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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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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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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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化」這個在諸多領域幾乎都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概念，當它

被置入到醫療與福利服務領域時，卻轉變成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雖

然政府在2001年即已制定「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並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希望藉由照顧服務產業化的推動方

式，擴大國內勞動力的需求，有效解決「中高齡失業」以及「老人照

顧」雙重的問題，但這十餘年來反對的呼聲未曾間斷。不少社會倡議團

體站在關心弱勢權益的立場，將「產業化」等同於「市場化」與「商品

化」，最終將導致「階級化」的結果，不利於民眾就醫與福利權益的保

障。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也觀察到誘因不足與經濟規模難以擴大的

情況下，也限制了工作條件的改善與服務人力的增加，導致服務量能無

法提升。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希望進一步釐清「產業化」的本質，以及有

無可能跳脫出前述的困境。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邀請國內外專精學者

組成議題委員會，就各自研究重點提出簡報引言，藉此激發思辨討論，

同時也諮詢第一線的服務機構代表，瞭解他們對產業化的看法。為了在

議題召集人

序   

嚴肅面對多元長照需求  
認真思考開放跨界協力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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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達到具體成果，在委員會的合議之下，我們將原本廣泛的醫療與

福利服務產業化議題，聚焦在臺灣現今最迫切的長期照顧領域上，希望

提供最即時的政策建議給政府參考。

歷經多次引言與討論，我們發現隨著社會多元發展，長照需求也

是多元的、難以用單一的服務方式與標準來滿足，多元需求引發出多元

供給的必要性，不同的服務對象會期待不同的服務方式與提供管道，所

以形成了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的思潮，跨部門（家庭、

社區、志願組織、政府、市場）的協力合作成為當今社會長照服務提供

的主流，開啟了產業化的可能性。雖然市場的介入可能引發商品化的疑

慮，但市場的競爭機制也能淘汰不符期待的服務方式與供給者，可以透

過賦予消費者充分的選擇權來降低市場的負面影響，例如給予弱勢者相

等的購買力（透過政府補助與服務品質規範）。

最後，我們強調多元需求需要多元的滿足管道，唯有更開放的跨界

協力，才能有效因應臺灣高齡化的長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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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一章｜前言

「產業化」在國內容易被等同於商品化與市場化而招致反對意見，

但國外經驗中福利市場的存在卻日益受到重視，兩方面存在相當大的落

差！在這樣的脈絡下，產業化的正反面效應宜有進一步的評估。經過研

議委員的討論與共識，我們聚焦鎖定在長照產業化可能性的討論上，作

為本計畫的核心。我們邀請研議委員就其熟悉的專長領域，於每次研究

會議中提出引言報告，經過與會委員共同的討論、質疑、反覆澄清、腦

力激盪、萃取共識，最後分工完成整份報告，結構如下：

一、第一章前言（說明本計畫的緣起與進行的方式，鋪陳議題發展

的脈絡）。

二、第二章產業化？私有化？市場化？「福利市場」的興起（從西

方福利國家發展的理論，澄清與再界定「產業化」的概念，尤其與相近

概念的關係，避免再陷入概念的紛爭之中）。

三、第三章日本長照產業化經驗與借鏡（吸取日本長照產業化的經

驗，瞭解產業化發展對日本長照需求滿足的正、反面影響，釐清長照產

業化的基本條件）。

四、第四章香港長者服務與照顧之產業化發展（吸取香港銀髮產業

的政策規劃與經驗，瞭解產業化發展對香港長照需求滿足的正、反面影

響，釐清長照產業化的基本條件）。

五、第五章臺灣長期照顧產業化發展現況之探討（回到臺灣本地脈

絡，瞭解長照產業化發展的現況與限制，對民眾長照需求滿足的正、反

面影響，釐清長照產業化的基本條件與可能性）。

摘要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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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章醫療法人的營利性與產業化（從醫療法人的經驗出發，

分析長照法人發展的法律定位問題，以及衍生出的營利性與公益性的關

鍵因素）。

七、第七章臺灣長照產業化的威脅與機會（擴大納入產業人士意

見，瞭解其看法與意見，尤其著重其對產業化的想法是威脅或機會，以

及其對產業化的基本態度）。

八、第八章長照產業化政策建言（綜合前面結構安排，彙整各方經

驗，建議長照產業化的治理模式，減少商品化與市場化的疑慮，作為政

府推動長照產業化政策與否的決策依據）。

我們發現，不論是西方福利國家、或是東亞的香港與日本，都是立

基在提供消費者充分而多元的選擇上，結合多元（國家、社區、家庭、

營利、非營利……）的服務供給者，以滿足各種不同的需求。若消費者

沒有選擇權，市場機制就出不來，就無法淘汰劣質機構，確保一定的服

務品質。而從第一線服務機構的焦點座談中，也呈現出一種全然不同的

結果，與部分民間團體認為的產業化一定走向商品化、市場化與階級化

相差甚遠！與會的第一線機構代表對產業化多抱持樂觀的看法，認為現

今長照服務的量能難以提昇、人員低薪與流動性高、組織無法達到規模

經濟、服務品質不易明顯改善等等的問題，恰好都是政府過度管制的結

果，在缺乏足夠誘因的情形下，機構經營往往只靠投入者的熱誠，但這

樣的熱誠究竟能夠維持多久，卻是個未知數。

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言：

一、以服務生產與多元供給作為產業化概念的核心

長照服務的提供本身即是一系列生產的過程，牽涉到時間安排、人

力分配、服務項目、資源配置、服務輸送等一連串的過程，而臺灣老年

社經地位與對服務的期待本來即呈現多元現象，難以使用單一的方式來

充分滿足，因此提供了多元部門（家庭、社區、營利、非營利、政府）

提供服務的機會，以滿足不同的需求。產業化確實提供營利與市場進入

長照服務的管道，但其他管道依然有其存在空間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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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的多元與自主選擇才是真正的市場機制

反對產業化最強烈的呼聲是擔心其引發市場化、商品化與階級化

的負面效應，但在市場機制之中價格只是連結服務需求與供給的手段之

一，將選擇權回歸到消費者手中有利於產生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換言

之，無論居家化、社區化、機構化都有產業化的空間，服務的提供者也

可以是多元的，重點是這些提供者必須提供品質與價格匹配的服務，而

消費者可以自主選擇最符合其期待的服務，無法符合消費者期待的服務

提供者自然將在競爭中退出市場，將市場留給更好的服務提供者，因此

產生淘汰過程，鼓勵更多好的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達到適當的經濟規

模。

三、政府聚焦在扮演基本需求保障與市場秩序維持的角色

社會福利定位與市場需求是很需要討論的議題，其中政府的定位、

服務對象的定義要清楚，突顯政府到底要做多少？以及究竟要針對中低

收長者還是全部的長者？目前政府只有「有」，還不到「好」。但那些

是政府部門要做的，那些是要開放產業去做的，仍有很多討論空間。如

何分級、分流、分層，是另一個需要討論的議題。但只要政府能夠做好

確保最弱勢者都能得到適當照顧的角色，商品化與階級化的負面效應就

能有效降低，也能讓有限的政府資源獲得較佳的運用；對基本保障以上

的需求，政府其實可以採更開放的態度，維持好市場秩序即可，例如透

過認證確定服務機構的合格與品質，保障消費者的選擇權。

四、產業化政策推動前政府與民間應有的準備

鑑於產業化政策確實必須開放市場介入，因此市場的負面作用必須

受到妥善處理！從西方福利治理的經驗來看，市場誘因確實可能產生資

源分配的扭曲，因此不可能是一個自由市場（free market）、而是一個

受到節制的市場（regulatory market），而一個透明與容納不同利害關係

人（stakeholders）的監理機制則是減少疑慮的關鍵。政府在過去已經建

立頗具成效的全民健保監理機制，值得師法採藉！在與社會大眾溝通過

程中，可以先聚焦在合理監理機制的建立，以及可以接受的服務定價標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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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其次，應善用目前政府採用稅收制長照體系的契機，致力於前述基

本需求保障的維持，再伺機逐步開放與引入自費項目和多元供給者，創

造適度產業規模。

五、有效運用新科技與創新思維

從日本與香港的經驗可以知悉，新科技的運用可以創造更多的銀髮

市場需求，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功能的滿足上，往往更大於照顧的需求，

同時也能有效支撐「在地老化」的理念；而且，這些經過市場考驗的

新科技與輔具更能形成可以輸出的know-how，因此日本將銀髮產業界

定為不僅是為滿足自身高齡化的需求、更是新的發展性產業，所以我們

可以見到現今臺灣長照常用的爬梯機、洗澡機之類的生活輔具，多源自

於日本，形成日本需求驅動的創新成長（Demand-driven Innovation and 
Growth）。職是之故，我們在政策上應該鼓勵多元創新，有效讓營利的

誘因轉化成既能解決社會問題、又能開創新的產業就業機會，而這也正

是當今「社會企業」的重要思潮，揉合公共利益與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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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前言

   

第一節、背景與緣起

醫療與福利服務到底是不是服務業？衛福部陳時中部長2017年初上

任，就因為這個問題受到強烈質疑！「臺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

進聯盟」在2017年2月6日一封公開信，強烈抨擊：

陳時中準部長是蔡政府醫療政策小組召集人、醫療政策白皮書撰

寫人，我們認為在打著公開透明、堅定改革旗幟的政府團隊中，

衛福部部長應該是健保改革的掌舵者、重砲手，對於醫療改革有

更高的要求、更強烈的渴望。但從這幾天陳準部長的發言來看，

不僅不體恤基層第一線人員的辛勞，表示醫療是服務業，更認為

健保審查具名應該停止推動，雖然事後改口視成效調整，但已

顯示陳準部長對於改革之路並不堅定，對於醫療困境也沒有覺

醒……。

雖然陳部長上任第一天即首度明確回應醫勞盟的炮轟。他說，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86項就是「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醫師

誓詞第一句話也是「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強

調行業無貴賤，用專業服務人民，才能讓社會變更好（《聯合報》，

2017.2.8）。但相關爭議並沒有就此停止，行政院會2017年8月31日通過

衛福部擬具的「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建立長照機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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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源。未來只要是新設立的住宿式長照機構都要以法人形式申請，

可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形式經營，草案針對非公益性的法人加強董事

人數、財務、組織運作等管理。壽險業者及一般營利法人都可以擔任社

團法人社員身分參與長照機構經營，但並未規定資本額及法人社員出資

比例，僅規定營利法人社員指定代表及外人董事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可

以擔任董事，但不得出任董事長。即使只是局部開放營利組織進入服務

供給市場，依舊引起部分民間團體相當大的反對聲浪。

民間團體於10月24日，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將審查「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的前一天，召開記者會批評，這項條例草案將引

進「保險業巨獸」，使得長照擴大營利化、財團化，經濟弱勢民眾恐怕

還是難以獲得所需的長照服務，違反蔡英文總統宣示要建立一個平價、

普及、優質長照體系的承諾，呼籲立委退回草案。臺灣移工聯盟、婦女

新知基金會、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等民間團體強調，現行法令規定老人服

務機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皆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但是在「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中，卻特別增設「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就是要

打破過去不得營利的限制，且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及金管會主委顧立雄

日前也都表示，將鬆綁保險業投資長照機構，未來保險業開設的長照機

構勢必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導向，讓「照顧」成為商品，經濟弱勢

民眾恐怕還是難以獲得所需的長照服務（引自http://news.rti.org.tw/news/
detail/?recordId=375789）。

事實上，這樣的爭議已經屢見不鮮！相同爭議2014年也曾經出現

過，當時政府推動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希望以產業為主、醫療為輔的政

策方向，進行法令鬆綁，包括允許法人得為醫療社團法人社員、放寬對

外籍人士擔任董事及董事長的限制、放寬外籍醫事人員在專區內執業的

限制、投資稅賦優惠等。對外展現醫療實力，提高臺灣醫療成就的國際

評價，進行國際健康產業布局規劃；對內拓展國際醫療產業，以提升臺

灣整體醫療產業的發展，並進一步帶動臺灣醫療服務高附加價值化。這

樣的發展規劃受到醫療院所的支持，但憂心醫療商品化與市場化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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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絕於耳，即使熟悉產業發展學者不斷說明，例如：

近期政府大力推行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國際醫療健康園區之推

動，卻見許多團體紛紛跳出，指責衛福部與醫院發展國際醫療，

造成民眾就醫排擠、造成五大皆空、健保制度崩盤等問題……

過去於健保制度下，我國醫療產業能透過企業化之管理，能於

資源有限下提出資源有效分配，現在，醫界企圖以國際醫療新

型態之服務為醫療機構帶來更多營收，其營利之目的並非追求暴

利，而是發展永續經營之概念，以實現其社會責任之企業。我們

應檢視的是，該產業未背棄社會責任下，其透過更有效益之經營

模式追求利益之程序正義，而非一味阻止其發展。（石曜堂，

2014.5.19）

又如：

以國際醫療為例，不少反對者認為醫療服務業為公益事業，不應

產業化、企業化，否則會排擠國人就醫的權利……形成階級化現

象。針對上述負面論點，筆者嘗試予以澄清。首先，就醫療事業

不能企業化，否則會排擠國人就醫權利疑慮的看法上，臺灣醫療

雖然是社會福利、公益事業，但全民健保面臨虧損，必須從國民

的所得抽取附加保費來挹注健保赤字，如果無法推廣國際醫療，

進行部分的企業化來彌補虧損，臺灣的醫院不進行部分的企業化

如進行國際醫療，全民健保及部分醫院將陷入困境。新加坡在

2000年時，也曾面臨健保事業無以為繼的問題，經過7、8年的國

際醫療推廣後，現已轉危而安。因此，允許部分企業化的經營，

使健保不致破產而得以永續經營，才足以照顧更多的民眾，維護

醫療的核心價值。（王健全，2014.6.18）



20         醫療與福利服務產業化評估研究

醫療與服務服務產業化的構想終究難有進一步的發展！其實產業

化政策的提出已有10年以上的歷史，我國為因應人口急速老化的照顧需

求，行政院於2001 年訂定「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並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希望藉由照顧服務產業化的推動方

式，擴大國內勞動力的需求，有效解決「中高齡失業」以及「老人照

顧」的問題。然而，衛福產業化的可能性也是極爭議的政策焦點，反對

者擔心引發衛福的商品化與市場化，但除非政府能夠完全負擔衛福所需

經費，不然適度的產業化有利於引進非營利與營利部門共同參與衛福服

務的提供，並改善過勞與低薪問題。

若從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來看，從1980年代之後，福利國家已經開

始一連串的功能與治理轉型，從傳統的官僚體系的公共行政引進新公共

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理念與治理模式，而開始將公共服務

與福利服務開始私有化（privatization），在此一過程中，不僅引進市場

機制，同時也將企業治理的模式帶入福利服務供給過程中，以期能夠促

進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責信、選擇性和公平。在福利國家重構的過程

中，許多議題開始興起，包括像是福利混合經濟（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的研究開始談論福利服務不應該僅由國家所供應，應該同時由

市場、企業、家庭和非營利組織共同提供；或者是開始著重於民營化與

福利混合經濟背後的治理模式與議題的討論，包括國家應該開始扮演管

制者（regulatory state）和使能者（enabling state）新角色、以及新的公

共服務治理模式；其中，也包括了福利市場（welfare market）概念的興

起，此一概念背後所代表的不僅是將市場機制引進福利服務供給與輸送

的過程中，同時也應該被理解為社會福利供給中的市場競爭，在其中包

括了給付或是服務的配置與管理。因此，福利市場概念，不是單純地將

傳統非市場的福利服務供給以純粹市場機制所取代，而是可以視作一種

透過自由市場的競爭機制促進福利服務產業化。

如前所述，「產業化」在國內容易被等同於商品化與市場化而招致

反對意見，但國外經驗中福利市場的存在卻日益受到重視，兩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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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的落差！在這樣的脈絡下，產業化的正反面效應宜有進一步的評

估。因此本計畫的重點包括：

一、從學理上釐清「產業化」與其他相似概念的真實意涵。

二、梳理國內對「產業化」的正反意見。

三、整理鄰近國家（鎖定日本與香港）衛福產業化的經驗。

四、舉辦焦點座談，邀請政府官員、學者專家與衛福產業人士，瞭

解其看法與意見。

五、評估國內最有可能試行產業化的衛生福利領域。

六、吸收國外經驗，研議衛福產業化的治理模式。

第二節   研議委員的組成與研究聚焦

在確定議題的方向之後，我們隨即展開研議委員的邀請，基本上橫

跨醫療與社福兩大領域，加上為擴展吸納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推動經驗，

我們也特別考量了不同留學背景的學者，以便刺激更多元的討論。然

而，醫療與福利服務涉及龐大、而且性質殊異的服務內容，有些服務內

容已然有相對成熟的產業型態（例如醫療器材產業、應用生技產業、製

藥產業等），因此似不需要再多所討論；而相對而言，也有許多服務牽

涉到公權力的介入（例如家庭暴力防制等保護性工作），也缺乏產業化

的空間。所以在第1次專家與衛福部聯合會議時，除了報告論壇的緣起

構想之外，就未來應著重的討論領域與進行方式展開意見的整合。

首先從臺灣經濟結構的轉型來看，臺灣從1987年起已經轉型成後

工業社會，由產品生產轉變為服務生產，視醫療與福利同為一種社會服

務業的結構增加，其在產業的重要性也日增，為產業化奠下社會經濟基

礎，也是不可逆的趨勢。加上隨著社會變遷趨勢（全球化、高齡化、少

子女化、家庭結構與婚姻關係轉變、弱勢團體），就社會福利領域而

言，確實無法全然轉變成產業化發展，但至少以現階段可嘗試考量做部

分規劃與突破，其中以長期照顧最有可能作為產業化的討論案例。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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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需求遽增的脈絡下，我國福利市場（居住安養、健康照護、休閒娛

樂、社會參與等）是否有管道能加以因應與搭配？而政策思維的改變將

是首要需突破之處，能否從傳統的人口政策與福利政策轉成產業政策與

社會政策？因為當代的老年人不全然是集體的弱勢者，在生命財富的累

積下擁有相當之購買力，並不完全需要社會福利的照顧，相對在面臨銀

髮市場遽增的趨勢，讓有能力的年長者有機會購買品質更高的照顧服

務，也有促進高齡化社會之可能性。

其次，檢視目前的各種民間團體與非營利組織的反對觀點，是否皆

有絕對參考之必要？也值得考量。因為依循臺灣過去經驗、戰後嬰兒潮

世代等人口結構的差異特點，導致現今人口老化速度遽增，顯示我國在

面臨因應高齡化的挑戰也相對提高，對此或許有需要適度參考鄰近國之

經驗，但也必須考量臺灣人口結構的特殊屬性。創新模式的社會福利與

產業發展，亦需要與人口結構同步。例如，現階段國內在扶養65歲以上

老年人的家庭結構面，可預測為有能力負擔群體，對此在發展家庭自我

照顧之能力的長照產業，似有較高可行空間。

最後，「產業化」的概念需要更明確地加以定義，同時對於期待

實施的「服務性質」作定位交代，如政策制定、承辦部門、福利資格判

定、屬性為何（社會性、替代性、服務性、還是補充性等）。過去社福

服務中，已有部分有符合服務產業化之意涵，但社福內部顧慮、難以以

更開放思維進而突破、落實或理性發展，在觀念上反而造成某種程度之

阻力，這是需要嚴肅面對的地方。

經過這樣的討論與研議委員的共識，我們聚焦鎖定在長照產業化可

能性的討論上，作為本計畫的核心。而相當罕見地，在本計畫進行過程

中，長照產業化的爭論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工商時報》在2017年3
月份接連兩篇社論，指出長照產業化的重要性：

……其次，衛福部因擔心圖利財團、排擠國人就醫權利，致長期

照護、國際醫療缺乏產業化規則。長照重視在地化，但淪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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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競逐、規模破碎，無力精進商業模式、吸引投資，也很難搭

上國外盛行「醫養合一」的列車。國際醫療更在衛道人士反對下，

將商機拱手讓予新加坡、泰國、韓國。最後為了解決全民健保的

財務窘境，只能附加保費、採行總量管制，將醫療服務塑造成

「低成本行業」，醫事人員的薪資凍漲也就不足為奇了。（《工

商時報》，2017.3.5社論――跨越臺灣薪資停滯的三座大山）

「長照服務產業化」在過往的討論中，總是被拿來與「財團化」掛

勾，實際上在財團化與產業化之間，存在非常寬廣的空間，政府應該鼓

勵投資、建立秩序、嚴格監管，讓民間企業進入長照服務產業，政府更

應該認知，要滿足4、5百萬老人的需求，絕對不是幾個官員在辦公室內

就可以完成的，只有引進民間資金、民間的服務技術、民間的創意，我

們才有成功的機會。（《工商時報》，2017.3.14社論――確保長照2.0財

源的根本之道）

這些新近發展都強化了本研究議題的重要性。

第三節   本報告的架構安排

在確定以長照產業化作為議題焦點之後，我們邀請研議委員就其

熟悉的專長領域，於每次研究會議中提出引言報告，經過與會委員共同

的討論、質疑、反覆澄清、腦力激盪、萃取共識，最後分工完成整份報

告，結構如下：

一、第一章前言（說明本計畫的緣起與進行的方式，鋪陳議題發展

的脈絡）。

二、第二章產業化？私有化？市場化？「福利市場」的興起（從西

方福利國家發展的理論，澄清與再界定「產業化」的概念，尤其與相近

概念的關係，避免再陷入概念的紛爭之中）。

三、第三章日本長照產業化經驗與借鏡（吸取日本長照產業化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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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瞭解產業化發展對日本長照需求滿足的正、反面影響，釐清長照產

業化的基本條件）。

四、第四章香港長者服務與照顧之產業化發展（吸取香港銀髮產業

的政策規劃與經驗，瞭解產業化發展對香港長照需求滿足的正、反面影

響，釐清長照產業化的基本條件）。

五、第五章臺灣長期照顧產業化發展現況之探討（回到臺灣本地脈

絡，瞭解長照產業化發展的現況與限制，對民眾長照需求滿足的正、反

面影響，釐清長照產業化的基本條件與可能性）。

六、第六章醫療法人的營利性與產業化（從醫療法人的經驗出發，

分析長照法人發展的法律定位問題，以及衍生出的營利性與公益性的關

鍵因素）。

七、第七章臺灣長照產業化的威脅與機會（擴大納入產業人士意

見，瞭解其看法與意見，尤其著重其對產業化的想法是威脅或機會，以

及其對產業化的基本態度）。

八、第八章長照產業化政策建言（綜合前面結構安排，彙整各方經

驗，建議長照產業化的治理模式，減少商品化與市場化的疑慮，作為政

府推動長照產業化政策與否的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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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產業化？私有化？市場化？「福利市場」的興起

    （葉崇揚委員）

1980年代之後，西方福利國家面臨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而開始採

取私有化（privatization）與市場化（marketization）的措施，希望能夠

將國家的責任逐漸地外部化給予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以及營利組

織，以形成福利混合經濟（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藉此降低福

利國家支出、並且促進福利供給的效率（Bode, 2008; Considine, Lewis, 
O'Sullivan, & Sol, 2015; Gilbert, 2002, 2015; Gingrich, 2011; Kamerman & 
Kahn, 1989; Le Grand, 2007; Norman, 1987）。在此一歷史脈絡中，近來

