醫療工作

的邊界，例如生命徵象的監控與分析，對於病人而言已經不是醫療專業

專屬的工作，但民眾雖然有機會得到這些數據，對於這些資料的解讀則

有可能因為判斷錯誤導致延誤病情。我們可以期待科技帶來方便，但不

能完全仰賴科技的協助，如何在科技與真人判讀間取得平衡將會是醫療

照護系統的下一個課題。而隨著科技不斷進步，對人性與道德的考驗也

就更加艱鉅，我們應該在發展科技照護的同時也反思我們需要科技的幫

助到什麼程度，他的界線應該停在哪，這才是現階段我們在發展工具時

應該不斷反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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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社區醫療長照連續性照護服務體系之建立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到來，並配合長照體系的發展，串聯社區、醫療

與長照體系發展共同照護系統是非常重要的。我國長照系統發展尚未成

熟，但目前的長照系統需要與社區醫療合作，因此，基層醫療的責任劃

分與工作重點便是接軌工作的重要依據。另外，公共衛生在整個衛生照

護體系的角色也應該重新定義，全民健保實施之前，公共衛生是醫療與

防疫的第一線工具，衛生所是民眾尋求醫療協助的第一線單位，但自全

民健保實施後，衛生所的角色開始式微，一直到SARS的出現才喚起民

眾對公共衛生的重視。然而我國的衛生發展早已從傳染性疾病防護到疾

病防治，健保的普及也讓基層醫療院所的功能與衛生所大幅重疊，造成

公衛系統的功能受限。然而這並不代表公共衛生在我國是不被需要的，

相反的，在高齡化社會來臨的現在，在各專業積極合作與接軌的時候，

應該將衛生所納入高齡化社會社區醫療網絡之中，為公共衛生系統賦予

新價值。

首先，醫療體系以基層診所為出發點，串聯社區形成共同照護網，

透過家庭責任醫師盤點社區資源，並協助老人維持健康。長照系統需與

醫療系統進行整合，達成連續性的照護，並幫助老人使用合適資源恢復

自身功能，完成在地老化之目標。在這之中，依照人口密集度與基層診

所數量來規劃，衛生所必須了解該區域的社區醫療運作情形，並了解目

前責任區域內老人健康狀況，作為公共衛生規劃之參考。身為第一線的

公共衛生單位，除了積極進行疾病防治外，衛生所對於該區域不同年齡

層的醫療需求與心理衛生需求都必須有詳細的認識，這樣的數據對於未



106         醫療體系在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略（二）

來推動衛生政策與發展疾病防治都是重要依據。

接著，醫療系統與長照系統須培養熟悉彼此語言的人才，譬如個

案管理者（Case Manager）或個案協調者（Case Coordinator）確保病人

銜接照護不中斷。在醫療的部分現行已有社區醫療群，未來可以參考建

立社區醫事服務群。如此一來可以用「群」的方式來支持長照2.0政策

ABC級單位的設置概念，活絡整個網路系統。在這之中，人才的培育是

一大重點，現行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只大

略規範了課程內容，但如果要配合現階段所需，除了人才需要對長照有

基礎概念外，了解醫療與長照系統如何運作並能夠從中完美接合二大系

統便是最大的挑戰，個案管理者或個案協調者是否能發揮功能關係著雙

方接軌的流暢度，因此人才的培育與留任問題更顯重要。在社區醫療群

的部分，除了提升自身服務能量外，了解長照中醫療群的角色也是重要

的概念，讓連續性照護系統成功運作。而政府單位應成為最有力的輔導

者與監督者，促使品質提升並不斷自我改進。

位於第一線的家庭責任醫師應可發揮三項功能：(1) 提供預防性健

康服務以及在地、即時、便利的醫療服務，同時提供健康照護諮詢。 
(2) 進行社區高齡者的「健康照護管理」，針對每一個高齡民眾進行周

全性健康需求評估與照護管理。此即屬於社區篩檢的工作，透過這樣的

方式可以快速篩檢身體狀況不佳的老人，在他失能前就先介入處理 (3) 
在地健康照護資源的盤點、轉介與連結。這就是一個與醫療及長照的交

集點。家庭責任醫師的角色重要，但目前卻無足夠的量能（capacity）

可提供足夠的服務。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1)政府推廣「家庭責任醫

師制度」，試圖以論人計酬的概念，增加基層醫師擔任家庭責任醫師的

動機；但仍有許多基層診所是以現行健保論量計酬的概念經營。(2)基層

醫師擔任家庭責任醫師，當遇到病況相對複雜的病患，需有好的轉介支

