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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齡化、少子化、不婚或失婚等趨勢促使台灣的社會結構改變，

加上雙薪家庭日趨普遍使得老年族群之照護問題成為國人與政府的一

大挑戰。遠距照護系統可以透過網路與通訊科技之助，讓高齡者在住

家或社區中獲得舒適、即時、便捷之照顧及可減少人員的浪費，以達

到老人照護和減少人力浪費目的。然而自費購買遠距照護服務對高齡

者是一項負擔，恐影響其使用意願，但因應未來老化社會的趨勢，故

本研究旨在透過就醫決策模式以探討民眾使用遠距照護之影響因

子。 

研究中結果發現：一、受訪者中不瞭解長期照護險及遠距照護的

人均過半，表示仍有推展宣導之必要。二、雖然民眾對長期照護險與

遠距照護多半不了解，但多數人基於「防患未然」的因素，會考慮納

保長期照護險。三、在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多數的民眾給予正向回

應，表示大眾對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頗高。四、透過長期照護險與遠

距照護之結合，有超過八成的人認為會提高個人使用遠距照護之意願。 

綜合上述發現，本研究並提出數項建議事項。 

 

 

關鍵字：遠距照護、長期照護保險、就醫決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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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依據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之認定一個國家人口，65歲以

上老人人口佔的比率，在7%以上者，屬於老年國。人口快速老化是世

界各國普遍的現象，根據聯合國統計，1991年全球有3億3千2百餘萬老

人，到了2000年增加到4億2千6百萬人，10年間增加了將近1億人，其

中有七成是來自發展中國家，此現象預告了地球人口高齡化的快速來

臨。從1972年至今，日本及西歐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率已超

過14%的「高齡社會」，惟各國自7%的「高齡化社會」增加至14%的

「高齡社會」，其速度各有差異。 

有鑒於人口老化所帶來的長期照護需求，政府近年來已積極推動

長期照護相關方案，致力於建構完善之長期照顧制度，以滿足高齡社

會所需。我國從1993年底，65歲以上人口占了全國人口的7.1%，開始

邁入了高齡化社會。 

根據內政部統計通報（2010），至2010年6月底止，我國戶籍登記

人口之65歲以上老人計有247萬4,471人，占總人口的10.69％；但是15

年後，老人將倍增為475萬人，占20.3％。這接近500萬的老人，意味著

走在路上，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位老人，台灣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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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年後，老年人口更將占42％。以65歲老年人口比率自7%增加至14%

的時間，法國需時115年、美國73年、英國47年，預估我國將與日本歷

時25年左右相似；至於達到20%的「超高齡社會」，預估我國與南韓相

當，大約在2026年左右達到，如表1.1。 

表 1.1 主要國家 65 歲以上人口比率到達之年次 

國別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率(到達年次) 倍化年數(年數) 

7% 10% 14% 20% 7%→14% 10%→20%

德 國 1932 1952 1972 2009 40 57 

英 國 1929 1946 1976 2026 47 80 

美 國 1942 1972 2015 2036 73 64 

法 國 1864 1943 1979 2018 115 75 

新 加 坡 2000 2010 2016 2023 16 13 

南 韓 2000 2007 2017 2026 17 19 

台 灣 1993 2006 2018 2026 25 20 

日 本 1970 1985 1994 2005 24 20 

加 拿 大 1945 1984 2010 2024 65 40 

澳 洲 1939 1985 2011 2029 72 44 

瑞 典 1887 1948 1972 2014 85 66 

荷 蘭 1940 1969 2005 2022 65 53 

  資料來源：1.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台灣 2008 年至 2056 年人口推

計」，2008 年 6 月 
      2.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vertion. 