在臺灣福利政策的討論中也興起了類似的概念，也就是的「產業化」。

產業化，這個概念雖然常常被提起，特別是在論及社會企業或者

私有化時，但是卻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與內涵。這不僅是因為在西方

的文獻中，並沒有明確地使用所謂的產業化的字眼，同時也是因為在臺

灣的文獻中，往往會將營利與商業化間接地或是直接地連結產業化，因

此產業化的內涵與定義就會往往會被等同於私有化與市場化（李柏諭，

2015；陳燕禎，2008）。譬如，李柏諭（2015）就將產業化的概念定義

為「短期之內僅有數家組織，尚未形成一群組織，所以需要產業化以

使組織數量增加（p.52）」。這樣的定義下，他進一步指出產業化的內

涵，包括，第一，營利化的收入來源；第二，企業化的管理思維；以

及，第三，商業化的交易行為（p.52-54）。從此一定義與內涵而言，產

業化就幾乎被定義為是具有私有化或市場化的特質。換句話說，此種福

利產業化的定義就很容易陷入公部門與私部門二元分化的單一面向陷阱

（Norman, 1987; Powell, 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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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了避免落入簡單地將產業化等同於私有化與市場化的陷阱，

在釐清產業化的定義與內涵之前，我們在此希望能夠透過歷史脈絡的考

究，釐清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背景脈絡與定義和內涵，並且藉此引進「福

利市場（welfare market）」的概念，以說明福利產業化的定義與內涵。

我們認為福利產業化是創造一個福利市場，而非是一種單純地取代福利

國家責任的過程。底下，我們先說明私有化與市場化的概念，以作為釐

清和理解福利市場概念的基礎。藉此我們提出一種多面向的概念理解福

利市場以作為福利產業化的分析基礎。

第一節   福利多元主義的興起――「私有化」與「市場化」

從1980年代之後，福利國家開始一連串的功能與治理轉型，從傳

統的官僚體系的公共行政引進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的理念與治理模式，而開始將公共服務與福利服務開始私有化，在此

一過程中，不僅將市場機制引進，同時也將企業治理的模式帶入福利

服務供給過程中，以期能夠促進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責信、選擇性

和公平（Bartlett & Le Grand, 1993; Bode, 2008; Crespy, 2016; Drakeford, 
2000; Gilbert, 2002; Gingrich, 2011; Le Grand, 2007; Le Grand & Bartlett, 
1993b; Morgan & Campbell, 2011; Norman, 1987; Raco, 2013; Spulber, 
1997; Taylor-Gooby, 2009）。在福利國家重構的過程中，許多議題開

始興起，包括像是福利混合經濟（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的研

究開始談論福利服務不單應該僅由國家所供應，應該同時由市場、企

業、家庭和非營利組織共同提供（Ascoli & Ranci, 2002b; Norman, 1987; 
Powell, 2007b）；或者是開始著重於民營化與福利混合經濟背後的治理

模式與議題的討論，包括國家應該開始扮演管制者（regulatory state）
和使能者（enabling state）新角色（Gilbert, 2002; Leisering, 2010, 2011; 
Leisering & Mabbett, 2011; Majone, 2011）、以及新的公共服務治理模

式（Considine, 2001; Heidenreich & Rice, 2016; Klenk & Pavolin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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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 Campbell, 2011; Osborne, 2010; Pestoff, Brandsen, & Verschuere, 
2012）。

在此一脈絡中，私有化和市場化，這兩個最常被提起的概念，往

往會被混在一起，視作可互為交換使用的同義詞。譬如年金私有化就

會往往被等同於以新自由主義式的個人主義為基礎，引進市場機制取

代或者是減少公共年金的比例（Hyde, Dixon, & Drover, 2006; Orenstein, 
2008）。但是，實際上，兩個概念背後所代表的意涵是不一樣的，私有

化往往不見得等於市場化（Ebbinghaus, 2015）。因此，底下，會進一

步說明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概念，接著著重福利市場概念的討論。

一、私有化

基本上，私有化概念的興起市建立在對西方福利國家擴張的一種反

動，且代表著保守主義者所提出的另外一種社會與政策的想像（Starr, 
1989）。因此，私有化，在不同的脈絡中會有不同的定義，且私有化

往往包含了不同的面向，如政策理念、政策論述以及實質的政策操作

上，以及涉及不同的內涵，如去管制化和自由化等等概念。也就是因

為如此，私有化本身即是一個無法精確定義的概念（Drakeford, 2000, p. 
18）。但是，我們依然可從一些過去的文獻理出一些私有化的內涵。

首先，基本上，私有化概念的盛行，主要是在1970年晚期到1980
年代的英國與美國保守政府執政期間，在保守黨執政之後，英國與美國

開始一連串私有化的措施，嘗試著將國家所承擔的功能，部分移轉到給

予私部門，同時將物品與服務的生產從公部門轉移到私部門（Gilbert, 
2002; Starr, 1989）。因此，從此一歷史脈絡中，定義與理解私有化的概

念，最為直接的即是將私有化（或者是去國家化）視作是一種涉及將

公共資產轉賣的過程，同時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從公部門轉變成為私部

門、以及政府開始從不同的公共服務與生產領域中開始退卻（Spulber, 
1997; Starr, 1989）。因此，在此定義下，可以將私有化理解為一種逐漸

地將福利服務與給付從純粹由國家所供給的情況，轉移到非國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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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abrò, 2012, pp. 318-319; Gilbert, 2002, pp. 100-101; Hyde et al., 2006; 
Rose, 1989）。此一定義與理解，主要是建立在公共以及私人之間的二

元分化的基礎上（Rein, 1989; Starr, 1989）。因此，公私部門之間有一

清楚的界線，公部門即包括國營企業、國家組織、行政組織；而私部門

則是營利的企業、非營利組織、合作社、以及非正式部門。且產品與服

務的生產，是指公部門轉移到私部門，而非部門內的轉移。而此種私有

化定義，會被視作供給面導向的私有化（supply-driven privatisation）。

因為此種私有化的方式，主要是由供給方藉由私有化的過程引進更多

的競爭者，讓私人資源能夠有效率地運用在滿足公共利益上，並且降

低公共支出，因此特別強調體系的透明性以及競爭性（Drakeford, 2000; 
Starr, 1989）。

年金私有化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年金私有化往往可以透過引進私

人年金制度，不論是企業年金制度或者是個人年金制度，讓年金體系逐

漸地多層化，取代或者是降低公共年金體系的重要性，如德國的Rister
年金（Ebbinghaus, 2015; Ebbinghaus, Gronwald, & Wiß, 2011; Ebbinghaus 
& Wiß, 2011；葉崇揚 & 施世駿，2009）。但是，將產品或是服務的生

產與供給責任，從公部門轉移到私部門，並不意味著國家責任的減少，

因為在此種私有化的定義下，可能只是將輸送和服務供給的責任轉移給

非營利組織，但是國家依然負擔財務的責任（如透過補貼的方式），

同時必須扮演著一個管制者的角色（Ascoli & Ranci, 2002a; Leisering, 
2010）。

但是，單純產品生產與服務供給從公部門轉移到私部門的角度來

看，並不足以描繪私有化概念的複雜性。Drakeford（2000, pp. 18-19）

認為私有化不單指涉生產與服務責任的轉移，同時也涉及決策本質的改

變。因為透過市場的創造，可以使得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能夠擁有更多

的決策權，也就是擁有更多的選擇性，而非單由公部門代做決定。就

此，可以說私有化本身不僅是政府政策上的抉擇，同時也是當政府無法

有效地滿足或是無法控制產品與服務生產過程時，個人或是企業自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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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了私部門的服務與產品（Starr, 1989）。而此種私有化模式著重於自

由市場的價值、多元主義以及消費者主義的價值，進而鼓勵那些能夠吸

引新消費者以及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服務供給者，因此會被認定是一種需

求導向的私有化（demand-driven privatisation）（Ascoli & Ranci, 2002a; 
Le Grand, 2007）。

從上述兩種私有化的內涵而言，可以發現私有化的過程涉及，第

一，產權（ownership）的改變或轉移，亦即福利服務的供給組織直接

將產權從公部門轉移至私部門。第二，強調個人選擇或是個人責任，因

為在此一過程中，國家服務供給的責任轉移到私部門，同時個人有更多

的選擇的情況下，也必須負擔自己選擇所帶來的後果。第三，市場的建

立，私有化的過程中的核心目標之一，即是希望能夠引進市場競爭的機

制，以促進福利供給的效率（Drakeford, 2007; Le Grand, 2007）。

因此，不論是何種私有化定義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到福利服務的商業

化（commercialisation）或是市場化，而此一過程勢必會重新改變公私

部門之間的界線與關係，同時也包括在社會福利服務和給付上的財務和

輸送問題（Ascoli & Ranci, 2002a; Gilbert, 2015）。因此，私有化和市場

化就會容易被搞混，但是市場化不見得會與私有化相同，底下即會介紹

市場化的概念。

二、市場化

對於市場化的最基本理解即是在福利國家的重構過程中，將市場

機制與邏輯納入福利服務和給付的供給與輸送過程中，希望藉由將市場

機制的引進，讓福利國家在福利服務供給上更具有效率，以降低成本，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家責任的轉移或是減少（Ebbinghaus, 2015）。因

此，簡單地說，市場化的主要內涵在於是否引進具有競爭性質的市場機

制，以提高服務供給的效率以及降低成本，而非在於服務與產品的生產

是由公部門還是私部門所負責的二元分化問題。福利國家改革過程中，

引進市場機制的案例相當多。譬如，許多福利國家在年金改革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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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會將年金體系的財務準備方式從以往的隨收隨付制度（pay-as-you-
go）轉變成為提存準備制（pre-funded），此一財務邏輯轉變，即是年

金給付不再由目前繳納保費的工作人口群所支應，而是個人透過強制儲

蓄以及基金投資所累積的資本加以支應，亦即將財務準備的責任從總體

社會轉移（以及國家）轉移到個人（Ebbinghaus & Gronwald, 2011; Hyde 
et al., 2006; Orenstein, 2008; Rein & Turner, 2004）。但是，此種年金體系

的財務準備方式，雖然將市場機制引進，但是不見得一定涉及國家責任

的減少，而更多是國家責任的改變。如許多福利國家的提存準備制的年

金制度，不見得是完全是由商業部門運作與管理，譬如說新加坡的公積

金制度即是一例，即是由國家負責基金的操作；臺灣的個人帳戶制度的

勞工退休金亦是如此（Vasoo & Lee, 2001；葉崇揚，2016）。不過香港

的強制公積金則是由保險或是信託公司所營運和管理（Ngan, 2006）。

因此，在此一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家的財務責任即會轉移至個人，而個

人所面臨的社會風險（如年金政策對應退休風險、健康政策對應健康風

險、長照政策對應長期照顧風險）即會進一步個人化；但是，國家可能

轉型為管制者的角色（the regulatory role）（Leisering, 2010; Leisering & 
Mabbett, 2011; Majone, 2011）。

從過去的例子來看，引進市場競爭機制的方式相當多元。首先，

最為直接的方式即是私有化，將原本由公部門所生產的服務與產品，直

接將轉移至商業部門或是非營利組織提供，也就是說直接將服務的供給

轉由外部市場直接供給。此種市場化的方式，可能是透過公部門組織的

產權的轉移或者是服務的轉移。像是1990年代臺灣與東歐福利國家開始

將國營企業私有化，即是典型的例子（Haggard & Kaufman, 2008）。因

此，市場化在此種定義下，就會被等同於私有化。

此外，市場化也可以透過準市場（quasi-market）原則的引進（Le 
Grand, 2007; Le Grand & Bartlett, 1993b; van Berkel, 2014）。準市場即是

具有市場競爭的原則，也就是讓獨立的服務提供者能夠在特定的領域

中進行競爭，以爭取客戶和消費者，使其具有效率。但是同時也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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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有所不同，從需求面而言，消費者或是服務使用者並不會到準市場

中以他們所擁有的財貨資源購買產品或是服務，通常會以預算或者是服

務券作為購買服務的形式，或者透過國家機制為服務使用者購買產品或

是服務，因此藉此避免造成不平等（Le Grand, 2007, p. 41; Le Grand & 
Bartlett, 1993a, p. 10）。從供給面而言，就如同一般市場，準市場中應

該具備具有競爭性質的產品和服務供給者；但是不同於一般市場，這些

產品或是服務的供給者，不見得是私人企業，而是多元的，包括如員工

合作社、公營企業、非營利組織或是社會企業等等，因此，利潤極大化

就不會是唯一的目標。因此，私有化與市場化不見得是等同的。

而此種準市場制度的引進，主要是在於促進福利和公共服務供給的

效率，同時提升其服務供給者對服務使用者的責信（responsiveness）、

增加福利服務市場的選擇性（choice）、以及促進公平（equality）。但

是，就如同Bartlett and Le Grand （1993, pp. 19-33）所言，準市場是否

能夠達成這些目標，端賴幾點條件的達成。第一，市場結構，準市場，

不論是在供給面或是需求面，都需要建立起競爭的機制，也就是讓多元

的服務購買者能夠於市場中選擇不同的服務供給者。第二，資訊取得，

服務供給者和使用者都應該能夠取得正確、且儘可能地完整的資訊，

包括像是服務的成本和品質等等。第三，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應該儘

可能透過不同的治理或是管理機制，使其能夠最小化。第四，動機誘

因，應該提供不同的動機誘因給予服務的供給者（如財務誘因）和使用

者（如降低購買服務的成本）。第五，避免柿子挑軟的吃（parking and 
creaming）的效應，應該透過適當的機制，避免服務供給者選擇服務成

本最低的使用者。

從上述的討論中，有兩點發現。第一，私有化和市場化兩個概念

具有不同的意涵（Drakeford, 2000; Ebbinghaus, 2015; Le Grand, 2007; 
Linneman & Megbolugbe, 1994）。簡單地說，私有化，通常意指一種

責任轉換或是卸下（load-shedding）的形式，其中政府將其財務的責

任和服務和產品提供和生產的責任轉移給私部門；但是，市場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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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充權（empowerment）的形式，其中，政府依然維持其對提供

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財務責任，但是將產品和服務的輸送和生產外部化

給私部門（私人企業或非營利組織），以引進市場機制（Linneman & 
Megbolugbe, 1994, p. 636）。表2-1從原則、目標和政策工具比較了私有

化和市場化的差異。

表2-1   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比較

私有化 市場化

原則 將責任轉移到非國家部門

（風險的私有化）

增加市場的邏輯，和對市場

的依賴（商品化）

目標 國家作為服務直接提供者

的角色撤退、自我管制以

及消費者選擇權利

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促進效

率；並減少公共支出，以達

成財務永續

政策工具 如透過強制性的集體協商

制度讓企業提供年金、或

者是自願性的健康保險

如企業年金體系、英國NHS
的內部市場、長期照顧服務

的委外

第二，私有化與市場化，或者應該說，福利多元主義基本上並非是

單純的是由公部門或是私部門提供福利服務的二元問題，而是一個多面

向的概念（Powell, 2007a）。底下我們會進一步深入討論此一多面向問

題，以及如何透過不同的機制創造一個福利市場。

第二節   福利產業化――創造一個福利市場

就如同上述討論，在西方福利國家經歷私有化與市場化的雙重轉變

的轉型過程時，已經脫離以往是否應該引進市場機制或者是應該由私部

門供給，因為大多數的福利國家都或多或少透過私有化或者是市場化的

資料來源：修改自Ebbinghaus, 2015,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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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以提高服務品質與效率，同時提升個人的選擇

性。此種雙重的轉型過程不僅改變了傳統福利服務供給過程中公私部門

的界線與關係（Drakeford, 2000; Ebbinghaus, 2015）。因此，許多討論

已經轉往在於在此一雙重轉變的過程中，社會福利是否逐漸地變成一種

產業（“Social welfare has become big business” (Bode, 2008; Gilbert, 2002, 
p. 111; Gingrich, 2011)）？以及如何應該治理與管制（Leisering, 2011; 
Pestoff et al., 2012）？因此， 「福利市場（welfare market）」的概念在

此一脈絡中也隨之興起。

福利市場，是由英國Peter Taylor-Gooby所發展的出來（Taylor-
Gooby, 1999, 1998），用來指涉社會福利服務供給的市場競爭範疇，

包括了福利服務和給付的資源配置與管理（Bode, 2008, p. 2）。這不僅

是意指透過市場方式滿足社會的福利需求（welfare ends through market 
means）（Taylor-Gooby, Larsen, & Kananen, 2004），同時也是指透過此

一過程創造競爭市場，亦即產業化（Gilbert, 2002; Gingrich, 2011; Landy 
& Levin, 2007）。個人福利需求的滿足，不見得只能依賴公共福利，而

是可以依賴市場機制。因此，企業治理的工具以及社會政策的目標，不

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補的協調模式。在此理解下，福利服務方案的

設計，就不再只是著重在於特定制度的選擇，如公部門、家庭或是營利

部門，而是在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福利服務的供給，使其能夠滿足個人的

福利需求。事實上，就如同Bode （2008）所言，市場本身即是鑲嵌在

社會結構中的社會規範與關係之中，因此，福利國家的建構過程本身就

充滿著市場的元素。而此亦即福利混合經濟或者是福利多元主義的概念

（Ascoli & Ranci, 2002b; Norman, 1987; Powell, 2007a, 2007b）。

因此，福利市場就並非只是單純的公部門或是私部門的二元概念，

而是一個具有多面向的福利混合經濟的概念。Powell （2007a）指出為

了滿足個人的福利需求，國家不見得會直接提供服務以及全額支付服

務，也有可能是透過財務的補貼讓私部門進行服務的供給。因此，基本

上，他指出福利混合經濟包含兩個面向，分別是財務以及服務供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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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這兩個面向，福利混合經濟可以具有四種不同的樣態（表2-2）。第

一種，即是傳統福利國家模式，福利服務的供給與財務皆由公部門所負

擔。此種傳統福利國家的模式，存在於1970年代之前福利國家的黃金

年代之中。就例子而言，英國在戰後所建立的全民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或是基礎國家年金（Basic State Pension）皆為由國家直

接提供服務或是給付，同時也是由國家稅收所支應。第二種，我們將其

稱為契約—內部市場模式。在此種模式中，主要是由公部門負責財務的

部分，並委託私部門，包括商業部門與非營利組織，提供相關的服務。

此種契約外包的模式，很常見於目前臺灣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或者是

各國的照顧服務體系之中。在此種契約—內部市場模式中，最常被使用

來引進市場競爭機制的方式，即是透過準市場或是內部市場的方式，促

進服務供給的效率以及降低成本。第三種，則是使用者付費模式，主要

是由公部門提供服務，但是由服務使用者付費（私部門）。此種模式，

可見於兒童照顧服務上，包括像是保母體系。第四種，即是私有化—外

部市場模式，福利服務供給以及財務皆由私部門所負擔。這就是典型所

謂的透過私有化將服務供給完全轉移給予外部市場，不論是商業部門或

是非營利組織。就目前在福利服務政策而言，少有完全將原本由國家所

負責的服務供給與財務完全私有化給予私部門。不過，其他領域倒是常

見，如臺灣的中華電信，將產權轉移給予私部門。基本上，這四種福利

混合經濟的模式，只是概念上的區分，在實際操作與治理上，大多福利

表2-2   福利混合經濟的模式

服務供給

財

務

公部門 私部門

公部門 (1)傳統福利國家模式 (2)契約――內部市場模式

私部門 (3)使用者付費模式 (4)私有化――外部市場模式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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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都是或多或少混合數種模式。譬如臺灣的長期照顧政策，即是四種

模式皆有出現。

但是，福利市場的創造，並非僅是將市場機制引進福利服務供給

與輸送的過程中，同時也包括福利服務供給中本身就具有的市場競爭領

域，譬如年金政策中的壽險公司，或者是長期照顧領域中的民營安養護

機構（Bode, 2008; Crespy, 2016; Gingrich, 2011; Taylor-Gooby, 1999）。

因此，福利市場，不是單純地將傳統非市場的福利服務供給以純粹市場

機制所取代，而是可以視作一種透過自由市場的競爭機制促進福利服務

產業化。因為當市場被視作福利供給的一環時，此一市場化過程中，不

同的服務供給者開始被大量引進，特別是私部門的營利部門和非營利組

織，國家藉此創造一個競爭式的市場領域，同時也使得其特定的公共服

務領域進一步產業化（Bode, 2008; Gilbert, 2002; Gingrich, 2011; Landy 
& Levin, 2007）。市場在此概念下，不僅被視作是可以用來滿足個人福

祉需求，同時也可以創造福利服務與財貨。但是，此一福利市場化的過

程，國家必須負擔起社會責任以及創造管制的方法。因此，在此一概念

下，福利市場化並非意指國家角色的退卻，而是在於國家角色的轉換

（Leisering, 2010; Leisering & Mabbett, 2011）。

創造競爭式的福利市場可以透過三種方式。第一種，國家削減或

是限制其公共支出，而福利領取者則是必須依賴來自於市場或是勞動所

獲得的所得與服務，而國家並不扮演管制者的角色。此一方式，也就接

近所謂的供給面驅動的私有化概念。因此，私有化並不見得會促成福利

市場的興起，因為同時會造成個人福祉的損失，亦即個人福利需求的滿

足，是不見得能夠透過市場機制所滿足的（Bode, 2008, p. 15）。

第二種方式，則是國家扮演創造誘因的角色，譬如透過管制或者

是提供稅收減免的方式，讓個人願意將其福利給付或是服務外部化到市

場領域中。譬如，英國的年金私有化，即是透過稅收優惠的方式，鼓勵

個人從國家職業年金委外給企業年金或者是私人年金。但是，此一方式

中，國家依然不負責個人福祉的滿足（Bode, 2008, p. 15）。其中，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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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金改革即是如此。在2001年時，德國引進Rister年金制度，並以稅

收優惠的方式，鼓勵個人參加此一私人年金制度，同時削減公共年金的

給付水準（Bode, 2008; Leisering, 2012）。藉此，讓部分的年金支出轉

往到市場領域，以創造一個具有競爭性的年金市場。透過此一方式公共

年金支出可以減少，同時也可以促進金融保險業的成長。但是，國家在

私人年金的部分，並沒有負有保證的責任，因此也是意味著將個人退休

的風險部分從國家轉移到個人。此種年金政策模式，即是透過私人年金

體系（市場）達成社會政策的目標（Hyde et al., 2006）。

第三種方式，即是透過準市場模式的引進，進行福利市場化。在

此種準市場的方式中，公部門（官僚或者是公部門代理人）不僅扮演主

要的福利供給者（財務上），但是同時讓福利服務的輸送和供給下放到

獨立的供給者（非營利組織和營利單位），而國家可透過契約方式，讓

獨立的服務供給者能夠在市場競爭以及企業管理和營運的原則下獲得服

務供給的契約，因此國家在此過程中也同時需要扮演一個管制者的角色

（regulatory role）（Bode, 2008, pp. 16-17）。此種透過準市場的福利市

場化模式，不僅可以增加私部門組織的重要性以及發展相關的產業，同

時也可以達到社會政策的公共性目標。

健康照護和長期照顧政策以及相對應之健康與照顧服務產業化即

是一例，先進國家中，包括像是英國、日本和芬蘭等國家，都逐漸地將

健康和長期照顧政策福利市場化。日本的介護保險政策在2000年實施之

後，在其「結構改革」的大戰略方向下，強調「改善高成本結構」以及

「培育新事業、新產業」的目標，且為了因應服務多元化與服務輸送效

率的需求，即開放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經營照顧服務事業以達成福利多元

主義的目標，包括像是社會福祉法人、公益法人、醫療法人及營利法人

（如企業、農協、地方自治公共委員會）等團體都可以自由經營照顧服

務事業，因此帶動一系列長期照顧相關的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興起（江

尻行男，1999；江尻行男 & 莊秀美，2007）。

此種福利市場化的方式，即相當依賴國家如何能夠透過競爭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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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進行組織之間的整合與合作（Bode, 2008; Fuertes & McQuaid, 2016; 
Knuth, 2014）。譬如，日本介護保險所興起的照顧產業，即是依賴國家