持系統。目前的「社區醫療群」政策可提供支持網的角色；但獨立作業

的基層診所如要擔任家庭責任醫師，會承擔相對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目前的政策下，會遇到健保醫療服務與長期照護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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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系統無法連結的問題；然而另一個大問題，則是資源重複利用。

第一線人員觀察到有失能病患在兩個系統之間遊走，譬如說健保有給付

醫療院所復健的部分，但也同時申請長照的社區居家復健，造成有病患

會在星期一、三、五去診所做復健，二、四接受長照居家復健的怪現

象。甚至有職業老人的出現，即指經常遊走在不同計畫之間，接受不同

計畫服務的一群老人。這突顯了系統跟系統之間沒有整合，造成潛在資

源濫用的問題。

社區連續性照護服務體系，也應該要推動跨領域、跨產業的合作，

譬如涵蓋資訊科技。舉例來說，製造業或紡織業、資訊科技以及醫療的

結合，發展對健康照護有幫助的輔具或衣料；藍芽傳輸健康資訊等。這

類的合作，應由第一線照護人員提出需求，當有市場、廠商多、有明確

的投資標的便代表著成本降低、風險降低，財務能夠永續，才可能達到

目標，進而扶植整個產業。以日本為例，其有一個國家級的老人醫學研

究中心在引導整個團隊以及政策，然後跟科技業做結合，並且成為一個

固定的示範點。這樣的方式就有助於健康照護機器人的研發或是照護模

式的開發。如單純以短期專案模式投入了很多的資源來做研發，當計畫

結束民眾則不一定能使用的到。或者民眾想要學著使用但是卻沒有方法

與資源。因此多年期的跨領域研究，才能支撐整個國家政策的轉譯，並

於未來推廣到偏鄉。

｜第三章｜社區醫療長照連續性照護服務體系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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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   連續性照護體系示意圖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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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團結權利相關者

長照問題並非只是單純的衛政或社政問題，而是整個國家需要共

同面對的挑戰。我國政府行政部門因為分工的關係常有難以統合與溝通

等問題，雖然分工的立意是希望以專業解決現有問題，但當面對長期照

護如此龐大的挑戰時，單一機關是無法擔起如此重責大任。目前最大的

問題是衛政與社政兩大專業無法互相統合，但要調動如此龐大的系統需

要一定高度的角色投入擔任協調工作才有機會開啟對談。第一線的人員

反饋的意見往往代表最真實的困境，期待接下來可以持續努力，為高齡

化社會搭起在地老化的橋樑。也期待透過各部會的努力，能夠真正達到

WHO 所提出的：邁向健康平等化（Towards Unity for Health）以及邁向

在地老化平等化（Towards Unity for aging in place）。

從源頭做起，打破不同部門角力

我國衛生行政組織主要分為中央與地方縣市各兩級，以衛生福利

部為最高衛生及社會福利行政機關，因此透過衛福部的協調以整合衛政

與社政兩大專業是最合適的角色。過去政府機關經常為人詬病的是各部

門只承接法規內的業務範圍，但對於需要跨部門合作的事件往往不夠了

解，導致業務推動困難。但現代社會面對的是快速全球化的時代，面對

快速的社會變遷，政府部門應該拋開過去的思維，進一步考量自身部門

在不同任務中的角色應該如何定位，才能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微軟

新任CEO納德拉曾在書中提到：「只要有共同的目標，我們就有一起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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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改變的能力，能互相學習、用更開放的視角看到可能性。我們必須在