台灣現今的社會人口呈現少子化且高齡化的社會型態，為了因應

這樣的社會人口型態所帶來的各種社會問題，政府在近年來推動相關

社會福利政策，可是層出不窮的社會問題也顯現出政府的福利政策仍

不夠完善，於是政府積極建立完善的長期照顧制度，來滿足高齡化的

照護需求，便催生了「長期照護保險」的政策，在馬總統競選政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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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劉前院長 2008 年施政方針均明確宣示「推動長期照護保險與立

法」，經建會依據行政院指示，會同衛生署及內政部自 2008 年 12 月起

積極進行長期照護保險之規劃。配合未來可能快速成長的長期照護需

求，推動長期照護保險和立法，重點是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讓高年

齡的長者能好好享受老年的生活。 

政府提出推動長期照護保險，並不只是建立保險制度，而是希望

透過長期照護保險的實施，提供給台灣民眾適當的長期照護，目前台

灣的長期照護體系仍不健全，渴望有長期照護保險的實施為長期照護

體系進行加強，為台灣民眾推廣長期照護的理念，保障台灣民眾老年

的生活品質。規劃長期照護保險制度，主要之政策目標包括下列幾項： 

（一）因應人口高齡化，建構完善之長期照護制度，以滿足高齡化社

會之照護需求。 

（二）以社會保險方式籌措長期照護制度之財源，藉社會互助分擔長

期照護風險。 

（三）提供失能者適切之照護服務，維護與促進失能者獨立自主之生

活能力，以減輕個人與家庭的長期照護負擔。 

（四）積極發展各類服務資源，提高民眾接受服務之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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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由於世界人口逐漸老化的趨勢，伴隨少子化的問題浮上檯面，老

年照護的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行政院於 2007 年 3 月 14 日通過《我

國長期照護十年計劃》，這是台灣因應高齡社會來臨，除國民年金制度

之外，最龐大的社會福利計劃。 

有鑒於長期照護保險亦將對於遠距照護產生影響故本研究擬以問

卷方式進行調查，以瞭解一般民眾對於長期照護保險與遠距照護的認

知與行為意向，本研究之目的陳述如下： 

一、瞭解民眾對長期照護保險的認知與需求。 

二、探究民眾對於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 

三、探討長期照護保險對於遠距照護之影響。 

四、提供研究結論以作為政府相關部門之參考。 

雖然長期照護保險已經成為政府施政的重大政策，但是由於長期

照護保險所涉及的財務支出相當龐大，原訂於 2010 年實施的計劃也因

為各方提出的質疑而延期。因此盼其研究結果對於長期照護相關研究

有所貢獻，以促進政府政策的形成與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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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流程 

 

 

圖 1.1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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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資料彙整與分析 

選擇研究對象 

執行問卷及回收 

修改問卷 

問卷設計 

測試問卷 

彙整資料 

擬定研究方向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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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人口結構由於老化與少子化趨勢之影響，未來勢必面臨到扶養者

少而受扶養者眾的問題：雙薪家庭的夫妻在養育小孩的同時，又要撫

養雙方的父母親、甚至是雙方的祖父母，加上文明社會發展過程中，

造成不少文明病與慢性病病患增加，凡此種種因素都將是間接或直接

造成未來長期照護需求及使用的擴張。政府即將推行的長期照護險，

即是針對此一社會發展趨勢所研議之改善方案。本章內容大致分為四

大部分，第一節探討長期照護險；第二節探討遠距照護；第三節探討

各國實施長期照護的經驗；第四節探討長期照護險與遠距醫療結合的

相關研究與案例；第五節介紹就醫決策模式。 

第一節 長期照護險 

由於政府尚未建置完善的長期照護險推行制度，因此目前長期照

護服務之推展多由社會福利制度或政府相關部會以專案計劃方式來推

展，目前以「我國長期照護十年計畫」為主。 

一、長期照護概念及需求 

對於長期照護的界定較常被採用的是 Kane & Kane（1987）的定

義：長期照護乃指對身心功能障礙者，在一段長時間內，提供一套醫

療、護理、個人、與社會支持的照顧；其目的在促進或維持身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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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獨立自主的正常生活能力。老化不是病，而是人生必經的歷程，

