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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出院準備銜接長照2.0
The Conn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rom Hospital Discharge Plan to 10-Year 
Long-Term Care 2.0 Plan in Taiwan

衛福部長照2.0計畫的服務項目特色：

彈性、擴大、創新、整合與延伸；

長照往前延伸到預防，

往後延伸到安寧；

與出院準備服務無縫接軌，

期待人人在家幸福終老，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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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宅急便
封面故事

■ 文  ︳江欣虹 大林慈濟醫院健康管理中心護理長

 廖慧燕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女  1,394  95.5 

男 65  4.5 

總計  1,459  100.0 

職級 人數 %

N 471  32.3 

N1 249  17.0 

N2 550  37.7 

N3 121  8.3 

N4 68  4.7 

總計  1,459  100.0 

目前醫院年資  人數 %

1年以下 263  18.0 

1年~2年 224  15.4 

2年~3年 160  11.0 

3年~5年 222  15.2 

5年以上 590  40.4 

總計  1,459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合計 %

內科 311  21.3 

外科 214  14.7 

小兒 60  4.1 

婦產 62  4.2 

急重症 286  19.6 

功能小組 14  1.0 

血液透析室 48  3.3 

手術室 96  6.6 

門診 190  13.0 

心蓮 26  1.8 

行政 37  2.5 

其他 115  7.9 

總計  1,459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士  1,155  79.1 

副護理長 62  4.2 

護理長 68  4.7 

督導以上 23  1.6 

個管師(功能小組) 55  3.8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96  6.6 

總計  1,459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 20  1.4 

21-25歲 516  35.4 

26-30歲 247  16.9 

31-35歲 222  15.2 

36-40歲 231  15.8 

41歲以上 223  15.3 

總計  1,459  100.0 

失能臥床多年的蔡爸爸也快七十歲

了，這幾年最常往返的地方就是家跟醫

院，不是鼻胃管滑脫，就是尿管阻塞，

有時候還會呼吸喘，儼然已成為急診常

客，蔡爸爸看著他老婆的眼神，除了無

奈，似乎還有心疼。蔡媽媽雖然每天盡

心盡力照顧，但已身心俱疲，兒子必須

賺錢養家，鮮少分擔照顧的負荷，幾次

提起讓爸爸去安養院的念頭，蔡媽媽總

是一句話「捨不得」又埋頭繼續照顧，

也沒法想這樣的日子自己還能撐多久了

……

以上的故事只是許多家庭的縮影，也

是長照 2.0 推展後希望能夠幫助到這樣

的許許多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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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4 到 2016

年高齡者住院病人約有 3 成出院後需要

銜接長期照護，而在長照 2.0 計畫內，

17 項擴大服務中，有一項就是「銜接

出院準備服務」，但執行至今出院後無

縫接軌至當地衛生局照顧管理中心的比

率僅 2.5%，且經調查民眾住院經驗，

發現高達六成左右民眾不知道出院準備

相關資訊，或不完整的資訊，因此第一

線服務的醫護人員，若能在住院中及即

將出院的同時，提供如何讓病人和家屬

從急性醫療無縫銜接長照服務，應可縮

短出院後照顧的空窗期，並讓出院後照

顧不中斷，即能減少照顧者遇到的困擾

與壓力 (Published in: Healthcare on Apr 

24, 2017)。

六成護理參與出院準備

出院後安置與資源轉介

編輯團隊設計問卷想要了解護理人員

的出院準備相關經驗，以及對長期照護

2.0 的期望，為高齡化社會的健康照護

做好準備。 針對六家慈濟醫院護理師

發送的電子問卷，共回收 1,459 份。

問卷第一題先了解護理師曾經提供病

人「出院準備」相關服務資源的比例，

結果有近六成 (59.7%)；相對地，有四

成護理師的工作與出院準備完全沒有關

連，判斷主要是急重症護理師。

但為什麼衛福部統計民眾的住院經驗

多數不知道出院準備相關資訊呢？實際

探究訪問幾位住院病人及家屬，發現他

們知道住院時有營養師、社工師或是藥

師等來給予衛教，但並不了解他們都是

出院準備團隊。

詢問有轉介出院準備經驗的護理師，

主要轉介什麼？前三項是「出院後安置

資訊」60.7%、「社會福利資源轉介」

58.6%、「長期照護各項醫材準備」

57.5%，其次還有「安排居家護理服務」

44.3%、「持續性以及完整性的諮詢服

務」43.6%，主要的轉介內容都不是短期

性的需求，而是長期性的照護需求居多。

大林慈濟醫院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

務的創新模式，希望達到：住院病人

出院至少 3 天前完成評估、1 周內獲

得服務；服務項目包括居家服務、居

家護理、居家復健、喘息、簡易生活

輔具等，其中至少要能有 3 項服務的

項目。顯然這樣的銜接創新模式是符

合現況所需。

加強出院轉介照顧服務中心

有專人到府照護

衛福部資料顯示全臺灣老人人口比

率最高的為嘉義縣 (17.28%)、雲林縣

(16.47%)，而大林慈濟醫院就位於嘉義

縣，來院就診的病人有 72% 來自這 2

個地區，大林慈院為了要照顧在地的老

人，當然很積極爭取成為長照 2.0 的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從病人入院開

始，醫療團隊成員會主動發現病人的長

期照護需求，及立即轉介至衛生局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讓病人及家屬能盡快有

長期照顧的後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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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們回想過去在進行出院準備