機會成為常識之前，搶先行動。」現在正是政府帶領我國面對高齡化社

會浪潮的行動時機，因此，加強部門溝通與協調、定期針對長照與醫療

銜接問題開會溝通便是重要的推力。公務部門思考任務的方式也需要改

變，從過去的「這是屬於某部門的業務範圍」思維轉化到「這個部分我

們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協助」，用這樣的心態一起解決高齡化社會所面臨

的問題，才能帶領國民走向下一幕的精彩。長照的問題是全體國民共同

的課題，唯有各部門拋開本位主義，願意協調所遇見的困境，並且持續

與第一線人員溝通，才能為高齡化社會的種種難題找到解方。

衛政與社政各自表述，找出交集空間才能開啟對話

醫界與社政單位之間的歧異長久以來一直存在，媒體曾戲稱這是錢

與權的爭奪，因為提供服務、調動人力都需要足夠的高度與誘因才能做

到，因此，雙方面對於該如何合作一直都有顧慮。但衛政與社政之間是

互相需要的，當照護體系崩解，所有的照護壓力勢必轉往第一線醫療現

場，無疑對目前已經過度負荷的醫療單位造成衝擊。而當醫療體系開始

崩盤，照護體系必然面臨無法消化病人需求的問題因而造成照護系統無

法運作。因此，找出雙方的問題癥結點，劃分出彼此的責任範圍，是開

啟對話的第一步。

長照服務法中目前提供的服務內容以預防失能與照護協助為主，服

務對象主要為「亞健康」或「輕度失能」者，但對實際上應該執行的業

務範圍認定並沒有標準，導致民眾期待與實際服務出現落差。而民眾對

於法規中所界定的服務範圍也不清楚，加上許多醫院可提供的照護服務

未必是照服員的專長，使得認知上出現斷層。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衛政與

社政雙方對於照護工作的功能設定不盡相同，加上雙方對雙邊的工作細

節不了解，所衍生出的差距。因此，如何互相了解與合作便成了衛政與

社政合作的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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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政、社政功能齊發揮，服務效能更加倍

衛政系統主管醫療機構，核心思想以治療疾病為導向，以急性病

患為主要服務對象。過去過於注重急性醫療的結果是製造出許多中、重

度失能患者，而這群患者無法在尚萌芽中的長照體系中找到合適照護資

源，無形中形成照護人球。而社政系統主要掌管社會福利與照護服務，

除了預防失能的工作外，不只是醫界，民眾對社政的期待是能夠接手目

前近23萬的中、重度失能患者，緩解這些家庭的照護壓力。針對這樣的

問題，首先需要進行的措施如下：

1. 溝通語言同步化：衛政系統所受的專業訓練強調效率，因此以

治療現有症狀為主，但面臨後續照護問題時，衛政系統的人員應該徵詢

病人、家屬與照護專業的意見，適時調整治療方針，甚至是為了後續照

護需求而將病人轉由社區醫療群接手。而社政系統的養成教育則強調以

人為本，本質上與醫學訓練有很大的落差，社政系統除了要積極了解病

人需要以外，也應該擔負起病人與醫療單位溝通的橋樑。對老年人或失

能者而言，與疾病共存是長照系統無法避免的現況，這一群人也是最需

要長照資源的一群，因此，照護專員在接手服務時應該進一步了解服務

對象現有的疾病特性，才能提供最合適的服務內容。另外，橫跨醫療專

業或照護專業的角色為護理師，轉譯醫學語言與照護實務應該是護理人

員的專長，因此，護理人員是衛政與社政系統整合的關鍵，許多第一線

照護人員常常碰到對病人病況的不熟悉導致照護服務出現問題，這時可

以透過護理專業的諮詢或協助來彌補照護服務的不足。因此，除了第

一部分第二章中所提到的照顧專員（care coordinators）角色外，長照系

統中本來就有護理人員可以發揮功能的空間，由護理人員指導照顧專

員在照顧本身具有疾病的個案時應該注意的重點，發揮個案管理（case 
manager）的功能。

2. 照護工作團隊化：照護工作並非只在醫療場域發生，對病人而

言，回到家後才是挑戰的開始。以醫學中心的出院準備計畫而言，照管

｜第四章｜團結權利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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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會在病人出院前三天來到醫院進行評估，但時常遇到的問題是病人