然而，在人口趨向少子化、高齡化的結構；國民平均壽命延長；疾病

型態轉變，失能者人數大幅增加；加上家庭結構核心化、雙薪家庭比

例增加，家庭所提供的照顧功能日漸式微，社會結構明顯產生扶養比

落差加大之態勢，當家庭無法提供「老吾老」之基本家庭功能時，社

會福利單位勢必要擔負起照顧之責任，然而，現行的長期照護體系尚

處建置階段，照顧服務的供需有落差，為因應老化的必然趨勢，長期

照護勢將成為常態性的社會福利制度之一，而長期照護險如何結合到

健保或社會制度之一環，已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如何在短期內進行

全面的制度規劃與資源整合，並透過宣導以落實長期照護之推展則成

為施政重點之一。 

二、長期照護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 

長期照護十年計畫之重點主要著重於台灣人口老化趨勢之快速

化、資源開發的有限性、儘速推動的急迫性，因此行政院於 2007 年核

定「我國長期照護十年計畫」，服務對象包括：（一）65 歲以上老人、（二）

55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三）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及（四）僅工具性

日常生活活動功能（IADL）失能且獨居之老人，以協助日常生活活動

服務為主，服務內容主要為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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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低收入失能老人營養餐飲服務及交通接送服務等，並依服務對象

失能程度及家庭經濟狀況提供不同比率補助（統計通報 2010）。申請長

期照護十年計畫服務流程，如圖 2.1.1 

 
 
 
 
 
 

          否 

 

            是 

 
 
 
 
 
 
 
 
 
 
 
    圖 2.1.1 申請長期照護十年計畫服務流程圖 
          資料來源:衛生署護理及健康照護處 

三、長期照護補助原則、補助項目、服務模式 

（一）補助原則  

1. 以服務提供（實物給付）為主，現金給付為輔，並以補助服務

使用者為原則。 

申請人 

各縣市長期照顧管理中心 

是否為服務對象 

核定輔助額度 

擬定照顧計畫 

安排照顧服務 

連結照顧資源 

提供相關資訊 

轉介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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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民眾之失能程度及家庭經濟狀況，提供不同補助額度。 

3. 補助標準：低收入戶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補助10％、一般戶

補助40％。 

4. 超過政府補助額度部分，由使用者全額自費負擔。 

（二）補助項目 

 
圖2.1.2 補助服務項目 

資料來源：台中市長期照顧管理中心 

 

表2.1.1 服務項目及輔助內容 

服務項目 輔助內容 

照顧服務（包含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家庭托顧服務） 

1.依個案失能程度補助服務時數： 

輕度：每月補助上限最高25小時；僅IADLs失能且獨居

之老人，比照此標準辦理。 

中度：每月補助上限最高50小時。 

重度：每月補助上限最高90小時。 

2.補助經費：每小時以180元計（隨物價指數調整）。 

3.超過政府補助時數者，則由民眾全額自行負擔。 

4.補助對象依家庭經濟狀況提供不同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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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服務項目及輔助內容(續) 