在事前針對提供服務的照顧機構的指定，使其照顧品質能夠維持一定的

水準；同時，依賴事後的核付方式，針對照顧服務提供進行相關的考

核。透過此兩項管制規範，使得日本長期照顧機構和服務能夠維持一定

的品質。

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家福利政策的設計已經不是在於誰提供的問

題，而是在於如何透過有效地制度設計，不僅包括政策的設計（給付方

式、服務輸送方式、財務方式等），同時也包括如何進行管制服務機構

與財務等。因此，市場化的過程，已經不僅重新界定公私部門之間的界

線與競合關係，同時重新定義不同型態的組織的角色和任務，如非營利

組織也是可以具有營利性質的社會企業，但是同時企業也可以進入社會

服務領域，而國家也並非一定要完全承擔福利供給的角色，也可扮演一

個管制者的角色，透過不同的方式滿足個人的福利需求。同時，在此一

市場化過程中，傳統公民所扮演的福利領取者的消極性角色，也逐漸地

轉變成為積極性的消費者，可以擁有更多的選擇，在市場中更有權力，

影響福利服務供給的型態（Le Grand, 2007）。福利市場化，賦予公民

更多的自主性（autonomy），但同時也需要更多國家的管制。

第三節   小結：福利「國家――市場」中的國家角色

從1980年代之後，當傳統福利國家開始面臨危機，而採取許多私

有化與市場化的策略，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傳統由國家負責的福利服務

領域之中，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界線就已經開始模糊、並且改變了

（Bode, 2008; Gingrich, 2011; Le Grand, 2007; Leisering & Mabbett, 2011; 
Newman & Clarke, 2009; Taylor-Gooby et al., 2004）。或者在當代福利國

家的福利混合經濟的概念下，社會服務中的「公共性（publicness）」

已經逐漸地削弱或者是開始模糊不清（Newman & Clarke, 2009）。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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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表2所提到的四種福利混合模式與方法，在不同的福利混合模式之

中，在當代社會中，任何福利政策領域，都不太可能存在單一模式，往

往都是混合模式。就如同臺灣的長期照顧政策、兒童照顧政策以及年金

政策皆是如此，國家與私部門都或多或少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在此一情

況底下，福利「國家」就開始轉變成為所謂的，或者本來即是，福利

「國家――市場」。

當此一轉變開始，不只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界線開始模糊與改

變，更為重要的是國家角色的轉變。Gilbert（2002）在其書中，就指出

福利國家在1980年代之後所開啟的雙重轉變（私有化與市場化），是

國家在福利供給上的退卻，是對市場機制的投降。但是，Leisering and 
Mabbett（2011）以及其他學者，已經開始反省此一看法，認為此一雙

重轉變的過程是國家角色的改變，而非退卻，且是從直接服務供給者

的角色轉變成為管制者的角色（Bode, 2008; Gingrich, 2011; Le Grand, 
2007; Majone, 2011）。而我們基本上也同意此一看法。當代福利國家與

市場之間的關係已經轉變，國家作為管制者的角色，越形重要。未來，

如何治理與管制福利「國家――市場」將會是核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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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日本長照產業化經驗與借鏡

    （孫彰良委員）

第一節   前言

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昭和25年（1950年）時才占總人口的不

到5％，但至1970年時已增至7％（高齡化社會），1994年達到14％（高

齡社會），其實際倍化年數（老年人口占比從7％增至14％）相較歐美

實為世界第一。之後老年人口占比持續攀升，2016年10月1日時其總人

口為1億2,693萬人，而老年人口則增至3,459萬人，老年人口占比來到

27.3％，依舊是全球之冠。

為因應急速的高齡化，日本政府除了既有的機構式照顧――老人養

護中心（原文：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長照保險實施後改稱――介護老

人福祉施設））之外，居家式和社區式照顧亦同時開展。在其老人長期

照顧的發展脈絡中，除了政府制定相關的老人福利法制之外，民間非營

利組織、消費合作社（原文：協同組合）乃至企業等亦陸續投入老人長

期照顧服務的行列。故政府（含中央政府、中間地方政府與基層地方政

府）與民間（非營利與營利組織）均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與知能。特別

是民間草根團體自行研發了政府體制外的照顧模式，在各地被相繼仿效

實證後，再由中央政府以政策向全國各地推展。

日本與我國均有漢字文化與儒家思想的歷史傳承，地緣相近，其逾

50年的老人福利服務輸送經驗（以1963年老人福祉法策定起算的話），

特別是1989年實施的「黃金計畫」（原文：高齡者保健福祉10年戰略）

與2000年開辦之長照保險（原文：公的介護保險），加上每年於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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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在東京BIG SIGHT舉辦的輔具展（HCR，世界三大輔具展之一）均

有國內民間營利與非營利單位組團前來參訪與策展，藉此擷取日本的發

展經驗與技術，故其長期照顧的內涵深值我國政府及民間單位研究與學

習。

第二節   日本的高齡化情事

一、人口結構

日本與其他先進國家皆有共同的社會發展課題――高齡少子化，在

此之外，日本又多了一個嚴峻的考驗――人口減少；其總人口於2008年

達1億2,802萬人的頂峰後開始減少，但老年人口卻持續地增加，預估至

2042年，老年人口達頂峰約為3,900萬人。

日本的人口結構從金字塔型，逐漸轉為燈籠型，自圖3-1可見因總

人口的減少導致總面積縮小之外，前期高齡者（65～74歲）的總人口占

比持平，後期高齡者（75歲以上）的占比明顯逐年遞增；工作年齡與幼

年人口占比卻逐年遞減，其扶老比自1990年的1/5.1一路攀升至2060年的

1/1.2，工作年齡人口的負擔將日益沈重。

二、平均壽命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年年提升，依據厚生勞働省的調查2016年日本人

的平均壽命，男性為80.98歲，女性為87.14歲，兩者均為歷史新高，兩

性歷年壽差6餘歲；且男女性均僅次於香港，為世界排名第二。而根據

內閣府所公布之高齡社會白書「平均壽命的將來推計」，2060年男性為

84.19歲，女性為90.93歲；人壽百年已逐漸成為一種社會認知。

因女性較男性長壽，故人口結構至高齡後期男女性比就愈發明顯

（參考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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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日本人口金字塔的變化（1990～2060年）

資料來源： 「國勢調查」及「人口推計」、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的將

來推計人口（平成24年1月推計）：出生中位‧死亡中位推計」（各年10月1
日現在人口）。引自：https://goo.gl/QPCLY7。

圖3-2   男女別年齡別總人口（2010年）

資料來源： 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平成14年1月推計。引自村田アソシエイ

ツ。引自：http://www.muratainc.com/basi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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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獨居狀態

隨著都市化、核心家庭化等影響，老年家戶（獨居老人、老年夫

妻、老年親子與老年手足、老年摯友）逐年遞增，獨居老人所引發的孤獨

死、無緣死議題引發社會的關注。自圖3-3可見女性獨居長者為男性之2
倍餘，兩者人數皆逐年遞增，男女分別占其性別之老年人口的16.3％與

23.4％，需社會高度關注。

圖3-3   獨居老人的動向

資料來源： 內閣府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6/zenbun/pdf/1s2s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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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狀況

依內閣府2011年所做「有關高齡者經濟生活的意識調查」中，回答

「家計有餘裕，完全不用擔心」、「家計雖無餘裕，但不太需要擔心」

者稍有與年齡成正比之趨勢，兩者合計均在65％以上；而回答「家計清

苦、非常擔心者」各年齡層都在10％以內（參考圖3-4）。

圖3-4   高齡者的生活狀況

資料來源： 內閣府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6/zenbun/pdf/1s2s_2.pdf。

由圖3-5可知各戶長年齡階層別一戶的儲蓄負債額、年收、住屋持

有率之狀況，20～50歲負載較多，可能原因出自就學、購屋、購車等貸

款，至老年期後負載就減輕，累計資產較多，但因已退出職場，故收入

相對其他工作年齡人口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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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圖3-6可見高齡者家戶的年間所的多落在未滿100萬至400萬日圓

之間，相對於日本全家戶平均年收580.4萬日圓，高齡者家戶平均年收

為296.1萬日圓，凸顯老人可能坐擁田宅、但短缺現金的情況。

自圖3-7可見各戶長年齡階層別每戶每月的消費支出內涵與金額，

家戶長為40及50歲代其消費支出較高，一旦轉入高齡期後支出明顯下

降，且隨著戶長的增齡，情況愈發明顯。

若依支出比例來比較三年齡層家戶（50、60、70歲代）可見食料

（譯：伙食費）三年齡層差異不大，住居（譯：房租）會因各自的收

入，故占比隨著年齡而增加。光熱水道（譯：水電瓦斯）會隨著高齡而

對環境溫度調節之需求花費較多。被服履物（譯：衣褲鞋襪）、交通通

信和教育隨著增齡而支出減少；相對地保健醫療和教養娛樂就明顯地增

加（參考圖3-8）。

圖3-5   高齡者的生活狀況

資料來源： 內閣府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6/zenbun/pdf/1s2s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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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高齡世代與全世代的年間所得分布（2004年）

資料來源： 厚生労働省「国民生活基礎調査」（平成17 (2005) 年）（同調査における

平成16（2004）年1年間の所得）。引自：http://www.muratainc.com/basics/
index.html.

圖3-7   戶長年齡階層別一戶一個月的消費支出內涵（2010年）

資料來源： 總務省統計局「家計調査」平成22年（平成23年2月15日發行）引自村田ア

ソシエイツ。引自：http://www.muratainc.com/basics/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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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

    
日本在執行其黃金計畫結束之前，即已研擬長照保險的實施，並於

1997年先制定介護保險法後，2000年4月1日正式實施。

一、介護保險制度的概要

介護保險制度是屬於強制險，以自立支援、案主本位、生活的持續

性、案主自決與賸餘能力的活用為其理念。介護保險法簡列條文如下：

第一條：「介護保險制度對轉為需照顧狀態之高齡者予以保持尊

嚴，以依其擁有之能力，使其能營運日常生活般地給付其必要的保健醫

療服務及福祉服務為目的。」

圖3-8   戶長年齡50歲代、60歲代、70歲代一戶一個月的消費支出比例（2010年）

資料來源： http://www.muratainc.com/basics/02.html。



47｜第三章｜日本長照產業化經驗與借鏡

第二條：「介護保險之保險給付依下列觀點來進行。

（一）協助減輕需照顧或需支援之狀態及防止惡化，並充分考量與

醫療之合作。

（二）因應身心與環境等狀況，基於使用者的選擇，由多樣的業

者、機構適切地提供綜合性、效率性的保健醫療服務及福祉服務。

（三）保險給付的內容與水準，對即使轉為需照顧狀態，考量亦儘

可能地在家居中，依其擁有之能力，營運自立的日常生活。

介護保險之被保險人分為：第一號（65歲以上）及第二號（40～64
歲），第一號被保險人經評估被認定需要照顧者及第二號被保險人因15
種特定疾病須被照顧者皆可使用介護保險之服務。而保險人為基層地方

政府，保費各地方政府自訂，每3年調整一次（參考圖3-9）。

圖3-9   日本介護保險的架構圖

轉譯自平成24年版厚生勞働白書，第3章日本の社会保障の仕組み，p.60，厚生労働省。

引自：https://goo.gl/aS16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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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護保險給付的居家服務項目（預防照顧亦同）有：

1.居家照顧、2.居家沐浴服務、3.居家護理、4.居家復健、5.日間

照顧服務、6.復健服務、7.臨短托、8.居家療養管理指導――醫．藥劑

師等、9.特定機構入住者生活照顧、10.輔具租賃、11.特定輔具販賣、

12.住宅修繕。

介護保險制度中相關照顧服務的使用程序會依服務使用者的需照顧

等級之差異而有項目與總額的不同（參考圖3-10）。而基層及中間地方

政府則依服務的需求度而有不同的授權，來審核欲開辦相關服務的業者

（含非營利及營利，參考圖3-11）。

圖3-10   介護保險制度中相關照顧服務的使用程序

整理翻譯自平成24年版厚生勞働白書，第3章日本の社会保障の仕組み，p.62，厚生労働

省。引自：https://goo.gl/aS16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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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照顧授受雙方的樣貌

    如圖3-12可見同住之主要照顧者女性占約7成，主要照顧者不論

男女均逾7成已超過60歲，老老照顧的情況也在4成前後，且老老照顧的

情形逐年遞增，亟需外界援助。

圖3-11   介護保險制度給付服務種類

整理翻譯自成27年度公的介護保険制度の現状と今後の役割，厚生労働省老健局総務

課。引自：https://goo.gl/7qh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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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歲以上的服務使用人口在介護保險創設之2000年以後，急速增

加，至2025年為止的10年間也急速地增加。自2030年左右75歲以上的服

務使用人口就沒有急速地增加，但85歲以上的服務使用人口在那之後的

10年左右還持續地增加（參考圖3-13）。

相對於老年人口的持續成長，40～64歲的第二號被保險人卻是呈現

人口減少的情況，這將影響介護保險的財政與服務的給付，對未來是項

隱憂（參考圖3-14）。

需照顧（需支援）的認定者數、平成27年（2015年）4月計608萬

人，15年間約增加2.79倍。其中輕度認定者增加較大，近年增加的步調

加擴大（參考圖3-15）。

圖3-12   需照顧者等的年齡階層別推移

資料來源：https://goo.gl/Yqbm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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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需要照顧率提升之75歲以上人口的推移

資料來源： 社会保障審議会介護保険部会（第46回）參考資料1，介護保険制度を取り

巻く状況等，平成25年8月28日。引自：https://goo.gl/CX3n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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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   負擔保費之40歲以上人口的推移

（資料）將來推估是依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將來推計人口」（平成

24年1月推計）出生中位（死亡中位）來推估。實際值是依總務省統計局「國勢調查」

（國籍‧年齡不詳人口則比例補正）

資料來源： 社会保障審議会介護保険部会（第46回）參考資料1，介護保険制度を取り

巻く状況等。引自：https://goo.gl/CX3n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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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町村每3年為1期（2005年度以5年為1期）擬定介護保險事業計

畫，每3年調整一次。保險費每3年根據事業計畫服務費用推估額設定，

確保3年期間的財務均衡。預估隨著高齡化的進展，2020年保險費為每

月6,771日圓，2025年預估會升至8,165日圓，因此有必要一面建構社區

整體照顧體制，一面確保介護保險制度永續經營為重點與效率化。但對

依賴年金生活的高齡者而言，保費每三年調漲將減少其照顧服務的使

用，將影響其生活品質。（參考圖3-16）

三、介護保險制度中給付的輔具品項

介護保險的給付項目中，對於輔具有租賃和購買兩項的給付，且輔

具因需求複雜多元，產品價格難以全國統一。目前租賃給付項目有：

圖3-15   負擔保費之40歲以上人口的推移

資料來源： 社会保障審議会介護保険部会（第46回）參考資料1，介護保険制度を取り

巻く状況等。引自：https://goo.gl/CX3n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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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輪椅、2.輪椅附屬品、3.電動床、4.電動床附屬品、5.褥瘡防止用

具（氣墊）、6.體位變換器、7.扶手、8.斜坡、9.助行器、10.輔助步行

柺杖、11.失智症老人徘徊感知器、12.移動用升降機（不含吊帶 )。
而購買補助給付項目有：

1.座式馬桶、2.特殊尿器（自動吸尿）、3.沐浴輔助用具、4.簡易浴

槽、5.移動用升降機吊帶。每年補助上限10萬日圓，先由使用者全額支

付後，檢附收據向市村町申請，之後會補還保險給付金（90％）。

有關輔具的流通會由製造業者（含量身訂製和先墊後付等）流通給

批發商（含醫療機器、醫藥中盤、租賃中盤商）再流通至指定業者（含

各地經銷商、租賃專門店、藥局類店鋪等），最後再交給被照顧者和照

顧者。

圖3-16   照顧給付與保險費的推計

資料來源： 公的介護保険制度の現状と今後の役割，平成27年度厚生労働省老健局総務

課。引自：https://goo.gl/7qh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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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專業團體

公益財團法人科技輔具協會（http://www.techno-aids.or.jp/）於

1987.4.1登記設立法人，陸續依義肢裝具士（矯具師）法被指定為指定

為國家檢定考試機關，該協會的事業有：1.推展有關輔具的調查研究及

開發的事業、2.蒐集與提供輔具資訊的事業、3.有關輔具的臨床性評估

及規格化的事業、4.有關執行輔具的合適調整‧使用指導等輔具相關技

師的培養‧資格認定及研習等事業、5.有關認可助聽器專門店事業、

6.有關為謀求輔具的普及與適切使用之推展與都道府縣等的合作事業、

7.有關實施義肢裝具士國家檢定考試的實施事業、8.有關輔具書籍等的

著作・編輯與販賣事業、9.其他事業。

（一）TAIS事業（Technical Aids Information System）

在選定適切的輔具時，於使用者的身體狀況和使用環境等資訊之

外，列入考量之輔具的「規格」和「機能」、「性能」等相關的資訊是

必要的。

自國內廠商、進口業者、蒐集、分類、系統化有關「企業」及「輔

具」的資訊，透過該協會的網頁做資訊發報系統，此舉有助於輔具的適

切使用之推展。

（二）相關專業人員的培訓

1. 輔具安全推廣員

為蒐集使用輔具的事故、驚險場面資訊的關鍵人物之培育和推展

輔具的安全且適切地使用、舉辦以輔具企劃師、輔具諮詢負責人、介護

支援專門員（照顧管理師）、機構從業人員等為對象、以提高輔具使用

的風險迴避及對輔具的安全性之認識為目的之研習會。聽講者是為輔具

事、驚險事例蒐集的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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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搬型樓梯昇降機安全指導員

對操作介護保險制度的可搬型樓梯昇降機之照顧者等、租賃業者有

義務要指導標準化操作方法。

3. 天車升降機指導員

是在機構等所屬的職員、對輔具有關注、對天車升降機等有積極地

導入職場內之照顧勞動者、對預防腰痛對策有積極地推展者。

4.  輔具企劃師及管理指導人「Assistive Products Planner」。

對必要使用輔具者、進行輔具的選擇、使用計畫、使用支援、監測

適用狀況、至評價為止的專業人員（使用線上學習）。

各類輔具專業人員的階段性學習是由：(1) 學會機能、特徵階段

（輔具）→ (2) 學會適合階段（輔具＋身體）→ (3) 學會計畫階段（輔

具＋身體＋其他全部）來構成整體的訓練。

此外，輔具相關的專業分為專才與通才。專才（Specialist）是指義

肢矯具師、義肢、裝具製作技能士、認定助聽器技師、可搬型樓梯昇降

機安全指導員、升降機指導員、升降機教練、輪椅適配工程師（輪椅適

配基礎講習）、輪椅安全整備士、認定物理治療師（矯具）、專門職能

治療師（輔具）。

而通才（Generalist）是指輔具專門相談員（50）、輔具企劃師

（100）、輔具企劃師管理指導者（200）。

※（）表在各輔具領域，國家證照或公益團體認證所需學習之時

數。

五、輔具的消毒工程管理認定制度

隨著增齡，高齡者的身體功能會產生退化，在介護保險的制度設計

上，有依高齡者的狀態規劃以租賃的型態，提供適切的輔具。故使用過

的輔具由租賃業者回收，經下列的處理程序，再轉交給下一位使用者。

「輔具的消毒工程管理認定制度」是在商品的回收→檢查→洗淨→

消毒→功能檢驗→保管→管收等一連串的作業程序中，制定一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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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基準，在認可符合前述規定之消毒事業所的同時，在認可的事

業所中，對已經消毒處理的商品貼上讓消費者可簡單認識商品已符合基

準的「認定標籤」之標示制度。

（一）租賃輔具的保險給付狀況

如圖3-17與圖3-18所示，輔具租賃的金額、輔具租賃事業處數及一

所事業處平均金額大致呈現逐年遞增的情形。導入輔具可支援失能者的

自立及增加社會參與的可能性，並減輕家屬及機構照顧服務員的身體負

擔和降低介護保險的照顧費用。且對租賃業者而言，幾次的租還循環即

圖3-17   輔具租賃的金額之推移（含預防介護）

資料來源： 平成25年度介護給付費実態調查の概況。引自：http://www.mhlw.go.jp/
toukei/list/45-1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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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回本，較其他商品販售的投資報酬率高，此市場的參與門檻並不高，

前景可期。

而輔具租賃的種類別之使用比例（件數）是，扶手（25.95％）、

電動照顧床（23.33％）、輪椅（19.41％）以此排序，佔整體的約7成。

此外，特定輔具購買的給付費，一年約139億円（平成25年度暫定）。

依要介護度別，要介護度2以下者佔給付費的6成以上。

對於介護保險制度中住宅修繕費之狀況則為住宅修繕的給付費一年

430.8億円（平成25年度暫定）。依要介護度別，要介護度2以下者佔給

付費的約4分之3。

圖3-18   輔具租賃事業處數及一所事業處平均金額之推移

資料來源： 介護給付費実態調査月報（各年４月現在）。引自：http://www.mhlw.go.jp/
toukei/saikin/hw/kaigo/kyufu/201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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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具專門諮詢員的狀況

輔具專門諮詢員意指，有必要照顧的高齡者在輔具使用之際，鑑於

當事人的希望和身心的狀況，其所處的環境等，基於專業性知識，選擇

輔具，以自立支援的觀點，提供含使用方法等適合及建議之專業人士。

在指定輔具租賃、販賣營業處中，被課予配置專任2位以上之

義務，在輔具租賃營業處中有相當的從業者，近年推估配置有3.5人

左右。而在輔具專門諮詢員之中，約7.7成有參加指定講習會（40時

間）。

如表3-1所示，輔具租賃營業所和從業人員的數量雖有起伏，但和

2000年介護保險制度創設初期相比，兩者均有大幅的成長，未來隨著高

齡者的人口持續增加，市場將可預期還有成長的空間。

表3-1  輔具專門諮詢員從業人數

資料來源：	介護服務機構			事業所調查（各年10月1日現在）。引自：https://

goo.gl/Ymzz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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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業重要推手――一般社團法人銀髮服務振興會

           （http://www.espa.or.jp/）

該會在面對高齡化的潮流，以高齡者為始，以立基民間的立場支援

為建構可使全國國民均能安心生活之社會，提升高齡服務之品質和健全

其發展為目的而於1987年開設。

該會以支援照顧服務資訊的公布制度為始，推展有關高齡服務的相

關調查研究、實施服務從業人員的研習、優質服務之銀髮標章的認可、

建構健康長壽社區等的各種多元活動。其事業內容有：

1.照顧專業資歷段位制度的營運、2.高齡服務從業人員的各項研習

事業、3.銀髮標章制度的營運（以5種居家服務――居家照顧、居家沐

浴、輔具租賃、輔具販賣、送餐）、4.輔具的消毒工程管理認證制度、

5.有關高齡服務的調查研究事業、6.健康長壽社區推展中心的營運、

7.有關高齡服務的廣宣、普及活動、8.與政府、相關團體合作、提出政

策建議、9.國際交流（派遣海外調查團等）、10.由會員相互間的研討會

活動。

圖3-19   該會對服務單位認證之相關標章

  引自：http://www.esp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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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訊科技的導入