病況有變化導致無法如期出院。這樣的狀況使得長照系統的銜接出現斷

層，也持續消耗醫療與長照資源。因此，針對病人的出院準備應該事先

了解病人需求，之後由醫療與照護團隊一起開會擬定策略，病人本身在

醫療單位的醫師、護理師、營養師、職能治療師等相關人員應該出席

外，社區醫療群的團隊與長照的照服員也應該一同參與，討論對病人而

言最好的照護服務以及尋找所需資源。這樣的動作可以在病人病況逐漸

脫離急性期時便開始進行，一方面給予照護系統時間做準備，另一方面

幫助病人針對自己的病況建立概念，進一步配合後續的照護工作。相較

於發展時間較長的醫療系統，長照系統是目前迫切需要但發展尚未完全

成熟的專業，應該借用醫療系統發展的經驗與力量協助照護系統成為成

熟可運作的組織，並進一步解決病患需求。

3. 轉診制度順暢化：醫療分級的不成功讓許多人養成有病找大醫

院的習慣，仔細探究其原因，除了民眾本身對大醫院的迷思外，對地區

醫院或診所的不了解也是一大問題。另外，基層醫療人員對於轉診制度

也提出了一些使用心得。首先是轉診工具的不便，現有的轉診系統在使

用設計上並不直覺，且許多患者資訊需要手動輸入，增加基層醫療人員

作業時間。另外，基層醫療單位無法透過轉診系統或其他管道得知病人

治療狀況，導致追蹤困難。而基層診所將病人上轉的機制還算順暢，但

醫學中心卻很少下轉病人，不管是門診或住院病患，到了醫學中心便無

法追蹤病況，這對強調全人照護的基層醫療系統而言是很大的困擾。因

此，無論是住院或門診患者，在病況獲得緩解後都應該開始尋求基層醫

療的協助，固定與地區醫院或基層醫療單位的醫療團隊交接，才能減少

病患對醫學中心的依賴。醫學中心的醫療團隊可以主動為病況符合轉診

資格的病患尋求生活圈範圍內的醫療群，讓病患理解目前的病況與治療

程序可以在基層進行，與病人取得共識後依照病人意願與病況選擇合適

的社區醫療群，並與醫療群的醫師討論病患目前疾病狀況與治療目標。

另外，針對有照護需求的病患也應該邀請照護系統一同參與討論，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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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建立照護網絡。