居家護理 

1.除現行全民健保每月給付2次居家護理外，經評定有

需求者，每月最高再增加2次。 

2.補助居家護理師訪視費用，每次以新臺幣1,300元計。

3.補助對象依家庭經濟狀況提供不同補助標準。 

居家（社區）復健 

1.針對無法透過交通接送使用健保復健資源者，提供本

項服務。 

2.每次訪視費用以新臺幣1,000元計，每人最多每星期1

次。 

3.補助對象依家庭經濟狀況提供不同補助標準。 

輔具購買、租借及住宅無障

礙環境改善服務 

1.每10年內以補助新臺幣10萬元為限，但經評估有特殊

需要者，得專案酌增補助額度。 

2.補助對象依家庭經濟狀況提供不同補助標準。 

老人餐飲服務 

服務對象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失能老人（含僅IADLs 

失能且獨居老人）；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一餐，每餐以

新臺幣50元計。 

喘息服務 

1.輕度及中度失能者：每年最高補助14天。 

2.重度失能者：每年最高補助21天。 

3.補助受照顧者每日照顧費以新臺幣1,000元計。 

4.可混合搭配使用機構及居家喘息服務。 

5.機構喘息服務另補助交通費每趟新臺幣1,000元，一

年至多4趟。 

6.補助對象依家庭經濟狀況提供不同補助標準。 

交通接送服務 

1.補助重度失能者使用類似復康巴士之交通接送服

務，每月最高補助4次（來回8趟），每趟以新臺幣190

元計。 

2. 補助對象依家庭經濟狀況提供不同補助標準。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1.家庭總收入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1.5倍之

重度失能老人：由政府全額補助。 

2.家庭總收入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1.5倍之

中度失能老人：經評估家庭支持情形如確有進住必

要，亦得專案補助。 

3.每人每月最高以新臺幣18,600元計。 
資料來源：行政院長期照顧十年計畫（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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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模式 

長期照護十年計畫針對不同的服務對象實施了三種配套措施，有

需求之民眾可向台中市長期照顧管理中心之單一窗口申請，經評估符

合資格者，即可取得居家式、社區式、機構式等三類其中一項的多元

而連續之服務。 

1. 居家式 

（1） 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如廁、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

潔、進食、服藥、翻身、拍背、簡易被動式肢體關節活動、

上下床、陪同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及其他服

務。 

（2）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包含換洗衣物之洗滌及修補、文書服

務、備餐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須用品、陪同就醫或聯

絡醫療機構、文康休閒及協助參與社區活動等服務。 

（3） 安全性照顧：注意異常狀況、緊急通報醫療機構、協助危

機事故處理及其他相關服務。 

2. 社區式 

生活照顧、生活自立訓練、健康促進、文康休閒活動、提供或連

結交通服務、家屬教育及諮詢服務、護理服務、復健服務、備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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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構式 

未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未聘僱看護、未接受其他機構收容安置、

未領有政府提供之其他照顧費用補助、生活補助或津貼、未符合台中

市政府其他低收入戶安置或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補助資格者，得安置

於本市合約且經評鑑甲等以上或督考合格之長期照顧機構。 

表 2.1.2 近年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概況 

年(月)底別及機

構類別 
機構數(所) 

可供進住人數

(人) 

實際進住人數

(人) 
使用率(%) 

94 年底 926 46797 32855 70.21 

95 年底 960 48913 35143 71.85 

96 年底 1016 51765 37128 71.72 

97 年底 1056 54364 38735 71.25 

98 年底 1080 55757 40617 72.85 

99 年 6 月底 1089 56514 41326 73.13 

資料來源：內政統計通報 2007 第 14 週、內政統計通報 2010 年第 36 週 

由表 2.1.2 之中可看出，從 94 年底起，機構所已逐漸慢慢增加，

表中可得知實際進住的人數增加，使用率也跟著增加，展現出台灣民

眾對於社會福利機構的使用，不再是以往對長照機構的傳統觀念認

定，將老人送往長照機構是不孝的行為，隨著社會觀念的變遷，長照

機構不再是個禁忌，反而更能利用機構所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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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期照護保險法實施辦法 

目前長期照護保險法之實施尚礎於研議階段，對於給付方式及給

付項目均有爭議存在，然根據經建會在 2009 年提出的長期照護保險法

制給付方式及給付項目之評估報告中指出，長期照護保險給付對象、

給付方式及給付項目都有明確的建議，以下分別介紹。 

（一）長期照護保險給付對象 

為達成公平性的目標，台灣長期照護保險應以全民為納保對象，

並以符合給付條件的全民為給付對象，不應限制年齡或障礙別。 

（二）長期照護保險給付方式 

1. 給付方式建議採階段式給付設計，開辦初期建議採實物給付為

主，現金給付為輔。 

2. 中長期則視保險辦理狀況，及長照體系發展狀況，保留收回現

金給付之可能性，或可訂定現金給付條件。 

3. 需照顧者得選擇部份現金、部份實物之混合制，並提供喘息服

務與相關照顧者支持措施，確保照顧之品質。 

4. 對於領取現金給付者，照護者應接受一定時數之照護訓練，保

險人並應定期監控服務提供狀況與品質，必要時得取消現金給

付，改提供實務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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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金給付水準：建議在實物給付的40～45%之間。 