一、 機器人

照顧工作屬於勞力密集的產業，照顧者依被照顧者的失能‧失智情

形，從沐浴、餵食、排泄的三大照顧至其他的生活打理、物資代購、陪

同就醫、環境打掃、陪談並記錄生理徵象和日常狀況等，照顧工作繁雜

且瑣碎。若能以資訊科技及機器人取代耗損體力且易引發職業傷害的移

位‧翻身等工作，可減輕照顧提供端的身心耗損，增加紀錄的正確性與

即時性，並延長在職場的服務年數。

    而藉由現在的科技發達，機器人有如下的功能：

1.溝通――當面及遠距、2.情緒支持、3.健康促進――帶動唱、4.提
供資訊――導覽解說及查詢、5.看視‧服藥提醒與確認、6.生理徵象量

測與即時傳輸、7.餵食、8.排泄沖洗與烘乾等。

二、 IoT物聯網

藉由無線資訊的傳輸，臥床失能者的生理徵象能定時、正確地向照

顧者或醫療院所發布（甚至加密，以防各資外洩，如圖3-20至圖3-22）。

（圖3-20）圈在嬰兒腳踝處的可穿戴設備，它支持藍牙，並有配套

的App做支持。它可監測嬰兒睡眠情況、心

率以及周邊環境溫濕度。家長可在App中了

解這些實時數據，並在出現異常時收到提

醒。

（圖3-21）求救裝置。該裝置可通話，

可接Wi-Fi，有GPS和加速計，能緊急求救。

本體$149，每月服務費$29。

（圖3-22）睡眠監測器。透過平板螢幕

可觀看受助者的睡眠至狀況，監測生理徵圖3-20   無線生理徵象量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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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   緊急生命守護連絡裝置

引自：https://www.abeja.asia/o2o/leading-edge-technology/iot/post-8702/。

圖3-22   安心睡眠感測裝置

引自：https://www.abeja.asia/o2o/leading-edge-technology/iot/post-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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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價格便宜又不會妨礙睡眠。 

三、高齡者資訊設備的使用

由於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通訊速度與流量的日益進步，市售手

機已難找到傳統式具按鍵撥號的機種，取而代之全為智慧型觸控式。由

於介面完全迥異過往，需經過當面說明，實際操作體驗才較易使用。高

齡者因與子女分住者占逾4成，故操作簡便的應用程式（App）需因應

產生。根據2015年有關資訊通訊媒體的使用時間與資訊行動調查報告指

出，中高齡的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率有逐年提升的趨勢，這將中高齡者拉

近與社會的距離和協助她們探索過往生命中未曾接觸過的世界（參考圖

3-23）。另一份的總務省通信使用動向調查報告亦呈現同樣的結果（參

圖3-23   年齡階層別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率

資料來源： 平成27年情報通信メディアの利用時間と情報行動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引自：

https://goo.gl/9a8X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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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圖3-24），證明手機是生活者最近的外界溝通工具，即便增齡老化，

亦可透過學習和遠地的子女、孫子女暢懷連絡。

圖3-24   年齡階層別網路使用率的推移

資料來源： 總務省通信利用動向調查。引自2009年村田アソシエイツ。引自：http://www.
muratainc.com/basics/index.html。

根據株式會社MM總研的推估，可穿戴式裝置在日本市場的規模

2014年度為111萬台，預測2020年度會增至604萬台。2014年度智慧型

手機售出有2,770萬台，預估其中有約21％相當的消費者會使用穿戴裝

置。但其中有多少％會使用穿戴裝置還無法確定？

而依KDDI株式會社的調查，1,000萬家戶中約300萬戶，有使用看

視裝置。在逐年遞增的高齡人口中，自遠距來看視尊親屬的需求應會增

加！

第六節   回應大陸的十三五（2016-2020年）高齡化對策

大陸於2000年時邁入高齡化社會，預估2026年進入高齡社會。現今

其60歲以上人口約有2億5,000萬人，需照顧者已超過4,000萬人。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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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計畫第六十五章「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第二節「健全養老

服務體系」中談到：「建立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補充的

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統籌規劃建設公益性養老服務設施，支援面向失

能老年人的老年養護院、社區日間照料中心等設施建設。」計畫將於上

海、廣州、青島等國內15個主要都市於今後1～2年間試辦長照保險。

爰此，2014.6.24安倍政權的閣議決定「日本再興戰略」――向海外

推展日本式介護，2016夏，政府主導官民合作方案「亞洲健康構想」。

然而不同的民間企業已相繼於2003年進入泰國做基礎調查和在北京市設

立小規模多機能、大連市郊外開設有料老人院，著手進行該企業在日本

所累積的專業知能複製運用在老年人口市場龐大的中國。

一、政策重要推手――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https://
www.jetro.go.jp/）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透過貿易、促進投資與研

究開發中國家，期望貢獻日本的經濟與社會有更進步的發展。JETRO有

超過70所的海外事務所和總部(東京)、大阪、亞洲經濟研究所、國內事

務所共約40個國內據點所組成國內外網絡，透過將其活用並機動性與有

效率地對於日本投資的促進、農林水產品、食品的外銷和中堅、中小企

業等的海外拓展支援和調查研究，來對日本的企業活動與通商政策做出

貢獻。

第七節   高齡市場的未來推估

根據日本瑞穗銀行的調查，銀髮族市場粗分有：1.醫療‧醫藥產

業、2.照顧產業、3.生活產業。2007年其市場規模為62.9兆日圓，而照

顧產業僅有6.4兆日圓（占10.17％）；至2025年時市場整體成長至101.3
兆日圓（成長61.0％），照顧產業倍增至15.2兆日圓（成長137.5％，但

還是僅占該市場的15.00％。參考圖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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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需照顧（含失能與失智）的高齡者占老年人口一直未達

20％，但因其照顧需求的急迫性與持續性及可能引發子女的照顧離職甚

至家庭照顧悲劇，照顧服務的量與質皆是長期照顧政策與實務所關注的

焦點。在前述的銀髮市場三大業種中雖然照顧產業成長幅度最大，但產

值卻也最小。若欲提升受照顧者及其家屬的生活品質，混合介護（在介

護保險所限定僅被照顧者才能使用的服務給付之外，其他本人的生活需

求及家屬的需求也一併提供，但收費另計，且完全自費）是一種可以考

量的作法。

現行的介護保險制度下，不論服務提供主體為何，給付標準均一

（輔具的租賃與購買這兩項給付除外），故在此自由市場的競爭基準

下，各類提供主體均致力於創造服務口碑或採規模效益來開拓市場。然

而照顧服務員的人手不足，是全國普遍的現象，若無法解決此課題，任

何提供主體，均難延展其事業規模。

圖3-25   銀髮產業的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 みずほ銀行産業調査部作成。引自：https://goo.gl/8GdK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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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借鏡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開始民主化，各類福利服務也相繼法制

化，民間團體也累積逾70年的照顧經驗，這期間國民的消費能力與權利

意識也隨之高漲，對於服務不再是一味地官民不對等的接受恩賜，而是

提升至自主選擇消費，甚至參與整體地方服務的規劃。

回顧日本的長期照顧服務發展，1989年他們效仿北歐推展零臥床老

人的黃金十年計畫，在計畫中各基層地方政府已透過地域福祉計畫的制

定，而由中央政府彙整了全國各項服務的目標設定（參考表3-2）。

表3-2  日本黃金十年計畫的各類服務目標值

(1) 在宅service（居家服務） 現行 修正後

home helper（居家照顧服務員） 10萬人 17萬人

(home helper station) （居家照顧服務站） - 1萬站

short stay（暫托） 5萬床 6萬人份

day service/day care（日間托老/日間照顧） 1萬所 1.7萬所

在宅介護支援center（居家照顧支援中心） 1萬所 1萬所

老人訪問看護station（老人居家護理站） - 5,000所

(2) 施設service（機構服務） 現行 修正後

特別養護老人home（老人養護中心） 24萬床 29萬人份

老人保健施設（老人保健設施） 28萬床 28萬人份

高齡者生活福祉center（老人生活福祉中心） 400所 400所

care house（照顧家屋） 10萬人 10萬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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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金十年計畫結束前，日本國內再經過政府與學界等地討論，

建立社會共識――不再依賴家屬照顧，確立照顧的社會化方向，參考德

國而制定介護保險法，導入照顧管理師的專業證照（其上位還有主任照

顧管理師）和建立介護保險制度，並且全國各基層地方政府均舉辦說明

會，以利國民理解和使用。

意即機構式、社區式、居家式服務及相關配套的專業職種與數量，

隨著需要照顧人口的增加，服務的軟體與硬體也都相繼配套建置，加上

介護保險費用的9成是向政府請領，對服務提供主體而言大幅降低誠信

風險，故制度開辦後各給付項目的提供主體均呈現增加的趨勢。

2025年65歲以上高齡者人數預計為3,657萬人，老年人口占比（高

齡化率）推估為30％（2015年為27％）；同年全日本人口有1/4是75歲

以上的後期高齡者，照顧服務應可稱為成長產業。

本文以輔具為例說明了為因應各類的照顧需求，在各種輔具硬體的

設計開發、說明選定、租賃販售、消毒倉管等之外，軟體的法律規範、

各種人才培訓、證照創設，亦令這領域的專業與品質讓服務使用者與提

供者得以認識與安心；加上政府的外圍團體或半官方專業團體的設立，

更可加速推動照顧產業的振興。

在精練的照顧技術、細膩的尊客態度、專業的證照制度、科學的成

效檢證與耐用的精密設備等優勢和長年的服務經驗，安倍首相向國外輸

出日本式照顧服務，但實際上已有大小不同規模的營利和非營利組織早

(3) manpower的養成確保（人力的培育確保） 現行 修正後

寮母、介護職員（機構內照服員） - 20萬人

看護職員等（護理人員等） - 10萬人

OT，PT（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 1.5萬人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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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踏上他國開始獨資或與當地合夥經營長期照顧產業。

產業需有市場，市場需有量體，面對日本的發展經驗，我國的內需

市場規模雖然不大，但就長照產業發展而言，1.儘速穩定拓建長期照顧

之軟硬體基礎、2.各類專業人員的培訓與確保（含薪資保障）並累積專

業知能、3.服務提供主題相關服務認證的取得（如ISO）、4.對於兩岸

四地的華人市場需求的掌握與服務拓展、5.導入AI（人工智慧）、IoT
（物聯網）等之安心照顧生活網建置的資訊科技優勢的研發與產銷，以

作為我國後起之秀且於華文圈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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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醫療與福利服務產業化評估研究：
香港長者服務與照顧之產業化發展

    （汪書華委員）

香港現正面對人口急速高齡化的問題，老年人占總人口之比例預計

將由2015年的15.3％上升至2043年的30.6％，伴隨而來之問題為勞動力

下降、老年扶養比上升，而家庭照顧者減少，長期護理服務的需求上升

（安老服務計畫方案工作小組，2017）。在此醫療與福利服務產業化評

估研究計畫之中，本報告將整理香港於面對這些人口結構轉型與挑戰之

際，長者服務與照顧之產業化狀況。本報告將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節、2017年所公布之安老服務計畫方案與產業化之關係，

第二節、近期老人照顧政策之產業化特徵，

第三節、老人服務之產業化狀況。

第一節   香港安老服務計畫方案與產業化之關係

香港於2014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籌劃安老服務計畫方案，為安老服務

做長遠規劃，此計畫由安老事務委員會（Elderly Commission）主責，

並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顧問團隊來提供協助 （安

老事務委員會，2017）。該計畫歷經「訂定範疇階段」以釐清重要課

題，「制定建議階段」以提出願景、策略方針與政策建議，與「建立

共識階段」辦理公眾參與活動以蒐集意見以訂定安老服務計畫方案，

該計畫結案報告已於2017年6月完成（安老服務計畫方案工作小組，

2017）。

安老服務計畫以敬老、愛老、護老為願景，老有所屬、老有所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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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為為使命，並訂定十點整體原則：尊嚴、生活質素、長者友善、

積極和豐富人生、居家安老、著重使用者選擇、共同承擔責任、將資源

優先給最有需要的人士、財政可持續性，以及社會共融及平等機會。該

計畫另訂定以下方向為主要安老服務計畫之策略方針：(1) 大幅加強社

區照顧服務以達至「居家安老」和減少住院比率，(2) 確保知情選擇及

為長者適時提供具質素的服務，(3) 進一步提升服務效率並整合各項服

務，(4) 進一步確保安老服務的財政可持續性並鼓勵責任承擔 （安老服

務計畫方案工作小組，2017）。其中，整體原則中之「共同承擔責任」

提及產業之角色，強調政府、個人、家庭、社會與商界均應共同承擔照

顧老人之責任，而商界應為年長市民提供長者友善的服務和產品（安老

服務計畫方案工作小組，2017）。

該方案報告之細節建議中，提及下列產業所能扮演之角色（安老服

務計畫方案工作小組，2017）：

一、建議3b：鼓勵長者積極學習、發揮所長與參與社區，提供基金

供老人持續進修，補貼老人於家中上網，並鼓勵以社會企業模式提供老

人能繼續參與有薪工作的空間。

二、建議15：安老服務的公共支出上，須公平地共同承擔長期護理

服務開支，故 (1) 政府應考慮探討鼓勵非政府機構提供自負盈虧服務的

措施，以回應有能力支付更高費用的長者的需求與要求，例如：協助非

政府機構善用「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畫」；(2) 政府應改善共同

付款的安排，考慮探討長期護理服務保險等供款性儲蓄安排。

三、建議16；著重福利、醫療與房屋界別間的合作：加強醫院和社

區服務機構之間的協調，以協助長者離院之後的支援，亦應鼓勵私人發

展商提供更多安老服務的設施與推行無障礙的設計。

四、建議17；確認私營機構的角色，鼓勵公私營合作：考慮延續

社區券與院舍券試驗計畫（細節將於下一部分分享）至其他服務提供方

案，以善用私人機構的服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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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香港近期老年照顧政策之產業化特徵

一、背景與問題

香港政府於老年經濟安全提供公共福利金計畫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Scheme），其中包含協助低收入老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計畫（綜援），相當於臺灣老年津貼的「高齡津貼」，提供收入或資產

高於綜援標準的低收入老人的「長者生活津貼」，以及提供身心障礙老

人的「普通傷殘津貼」與「高額傷殘津貼 」（社會福利署，2017a）。

另外，在老人照顧服務上，香港採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由認

可評估員依國際認可之評估工具評估護理需求，並安排符合需求的長期

護理服務（社會福利署，2017b）。針對有服務需求的長者，香港政府

採「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的系統處理服務申請與服務編配

（社會福利署，2015），而香港公部門的長期護理服務的涵蓋範圍如下

表4-1所示。

若欲使用香港公部門之長期護理服務，必須至「資助長期護理服

務中央輪候冊」中等候，而平均等待護老院的時間於2015年為32個月，

而平均等待護理安老院的等待時間為20個月。同時，私部門的老人護理

社區照顧服務 住宿照顧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個案） 長者宿舍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安老院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護理安老院

護養院

表4-1  長期護理服務涵蓋範圍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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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照顧中心有70％的使用率，代表30％的照顧資源是尚未被使用的。

此外，由香港大學研究團隊於2009年所發表的長者住宿型服務研究報

告指出香港民眾有過度依賴公部門服務的問題，故香港的機構式照顧

比率（institutionalization rate; 6.8％）遠高於臺灣（2.0％）與任何先進

國家，而住宿型照顧床位與老年人口比（Residential care beds to elderly 
population 1:15）亦高於臺灣（1:38）（Chui et al., 2015），此一過度依

賴機構照顧的狀況相當於懲罰願意照顧長者之家庭，因不願照顧長者之

家庭能得到政府的協助。類似的問題亦出現在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之

中，公家醫療服務的收費低廉，而等候使用服務之時間不斷上升。為解

決過於依賴公家照顧與醫療服務的問題，香港相繼推出了「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券試驗計畫」、「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計畫」，與「長者醫

療券」，冀望能以服務券（Voucher）的形式，鼓勵民眾使用私部門之

服務。

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畫

香港政府於2013至2017年推出第一階段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試驗計畫」，鼓勵合資格之長者依個人需要使用適合的社區照顧服務，

而第二階段於2016年展開，較第一階段涵蓋更多行政區並增加了更多服

務提供者（社會福利署，2017d）。能申請院舍券的長者必須為經「安

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缺損並且正在「長期

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上等待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

院舍照顧服務的長者，長者一旦通過申請，其在中央輪候冊上將改為非

活躍個案，但若欲恢復活躍個案之身分，其在中央輪候冊上之位置將不

受影響（社會福利署，2017d）。於試驗計畫第二階段，共有125個非政

府機構或私營機構得到政府認可，得以提供長者選用。這些機構所提供

的服務模式與資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相仿，

為中心為本、家居為本，或是混和模式（社會福利署，2017d）。於

2017年，第二階段試驗計畫提供五種社區券服務組合供長者選擇：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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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0、7500、6680、5340、3700元港幣，依家庭收入與資產調查結果，

長者有不同程度的共同付款程度（社會福利署，2017d）。

三、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計畫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畫」為香港政府於

2017年最新推出的服務，將於2017至2019年三年內推出共3000張院舍

券，提供需要院舍住宿照顧的長者選項，可選擇合資格之非政府機構營

運或私營安院接受住宿照顧服務（社會福利署，2017c）。能申請院舍

券的長者必須為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度缺損

以及正在「中央輪候冊」上等待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社會福利署，

2017c）。此計畫之核心價值為「錢跟人走」，希冀能提供長期等待服

務的長者使用私營服務的選項，以私營照護單位的空床解決公營系統中

供不應求的問題。能兌現院舍券之照護單位需通過政府之審核，政府亦

希望此一機制能促進良性競爭，讓受政府審核核可作為服務品質指標。

認可機構須為院舍券持有人提供之標準服務包括住宿房間、三餐與小

食、基本及特別護理、職員全日24小時當值、個人照顧服務、每星期兩

次之復康運動、註冊醫生定期探訪、定期社交康樂活動及洗衣服務（社

會福利署，2017c）。每張院舍券之價值為每月12416元港幣，依家庭收

入與資產調查結果，長者有不同程度的共同付款程度 （社會福利署，

2017c）。

四、長者醫療券

「長者醫療券」於2009推出時為一試驗計畫，提供在香港所有年

滿70歲以上的長者財務誘因 （每年每人250元港幣），讓他們選擇切合

需要的私營醫療服務，亦希望長者能使用預防性護理服務，以及與私家

家庭醫生建立密切的關係。於2014年，該計畫的醫療券面值增至每年

2000元港幣，而2017年7月1日起，受惠長者的年齡由70歲降低至65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7）。醫療券可使用之私營基層醫療服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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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甚廣，包括西醫、中醫、牙醫、脊醫、註冊護士和登記護士、物理治

療師、職業治療師、放射技師、醫務化驗師及視光師。實施「長者醫

療券」之成效於2011年時曾發布於評估報告中（Food and Health Bureau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1），其中「長者醫療券」於2010年的使用率為

45%，但後續之長期成效仍未知 。

第三節   香港老人服務之產業化狀況

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學者於2010年至2011年研究香港銀髮市

場的發展，藉由資料收集、調查訪問與焦點團體的研究方式，對於香

港銀髮市場的發展與狀況作了詳盡的描述與分析（HKU & Policy 21, 
2011）。該報告中指出，推廣對銀髮市場的重視可促進產業針對長者消

費者研發與提出創新的產品與服務。長者的需求多元，需要多元的服

務。長者亦需要社會提供活躍老化的環境，協助長者能繼續學習、觀光

休憩或參與志願服務。產業於銀髮市場中可定位為提供有購買力的長者

服務，而提供有經濟需求的長者服務則由非營利組織或政府負責，以作

出市場區隔或使長者需求能被多元化的回應。政府的角色為提供基本需

求，而產業能回應多於基本需求的需要（HKU & Policy 21, 2011）。

金融服務方面，有些銀行針對長者提供特別的服務，例如自動提

款機放大字體，舉辦協助長者記住密碼的工作坊，或是針對金融投資決

策建議冷靜思考期。此外，不少壽險、醫療保險與旅遊保險皆有針對老

年人所提供的商品，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更有提供反向抵押貸款的商

品。政府在此領域可扮演監督的角色，並鼓勵針對長者設計的壽險、

投資或退休財務規劃商品，以提升老年經濟安全（HKU & Policy 21, 
2011）。

觀光方面，香港政府於公家景點或博物館均有提供老年人優惠，

而產業可著力於滿足經濟能力較佳的長者的需求。由於有些保險公司拒

絕75歲或80歲以上的長者購買其旅遊平安險，政府應針對保險公司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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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此外，政府應支持表演產業開發長者喜歡的藝文活動或影視作品

（HKU & Policy 21, 2011）。交通方面，香港政府公辦民營針對身心障

礙者的交通服務，並提供長者各式公共交通優惠，於公車與地鐵上備

有無障礙空間，但仍缺乏於電車、渡船與計程車上的無障礙設施。政

府尚需改進，在公私場域均備有無障礙設施與空間（HKU & Policy 21, 
2011）。

教育方面，香港政府在各中小學與大學設有長者學苑，支持長者

繼續學習，香港電台亦設有專門為長者製作之節目。非營利組織則承接

不少公辦民營的方案，為長者提供課程。該報告鼓勵政府提供更多經費

支援給長者學苑，並讓長者亦能申請持續進修基金（HKU & Policy 21, 
2011）。醫療方面，公部門為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該報告建議政

府應提倡私人醫療保險商品，使長者能有更多元的醫療選擇（HKU & 
Policy 21, 2011）。

住屋方面，無論政府、非營利組織或產業界皆有開發適合長者居

住的通用設計住宅或長者社區，該報告建議政府應當對於長者住宅之開

發提供更多獎助（HKU & Policy 21, 2011）。科技與創新方面，產業界

與非營利組織皆有開發與推廣健康監測與緊急通訊設備，以在危急之

時及時求救。該報告呼籲政府對於企業於長者產品開發上提供更多支

持，並對於長者友善的產品多加推廣，使長者能真正受惠於科技的進步 
（HKU & Policy 21, 2011）。

該報告總結香港銀髮市場的需求與供給面尚未成熟，而低需求面可

歸咎於香港仍待改進的年金制度，由於年金制度尚未完善，長者缺乏購

買力亦無法撐起銀髮市場蓬勃發展（HKU & Policy 21, 2011） 。該報告

總結建議政府應當 (1) 健全法規與監督制度，使長者消費者之權益能夠

得到保護，(2) 私有化並推廣老年卡，使長者有更多的消費優惠，(3) 推
廣服務券的模式以提供長期護理與牙科服務，(4) 倡導企業社會責任，

以保護長者消費者權益，(5)以獎助經費或租稅減免，支持銀髮市場的

供給者，促進產業發展，(6) 提倡銀髮服務或產品的研究與發展，(7)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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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數據庫與線上平臺，使長者能更容易的取得銀髮市場相關的資訊，

以及 (8) 健全老年經濟安全網，以增加長者購買力（HKU & Policy 2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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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臺灣長期照顧產業化發展現況之探討