4. 基醫網絡完整化：家庭醫師除了負責預防保健外，與照護工作也

是息息相關。現有的社區醫療群雖然佔整體比例醫療比重不高，但在預

防保健方面有較高的完成率，顯示家醫制度對基層醫療的重要性。而對

長照工作而言，家庭醫師可以扮演提供諮詢與專業意見的角色，並且定

期評估患者病況，幫助調整照護內容，或是依病人需求給予復健措施或

是其他協助。另外，除了積極的預防失能以外，針對無法逆轉的病況也

應該帶入安寧療護的概念，定期與病人及家屬溝通，針對末期病患的期

待調整治療與照護方針，幫助病人在熟悉的環境中走完人生的旅程。

5. 人才留任系統化：人才缺乏一直是醫療與長照現場最直接的問

題，從醫療現場的「五大皆空」、護理人力的護士荒問題到長照人力的

缺口，一直都是組織無法順暢運作的關鍵。而現階段人力面臨的長工

時、低收入、沒有升遷管道、不受尊重等問題都再再的讓人力不斷流

失，導致沒有人可以提供服務。醫療本身是高風險行業，當選擇某科的

風險大於實質的回饋時，年輕醫師便會朝向相對安全的科別發展，使得

急重症科別出現人力荒。而護理人力與長照人力所面臨的問題有許多相

似的地方，首要因素是不受到尊重，許多護理人員常常需要面對病人無

理的要求，病人的不配合以及家屬的刁難對護理人員而言是很直接的否

定，而第一線的照護專員也面臨到相同問題，有些甚至在工作時被家屬

要求執行打掃清潔等非工作範圍的工作，導致挫折感增加。針對這類素

質低下的行為，衛福部應該建立懲罰機制，例如出現此類行為將禁止使

用照護資源或繳交罰款等措施，並明定在法規中，藉此保護第一線的工

作人員。薪資低落也是另一大將人力推離照護現場的問題，雖然政府將

照服員的月薪加到四萬元，但也僅限於工作內容難度最高的照服員才能

享有。而第一線照服員的薪資皆以部分工時計算，也就是說有進行服務

才有薪資，但培訓的成本以及當個案住院時所造成的時間空窗損失皆沒

有補償機制，導致許多照服員最後選擇投入民營的看護市場，人力空窗

持續擴大。另外，沒有職涯發展也是長照系統無法迴避的人力問題，照

｜第四章｜團結權利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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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工作是耗體力的工作，當體力無法負荷時也會開始考慮其他發展，在

沒有職涯未來的情況下，許多年輕人力也會裹足不前。因此，照服員的

薪資應該採取底薪制，當照服員出去進行服務時再依照比例給予抽成。

穩定的薪資可以讓照服員更加願意參與照服工作，對於人才留任也有一

定幫助。至於職涯發展，照服員不一定要在政府補助的長照機構追求發

展，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一定會造成排擠現象，因此可以提供年資足夠的

照服員進修機會，或是有機會參與長照發展的規劃，提升照服員的榮譽

感。其實從長照人員的缺乏也可以看到醫療系統人力的困境，現今健保

點值的分配對於實際提供的服務內容是遠遠不足的，醫療系統除了解決

疾病問題，還要兼顧不能超出健保點值影響醫院獲利，但醫療科技日新

月異，必須不斷引進新技術才有辦法提供有品質的服務，而每年的健保

給付持續變動，導致醫院無法穩定經營。這樣的狀況不是只要宣導社區

醫療就可以解決，需要整體配套措施的幫助。

鬆綁法規限制，活化醫療與照護系統

回顧醫療與照護系統，目前的問題出在政策的限制。過去為了防

弊，關於長照機構的設立大多只允許非營利模式，法規限制嚴格，導致

許多非營利組織需要依靠政府補貼與募款才能持續經營。但單以經費而

言，鄰近的日本一年的長照預算約三兆臺幣，依照人口比例換算後，等

同於我國的高齡人口一年有三千億臺幣的長照預算。而我國自2017年開

始從菸捐、遺贈稅等制度中拼湊後，長照預算才三百五十億，比例懸

殊，剩下的斷點就必須仰賴產業界的發展。現行長照制度是以政府補貼

的方式來提供服務，但只有政府的補貼無法激盪出進步的經營模式，最

後淪為政府提供的服務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但沒有修正這些缺失的管

道。因此商業運作模式是每一個產業都需要的系統，長照產業可以發展

出多元的服務模式，讓有需求的人可以依個人狀況選擇合適層級的服

務，才是長照永續經營的方式。另外，醫療產業也可以透過長照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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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帶動產生新的火花，現階段的健保制度是以總額給付為主，在面對

經營問題時，醫院便須要想辦法縮減成本、節省人力，間接造成人力不

足與品質下降。透過長照產業的發展，醫療產業也可以尋求異業結合，

例如透過醫療科技發展評估照護品質，透過開發自費服務與產業結合的

方式增加收入，讓醫療系統不需要單只依靠健保的財源才能經營，更能

開創屬於各自的特色醫療，提供民眾更加良好的醫療服務。

建立獎懲制度，有效利用醫療照護資源

主管機關在面對醫療與長照的財務分配問題時，不能只思考如何

分配資源，也要思考建立罰則的可能性。過去因為少部分人的浪費造成

健保資源的過度使用，導致真正有需求的人被排擠在資源外。但在沒有

罰則或是罰則太輕的情況下，這樣過度浪費的情形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衛福部對健保的定義是既為保險也是福利，那麼對於使用過度的民眾應