6. 全日型機構性照護給付範圍，除法定給付服務外，建議不含膳

食，以及為求舒適增加之費用，且只給付評鑑合格機構。住宿

費用原則不給付；但若為考量與健保給付之平衡（健保給付住

宿費），得考慮納入給付。 

（三）長期照護保險基本給付項目 

1. 長期照護保險給付項目應提供以使用者為中心，提供多元、無

縫式、彈性的整合性照顧服務，以滿足其基本需要。 

2. 長期照護保險給付項目建議應包括：（1）機構照護：提供全日

型住宿照護，其中包含失智者安全看顧；（2）社區式照護：建

議提供日間與夜間照顧、社區復健、喘息服務；（3）居家照護

服務：建議提供居家護理、居家復健、居家服務、家庭托顧（含

失智者安全看顧）、喘息服務；（4）其它服務：喘息服務、交通

接送、輔具、營養與送餐服務、無障礙環境改善、照護諮詢、

免付費照護課程、照護提供者之支持等。 

3. 開辦初期建議得視大眾之付費意願、長照資源之可用性、與地

區分佈，仿照德國漸進導入不同給付項目，並配合給付項目導

入時程，於法中明訂調整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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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辦初期若社區式照顧較為缺乏，部份給付可評估暫由修正後

的長照十年計畫（建議改為「長期照顧網計畫」）經費支應之可

行性，並視各類服務發展狀況，漸進導入長照保險給付。 

5. 長照保險應編列預算以鼓勵新型之社區與居家照顧服務，並得

結合多元財源（健保、長照、社福、教育）之資源，以需照顧

者為中心（如失智症者、心智障礙者、原住民），發展整合性照

顧模式。新型服務在發展初期得由「長期照顧網計畫」以補助

預算方式促成其發展。 

6. 基於給付從嚴之原則，全日型機構式照護除少數個案外，原則

上僅給付重度失能者。 

（四）長照保險與全民健保之分工與整合 

1. 台灣長照保險與全民健保之分工，建議凡屬治療可逆的歸健

保，屬照護歸長期照護保險。 

2. 失能六個月以內的亞急性照護，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健保部分

服務應劃歸長期照護保險給付。 

台灣現在每十個人就有一個老人，估計民國 117 年時，老年人口

比率將達 22.5%，屆時不到四個人就有一個老人，開辦長期照護保險勢

在必行，只是景氣不佳，談開辦保險，又要加稅，又要調高保費，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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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施會有困難，以保險對象來說，經建會委託的學者研究傾向強制

全民納保，但長期照護保險使用的人絕大多數是老人，因此，多數的

年輕人恐怕興趣缺缺。經建會於是提出全民納保、40 歲以上納保兩案。 

不管那一案，即便縮小納保範圍，一旦開辦就是強制保險，政府就有

權強制收取保費。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不可能只享給付不繳費。景

氣不好、荷包縮水的時侯，沒有人想多繳保費，甚至企業也不願增加

負擔，這就是行政院遲遲不敢貿然拍板定案的原因。（經濟日報，2009） 

第二節 遠距照護 

台灣從 1993 年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來，我國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