    （陳燕禎委員）

第一節   前言

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死亡率的降低與預期壽命

的不斷延長。我國的人口老化已衝擊整個社會生活模式的變遷，尤其人

口老化所帶來的長照問題，演變成新一波的「長照潮」。在社會和家庭

結構的變遷下，雖然銀髮產業的供給市場興起，但也表示提供長照服務

的事業將面臨更多的挑戰，因此如何提供優質專業的長照服務，讓失能

者有尊嚴的生活，是人口老化社會必須面對的新課題。高齡社會的銀髮

產業是無所不包，照顧產業只是銀髮產業的一部分，例如全齡智慧宅、

老人休閒旅遊、健康照顧、養生保健、長照保險、照顧科技、看護人

力仲介等相關產業，都成為高齡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市場也呈現出新

商機，因此有意投資者，希望政府的長照政策和民眾的需求具有深度的

回應，更期盼政府掌握時代的趨勢，參考國外經驗，以前瞻的策略及管

理，鼓勵各界提供具有市場區隔性、差異性的服務設計和產品研發，將

有助於解決和預防長照問題的嚴重化。故要如何解決複雜的長照問題或

老人問題，必須借力使力，才可能建構一套完善的長照發展制度。

第二節   長期照顧應由誰來提供？

我國人口老化程度雖不若西方國家的嚴重，但人口老化速度卻較世

界各國來得快，加上我國老人長照工作向來都由非正式系統的家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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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以至未能提早面對長照問題的嚴重性。而高齡化社會預期壽命

已不斷延長，所帶來「老老人」（85歲以上）的人口層更是快速增加，

他們身體的退化、虛弱和失能、失智機會的大增，將帶來長照的繁重工

作和龐大的醫療支出。

2010年的戶口普查資料則顯示我國老年人的長期照顧需要率為

12.7％。以戶口普查資料結果進行推估，指出我國長期照顧需要人數將

由2017年的55萬7千餘人，至2026年增加至77萬人以上，其中65歲以上

老人所占比率更是逐年上升， 2018年已進入「高齡社會」（超過總人

數14％），2025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超過總人口數21％），截至

2016年底身心障礙者總人數共有117萬199人，占總人口數的4.97％（衛

生福利部2016），未來我國長照所需的輔具需求量是一大產業市場。總

之，人一旦失能，需求的複雜性高，持續性久，花費也驚人，其生活品

質在於是否有能力被解決，家庭照顧者的生活和也常因長照時間性長，

而受到極大的影響和衝擊。故如何滿足長照需求是需要多部門的力量介

入，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和養生送死等各個層面。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臺灣65歲之後，每5.7人就有一人會失能，

平均一生中需要長照的需求時間約7.3年，目前已有超過76萬失能者，

推估到2031年，臺灣「失能人口」將急增至118萬人，而照顧一位失能

者需2-4個人力（衛生福利部，2015），其實大多數人並沒注意到臺灣

老得這麼快，所產生的長照支出費用實在令人擔憂。國家發展委員會預

估再過40年，臺灣即將成為全球最老的國家﹔目前我國還有大約6年的

時間就離開人口紅利期（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屆時，我國長照問

題將更顯嚴重，亟需儘快探討福利產業的介入模式，發展適合本土需求

的產業機制。

根據內政部最新的老人生活狀況調查結果指出，目前長者三代同

堂的居住比例約占37.5％、二代同住者占25.8％、僅與配偶同住者占

20.6％、獨居者占11.1％、住在機構或其他者占3.4％，這顯示機構式安

養的居住安排並非一般長者的優先選擇，同份的調查也指出：長者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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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的期望以身體健康的生活（37.3％）、能與家人團圓和善的生活

（29.9％）及經濟來源無虞的生活（19.1％）等三項為最高期許，這突

顯出長者期望的老年生活是「健康且經濟自主的與家人同住」，這符合

華人社會安土重遷、活躍老化（active aging in place）的社區照顧需求。

最後，從「需求面」的需求調查也指出：在生活可自理的前提下，願意

入住安養機構、老人公寓、老人住宅或其他機構式照顧的比例有14％；

相對地，在生活無法自理的狀況下，願意入住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

的比例有43.10％，不願意入住者占56.9％，而保持緘默者也高達32.2％

（內政部統計處，2014），這彰顯出機構式照顧，這似乎是許多長者迫

於無奈的安置方式。因此，值得探討的是必須從「供給面」來思考，目

前的長照市場是否能滿足現在與未來的需求？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7b）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12月底，已立案的公私立「老

人福利機構」共有1,082家（長期照顧型機構51家，養護型機構1,007
家，失智照顧型機構1家，安養機構23家），可收容的床位數為61,082
床，但其「實際入住比例」卻僅約為77.26％（47,192床），已出現「供

過於求（2015年為77.27％、2011年為76.40％、2010年為75.4％、2009
年為73.6％、2008年為72.0％）」的現象，這是否意味著「長照機構」

也將邁入「服務競價」的商品化與產業化階段？還是長照產業的市場並

不存在，仍需鎖定在社會福利領域？還是長照產業模式有新模式，而且

具有無限商機的潛在發展趨勢？是政府政策決定長照產業的發展﹖還是

產業市場足以引導政策的發展方向？這一系列的複雜問題，極值得深入

的討論。人類的需求是可以被刺激的，市場是可以引導需求，若長照市

場化的發展充足，就可以引導需求的多元選擇，才有市場競爭力和照顧

品質可言。因此，必須結合產業市場的動能，提供客製化的長照模式，

才能讓「長照」一詞，不再是人生的悲歌。

臺灣失能者大多隱藏於社區中，由家庭機制提供照顧支持系統，

使得照顧者因長期疲累不堪，因而經常發生駭人的新聞事件﹙陳燕禎，

2017b﹚，因為現代社會家庭功能的薄弱化，家庭機制逐漸被瓦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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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老人長照已經不是傳統孝道或現代家庭功能所能支撐的。其實，照顧

長期失能者的負荷通常是「被低估」的，照顧的壓力是一般人難以想

像，因此自古就有「久病床前無孝子」的警告。依據家庭照顧者關懷總

會的統計顯示，我國的家庭照顧者已經高達90萬人，平均每名照顧者每

天要照顧家人14個小時，幾乎無法休息，而90萬只是保守數字，有更多

的黑數潛藏在社會的角落中，而且人數不斷攀升，每一位失能或失智者

的背後故事，都是需要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也公布

2012年「家庭照顧者」10大新聞，躍上首位的是：「十指扣、雙人綁、

不想拖累兒子，癌夫病痛，妻燒炭攜手亡」、排名第二的是：「釘妻案

老翁，羈押中病逝」、排名第三的是：「兄肝癌惡化，槍殺殘疾弟後再

自盡」（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2012）。這些案例均顯示，長照的家庭

照顧者年紀也「高齡化」的問題，因生活的困境無法解決，最後不得不

採取這種激烈的手段結束生命，這也凸顯出長照資源的嚴重不足。又依

據衛生福利部2014年長照資源盤點結果，長照直接服務人力和過去十年

服務使用人數還在成長，但照顧服務員的人數並未隨之增加，出現照顧

服務員人力不足的情形（衛生福利部，2016）。許多提供長照的第一線

看護，因服務過程需要高度體能的「抱、背」「洗澡、移位」等動作，

經常造成嚴重的職業傷害，甚至身體受傷，被迫退出職場，因此長照工

作是屬於重度職災和高風險的職業，若再不借助科技的介入，將呈現更

嚴重人力折損的惡性循環。從臺灣長照壓力所造成的憾事不斷的發生，

證明長照問題並沒有受到太多的解決。雖然為因應此老人長照的需求，

我國終於在2015年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雖然更重要的「長期照顧

保險法」因財源的問題爭論不休而擱置，但長照服務法的通過已向前跨

進一大步。

古允文指出，長照政策原本規劃的長照1.0只能選擇性地涵蓋約17
萬人口，但實際有照顧需求的人口至少有50萬人，在無法進入長照1.0
的篩檢或無法滿意其提供的有限照顧時數下，家境較好的家庭自然轉向

引進「外勞照顧」這個替代性出路，因此造成臺灣高達20萬的家庭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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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外勞；至於沒有錢來聘外勞、又進不了長照1.0的家庭，就只好仰

賴家庭自己照顧，因此造成很多女性家庭照顧者的沉重負荷，因為主

要的服務對象是貧窮家庭，再加上預算有限，因此無法提供較高品質

的照顧服務，連帶導致照顧服務員的血汗低薪與人力流失（古允文，

2016）。很多評論已指出這樣的經費遠遠不可能讓長照「普及」，更遑

論「優質」與「平價」這兩個相當程度上互斥的目標。長照2.0 是否會

又出現下一個「髮夾彎」？

第三節   國外長照產業之發展

歐美國家是人口老化非常早的西方先進國家，對於老年照顧或長

照服務有其發展基礎。借助科技照顧老人生活，高齡國家已有劃時代的

進步。目前實施長照保險制度的國家：德國、荷蘭、日本、韓國。許多

國家為改革長照制度、政策，已將「照顧管理計畫」視為制度變革的重

要核心，並重視被保險人的「使用權」與「參與權」，在照顧計畫的擬

定過程，開放使用者或家屬共同參與討論的機會，透過「照顧管理計

畫」的方式落實，達到品質和支持的效能，例如美國、英國。最早實施

長照制度的國家，德國和日本，他們的長照服務和長照保險都有具體的

模式建置，而英國的照顧管理計畫和美國老人全包式照護計畫，均足為

我國參考。而借助科技照顧老人生活，高齡國家已有劃時代的進步，如

日本、荷蘭、北歐等國家均研發智慧型照顧機器人來協助關懷老人，發

展長照科技化照顧模式，運用科技力量照顧老人，確實使長照服務模式

更為便利，當然也必須思考人類情感依附需求和倫理問題（陳燕禎，

2012b）。在科技照顧產業的發展和健康管理兩者之間，是具有相輔相

成的密切連結關係的（經濟部工業局，2012；陳燕禎，2012b），借助

科技的力量，善用智慧型的科技照顧模式，不但不會影響生活的便利

性，更能提供日常生活的品質（陳燕禎、黃國維，2012）。從長照供需

的市場發展，社會面到經濟面來檢視推動長照產業的策略，將能提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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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我國龐大的長照需求問題，也能提供創造國內經濟的發展和創造年輕

人的就業曙光。

第四節   銀髮產業與照顧產業

在人口老化浪潮席捲下，科技產業的發展不僅是提昇失能者生活

品質的重要工具，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而言，也因長壽的風險而成為借助

科技產業的使用者。經濟部工業局於2011年養生照顧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中，鎖定服務對象係以中高齡族群（45歲以上）為目標對象，而國發會

2013年於「國家發展前瞻規劃」委辦研究計畫――推動銀髮產業服務化

發展報告中則聚焦於高齡（65歲以上）之族群來探討。從中比較，經濟

部皆指出銀髮產業為維持健康生活所需之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之活動，

提供具整合且持續性的照顧服務，就目標對象需求而言，涉及了生活所

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健、美、醫，其中金融則串連每個面

向。而國發會則指稱銀髮產業主要提供銀髮者有益身心健康、生活需

求、健康照顧相關勞務服務的一群經濟主體之集合，服務範疇包含了

食、衣、住、行、育、樂、醫療、金融等面向；綜整兩者所述，其範

疇一致，均認為銀髮產業涵括了各項經濟活動之集合，其範疇更是遍

及了與生活需求相關之各面向，故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2014）於「高屏澎東區高齡化趨勢下的勞動市場調查計畫」結合兩者

論述為基礎，將銀髮產業定義為：提供銀髮者有益身心健康、生活需

求、健康照顧相關勞務服務的一群經濟主體或活動之集合；其產業範疇

涵蓋銀髮族生活所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健、美、醫、金融等

面向。綜觀「銀髮產業」（Senior Industry, Silver Industry, Grey Industry, 
Aged Industry）定義有：「銀髮產業是指提供與高齡者有關的商品或勞

務的一群經濟主體，包括營利事業（私部門）、非營利事業（第三部

門）和各級政府（公部門）」（曾怡禎，2007）。有研究者更明確地提

出：「所謂銀髮產業係泛指許多產業群體與服務機構針對銀髮族群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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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要，包括最基本之衣食住行育樂，與特殊需要醫療保健、休閒旅

遊、善終歸宿、永生安排，所設計並提供適切合宜，迎合時代需要之經

濟市場與老人生活服務」（李宗派，2008）。也有人綜合了上述的觀

點，將銀髮產業定義：「由營利事業、非營利組織及政府，提供與高齡

者有關的服務或商品的各經濟群集合」（陳淑嬌，2013）。「銀髮產

業」如今雖尚未形成一個具體、明確之定義，但可彙整以下三項特徵

（行政院經建會，2013）：

第一，服務需求由基礎的食、衣、住、行基本生活所需，至進一步

的醫療保健、休閒旅遊皆含括在其產業範疇中，其產業的內涵，係從高

齡者「需求內涵」為出發點，發散至其生活的各項基礎需求，即一般認

知之下的食、衣、住、行等面向之延伸。

第二，服務提供者包含營利事業、非營利事業及各級政府部門；

亦即服務提供之主體，並不僅限於政府、私部門的企業或非營利組織，

各主體皆得以作為服務的供給者，但值得留意的是，未來若欲創造、催

生新的商業模式，或者經營方法，它並非是單靠單一主體即能達成之事

務，必須藉由政府與民間的相互合作，以及資訊的交換來創造更大的產

業價值。

第三，產業範疇廣泛涵蓋多樣的產業群體及服務機構。在一般性認

知之中，銀髮服務業往往存在於社會福利、社會救助之印象，惟依據第

一項特徵可知，銀髮服務產業不僅是有部分的醫護行為，並擴及其他生

活層面，同時，亦可藉由新科技與新領域、新經濟業者的投入，來創造

出更多的附加價值以及商業可能性，例如藉由資訊科技的導入，降低高

齡者生活風險，或者銀行業者的投入開發銀髮商品，或志願組織發展時

間銀行等銀髮服務型態。

又依據世界貿易組織在1991年所發布的服務部門分類文件中，將

服務業分為12大類，155項次業別。其中，第8類與銀髮服務業有直接相

關，其餘各產業均為應對人口結構的持續少子化、高齡化而來，並逐漸

延伸創新的銀髮服務。換言之，若以貿易輸出的概念來看銀髮服務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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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則屬於WTO服務貿易細項中的第8類：「健康與社會服務業」，

這是國際共同的貿易語言與規範。再從我國行政院主計處的行業分類

中，也可以為銀髮服務業訂出範疇，基本上乃參照聯合國國民經濟會計

制度之規範，將產業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大類，其中與銀髮服

務業較為直接相關的產業，為「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行政院

經建會，2013），又可再分為「醫療保健產業」、「長照安養產業」與

「生活產業」等三大產業面。

第五節   長照需求創造「健康壽命」的產業

老人長照的龐大需求創造「健康壽命」的產業發展。徐重仁

（2015）就以日本發展為例，他說日本進入超高齡社會的人口老化階

段，政府仍不斷討論如何創造延伸健康壽命的市場，以促進經濟成長，

因為醫療、看護與地方經營是緊緊相扣的。從日本作檢測、體脂器大廠

的TANITA來看，其做法是先在日本各地推廣「健走」活動，每走5千步

的民眾就可獲得點數10點，可以到指定的餐廳兌換健康的餐飲，以鼓勵

大家多走路，吃健康餐，將運動融入城市生活，改善市民的健康，因此

「健康照顧(health care)產業」可幫助地方經濟活動，健康照顧的產業架

構還可由地方統合照顧資源系統，建構地方醫療、看護體制，同時也創

造新產業，並與農業、觀光、休閒等地方產業結盟，以及公共保險外的

運動、營養、保健服務等合作，藉由活化地方經濟，也降低長照的醫療

支出。

荷蘭創立老人失智村，Hogeweyk村是著名的一個收容患有阿茲海

默、失智症的老人社區，該村之內設有公園、便利店、郵局……等等，

看護人員會假扮成收銀員、超市人員，失智長者生活在Hogeweyk的村

裏活得開心，被鼓勵運動和進食，反而減少了對藥物的依賴，並大大降

低死亡率。徐重仁（2015）也從國外的發展經驗表示，我國長照政策不

用一開始就做全民式的長照服務，可採分期方式進行服務管理，初期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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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得起、有經濟能力的人去發展，在市場需求之下，就會慢慢產生符

合一般人的預算的長照服務，就像是時尚的概念，是一個普及的名牌，

但有一定的品質及服務。亦即「長照前期」的對象，大多數人是可以行

動，可以去旅遊，這群嬰兒潮世代的人口，他們的教育程度高，也有經

濟能力，因此願意花錢去享受好的餐飲及旅遊，例如有人喜歡照相、跳

舞、賞鳥、探訪古蹟，但就是要過的開心、自由，因此長照產業可針對

這群人設計很多的課程，像開辦社區大學、老人大學、樂齡學習中心；

而當進入「長照後期」的階段，已經年老虛弱，體力漸衰，需要有老人

福利機構、長照機構、日間照顧中心、居家照顧或外勞照顧等服務介

入，並提供多元、多樣的服務供給，尤其科技產業時代，如何應用科技

化系統和互聯網力量協助長照工作，都是長照產業發展的新方向。

第六節   借助企業能力，發展社會照顧

在快速高齡化和人口負成長的背景之下，如何能夠有足夠的勞動

力，創造高價值勞動力的社會企業，將是老化社會的長期照顧問題，以

及提升勞動力價值和社會創新服務產業的另一個思考方向。就長照領域

而言，近年勞動市場出現了「照顧離職潮」，面臨第一線照顧工作者因

負荷重、薪資低、職位低等因素離職，且照顧人力嚴重斷層等問題日益

嚴重化，加上長照問題帶來的財務壓力更令所有人喘不過氣，只要失能

臥床，進入長照狀態或住進老人福利機構，將吃掉大部分的退休金、儲

蓄金。有研究指出，有7成的人尚須補足退休金的不足，至於未開始籌

措退休資金者為45.3％，而受訪者投資工具大多以守住「銀行存款」為

主（馬永蕙，2015），這也是人類長壽必須面對的最大風險管理。國人

通常低估退休後的生活需求和照護開銷，對投資理財也趨向保守，若加

上「通膨或負利率」，以及必須面對老後料想不到的暴增醫藥費、看護

費，不斷侵蝕原有的老本生活，因此在老年經濟安全層面，呈現高度的

不安全感。而由此看來，國人面對長壽風險的經濟承受程度是偏低的。



87｜第五章｜臺灣長期照顧產業化發展現況之探討

然而只是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不足以提升社會進步，必須聯結散處各地

區的社會資源，結合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營利組織，簡稱

NPO）與PO（Profit Organization，營利組織簡稱，PO）的企業能力（黃

春長，2013），以共同之力，分攤推動創新之責任，提升解決長照問題

的能力。

從歐美各國的福利發展經驗與改革趨勢來看，社會照顧在民營化

與商業化力量的影響下，已逐漸轉型成一般所謂的「社會照顧產業」，

其中又以「老人社會照顧」的產業化速度發展最快（謝儒賢，2006；

Bode, 2003; Harris, 2003）。而在現階段長期照顧產業的結構裡，從非營

利到營利的長照服務，將交織出何種新的互動關係與模式，值得關注，

尤其將呈現出何種供給和分工的新風貌，特別是處於老人長照產業前端

的「健康管理」和後端的「醫療照顧」都需要建立「無縫接軌」的照顧

系統，也是「一條龍」、「整合式」的服務規劃。而在長照市場的發展

現況、模式和趨勢，不同供給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都影響長照產業發展

模式的形成，因此掌握臺灣長照產業市場的未來發展，以及各產業部門

之間供給板塊的變化，是未來長照發展的重要關鍵。產業的力量是驚人

的，但產業化、市場化並非就是和階級化畫上等號，目前我國的長照偏

向醫護和福利服務，擔心產業化會成為階級化，尚未有充足連結產業市

場的積極做法和行動力，建置過程還會有諸多的阻力，需要很多的協調

和突破的地方。

第七節   福利產業？經濟產業？福利混合供給模式

福利產業雖屬於一種產業，但似乎一直被認為較適合歸類於社會

市場之中，因為社會市場是必須同時考量營利與非營利的社會公平正義

的特殊本質與精神，而且既然名為福利，若完全實行經濟市場的競爭機

制，有可能會失去照顧弱勢族群之需求，違背社會福利之基本精神，故

有人主張不能將福利產業完全放置於經濟市場，比較適合放在社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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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黃琢嵩等人，2005；曾詠幃，2015：49）。從研究結果發現，

受訪者希望福利與經濟並行，以「分流分級」多元模式進行供需的選擇

交易（陳燕禎，2017a）。換言之，長照服務若以商品或產業完全競爭

定位，只要符合有系統、有組織的方向推展，其實也很容易就會有各類

型的資本累積，而累積之後再做社區回饋，一來符合經濟市場的競爭品

質；二來又回饋給社會弱勢者的照顧。

研究發現，雖然目前長照機構均為非營利性質，但研究發現，有

些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已有「類經濟市場」的福利經營模式，雖然仍

是非營利機構，但因透過類似連鎖店的經營方式，除能降低相關進貨成

本，也能將成功模式不斷複製，而經營者也將成功的果實，回饋給住

民，且在機構屢獲政府評鑑的佳績之下，也塑造了機構的良好形象，

故經營者表示：「不怕貨比貨」、「真金不怕火煉」的機構照顧品質

（陳燕禎，2017a）。受訪經營者也表示，長照服務若能逐步趨向市場

開放，對長照機構的經營是利多的，所以並不擔心長照服務法通過後，

與其子法修正或政策開放，會對其機構經營造成衝擊，反而更持樂觀的

態度和信心，因為他表示：任何行業有競爭，才會有更優的品質，出現

「良性循環」機制，打破理論上到底是要經濟市場化或社會市場化的單

一模式，產生「社會與經濟市場並存模式」，呈現「雙元發展模式」。

因此未來長照產業市場若有政策和立法的鼓勵，將有商業部門加入此服

務領域，無形中也會督促提供服務單位，必須進入市場的競爭環境，促

使福利產業的品質因競爭而升級，翻轉民眾長期對社福品質的刻板印

象。

再者長照市場也需採「暨分流又合流」的資源共融模式。「分流」

就是將民眾分為兩大類，我國低收入加上中低收入的人數，約佔總人口

2.93％（衛福部統計處，2017b），因此弱勢者的照顧交由政府以稅收

的所得重分配制度，提供免費照顧，並改變以施捨心態提供服務的模

式；至於一般民眾，則依家庭經濟能力，去市場挑選自己喜歡的照顧模

式或服務商品，讓長照服務具有市場化競爭力，而且在追求產業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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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提供更好的品質，也讓市場機制去淘汰品質不佳的機構。多元的

社會就會有多元的需求，因此長照產業政策勢必要開放，開放才有創

新，「有競爭才有品質」、「市場愈開放，品質會愈好」，民眾才有比

較和選擇的機會，也才能創造更多經濟就業機會。

社會服務的供給來源一直需要多元的力量，從政府部門、商業/市
場部門、非營利部門與社區、家庭等多元部門來共同提供服務，且在不

同時代背景下，並無所謂「唯一提供者」存在的現象（詹火生，1993；

張英陣，1995；黃源協，2000；謝儒賢，2006；陳燕禎，2015；Pestoff, 
1998; Hudock, 1999; Healy, 1998; Aspalter, 2001）。Marwell和McInerney
（2005）曾提出「福利混合供給模式動態發展五階段」觀點來詮釋社會