該建立一套機制，例如年度就醫次數超過某個範圍後需要增加下年度保

費。藉由這樣的方式讓民眾了解珍惜健保資源的重要性，也展現醫療資

源的公平正義。另外，對於積極預防保健的民眾也應該增加獎勵機制，

例如固定與家庭醫師配合控制慢性疾病的民眾可以有免費健檢的機會，

或是減免看診的自付額度，增加民眾對自我健康控制的自覺。

重視預防醫學與慢性病控制，建立民眾的健康認知

除了在財政上健全醫療照護系統外，另一方面也須對目前的醫療系

統進行改革。2017年The Lancet期刊針對全球健康照護可近性與品質評

比的結果中，我國在全民健保的強力加持下，排名只位於中段的45名，

輸給亞洲的日本、新加坡與南韓，而評分指標中急性照護的表現普遍良

好，但慢性病照護的表現整體來說並不佳，顯示出我國應該重新檢討慢

性病照護措施以及預防保健工作，以期達到全民均健的目標。在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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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糖尿病若是沒有得到良好的控制，後續會發展成腎病變，也是造

成病人洗腎的最大原因。但臨床上許多病人只想依靠吃藥控制，但飲食

與生活習慣等方面都沒有太多的改變，導致慢性病控制不佳。以糖尿病

為例，除了第一型糖尿病為遺傳因素所導致外，引發第二型糖尿病的原

因絕大部分與飲食與生活習慣有關。事實上，飲食與生活型態是遺傳因

子以外最容易引發慢性疾病的關鍵因素，以預防的角度而言，定期檢視

自己的飲食習慣、運動頻率、工作型態等生活因子有助於慢性病的預防

與控制。而民眾也並非對自身健康狀態完全不在意，現今蓬勃發展的智

慧穿戴裝置的熱賣反映出民眾對自我健康管理的需求，如果能夠在慢性

病預防與管理方面導入這樣的機制，讓民眾可以透過健康管理工具收集

自身健康資訊，加上與家庭醫師的配合，民眾可以更有動力管理自己的

健康狀態。沒有人想要一輩子依賴醫療系統存活，想要追求健康的人生

除了依靠家庭醫師的把關以外，自身也需要付出努力才能達到這個目

標。另外，企業也應該負起社會責任，持續保持員工的健康是企業的首

要目標，也是帶領企業攀向另一高峰的關鍵所在。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

夾擊之下，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因此，透過行政部門的協調與管理，

讓各個角色發揮應有的功能，才是政府機關首要應該面對的課題。

在充分的民主與多社會運動團體參與下的臺灣政府，以社會資

源國家力量投入健康照顧是確定的趨勢，而在整體資源有限而照護的

需求卻不斷擴張的狀態下，要如何團結目前的權力相關者（STEAK 
HOLDER），一起努力屏除本位、以社會整體的健康照顧體系為考量，

擺脫互相掣肘的零和競爭，建立出相互支援的多贏局面，是現今政府所

面臨的重大考驗。面對長照與醫療的需求，或許可以思考建立直屬於衛

福部的智庫單位，以任務為導向專司探討醫療與照護需求的分工與合

作。這樣的單位因為跳脫了體制的限制，不須考慮行政單位之間的利益

牽扯，較能以合適的立場提出建議，並協調各單位進行工作。另外，這

樣的單位成員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第一線工作經驗，較能理解每一項規

定的制定對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影響，才能為醫療與照護工作人員做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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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考量。

面對無法停止的高齡化現象，我們可以從行政部門的任務整合開

始進行。例如，多數縣市的長照業務分屬衛生局、社會局與勞工局等局

處，互相合作就變成成功執行長照任務的重點。地方政府可以依照各地

特色發展合適的長照策略，當需要經驗分享或建議時，智庫單位可以提

供意見，並擔負起監督的角色。智庫單位同時也是資源連結中心，需要

定期盤點照護相關資源與產業發展現況，思考可以如何導入現有系統

中，幫助制度的成長。權力相關者不只單指政府單位，面對與生活息息

相關的高齡化問題時，你我都是權力相關者，需要正視這樣的浪潮並勇

於接受改變。可以預見的是，為了配合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現有的醫療

制度一定會產生改變，我們不能只擔心自己的權益受損而不管後續更大

的資源耗損，積極適應新制度、積極管理自身健康狀態是每個人應負擔

的義務，從自身做起，進而監督政府部門是否達成目標是每個人的責

任，期待透過每個人的力量，為迎向高齡化社會的挑戰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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