服務時，經手的病人與家屬最需要的依

序是：「銜接出院後醫療後續照顧」

47.8%、「居家照護技巧」45.3%、「建

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25.1%、「銜

接在宅臨終安寧照護」10.1% 及「失智

症照顧服務」9.3%，其中也有開放性建

議如輔具資訊、照顧者的支持團體、喘

息與經濟支持。

以嘉義縣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為

例，中心提供的服務內容包括：照顧服

務、老人營養餐飲、居家護理、居家復

健、喘息服務、交通接送、輔助購買租

借、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長期機

構服務等，跟慈濟醫院護理師們的經驗

是一致的，如果出院後能很快轉給各地

衛生局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家屬的煩

惱就幾乎可以通通解決了。

而 與 衛 生 局 長 期 照 顧 管 理 中 心 能

立刻接軌的，就是各醫院設立的長期

照顧服務單位，負責執行相關的長期

照 護 服 務 內 容。 以 大 林 慈 院 為 例，

於 2016 年成立院內的長期照顧服務

中心 ( 以下簡稱「照服中心」)，當年

住院病人接受出院準備服務有 1,316

人，銜接至嘉義縣衛生局長期照顧管

理中心，然後交辦給大林慈院照服中

心持續出院後服務的僅 8 人，轉介率

0.6%，更低於衛福部的 2.5%。推測原

因一方面是院內的各醫事職類人員的

轉介觀念宣導不夠，一方面病人及家

屬、護理人員對長照 2.0 的概念仍不夠

清楚，導致出院後即時性的轉介率困

難度增加。

是否

我在臨床上曾經有為病人提供過「出院準備」相關的服務資源？

(單選，N	=	1,459	)

40.3 (588人 ) 59.7 (871人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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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往前及往後延伸		減輕家屬重擔

長照 2.0 的服務項目特色：彈性、擴

大、創新、整合與延伸；8 大類服務項

目「彈性與擴大」；推廣試辦計畫：失

智症照顧服務、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

型服務及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創新服務：

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複合型日間

服務中心與巷弄長照站；服務往「前」

與往「後」延伸，包含往前的預防失能

我在轉介病人出院準備服務，曾運用過以下哪些？

(複選，N	=	871	)2

或延緩失能，往後延伸的出院準備服務

及居家醫療。

兼任大林慈院照服中心居家服務督導

的劉英美護理長表示，從開始執行長照

服務後，發現本院轉介至照服中心的個

案確實不多，大都是鄰近衛生所評估下

轉介過來的，服務最遠的個案住在海線

的布袋鎮。目前大林慈院照服中心的服

務對象以 65 歲以上失能個案的居家護

理與老人餐飲服務居多。

長期照護各項醫材準備

出院後安置資訊提供

社會福利資源轉介

持續性以及完整性的諮詢服務

減少再入院或就醫頻率

安排居家護理服務

安排居家安寧共照服務

其他

57.5

60.7

58.6

43.6

20.1

44.3

32.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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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英美護理長表示，在與照服中心收

案的家屬或病人互動的時候，深深覺得

「我們來得太晚了！他們有太多需要協

助的地方！心裡總是想著還能怎麼減輕

他們的負擔。」

臨床護理師平常在病房照顧病人大

都以急性照護為主，即使出院也是以大

方向進行衛教指導，比較起來，長照的

居家護理服務有更多的時間給同一個病

人，也有機會提供他們最適切的服務，

一週五次到府，提供包含：送餐、居家

沐浴、復健等因應不同個案需求的服

務，幾乎每天見面的關心，久了就像家

人了，像家人也是像朋友。劉英美護

理長提起一封送給照服中心夥伴的訊

息──「我父親今天早上在家安詳往生

了。感謝慈濟一路的陪伴，他才能走得

很安詳，謝謝。」訊息裡滿是家屬的信

任，也讓照服中心的夥伴們有繼續走下

去的衝勁，想為更多的個案做更多……

銜接政府與民間長照		在家幸福終老

那麼，護理師們覺得現今衛福部的

長照 2.0 在臨床照護上應「偏重」的方

面，主要選擇是「提高能銜接出院後的

持續照護的管道」66.1%、「增加健康

促進活動」64.3% 及「增加老人照護技

巧」42.4%，另開放性建議也有提到「需

要更多的管道訊息協助民眾知道、了解

及使用長照 2.0」、「良好的溝通讓長

銜接出院後醫療後續照顧

失智症照顧服務

建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銜接在宅臨終安寧照護

居家照護技巧

其他

回想過去在進行出院準備服務時，經手的病人與家屬最需要的

是？ (複選，N	=	871	）3

25.1

47.8

9.3

10.1

45.32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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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現今高齡化社會下，衛生福利部長期照護 2.0在臨床照護上，

可以「偏重」，那些方面？ (複選至多三項，	N	=	1,459	）4
提高能銜接出院後的持續照護的管道

提高家屬對個案的關注力

增加健康促進活動

增加預防疾病的技巧

增加老人照護技巧

擴充社區照護人力

加強居家環境的安全設施

其他

66.1

38.2

64.3

25.7

42.4

30.6

38.5

0.5

者能夠回歸社區得到有品質的自我照

護」。

由此可見臨床護理師對長期照護 2.0

在臨床服務的需求，還是期望能有良好

銜接出院後的持續照護的管道，這部分

倒是呼應了護理人員不知如何銜接衛生

局的照護管理服務中心，同時認為長期

照護應朝向預防保健著手，這也呼應長

照 2.0 特色服務項目中的整合與延伸，

提供健康促進的活動。

以大林慈院來說，不管是在門診或

一般病房，總是有非常多慢性疾病的長

者，即便是每天處理著急重症的護理

師，也感受得到整個社會對長期照顧的

需求，希望透過長照 2.0 計畫的推廣，

能讓更多失能的長者都可以在家終老，

並有專業的照顧人員到宅來協助照顧，

家人也能安心。更期許未來長照 2.0 充

分的推展實施，等到你我老了，也能放

心交給專業人員進行健康管理，讓我們

都可以快樂終老，不造成任何人的負

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