服務市場化的發展過程，他們認為現在的福利供給模式是政府、非營利

及商業部門共同在「同一市場」上供給「相同」的服務，並將服務導向

市場化、商品化及產業化的發展方向，而這五個階段為「確認市場、市

場成長、貨物或服務成本擴增、貨物或服務價格上揚、跨部門競爭」，

其中跨部門競爭的階段是當「商業部門」進駐一個僅由「非營利部門」

所組成的市場裡，就是進入跨部門競爭的階段，這個階段由於商業部門

具有較佳的營運資源及服務品質，因此可能會對非營利部門產生巨大的

競爭壓力，甚至企圖取而代之。

跨部門競爭的情況將引發三種滿足社會需求的因應策略：

一為市場區隔（stratified market）：非營利與商業部門同時供給服

務，但服務使用者則被區分成二個群體，前者服務經濟較為拮据者，成

本乃由捐款支應，而後者服務經濟較為富裕的使用者，且依自由市場的

價格達成交易。

二為市場取代（displaced market）：先前由非營利部門所創造出來

的市場，卻被資源豐沛的商業部門以「後來居上」之勢所取代，而且非

營利部門也會因捐款收入的中斷或不足，使其無法因應服務成本的增加

而撤離市場。

三為市場防衛（defended market）：非營利部門透過募款、規範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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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合法性的強調或其他的防衛的方法，反擊商業部門進駐市場所帶來

的威脅，因此，如何在自由市場落實非營利部門照顧弱勢的品質供給，

同時也鼓勵市場的商業部門加入長照產業服務鏈，把所有因子聯合考

慮，如少子化、高齡化、產業空洞化等問題梳理定位，將政策鬆綁，決

定最有效率的投資基礎和資源配置，以因應國家總體競爭力的前瞻性和

回應長照產業的發展態度。

長照產業的場域基本上可分為「經濟市場」與「社會市場」，若著

重成本效益與利潤最大化發展來推動產業時，就完全屬於經濟市場；若

考量人民的基本社會福利的本質，就屬於社會市場。社會服務產業化是

社會服務民營化之後續發展模式，是政府部門將社會服務之執行業務與

輸送單位移轉給非營利組織，或民間團體，或社區，或私人部門等等，

考量服務遞送的實際性、可行性，以及永續發展，透過政府公開招標方

式，允許私人部門之營利單位承辦社會服務業務。就歐美國家社會福利

服務業務的推動來看，就運用租稅或社會安全捐做為強化社會福利服務

輸送的經濟基礎。因此，美國也發展醫療服務保險或社會救濟保險等服

務措施，做為開發社會福利服務的支持性資源的來源（黃源協，2003；

曾詠幃，2015）。歐美等國已逐漸開放「營利部門」進入社會福利服務

市場的經營模式，日本的長照產業也已發展，在在希望透過市場競爭和

自由機制，提供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和服務品質。

第八節   「市場＋社福」雙軌分流與產業聯盟

2013年《經濟學人》雜誌以《北歐國家，下一個超級偶像》為封

面，指出北歐是未來全球政府治理國家的楷模。北歐一面以「市場機制

開源」，一面以仍然相對高的稅收及社福制度進行財富重分配，兼顧自

由市場與分配正義，經濟競爭力和人民「幸福感」指標都稱霸全球。北

歐在福利政策上稍微向右微轉，讓「市場＋社福」的多元部門提供服務

的開放機制，普及老人照顧，讓長照呈現新風貌。當然北歐在政策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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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初期，也因社福政策向右微轉，飽嘗許多的不適應，如在經濟方

面，因1980年代解除金融管制，導致借貸炒作狂增、失業率暴漲、稅收

銳減的連環效應，好不容易最近才復甦﹔而在社福方面，政府責任限

縮，社福業務也開始「契約外包」，而1990年代，歐盟「新公共管理」

思維的引入，造成部分機構出現專業與品質的假象，私營的機構愈辦愈

大，近年瑞典就有醫療公司將政府撥款挪到國外避稅，也有連鎖養護機

構遭檢舉讓老人餓肚子、睡地板，甚至以「誰幫公司省錢最多？」成為

獎勵主管的原則，引發「創投公司可否藉福利工作牟巨利」爭議（何定

照，2016）。整體來說，北歐是許多人夢想的社福天堂，在育兒、老人

照顧及充分就業環環相扣下，呈現普及式的社會照顧制度。

以長期照顧制度來說，瑞典也曾經歷1950年代被揭露在養護機構

的悲慘生活，在各界抗議下，才逐漸以居家式的「居家照顧」，取代機

構式的「照顧之家」模式，並且極力倡導「老人獨立、健康維持」的概

念，在社區設立老人聚會點、日間照顧中心、55歲及65歲以上的老人住

宅，並儘量延緩或減少老人失能的可能原因和時間，因此近年入住長照

機構的比率僅14％。另在財源方面，北歐的瑞典採「稅金」為主，再另

加自付額，機構設立由中央訂立標準框架，再由地方公辦或委辦執行；

在人力方面，瑞典創造「社會投資策略」，達成歐盟認為可創造未來就

業機會的策略模式，並藉助「新科技」的引進，大大改善服務員的生產

力，而且「提高薪資」來吸引更多勞力投入，瑞典還在2000年修正「社

會照顧法」，規定地方政府應給勞工最多一百天的「有薪照顧假」。北

歐的政策調整和策略創造，提供臺灣長照市場機制開放的思考和借鏡。

第九節   結論：問題與省思

臺灣首次出現照顧「產業」的字眼，是於2002行政院提出跨部會

的「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此服務方案自2003年10月以後更名為

「照顧福利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至2007年擴展為「長期照顧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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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稱長照1.0）：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等等做為因

應（行政院經建會，2002a、2002b）。面對我國長照現有的服務供給能

力和有限資源之下，已迫使許多家庭或老人不得不向外尋求市場體系的

支援，例如向政府部門或委託單位所提供的居家服務、送餐服務、日間

照顧、機構照顧購買服務或僱用外勞，以彌補「不穩定且脆弱」的家庭

照顧模式，因此不斷催化長照多元服務的供給市場出現。為使資源有效

應用，應以「市場原則」來增加服務效率，並減少浪費（洪德生、莊朝

榮，2002），但在此環境變遷的脈絡下，政府雖透過政策宣示，結合民

間力量將照顧服務推向「商品化」與「產業化」的道路，但卻未表明在

推向產業化的照顧服務產業應扮演何種角色，以及應如何與非營利部門

或營利部門互動與連結，仍以狹隘的社會福利觀點推展政策方案，未能

以整體性和市場性需求的觀點給予開放推動。其實，相對於政府的老人

政策，商業部門早就不落政府之後的積極投入，例如潤泰集團的潤福生

活新象館或養生渡假村等，各式各樣的安養社區。另外，稍具規模的金

控、壽險或營建等體質互異的營利部門也有大舉邁向「異業聯盟」的整

合趨勢，提供結合「消費者理財、健康及休旅管理」的套餐式服務進軍

老人安養市場，例如養生住宅等（李誠偉等人，2003）。人口老化和人

類的長壽是一個大趨勢，在銀髮產業或照顧產業的層面，亟需鼓勵多元

供給部門的參與，雖然有人擔心照顧市場化會形成階級化的問題，但只

要政府有擔當並扮演好監督的角色，自然不是問題，而且在社會市場與

經濟市場分流當中，人民有更多的選擇，市場也因競爭，而有優者生

存，劣質淘汰機制。總之，不論是官方、民間或學術研究者，雖未正式

宣告，但卻有意無意地希望長照推向「產業化、市場化、商品化」，甚

至視為當前高齡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新興產業」。

21世紀也是一個雲端科技的社會，這是先人無法想像的便利時代，

科技系統和互聯網早已影響到人類互動的模式，也改變了人類需求的市

場，對高齡者或失能者的生活影響或協助都不可言喻。故當前政府必須

盤點長照供給系統和供給品質，從目前長照人力呈現嚴重缺乏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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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賴「外勞」為主到年輕人不願意加入照顧市場，以及長照機構法人

化等問題，進行全盤的市場供需檢視。人力問題，必須設計誘因，吸引

年輕人，並從教育面進行人才培育﹔照顧品質和供需市場的問題，更需

鼓勵產業加入的政策，因為除須有硬實力，更需要軟實力，運用「同業

整合，異業結盟」之力，提供跨產業、跨專業、跨領域、跨區域的人才

和服務的規劃研發，才能滿足長照社會的複雜需求，並建構一套有品質

且可長可久的長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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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醫療法人的營利性與產業化

    （張耀懋委員）

第一節   醫療機構的類型

醫療法人的屬性到底為何？與私立醫療機構關係為何？醫療機構

又是如何分類？於醫療法修正前，醫療機構可分為公立醫療機構，私立

醫療機構及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等三類，將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獨立於私立

醫療機構以外，或有些爭議，與行政法上習慣的公私兩分的分類法不盡

相同；不過分類體系上仍以醫療機構為主體，楊漢湶氏在其所著的分類

圖中，亦有相同分類 1，在私立醫療構機下又可分為醫師設立的醫療機

構及法人附設的醫療機構兩種，其中包括私立醫學院附設醫院、農會、

漁會附設的醫療機構及事業單位所設的醫務室等三類。因此，依舊醫療

法定義，若有其他類型的社團法人附設醫院，即應定義在私立醫療機構

中。

醫療法修正後，則將法人附設醫療機構由私立醫療機構獨立出來

成為一類，公立醫療機構與舊醫療法相同，私立醫療機構則純化由醫師

申請設立者（現行醫療法第四條），而在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上則變更為

「醫療法人」，下分醫療財團法人與醫療社團法人；但是，如此一來使

得醫療機構的分類基礎混沌不明，因依新修正的醫療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醫療法人得設立醫院、診所及其他醫療機構。其主體是法人本

身，並非醫療機構；依此修法精神，也明示了「一法人、多機構」的概

1 楊漢 ，醫療社團法人立法經過及意義，醫院雜誌（2004），第37期，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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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將醫療機構內化為醫療法人下的內部組纖，醫療機構與醫療法人並

非在同一對等的地位。這與在舊法時代，一財團法人即等於一醫療機構

有很大的變化。（表6-1、表6-2）

表6-1  醫療法修正前醫療機構分類

表6-2  醫療法修正後醫療機構分類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撰寫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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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設立者區分醫療機構之類型，醫療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另有從

業務目的區分：醫療機構設有病房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應門診，

未提供住院者為「診所」；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而辦理醫療業務之

機構為「其他醫療機構」，如捐血機構、病理機構等 2。

一、公立醫療機構

依醫療法第三條規定，公立醫療機構係指由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1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二條：

 醫療機構分類如下： 

　　一、醫院： 

　　（一）醫院：指設有一科或數科診療科別，每科均有專科醫師之醫院。 

　　（二）慢性醫院：指設有慢性一般病床，其收治之病人平均住院日在三十日以

上之醫院。 

　　（三）精神科醫院：指設有病床，主要收治罹患精神疾病病人之醫院。 

　　（四）中醫醫院：指設有病床，主要從事中醫診療業務之醫院。 

　　（五）牙醫醫院：指設有病床，專門從事牙醫診療業務之醫院。 

　　（六）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醫院：指設有病床，專門收治性侵害犯罪加

害人強制治療業務之醫院。 

　　二、診所： 

　　（一）診所：指由醫師從事門診診療業務之處所。 

　　（二）中醫診所：指由中醫師從事中醫門診診療業務之處所。 

　　（三）牙醫診所：指由牙醫師從事牙醫門診診療業務之處所。 

　　（四）醫務室：指依法律規定，應對其員工或成員提供醫療衛生服務或緊急醫

療救護之事業單位、學校、矯正機關或其他機關（構）所附設之機構。 

　　（五）衛生所：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立，辦理各該轄區內有關衛生保

健事項之處所。 

　　三、其他醫療機構： 

　　（一）捐血機構：指專門從事採集捐血人血液，並供應醫療機構用血之機構。 

　　（二）病理機構：指專門從事解剖病理或臨床病理業務之機構。 

　　（三）其他：指執行其他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而由醫師辦理醫療保健業務

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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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或公立學校所設立之醫療機構，換言之，公立醫療機構包含公立醫療

院所、教學醫院及軍醫院等三種類型。為獎勵公立醫療機構人員，特訂

定「公立醫療機構人員獎勵金發給要點」、「地方機關慢性病防治所與

衛生所及健康服務中心人員獎勵金發給要點」、「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學

校院附設醫院獎勵金實施要點」、「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

民總醫院經營績效獎金核發要點」及「國防部軍醫局醫勤獎助金發給要

點」等規定，以提高服務精神及醫療水準。以「公立醫療機構人員獎勵

金發給要點」為例，規定各公立醫療機構應成立績效評估小組，評估單

位或個人之貢獻程度及工作績效，分等第發給獎勵金，不得平均分配獎

勵金，並訂有獎勵金發給上限，如醫師（含院長、副院長）不得超過師

（一）級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二項合計數之五倍、其他人員則不得超過

個人俸額及專業加給二項合計數之一倍 3。

公立醫療機構依其性質有不同任務。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機關所屬醫

療機構，主要任務為提供一般民眾醫療服務，並執行政府之公共衛生醫

療政策；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民總醫院，主要任務為照護榮

民及眷屬健康，服務對象亦有包含一般民眾；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主要任務教學及研究，包含培訓各類醫事人才、臨床教學

研究及醫療科技研究等；國防部所屬軍醫院，主要任務為平時提供國軍

健康照護及離島醫療支援，隨時保持戰備狀態，服務對象亦及於一般民

眾，戰時提供衛勤支援，維護國軍健康以確保軍隊戰力 4。

為了解決公立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變更登記之法規競合問題，行政院

衛生署2001年5月16日衛署醫字第0900032045號函：「……依護理機構

設置標準第十條規定附設護理機構，其醫療機構變更負責醫師，若已依

醫療法第十九條規定報請變更登記，應已完成辦理變更登記，勿需另依

3 公立醫療機構人員獎勵金發給要點第七條、第八條。

4 葉俊麟，醫療獎勵金制度之探討：以公立醫療機構人員獎勵金發給要點為例，

人事月刊（2008），第46卷第4期，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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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

二、醫療法人

醫療法人依其性質分為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 5，依醫療法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醫療法人可下設醫療機構，則若該醫療機構有

獨立組織、預算等，應可為一獨立的醫療機構，依現行醫療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前段，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的規定，因此，醫療法人下

設的醫院、診所，既均屬醫療機構，則各醫療機構當然也需獨立的負責

醫師。依同條後段規定，私立醫療機構，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醫療

法人所設醫療機構既不屬於私立醫療機構，即無需受「申請人為負責醫

師」的規定限制，只要醫療法人可獲准設立，即可依內部章程與醫療

相關法規設立醫療機構；換言之，醫療機構可由醫療法人或醫師申請

設立，醫師申請設立之醫療機構屬於「私立醫療機構」（醫療法第四

條），須以申請人為負責醫師，反之，由醫療法人所設立之醫療機構，

其負責醫師則不受該限制。

而在醫療法人的設立者部分，醫療法並無明文，解釋上應是無身

分限制，亦即不具醫師身分亦可申請設立。非醫師可間接設立醫院的制

度於焉建立。而且，依醫療法第三十一條規定，除醫療機構外，醫療法

人還可附設護理、精神復健、醫學研究，福利機構等。惟從醫療法第五

條，醫療法人係以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與本條以「設立」醫院等，

「附設」護理機構等綜合分析，應可解為醫療法人應優先設立醫療機

構，而不能單獨附設機構。惟在設立後，醫療機構業、變更或被廢止許

可後，附設機構可否單獨存在，則是衛生主管機關未來應解釋的問題。

（一）醫療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是以「財產」為集合的團體，亦即財產經捐助後，為達成

5 醫療法第五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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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的加以管理運用的法人組織。即使單獨一人也可捐助設立。由於

財團法人在性質上均為公益法人，依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在設立前應

得到主管機關的許可。因此，醫療財團法人也需經許可方可設立，醫療

法第五條第二項即規定，醫療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

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法院登記之

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與財團法人醫院間之關係依新舊醫療法之分類對照，

舊有的財團法人醫院均是現行醫療法中的醫療財團法人下設之醫院；因

此，財團法人醫院等同於單一機構之醫療財團法人。該醫院之原屬財團

法人亦可合併其他同質性的醫院，歸於同一法人下。依醫療法第三十九

條規定，醫療法人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得與其他同性質的醫療法人

合併之。何謂同性質之醫療法人？依醫療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之定義，

指醫療財團法人必須與其他醫療財團法人始得合併，醫療社團法人需與

醫療社團法人始得合併。易言之，醫療社團法人與醫療財團法人依法不

能合併。

財團法人醫院如欲轉型為醫療社團法人，似有下列管道：1.先行解

散，再重新設立。2.直接轉型。 3.與醫療社團法人合併。茲分述之：

財團法人之解散，醫療法上並未有明確規範，依醫療法第三十條

第一項，適用民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財團法人無法如社團法人般，隨時

由社員決議解散，只有在目的不能達到時，由主管機關斟酌捐助人之意

思，變更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宣告解散；換言之，只有在醫療事

業目的無法達成時，由主管機關宣告其解散。

財團法人具公益性，依民法第四十四條，法人解散後，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應依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惟以公益為目

的之法人，其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章

程與總會如無決議與規定時，賸餘財產則應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

方自治團體。由於我國醫療社團法人之設計深具營利色彩，因此，當財

團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自不應再歸入其他醫療社團法人中，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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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透過解散程序，財團法人亦不得併入其他醫療社團法人中。

至於醫療財團法人直接變更醫療社團法人之程序，因醫療法並無規

定，因此，不得變更。蓋財團法屬公益性，其財產一旦捐助成立，其法

人即具公有性，且財團法人並無組成分子之個人，不能有自主的意思，

必須設立管理人，依捐助目的忠實管理財產，以維護不特定人的公益並

確保受益人的權益，在固定目的與組織下，維持財產的繼續不變。惟醫

療社團法人不論從持分結構、社員產生、盈餘之分配及解散程序等，均

具私有性，若同意財團法人可轉變為醫療社團法人，無異將公有財產轉

挹注私人利益上，因此自不宜循此管道轉換。

至於與其他醫療社團法人合併之途徑，如上所述，依醫療法第

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只能與同質性之資療法人合併之，醫療財團法人

與社團法人兩者間並不相類屬，依法亦不得合併之。

依醫療法與民法之相關規定，財團法人本就得由自然人或法人之捐

助成立。因此，若醫療社團法人欲轉型為財團法人，雖依法不得依合併

途徑為之，惟可視之為捐助行為，經社員總會決議等程序，將財產捐為

財團法人。若透過此一途徑，除章程及其他法律等相關規定外，原社團

法人仍可保有其法人格。

為周延財團法人的法制環境，增加財團法人許可設立之行政效率及

監督財團法人之運作，確保其積極從事公益，並增進民眾福祉，行政院

於2017年4月17日向立法院提出「財團法人法」草案，將財團法人區分

為政府捐助及民間捐助，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採高密度管制，反之，民

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則採低密度管制。草案要點包含：我國政府接收日本

政府或人民所遺留財產，並以該等財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視為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 6、董事或監察人之利益衝突迴避原則 7、財團法人資訊

6 草案第一條至第四條。

7 草草案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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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主動公開之義務 8、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原則上為無給

職 9、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10。

據報導指出長庚醫院買入台塑化公司股票，耗資13.97億元，截至

2017年7月底長庚醫院持有台塑四寶的股票分別為9.44％、11.05％、

18.58％、5.79％ 11，有論者指出，實務上常有財團法人藉由投資而掌控

上市公司經營權的弊端，使不具營利性質的「財團法人」，成為「享有

稅捐優惠的控股公司」，有能力與一般公司股東進行經營權之爭，此

外，捐助人之繼承人不必繳納遺產稅，卻能夠藉由財團法人掌控所投

資的上市公司，違反公平競爭與平等納稅義務，然而，財團法人法草

案皆無針對上述問題制定規範法源。因此，論者建議應參酌保險法第

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的意旨，明文限制財團法人投資公司股票的上限比

率，並制定不得以法人本人或其指定人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 12，並加強財務透明，提升治理，依規模大小分流管理，導入美國國

稅局（IRS）的填報制度，向公眾公開IRS 1023表、年度財務990表，以

接受政府與公眾的監督 13。

（二）醫療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是以「人」為集合的團體，以社員總會為最高機關。依其

8 草草案第二十五條。

9 草案第五十二條。

10 草案第六十一條。

11 名家縱論／陳冲：不見輿薪的長庚爭議，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

story/7339/2652736，最後瀏覽日：2017年10月15日。

12 李祖德、陳玲玉：醫院與學校財團法人的亂象，蘋果即時新聞：http://www.