比率持續攀升，2009 年底已達 10.6%，老化指數為 65.1%（表 2.2），

雖然跟歐美以日本等已開發國家比較為低，但跟其他亞洲國家比為高

（內政部統計處，2009）。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一個國家 65

歲以上作為老年人口比率為衡量標準：若占比率為 7%為「高齡化社

會」，因此台灣正式邁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定義之「高齡化社

會」。台灣不只人口結構型態改變，隨之而來的是長期照護問題，所以

各個國家開始在長期照護的領域導入資訊科技的技術，希望提供給高

齡的長者們可以在家的居家照護服務─就是所謂的遠距照護，讓高齡

者能安心享受老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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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戶籍登記現住人口按年齡分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 

說明：1.自然增加率＝(出生人數－死亡人數)÷年中人口數×1,000 

      2.社會增加率＝(遷入人口數－遷出人口數)÷年中人口數×1,000 

      3.總增加率＝自然增加率＋社會增加率 

      4.性比例＝(男性人口數÷女性人口數)×1,000 

      5.扶養比＝(0-1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 

      6.扶幼比＝(0-14 歲人口)(15-64 歲人口)×100 

      7.扶老比＝(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 

      8.老化指數＝(65 歲以上人口)(0-14 歲人口)×100 

隨著台灣社會人口快速老化和慢性疾病的影響，民眾對長期照護

的需求也越來越大，因此行政院衛生署自 2007 年起推動「遠距照護試

辦計畫」及 2008 年推動「遠距照護服務改善與品質提升計畫」，經由

國內的居家式、社區式和機構式三類的遠距照護模式，發展整合性、

年底別 

戶籍人口登記數 年齡結構百分比(%) 性 

別 

比 

例 

(女

=100)

 
老 

化 

指 

數 

(%)

人 

數 

總

增

加

率

(%) 

自然

增加

率

(%) 

社會

增加

率

(%) 

0-14

歲 

15-64

歲 

65歲

以上

扶養

比

(%) 

扶幼

比 

扶老

比 

民國 88 年底 22,092,387 7.44 7.16 0.28 21.43 70.13 8.44 104.95 42.60 30.56 12.04 39.40

民國 89 年底 22,276,672 8.31 8.08 0.22 21.11 70.26 8.62 104.66 42.32 30.05 12.27 40.85

民國 90 年底 22,405,568 5.77 5.94 -0.17 20.81 70.39 8.81 104.36 42.07 29.56 12.51 42.33

民國 91 年底 22,520,776 5.13 5.29 -0.16 20.42 70.56 9.02 104.08 41.72 28.94 12.78 44.17

民國 92 年底 22,604,550 3.71 4.27 -0.55 19.83 70.94 9.24 103.84 40.97 27.95 13.02 46.58

民國 93 年底 22,689,122 3.73 3.59 0.14 19.34 71.19 9.48 103.53 40.48 27.16 13.31 49.02

民國 94 年底 22,770,383 3.58 2.92 0.65 18.70 71.56 9.74 103.16 39.74 26.14 13.60 52.05

民國 95 年底 22,876,527 4.65 3.01 1.64 18.12 71.88 10.00 102.72 39.12 25.21 13.91 55.17

民國 96 年底 22,958,360 3.57 2.76 0.81 17.56 72.24 10.21 102.28 38.43 24.30 14.13 58.13

民國 97 年底 23,037,031 3.42 2.40 1.02 16.95 72.62 10.43 101.89 37.70 23.34 14.36 61.51

民國 98 年底 23,119,772 3.59 2.07 1.52 16.34 73.03 10.63 101.34 36.93 22.38 14.56 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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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性的遠距健康照護服務網絡，目前也有了顯著的成果。透過現代