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724/1167241/，最後瀏覽日：

2017年10月15日。

13 同註11。IRS 1023表：須填寫財團法人之組織名稱、法人姓名地址等資料，詳

細說明組織的活動內容，以及如何避免利益衝突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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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目的之不同，可分為公益社團法人及營利社團法人。依醫療法第五

條規定，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醫療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法人不得為醫療社團法人的社員。

因此，法人若想透過持分方式握有醫療社團法人的股份，為法所不許。

此外，醫療法中對醫療社團法人董事的消極資格並無特別限制。一般而

言，董事可從股東中選任，另有從非股東中選任的所謂「獨立董事」。

由於醫療法第四十九條已明定，法人不得為醫療社團法之社員，由此可

推知，財團法人、歸類為營利性社團法人的公司、甚至是其他醫療社團

法人既不可能取得社員資格，自然也無法由此管道取得一般董事資格。

未來產生爭議的是，法人是否可透過「獨立董事」的途徑，擔任醫療社

團法人的董事？其實醫療法上並未有明文禁止非社員出任醫療社團法人

董事的規定，可準用的民法亦未設限，因此，公司法上「獨立董事」的

制度應可適用在醫療社團法人。惟這樣的解釋是否就能讓法人或公司得

擔任醫療社團法人董事，就有疑慮了。

創設「外部董事」制度的公司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或法人

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惟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通

說認為這是法人當選董事的特別規定，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

理，不具股東身分之法人，不得以自己之名義或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醫療法中對法人或公司得否出任醫療社團法人的股東，並無明文禁

止，似無不可循此管道出任董事的可能。惟若就公司法此一立法精神與

條文觀之比較，似不宜由法人經由獨立董事的管道間接取得董事資格。

醫療法修正過程中，綜觀行政院版在內的各委員所提的修正草案，

幾乎均無排除法人為社團法人社員的規定，部分委員提的版本還以法人

得以出任醫療社團法人社員或股東為其所提草案的修法重點。因為醫療

社團法人的成立，除了要解決私立醫療機構的永續經營與傳承問題外，

還希望透過法人化的手段，對外募集資金，因此，除非有特殊目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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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當然是愈開放愈好，可以有更好管道可以籌集資金。

不過，最後通過的三讀版本顯然與原先的構想不同，完全排除法人

成為醫療社團法人社員的可能。這樣的觀念顯然是為避免醫療社團法人

遭法人財團、公司等控制，因而從源限制法人成為社員的管道；但是，

如此一來也等於限制了對外募集資金的對象。除了財力雄厚的財團無法

透過此一管道投資醫院，連公益財團法人投資醫療社團法人的機會也被

剝奪，醫療社團法人只能透過自然人集資，集資能力大打折扣，對於動

輒資金即需上億，甚至十億的醫療機構而言，是一大考驗。至於這項設

限能否由此避免醫療機構擺脫大財團的掌握，則尚需長期觀察。

1. 醫療社團法人屬營利事業嗎？

醫療機構是否為營利機構，國內相關法令均無明文。惟據衛生署的

傳統見解 14，均將醫療機構定位在非營利行業，除限制非醫師不得開設

外，亦不准醫療機構另行辦理涉及醫療之商業登記，此外，衛生署亦禁

止醫療機構以紅利為號召籌資設立 15。另外，財團法人醫療機構部分本

就具公益性，因此，國內原有的醫療機構均屬非營利機構。

不過，在2004年醫療法修正案通過，新增了醫療社團法人後，國內

傳統將醫療機構定位於非營利性的本質，將面臨嚴重挑戰。

2. 醫療社團法人應有營利色彩

所謂營利，一般認為，機構因經營而獲得利益而言，而「以營利為

14 行政院衛生署77.6.3衛署醫字725382號函：醫療非營利性之行業，一般人員不

得為之，不准其辦理涉及醫療之商業登記。

15 行政院衛生署82.3.26衛署醫字第8224159號函：醫療機構申請人資金之來源，

雖非醫療法施行細則第八條所定申請開業須檢附之資料，且當地衛生機關在審

核時也多無法得知，因此未列入審查範圍中，但是，申請人在申請時已敘明或

在審議中確知係以刊登廣告招募會員認購病床，再發紅利予會員之方式申請設

立或擴充，則以不予審查通過為宜，否則易滋生 醫療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所稱

以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之流弊。且醫審會係衛生機關之諮詢單位，其審議結果

係提供衛生主管機關許可之參考，其本身應非決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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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者，即謂機構分配利益於股東（柯芳枝，1993）。因此，依學者

通說，社團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分配於社員，甚至只有分配部分盈餘予社

員者，亦應屬營利法人（施啟揚，1993）。只有不違公益目的，未將任

何盈餘分配予社員時，才可稱為公益法人（司法部52.8.8，臺52函民字

第4512函參照）。新修正的醫療法雖未見「營利」等字眼。不過，由醫

療法第五十三條反面推論，醫療社團法人對結餘之分配，其明文規定應

提撥10％以上辦理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 、醫療救濟、社區

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基金；並應提撥20％以上的營運基金外，

至多可分配70％的盈餘（楊漢，2004）。社員既可分配盈餘，以學者的

定義，醫療社團法人實已走出非營利法人的色彩，具備營利法人的色

彩。事實上，營利社團法人在國內並不罕見，依此定義，各類合作社均

可屬之。營利社團法人資格的取得，應依特別法的規定（民法第四十五

條參照），新修定的醫療法中有關醫療社團法人的相關規定，即是此一

法源。

3. 日本醫療社團法人並無營利色彩的設計

臺灣的醫療社團法人源自日本。日本是於1950年修正醫療法，增訂

創設醫療法人制度，其創設醫療法人之目的，一是為改善私立醫療機構

籌措設立資金之困境。二是為促進私立醫療機構永續經營。與我國在創

設醫療社團法人時的原始目的亦同。

不過，日本設醫療法人制度的結果也僅止於此，並未因此而向亦屬

社團法人性質的公司靠攏。日本創設醫療法人制度的前提，還嚴格保留

了非營利的本質，以不能損害醫療業務的非營利性之本質為考量要件。

因此，日本醫療法第五十四條特別規定：「醫療法人不得分配盈餘。」

依其規定，所謂「分配盈餘」，係指將損益計算上的利益金，對社員

分配而言。認為該項禁止分配盈餘，始符合醫療法人為非營利法人之本

質。

日本政府認為，若僅考量公共性之特質，如銀行或電力公司等，只

要依特別的許可制度，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態，並無不可；但是，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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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方面，不僅須考量公共性特質，尚須考量醫療非營利性之特質。因

此，認為醫療不適合以股東分配利益為最終目的的公司形態設立，是以

於其醫療法作特別規範，創設符合醫療特質之特別醫療法人制度。

日本的醫療法人被禁止分配盈餘，其年度決算之收益，除作為調整

員工薪給、設施的整備改善等外，均應保留做為準備金（或公積金）。

此外，亦禁止將盈餘轉列為資本，蓋如將盈餘轉列為資本，雖然並不是

分配，但是股東權益也因此加成或加倍，因此，應視為事實上分配之行

為。

我國甫通過的醫療法修正案，除如上述第五十三條間接肯認分配盈

餘的合法性，其予社員追求利潤的誘因似已無法抹滅。醫療社團法人的

營利性質於焉建立。

惟雖然國內醫療社團法人具有分配盈餘及賸餘財產分配等營利性的

特性，惟尚不能與「營利性的社團法人」公司畫上等號。核公司法第一

條，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社團法人，但是醫療社團法人雖有營利性質，

仍舊難謂以營利為目的，營利應只是其營運生存存在的手段而已。醫療

才是其最大目的，以此觀之，醫療社團法人應具有營利性質，但不是公

司。

三、私立醫療機構

私立醫療機構係指由醫師設立之醫療機構  16。私立醫療機構之申

請，雖未如舊醫療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私立醫療機構，應以醫師為申請

人」明文規定；但是，綜合現行醫療法第四條「本法所稱私立醫療機構

是指由醫師設立的醫療機構」；及第十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私立醫療

機構，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的條文綜合判斷，私立醫療機構的申請

人只限醫師。且因私立醫療機構是醫師個人所開設，隨著開業醫師之開

業狀態而存滅。私立醫院之開業場所名稱雖亦稱為某某醫院，形式上

16 醫療法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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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具有準法人資格，惟實體上醫院本身不具法人資格，無法做為權利

義務之主體，享權利負義務。行政院衛生署1993年9月15日衛署醫字第

8253909號函：「……私立醫療機構由醫師設立者，係以負責醫師為申

請人，申請開業，如其歇業，由另位負責醫師於同址重新申請開業（俗

稱變更負責醫師），雖其仍欲用原醫療機構名稱申請開業，惟依法前後

兩者已不屬於同一醫療機構，即前者已歇業註銷後者屬依法新設立之醫

療機構。」為免醫療機構隨著負責醫師的死亡，變更等因素不斷變動，

因此，行政院衛生署1993年7月7日衛署醫字第8235318號函又提出，

「……依醫療法第十三條及二十四條規定私立醫療機構係以負責醫師為

申請人申請設立，其申請主體變更，即屬醫療機構之新設立；因此，由

醫師設立之私立醫療機構，於同址由另位醫師重新申請設立者，應由原

任負責醫師申請歇業，註銷原領開業執照及所屬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新

任負責醫師應符合法定資格，其人員及設施，業經審查及重新履勘符合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始得核准開業，重新核發開業執照及所屬醫事人員

執業執照。惟為兼顧實情，由醫師設立之私立醫院，於同址由另位醫師

重新申請設立者（俗稱變更負責醫師），得從寬免依醫療法第十二條規

定踐行衛生主管機關許可之程序，並免繳驗建築物平面簡圖及使用執照

等。至該院之醫療服務設施及建築物之設計，構造與設備等部分，若醫

院之建築物係醫療法公布實施前所興建，因涉及硬體結構，補正較屬困

難，得從寬比照醫療法公布施行前已設立之醫療機構，依醫療機構設置

標準規定辦理。」

依醫療法規定，私立醫療機構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一定規模以上

者，應改以醫療法人型態設立 17。所謂「一定規模以上」之標準，依行

政院衛生署2006年3月3日衛署醫字第0950200989號函：「醫療機構一般

床200床以上者，應改以醫療法人形態設立。」因此，若私立醫療機構

之規模達200床以上，因所涉及病患數量較為眾多，醫療法強制其改以

17 醫療法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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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人形態設立，加強管制密度以確保病患權益。

為確保醫療機構永續經營，輔導私立醫療機構轉型，改善醫療機構

經營體質，提升醫療服務水準，行政院衛生署2009年01月12日衛署醫字

第0980000212號函提出：「……基於為利醫療機構永續經營之立場，私

立醫療機構如改以『醫療財團法人』設立，應得比照前揭函示辦理；即

私立醫療機構如改以『醫療財團法人』形態設立，如機構之地址、規模

及負責醫師均未改變，其原經核准之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資格，可

延續至其原評鑑合格有效期間屆滿為止。」以及行政院衛生署2009年4
月15日衛署醫字第 0980067700 號函：「……基於為利醫療機構永續經

營之立場，私立醫療機構如改以『法人附設醫療機構』設立，應得比照

前揭函示辦理；即私立醫療機構如改以『法人附設醫療機構』形態設

立，如機構之地址、規模及負責醫師均未改變，其原經核准之醫院評鑑

及教學醫院評鑑資格，可延續至其原評鑑合格有效期間屆滿為止。」

因此，私立醫療機構如轉型成「法人附設醫療機構」或「醫療財團法

人」，如機構之地址、規模及負責醫師均未改變，其原經核准之醫院評

鑑及教學醫院評鑑資格不受影響，依原評鑑合格有效期間繼續存續。

四、法人附設醫療機構

依醫療法第六條規定，法人附設醫療機構，係指私立醫學院(校)為
學生臨床教學需要附設之醫院、公益法人依有關法律規定辦理醫療業務

所設之醫療機構以及其他依法律規定，應對其員工或成員提供醫療衛生

服務或緊急醫療救護之事業單位、學校或機構所附設之醫務室。

第二節   長照服務機構之管理規定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通過後之影響

長期照顧服務法經立法院於民國2015年6月審查通過並公布，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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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1部法律及法規8項法規命令，包含「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長照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長照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法」、「長期照顧機構設立標

準」、「長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專

案申請租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審查辦法」及「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

補充訓練辦法」，共計8項。在長期照顧服務法通過前，就長照服務機

構之人員管理而言，部分長照人員（如照顧服務員）並無強制登錄制

度；就機構設置而言，機構住宿式服務類可由財團法人或私人設立，居

家及社區式服務類則以非營利組織為主，且須繳納20％～40％之土地增

值稅，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後，長照人員需經訓練、認證及登錄，並於

期限內完成轉銜，初次入國之外籍看護工，其雇主可申請家庭看護工補

充訓練；機構住宿式服務類應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設立之，居家及社

區式服務類除了得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之模式經營，亦擴大民間參與

範圍，使個人及公司可參與經營，將其納為特許事業，並訂有相關設立

許可及管理辦法；至於租稅優惠的部分，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後五年

內，依法設立登記為長照財團法人或長照社團法人，並將原供作長照服

務使用之土地於上開設立登記期限無償移轉該長照財團法人及長照社團

法人續作原來之用途者，不予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次移轉第三人

時，以該土地無償移轉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徵

土地增值稅。

二、長照服務提供方式及設立許可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九條規定，長照服務提供方式包含：1.居家

式：到宅提供服務。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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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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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等之服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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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方式。以上五種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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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長照機構得合併提供之。長照機構之申請設立，除居家式服務類

可直接申請設立許可外，其他四種長照機構應先申請籌設許可，才能申

請設立許可 18。若機構為公司或商號者，應於營運前，依公司法或商業

登記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 19。若長照機構遷移及

擴充致變更機構類別，因涉及機構所在區域長照機構資源發展，及建

管、消防、設施設備、人員配置等事項，因此明文規定長照機構之遷移

及擴充致變更機構類別，應準用關於籌設及設立之規定 20。至於法人或

團體附設之長照機構遷移，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之

逐條說明，係指該附設長照機構之遷移，而非法人或團體本身之遷移。

依長照機構之設立者區分，可區分為個人設立之長照機構以及法

人或團體設立之長照機構。個人設立之長照機構，其申請人須年滿二十

歲，且為具行為能力之國民始得申請之，並以申請人為負責人；法人或

團體設立之長照機構，法人設立之長照機構以該法人為申請人，並以該

法人之代表人為負責人，團體設立之長照機構以該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

人為申請人，並以申請人為負責人 21。

三、長照機構之租稅優惠

依財政部2010年04月30日台財稅字第09900100700號令：「依老人

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二條規定設立之老人福利機構，提供老人福利法第

十九條規定之各項服務，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免徵營業稅。」其中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二條所定老人

福利機構，依其照顧對象分為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 22，其中長期照

18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六條。

19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20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九條。

21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四條。

22 所謂安養機構，係指以需他人照顧或無扶養義務親屬或扶養義務親屬無扶養能力，且日

常生活能自理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之機構。



110         醫療與福利服務產業化評估研究

顧機構包含：1.長期照護型：以罹患長期慢性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老

人為照顧對象之機構。2.養護型：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

人或需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之機構。3.失智

照顧型：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為失智症中度以上、具行動

能力，且需受照顧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之機構。長照機構所服務之對象若

符合上述規定，且其所提供之服務符合老人福利法第十九條 23，得享有

免徵營業稅之租稅優惠。

四、長照機構財團法人與長照機構社團法人

為健全長照服務機構之法制環境，「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

業奉總統2018年1月31日華總一義字第10700010291號令公布。長照機構

法人依其性質分為長照機構財團法人及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依長照機構

法人條例之規定，長照機構財團法人之董事會，由董事七人至十七人組

成，董事長由董事互選，連選得連任一次，有下列限制：1.具長期照顧

服務法所定長照服務人員（以下稱長照人員）資格者，至少一人。2.社
會公正人士代表至少一人。3.由外國人擔任者，不得逾三分之一，且不

得擔任董事長。4.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親屬之關係者，不

得逾四分之一。5.董事之任期不得逾四年，連選得連任。但連選連任

董事，每屆不得逾四分之三 24。此外，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應提撥其前一

會計年度收支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長照宣導教

23 老人福利法第十九條：

 為滿足居住機構之老人多元需求，主管機關應輔導老人福利機構依老人需求提

供下列機構式服務：

 一、住宿服務。二、醫護服務。三、復健服務。四、生活照顧服務。五、膳食

服務。六、緊急送醫服務。七、社交活動服務。八、家屬教育服務。九、日間

照顧服務。十、其他相關之機構式服務。

24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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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社會福利；另應提撥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提升員工薪資待遇及人才培

訓 25。

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之董事會，由董事三人至十七人組成之。但以

公益為目的之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不得少於七人，董事長由董事互選，

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限制如下：具長照人員資格者最少一人。2.由營利

法人社員指定代表及外國人擔任者，其人數合計不得逾總名額之三分之

一，且不得擔任董事長 26。此外，為彰顯其公益事業性質，長照機構社

團法人應提撥前一會計年度收支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長照宣導教育及社會福利；另應提撥百分之二十以上

作為營運資金，長照機構社團法人結餘之分配，應依第一項規定提撥

後，始得為之。但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不得為結餘之分

配 27。

長照機構如欲轉型或設立長照機構法人，其思考面向應包含：1.經
營權的規劃：透過董事會的章程規範及運作，規劃長照機構的經營權穩

定。2.所有權的永續傳承：透過社員的配置（個人、公司或外資），規

劃所有權永續傳承。3.內資或外資資本市場參與：資本市場（內資或外

資）之參與及回饋，應思考其條件及限制性（如盈餘分配限制等）。

4.稅務成本風險控管：評估轉型改制法人可能的稅務優惠、稅務成本及

稅務風險。至於商業模式的規劃，可參考國際間多元模式，如一條龍、

閒置資產活化、醫養結合、居家照顧服務、候鳥式養老、異地養老、旅

遊養老等模式。

25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第二十八條。

26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第三十三條。

27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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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臺灣長照產業化的威脅與機會

    （古允文委員）

第一節   焦點座談規劃

焦點團體座談是政策研究常用的方法，透過邀請與主題密切相關

的意見領袖，針對特定議題互動與交換意見，以深入瞭解許多文獻上未

曾完整探討的細節，具體而微地評估政策推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社會反

應。焦點座談一般邀請之人數約4至7人，以能深度討論為原則。由於長

照產業化政策的高度爭議性，本計畫特別規劃邀請現今第一線提供長照

服務的機構代表，瞭解他們對長照產業化的看法。為了讓各方意見都能

有充分表達的機會，邀請對象依公私立、中小型與集團化、非營利與營

利等性質，分別有代表與會，提供最完整的面對面討論機會。而在關鍵

議題上，本計畫的研議委員也適時提供看法，催化更深層的討論。

受邀機構包括臺北市軒儀老人長照中心代表、桃園市旭登護理之家

代表、統園國際集團代表、新北市私立祐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代表、新

北市私立宜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代表、衛福部北區老人之家代表等，討

論題綱如下：

一、就您在長照服務的經驗，您認為目前臺灣長照最大的問題是什

麼？

二、您覺得政府可以採行何種策略來解決前述的問題？

三、您如何看待「產業化」這個概念？它能夠相當程度上解決前述

問題嗎？

四、對您的機構而言，您覺得「產業化」會帶來何種威脅？又可能



113｜第七章｜臺灣長照產業化的威脅與機會

會帶來何種機會？

五、您認為營利事業參與長照服務會造成那些方面的衝擊？應建立

何種保障機制？

六、總體而言，您對長照產業化的態度為何？

第二節   焦點座談意見彙整

一、就長照服務的經驗，認為目前臺灣長照最大的問題為何？

      針對政府可以採行何種策略來解決前述問題？

（一）臺灣長照相關的規定散落在各個法條當中，需要整合。

（二）現今採用稅收制財源不足，連公立的長照機構給照服員的薪

資都僅符合最低工資，使得人力流動率高、品質亦不穩，政府也無法有

標竿的示範作用，無法期待民間會有更好的照顧水準。

（三）臺灣長照服務僧多粥少，連政府著力最多的到宅服務也相當

不足，政府提供的居家服務時數相當少，對於真正需要照顧的使用者而

言，不足的照顧服務形同虛設。

（四）臺灣的長照資源有城鄉差距，例如鄉下地區不似都會區有完

善的出院準備服務機制。另外，對於長照機構的規範也有南北差距，北

部縣市規範多較嚴格、完善，南部則較鬆散，使得許多照服員或是個案

暴露在各種風險之中。

（五）相較於衛生局的考核，社政體制的考核與評鑑規範內容枝

微末節過多，除了耗損了機構人員的精力與時間外，也不一定符合使用

者的需求，如評鑑多要求機構施行活躍老化的計畫方案，促進老人的成

長，機構為了符合此要求舉辦各種活動，卻發現機構長者興致缺缺，僅

希望能隨心過生活。另外，每次評鑑與考核的專家學者的標準不一，常

使得機構無所適從，為了應付專家學者的建議以通過考核耗損許多精

力。最後，政府各部門的評鑑督考或稽查沒有整合與協調，三天兩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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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對機構人員造成極大的身心壓力，亦對機構事務運作造成影響，長

期應付政府下來造成實務工作者身心俱疲。

（六）政府對於長照機構的規範與管理相當嚴苛，政策要求機構必

須做很多事情，但又不能調整收費。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無法

隨著照顧成本調整收費，常使得機構無法提供更好地勞動條件給予工作

人員，多實務工作者多靠使命感在支撐，造成人力流動快速，直接使得

照顧品質受到影響。故政府應該不要介入太多，讓市場機制自然淘汰劣

質的機構，除了能改善實務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外，也才能維持長照服務

的數量與品質，而弱勢者的照顧再由社會救助協助。

二、針對長期照顧產業化之看法，能否加以解決前述問題？

（一）部分實務受訪者針對長照產業化的發展走向，保持某程度之

樂見。亦認為政府應適當的將體制規範的干涉降低，讓部分長照服務適

度的開放由市場機制來運作，政府角色應是將內部機制和法源把關明確

規範。

（二）承繼上述分析，長照發展呈現出某種的本質矛盾。一方面現

階段政府燃眉之急，面對擴大的長照服務案量，必須大規模發展出國內

長照之服務能力；但另一方面又必須提出相關規範，確保服務品質、資

源分配、以及高密度管理把關。對此，政策實際干預的程度亦難以取得

平衡。

（三）產業界受訪者認為，比照日本長期照顧服務之發展例，大部

分民眾面對個人養老生涯皆有預先準備，或提前購買保險等退休規劃。

而其相對照臺灣長照服務則大規模仰賴稅收制的支應（如菸酒稅、營業

稅、公益彩卷）。

（四）實務受訪者認為，面對政府高度的規範，如收容量、收費

率、服務時數等標準外，對於政府是否還能提供何等誘因之反思，以吸

引更多照護機構有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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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機構而言，產業化所帶來之威脅

（一）針對目前國內公立機構的管理層面、專業人力能力、或服務

品質而言，仍欠缺做為標竿之楷模。因此對於未來產業化發展，仍然夾

帶著制度面與執行面是否完善之疑慮。

（二）產業化發展亦可能以大規模模式增設為前提。參照先例，

許多大型照護機構常碰到之衝擊，設點偏郊外區域，雖較能提供舒適環

境，但卻往往加重家屬探訪之不便。

（三）另外，比照「聘僱外籍照顧者」和「接受機構型照顧」之差

異。實務受訪者認為，或許聘請看護的月支出可能低於住宿型機構，抑

或以家庭情感及推崇在地老化，易出現競爭關係。但從機構定位和服務

條件差異的角度，機構具備多方專業照護人員、硬體設備、或物理環境

設施，即占優勢，其條件依然得以滿足部分照顧需求。

四、針對機構而言，產業化所帶來的機會

（一）隨著目前長照中心多被收費限制、人力流動率、或規模設限

發展等狀況。許多自費老人安養中心，只能按政府規定收費標準，除由

政府提供設施者外，普遍從案量身上的收費與服務品質往往處於失衡。

但面臨相關營運開銷無法平衡，使得機構逐年虧損。對此，若機構能以

部分產業化為經營手法，預計能有效在合理範圍內得到適度的改善。

（二）現階段，大部分中小型的照顧中心多出現營運困境，狀況含

難以突破收費標準、機構發展規模設限、機構照顧服務人力勞動條件欠

佳等。按機構規模，往往因薪資僅能比照勞基法最低工資的支付標準，

使得照顧人力流動性極為嚴重。並且亦遠不及醫院規模對照顧服務員所

提供的薪資待遇、專業角色、工作量比重等競爭關係。因此認為，就目

前相關配套措施仍不足於支應此狀況，期待透過部分市場機制能加以改

善。

（三）針對中小型機構與大型機構之規模差異，對於管理層面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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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中小型機構因人力有限，使得每位人力務必身兼多職，彈性支應各

個位置，缺乏有規模的勞動時間。反觀，大型機構則具有一定程度之人

事管理制度，人力足以適當分配職務代理，以確保服務有效交接外，亦

減少身兼多職行政耗竭，及保障工作者具有品質的勞動環境。

五、營利事業參與長照服務會造成哪些方面之衝擊？

（一）為避免營利事業加入所帶來的衝擊，部分受訪者認為，國內

應有效的將長期照顧法及組織法人法源加以整合評估和設立規範，同時

減少政策規範與實務面出現巨大落差。

（二）以產業界觀點認為，國內企業欲投資長期照顧服務的相關

產業而言，大部分皆以秉持著誠信及回饋社會之宗旨信念，且因臺灣長

照服務受到政府強烈規範，在營運利潤上更是受到某程度之限制。換言

之，若從企業角度投資長照事業，以目前半開半掩的接受以營利法人加

入投資的政策，究竟能否符合多大營利空間、事業增設、或擴充發展等

期待，根本不足以促成產業界加入的誘因。

六、面對營利事業參與長照服務所造成的衝擊，

      應建立何種保障機制？

（一）依目前政策與政府角色，將提供長照服務的相關範疇全權框

架起來，其效果便是無法全面滿足整體性的服務需求與問題。因此，受

訪者認為若期待以市場機制出發，政府所管制的規範僅能是提供基本需

求。同時在制定鬆綁中務必警惕，避免照顧服務最後反造成社會階層之

問題。 
（二）針對國家財政環環相扣的稅收問題，受訪者認為政府需鼓勵

願意投資產業化的企業，並多給予支持發展的空間，有效提升企業在市

場中的營業性，增加營業額，相對才能提高營業稅制收支，可透過重新

檢視稅收制的規劃制定。

（三）針對此項議題，長期照顧無可避免的是醫療含量較高（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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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老、居家照顧等），即必須接受高密度的審查把關。為確保照護

提供的品質，相關稽查與評鑑的治理必須更為重視，可透過整合方式，

精簡同一機構接受不同檢調單位，在相同性質的檢核，以減少不必要重

疊與耗支。

（四）再者，規範中的收費標準更是影響機構運作的重要關鍵，政

策制定過程務必更將現實的物價水平加以考量，避免讓被制度結果所耗

竭。另外，針對長照法與法人化及醫療法之整合與規範，同時在工作人

員調配與支應彈性、和專業規範標準皆受重重困境，政策務必多加思考

相關的專業治理以作現況改善。

七、總體而言，您對長照產業化的態度為何？

（一）未來面對產業化發展，政策規劃的配套措施務必納入各種屬

性差異，如機構規模及資源分配落差等的重視。

（二）對教育思維之重視，受訪者認為，公部門執行者（如：評

鑑、稽查人員）的專業能力需要持續再訓練與強化；對民眾認知而言，

亦宣導避免將個人或家庭的照顧責任轉嫁於政府義務的錯誤觀念，反倒

製造更多社會成本的壓力。如除了產業化的轉型外，重視個人儲蓄、或

購買保險等，也是個人需加以之責任。

（三）面對福利依賴的狀況，以家庭生育為例，許多中產階級擔心

家庭養育能力有限，影響生育意願。反觀在中下階級對此，認為政府有

照顧弱勢的絕對責任義務和能力。因此造成貧窮問題，難以脫貧、甚或

根本不想擺脫貧窮。

（四）最後面對未來產業化發展，無可避免的必須將長期照顧服務

拉至某種規模經濟，否則易被市場機制給淘汰，這也是社福領域一直所

擔憂且重視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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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座談之省思

很有趣地，焦點座談呈現出一種全然不同的結果，與部分民間團體

認為的產業化一定走向商品化、市場化與階級化相差甚遠！與會的第一

線機構代表對產業化多抱持樂觀的看法，認為現今長照服務的量能難以

提昇、人員低薪與流動性高、組織無法達到規模經濟、服務品質不易明

顯改善等等的問題，恰好都是政府過度管制的結果，在缺乏足夠誘因的

情形下，機構經營往往只靠投入者的熱誠，但這樣的熱誠究竟能夠維持

多久，卻是個未知數。也因此許多政府評鑑優等的機構，不時發出想要

結束的聲音，只是在諸般不捨的情況下，年復一年地繼續苦撐。

在缺乏產業化思維的情況下，稅收制的長照財源設計更加限制了

政府能夠投入的長照資源。細觀新舊政府的長照政策，在服務提供方面

強調多元化與社區化的差異不大，主要的不同在於長照財務規劃。舊政

府一直定調在全民納保的社會保險制，希望提供較穩定與足夠的財務來

源，估計每年約有1100億的保費收入；而新政府則立基在2007所提出的

十年長照，進一步加碼成為2.0版，從十年800億（目前每年實際僅約50
億）擴增到每年330億，全部以政府稅收來支應。這兩種制度的優缺點

成為社會爭議的焦點，但其實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不論那一種制度都

有其必須負擔的成本，這些錢不會憑空而來，總是要有支付的人，可能

社會保險的被保險人、也可能是納稅人，就看大家願意用什麼方式負擔

多少了。

若以新政府現行初期一年330億的經費來看，恐怕過度樂觀！臺灣

目前約有20萬外籍看護工，也就是至少有20萬位老人需要密集的照顧，

以每人每月2萬薪資計算，臺灣一年支付給外籍看護工的薪資就高達480
億，遠超過新政府規劃的330億，這還不算那些請不起外籍看護工，而

必須接受十年長照與家庭照顧的老人。而以臺灣政府一年約1.9兆的中

央政府總預算來看，330億只占1.7％，用如此少的經費就能解決臺灣面

臨的高齡長照問題，那真會成為舉世的奇蹟了，值得各國政府派人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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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學習。與我們鄰近的日本與韓國，兩國稅收占GDP的百分比都高過臺

灣至少5％，卻也無力走向稅收制，先後採用社會保險制，除非新政府

未來執政期間有信心大幅增加稅收，否則臺灣的長照只能維持一個極小

殘補化的境況，難以充分滿足長照需求。

政府資源不足的結果反而導致了長照的階級化。長照2.0自從11月

開始試行以來，在熱鬧的掛牌營運氣氛下，隱藏不住未來不確定性的憂

心。許多第一波參與試行的縣市首長，紛紛藉由小英總統與林全院長下

鄉視察的機會，表達長照2.0難以普及化的困境，究其核心因素就在中

央政府的有限財源上。雖然長照2.0揭櫫「優質、平價、普及」為建構

未來臺灣長照體系的三大目標，但顯然剛上步就已經顛跛不穩！其實它

繼承長照1.0先天不良的設計，也就決定了其未來的困境，縣市首長所

表達難以普及化的困難，只是長照2.0問題的開端。

長照1.0的設計基本上承襲自英國在1980年代就開始推動的社區照

顧政策，採政府稅收支應、地方政府管理營運的模式，但因為政府稅

收有限，無法充分滿足民眾的照顧需求，因此以民眾的失能與貧窮程度

兩層篩檢來決定誰能接受社區照顧。如此一來，照顧服務的提供就聚焦

在少數貧窮且失能程度較高的長者，至於未能通過這兩層篩檢的人只能

自謀其他出路了。這種情形也明顯出現在長照1.0的設計中，針對不同

失能程度來決定服務的項目與時數，並以貧窮程度（低收、中低收、與

一般戶）來決定自付額度，結果在接受長照1.0的17多萬之人中，低收

入戶約24.4％、中低收入戶17.6％、一般戶58％，很明顯傾斜向貧窮家

戶，導致照顧的兩極化與貧窮化現象。

首先，長照1.0只能選擇性地涵蓋約17萬人，但實際有照顧需求的

人至少有50萬人，在無法進入長照1.0的篩檢或無法滿意其提供的有限

照顧時數下，家境較好的家庭自然轉向引進外勞這個替代性出路，因此

造成臺灣高達20萬的家庭看護外勞；至於不夠有錢來聘外勞、又進不了

長照1.0的家庭就只好仰賴家庭照顧者，因此造成很多女性家庭照顧者

的沈重負荷。第二，因為主要的服務對象是貧窮家庭，再加上預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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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因此無法提供較高品質的照顧服務，連帶導致照顧服務員的血汗低

薪與人力流失。長照2.0與1.0之間最大的差異，除了經費大幅從1.0的平

均每年約50億大幅增加至約177億（衛福部106年度預算）之外，增加的

經費多用在ABC三級照顧站的建置，其餘與1.0並無太大差異。很多的

評論多已指出這樣的經費遠遠不可能讓長照「普及」，更遑論「優質」

與「平價」這兩個相當程度上互斥的目標！

參加座談的第一線機構代表很清楚這樣的困境，因此他們反而更

加樂意期待產業化的走向，並認為能夠相當程度舒緩長照機構現今的困

境，這某種程度也顯示非營利組織思維的轉變。非營利組織，在二十世

紀之前能憑著政府的經費補助及民眾的捐款，就有足夠的經費舉辦各種

服務活動，然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遭逢國際經濟的不景氣以及福利多

元主義的興起，許多國家的政府預算緊縮，減少對非營利組織的支援，

認為福利服務的供給可以來自國家、家庭、商業部門和非營利部門，來

源越多越好；而民眾和企業也因為收入減少，捐款也減少，在缺乏資金

的壓力下，許多非營利組織不得不帶入產業化的經營方式。由傳統經營

與管理的模式，逐漸趨向於企業化經營與行銷模式，臺灣已有不少非營

利組織產業化，或是開發或從事一些具商業行為的社會服務。福利產業

化在多年的實務經驗下已被廣泛的討論，可以發現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

是有好有壞。對機構的好處，包括：提高機構財務的穩定性、提高服務

的品質，但是相對的，也會帶來一些挑戰，包括：組織文化的衝突、產

業化業務與機構使命的連結性、非營利組織的免稅優惠及對組織內部管

理的影響。

除了福利產業化的趨勢已成事實外，學界也開始研究營利事業參與

福利產業的影響，不同於非營利組織在產業化過程中加入企業行銷模式

與價值產生的利潤與矛盾，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競爭合作所造成的影響

可能與上述福利產業化有所差異。但面對此議題各方的意見是分歧的，

有認為加入營利組織可以增加良性競爭，也可以彌補目前非營利組織

在營運上的不足，也有認為可能會影響到非營利組織的生存、危害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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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族群的照顧，以及品質監督等問題。其中討論最為熱烈的即是「營利

化」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營利化會造成過濾受服務者、低價惡性競爭可

能導致服務品質難以保證、商業利益與社會公益的兩難等問題，但也有

學者認為可以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提供不同類別的服務族群，以及

競爭會使得非營利組織更加成長等效果。不論如何，近幾年來，社會福

利事業被界定為「非營利」性質的現象已有逐漸鬆動的趨勢。

目前反對營利組織進入長照服務的聲浪中，多擔憂它會影響到非營

利組織的生存、危害對弱勢族群的照顧，所以一塊鐵板地在反對這樣的

趨勢。產業化不可避免會帶來市場競爭，但參與的長照機構代表則相當

清楚自身的利基與優勢所在，他們表達不畏懼市場競爭的態度，認為政

府保護反而讓服務品質難以改善。至於弱勢者的權益保障部分，多數機

構認為其實只要政府做好這一部分即可，其他就可以開放產業競爭了。

階級化的疑慮可以透過服務方式的改善來減少，以現今情況而言，銀髮

和熟齡產業有90％的人會進入營利組織所經營的單位，而剩下的10％是

像中低收入戶的人進入非營利組織所營運的單位。但以上90％的人進入

營利組織的單位、10％的人進入非營利組織的單位，會出現自費和公費

導致品質不同的疑慮，會讓底層的人有一等、二等、三等公民之分，造

成階級化的問題。對於這個疑慮，有學者提出混居式機構的概念，不讓

案主知道案主是自費還是公費的身分，服務方式與品質就會是一樣的，

就不會造成階級不平等的差異。

總而言之，焦點座談的結果提供我們長照產業化一種相對樂觀的思

維與想像，也意味著產業化政策不必然是洪水猛獸，而有可能轉化成對

長照需求更多元的滿足與品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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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長照產業化政策建言

    （古允文委員）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綜整

一、產業化之意涵

福利國家重構過程，私有化和福利多元主義的興起。對「私有化」

及「市場化」界定意涵：「私有化」可細分為二：(1) 供給面導向的私

有化（supply-driven privatisation）、(2) 需求導向的私有化（demand-
driven privatisation）。「市場化」原則主要由政府直接提供福利服務角

色轉為「代理人」執行，也進而引入市場機制，為福利服務「代理人」

建構某種程度的供需競爭原則。「私有化」與「市場化」雖為雷同，但

並非全然為「商品化」。以臺灣目前社會福利服務之立場，有部分執行

已符合「私有化」與「市場化」的界定範疇，卻一直不被受承認。福利

市場（welfare market）涉及創造社會福利服務供給的市場競爭範疇，還

包括福利服務和給付的資源配置與管理，明確解釋與「商業化」之定義

差異。對福利市場的治理模式分析：

‧	國家角色：過去（1945-197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的科層規範所

提供的似如「行政角色」。隨後（1980-1990年代）漸行轉由民

間的市場、企業參與，國家換為以「新公共管理模式」。從1990
年代中後期至今，是第三條路和新社會民主蓬勃發展的「新公共

網路治理」。

‧	服務使用者：從傳統受助者的消極性角色轉變為積極性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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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此消費者定義，意旨福利使用者應擁有選擇不同（或更

好）福利服務之權利。

二、國內對產業化之正面意見

創新模式的社會福利與產業發展，需要與人口結構同步。例如，在

發展家庭自我照顧之長照產業，似有較高可行空間。過去社福服務已存

在服務產業化之意涵，但普遍內部顧慮、難以以更開放思維進而突破、

落實或理性發展，在觀念上反而造成某種程度之阻力。效率及整合往往

是產業化的優勢，效率是指人力配置、服務案量比例、服務品質、薪

資報酬等有更好的運作；整合則指有助於整併諸多屬性雷同卻被獨立分

散的服務提供單位，提升中小型組織之執行能力與發展空間。我國資源

有限，長照服務本來就應依需求多元性與重要性而分別落實滿足，為長

照創立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市場。基於此，擔憂商品化效應可能過於狹

隘，反以營利脈絡探討產業化可能較為合適，重視成本管理與控制，進

而計算合理利潤更是要素。因此產業化、市場化或商品化雖是同面向概

念，但實際卻可以有所區隔。尤其在營利之後，是否能持續創造價值，

且投入非營利再分配的宗旨，以實際回饋於社會福利市場，才是非營利

與產業化（某程度營利）的主要精神所在。具有經濟價值才能形成一項

流動性的產業鏈，因此產業化的規範必須容許組織擁有某程度的營利與

再分配為基礎。

三、國內對產業化之反面意見

反對產業化的主要意見包含人力血汗壓榨與服務階級化差異，尤

其擔憂服務人力勞動條件的惡化，以及無能力購買服務的弱勢群體受到

犧牲，但更主要的關切點是政府有無能力透過法規來管理與避免這種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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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經驗的啟發

香港經驗強調多元需求需要多元回應，因此在服務提供的邏輯上，

香港是先求有，再求好，臺灣是先求品質，才可以進入市場。但實際

上，無論香港或臺灣都有服務供給缺乏的問題，如何增加服務供給?香
港政府採取的策略為管制較鬆，著重需求盤點，品質認證監管，臺灣則

在時數、價格、資格上都多有規定，造成排除潛在服務提供者的現象。

臺灣是否應採納認證制度取代評鑑制度，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消費

劵制度是香港民營化脈絡下產生的制度，其特色在使用者可以自由選

擇，強調充足的選擇權，因此會有類似市場競爭機制產生，可以自動淘

汰不適合的服務。反觀臺灣長照是按地域建置，無法解決跨區問題。同

時，長照仰賴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但非營利組織過度仰賴政府財源，

又沒有市場淘汰機制，未來可能有僵化的可能性。

五、日本長照產業化經驗與借鏡

日本推行長照服務之初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透過政府審查使用者

需求並加以分配服務的內容或機構，非依照使用者之自由意願選擇。民

眾有選擇權時會是怎樣的模式是值得思考的，但在推這個模式之前要先

「有」這些服務且品質好，日本在黃金十年的過程中對長照的服務已有

相當程度的鋪陳。日本是由下而上建構長照制度，透過基層地方政府了

解地方居民的需求調查，並在服務過程中依經驗調整服務內容，中央檢

視了地方政府經驗加以調整政策方向，雖有重新設定過但仍是循著初始

的目標前進。即日本是先透過行政命令為手段，先把基礎建設鋪陳好，

再將核心價值轉換成案主自決。而臺灣對地方政府不太信任，日本給地

方政府的權力和信任度皆高，而臺灣和韓國則傾向中央治理，除無法看

到地方生態實際了解地方需求外，由於雙方長期的不信任也使得政策推

行阻礙重重。從日本的經驗可以理解到，「產業」是因其基礎鋪陳後逐

漸形成的，提供者與使用者在政府長期推動長照服務過程中，逐漸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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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有概念和意識的雛型後，開始有需求量才慢慢形成產業，非政府一開

始即設定產業化政策。這些階段是慢慢做出來的，是服務變成產業，有

市場才有產業，市場來自消費者本身，對消費者的經濟狀況與消費能力

詳加了解，有助於產業的開發。日本現在的長照能讓案主自決，服務使

用者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服務，日本沒有阻止企業投入長照，因企業

投入長照產業，才使日本長照保險得以穩定發展。但是臺灣的使用者沒

有選擇權，市場機制就出不來，無法淘汰劣質機構。最後借鏡日本對臺

灣長照發展提出反思：臺灣如何創造能擴大市場又兼顧專業、保障就業

機會的機制？首先是服務供需雙方的成長，除了長期的服務能量累積

外，還要培養國民在長照服務上相關的概念與意識；再者，相關領域的

法制架構要遵循同核心價值，比如來自憲法生存權的保障等，不同的領

域制定的個別法都會是扣緊此核心價值衍伸出去，才不會發生法法間衝

突的情形。第三，以證照、考試或教育訓練等方式，讓長照專業能被社

會接受或認可，提供誘因使民眾願意投入長照產業。第四，日本民間的

企業都有自己研究的單位，投入產業前企業會先做研究，不只被動的等

政府的調查或政策方向，民間的研究能量對產業的振興有極大助益。最

後，思考如何透過產學合作振興產業、讓學生有更多元的就業機會，並

讓年輕學者看的到未來。

六、臺灣長期照顧產業化發展的挑戰

針對產業的官方定義了解，以廣義定位，是指國民經濟的各行各

業，從生產到流通、服務、文化、教育等，皆可稱之為產業。相反在狹

義層面，則由於工業在產業發展中占有特殊位置，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過

程密切相關，故產業有時指工業部門。面對社會服務產業之定位與性質

的探討，就應完全視同一項可以進行完全競爭的商品或產業，或應保有

其保障人群基本福利之特質，視為一項不完全商品化的產業，實際運作

以及理論觀點都仍然持續進行辯論與持續發展。同時，涉及產業所存在

之場域可以區分為經濟市場與社會市場，若僅著重成本效益與利潤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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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發展結果推動產業時，則可以斷定完全鑲嵌於經濟市場中。另外，

社會服務產業化為社會服務民營化之接續步驟發展模式，更可考慮實際

可行性，以及永續發展可行性，允許私人部門之營利單位承辦社會服務

業務。同時歐美等國亦漸漸發展開放讓營利單位著手進入社會福利服務

市場，運用市場競爭之運作機制，提供目標消費族群之高品質服務。福

利產業雖然也屬於一種產業，可能較適合存利於社會市場中，因為所謂

的社會市場必須同時兼顧營利與社會正義之特殊本質與精神，既然名為

福利，若完全實行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運作，就有可能罔顧社會中弱勢

族群之福利需求。從福利混合供給模式分析，瞭解社會服務的供給來源

一直是需要多元的力量外，從政府部門、商業或市場部門、非營利部門

與社區、家庭等多元部門來共同提供服務，且在不同代背景下，並無所

謂「唯一提供者」存在的現象。

七、醫療法人的營利性與產業化

藉由簡介過去私立醫療機構面臨的概況，進而從醫療法人化的經

驗，介紹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之界定，並檢視「長期照顧服務法人法

（草案）」之影響和思考面向。針對過去私立醫療機構面臨的狀況，從

日本引進「法人制」以促使制度對私立機構能具備全面的治理模式。臺

灣醫療社團法人，既是具有營利性質的讓社員（股東）可分配結餘，換

言之跳脫公益，實具有「醫療公司」的運作模式。反觀醫療財團法人則

是以「非營利的公益團體」運作。其兩者間具多處差異規定，如組織董

監事、資格限制、解任和停職。醫療財團法人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必須分

離，以「馬偕」為例：「馬偕醫院」與「馬偕醫學院」，既是分別不同

之財團法人，故說明其營運財政帳戶亦分開。醫療單位負責醫師和出資

人（機構創辦人）之關係，亦為組織法人歸屬務必考量之議題。檢視長

期照顧機構中，居家與社區式的長照營運之可能營運架構，如公司經

營、個人獨資、長照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為此，長期照顧機構未來仍

有許多成立規範待為評估，例如開業與專業證照掛牌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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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以服務生產與多元供給作為產業化概念的核心

長照服務的提供本身即是一系列生產的過程，牽涉到時間安排、人

力分配、服務項目、資源配置、服務輸送等一連串的過程，而臺灣老年

社經地位與對服務的期待本來即呈現多元現象，難以使用單一的方式來

充分滿足，因此提供了多元部門（家庭、社區、營利、非營利、政府）

提供服務的機會，以滿足不同的需求。產業化確實提供營利與市場進入

長照服務的管道，但其他管道依然有其存在空間與必要性。

二、消費者的多元與自主選擇才是真正的市場機制

反對產業化最強烈的呼聲是擔心其引發市場化、商品化與階級化

的負面效應，但在市場機制之中價格只是連結服務需求與供給的手段之

一，將選擇權回歸到消費者手中有利於產生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換言

之，無論居家化、社區化、機構化都有產業化的空間，服務的提供者也

可以是多元的，重點是這些提供者必須提供品質與價格匹配的服務，而

消費者可以自主選擇最符合其期待的服務，無法符合消費者期待的服務

提供者自然將在競爭中退出市場，將市場留給更好的服務提供者，因此

產生淘汰過程，鼓勵更多好的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達到適當的經濟規

模。

三、政府聚焦在扮演基本需求保障與市場秩序維持的角色

社會福利定位與市場需求是很需要討論的議題，其中政府的定位、

服務對象的定義要清楚，突顯政府到底要做多少？以及究竟要針對中低

收長者還是全部的長者？目前政府只有「有」，還不到「好」。但那些

是政府部門要做的，那些是要開放產業去做的，仍有很多討論空間。如

何分級、分流、分層，是另一個需要討論的議題。但只要政府能夠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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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最弱勢者都能得到適當照顧的角色，商品化與階級化的負面效應就

能有效降低，也能讓有限的政府資源獲得較佳的運用；對基本保障以上

的需求，政府其實可以採更開放的態度，維持好市場秩序即可，例如透

過認證確定服務機構的合格與品質，保障消費者的選擇權。

四、產業化政策推動前政府與民間應有的準備

鑑於產業化政策確實必須開放市場介入，因此市場的負面作用必須

受到妥善處理！從西方福利治理的經驗來看，市場誘因確實可能產生資

源分配的扭曲，因此不可能是一個自由市場（free market）、而是一個

受到節制的市場（regulatory market），而一個透明與容納不同利害關係

人（stakeholders）的監理機制則是減少疑慮的關鍵。政府在過去已經建

立頗具成效的全民健保監理機制，值得師法採藉！在與社會大眾溝通過

程中，可以先聚焦在合理監理機制的建立，以及可以接受的服務定價標

準。其次，應善用目前政府採用稅收制長照體系的契機，致力於前述基

本需求保障的維持，再伺機逐步開放與引入自費項目和多元供給者，創

造適度產業規模。

五、有效運用新科技與創新思維

從日本與香港的經驗可以知悉，新科技的運用可以創造更多的銀髮

市場需求，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功能的滿足上，往往更大於照顧的需求，

同時也能有效支撐「在地老化」的理念；而且，這些經過市場考驗的

新科技與輔具更能形成可以輸出的know-how，因此日本將銀髮產業界

定為不僅是為滿足自身高齡化的需求、更是新的發展性產業，所以我們

可以見到現今臺灣長照常用的爬梯機、洗澡機之類的生活輔具，多源自

於日本，形成日本需求驅動的創新成長（Demand-driven Innovation and 
Growth）。職是之故，我們在政策上應該鼓勵多元創新，有效讓營利的

誘因轉化成既然解決社會問題、又能開創新的產業就業機會，而這也正

是當今「社會企業」的重要思潮，揉合公共利益與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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