資訊科技和電子醫療器材的輔助下，為居家民眾提供遠距生理量測及

遠距衛教服務；結合在地醫療照護與社區資源，建立社區服務據點，

讓民眾在社區就近享受便利的照護服務；藉由視訊與網路科技，結合

跨專科、跨專業的醫療照護團隊，提升護理之家的照護品質。不同的

照護模式還可透過資訊平台串連起來，以便為民眾提供整合性、連續

性、可及性的數位健康照護服務。 

台灣每個家庭中，如果家中正好有需要照護的年長者和慢性患

者，會送到安養機構或請外籍幫傭來照護，但大部分的老年人並不想

離開家中生活，就老年安養的需求而言，機構式的照護服務並非高齡

社會的唯一選擇，依據內政部 2005 年的調查資料發現，65 歲以上老人

所偏好的理想居住方式以「與晚輩同住」及「僅與配偶（同居人）同

住」分占 54.74％及 32.59％居多，由此得知，高齡者屬意的理想的生

活是與家人同住；國內多數學者亦由 OECD 國家的經驗中發現機構式

老人照護服務的不足，繼而提出「在地老化」（aging in place）作為我

國長期照顧政策發展之目標。因此這些獨居的老年人的生活，萬一有

緊急的事情發生，因無法有效及時對外聯絡以致於醫療單位無法及早

救治，做出有效的防範措施。為了解決並照護到獨居的老年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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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結合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的遠距居家照護系統因運而生，遠距照護

可以提供長期照護服務的功能，透過網路不受地區限制，讓老年人可

以與負責照護者保持聯繫，解決了發生緊急事件能盡快反應並處理。 

一、遠距照護的定義 

所謂遠距照護，即是當醫療或照護專業人員無法與病人或被照護

者同時在一地點時，運用電子傳訊與資訊科技來提供醫療照護(Kevin，

1996；Barnes，1998)。而遠距照護的定義根據各國發展的目標有所不

同，而有不同的意義解釋，台灣對遠距照護的定義為：「遠距醫療是藉

助無時空限制的通信與資訊科技，來交換相隔兩地之病患的醫療臨床

資料及專家意見，以克服空間及時間的障礙」。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定義則為：「使用互動式視訊及資訊通訊技術，進行包括診斷、治療

及諮詢等醫療行為，以及衛生教育與醫療資訊的傳遞。」。美國遠距醫

療協會（ATA）對遠距醫療定義為：「遠距醫療是利用醫療信息交換從

一個網站到另一個通過電子通訊，以改善病人的健康狀況。 

二、遠距照護的計畫目標 

遠距照護是國內要發展「健康照護服務」的重點之一，但台灣在

推廣遠距照護的計畫卻未能普及。國內外目前研發出遠距的網路、硬

體技術與照護服務系統的成果已慢慢成熟，但是在推廣上成效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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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受照護者、主照顧者、居家照顧人員、醫療機構的配合度及政

府相關部門的配套措施等，都要再仔細規劃讓台灣民眾對遠距照護的

接受度與認識做有效的提升。最近幾年來各個國家對於照護老年人各

有自己一套方法，台灣現在把老年人的照護轉為居家在地化，針對想

在家中過自己的老年生活的長者，政府需要計畫出能讓老年人一個安

心享老的照護服務環境，所以需結合在地的社會資源，建構出社區照

護網絡，讓老年人有獨立自主的生活、可以參與到社會活動、安全的

居住環境…等，提升長期照護的服務效益，達成健康老化、成功老化

的目標（衛生署，2010）。 

三、台灣的遠距照護模式 

 

圖 2.2 衛生署遠距照護試辦計畫服務模式 

資料來源：衛生署遠距照護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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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遠距照護模式有居家式、社區式、機構式三種遠距照護模

式和應用，建置串連以上三種照護模式的共通資訊平台。這三種服務

模式可以各自獨立運作，服務照護需求不同的民眾；但民眾的照護需

求可能會發生改變，如從機構式照護服務轉移為社區式或居家式照護

服務，因此在照護服務轉移的過程中，個人健康資訊與服務機制必須

透過共通資訊平台機制串連起來，以便能建構整合性、連續性、共通

性的數位健康照護服務（張曉婷，2008）。以下說明這三種遠距照護模

式的內容。 

（一）居家式遠距照護 

居家式照護的推動重點在於統合醫療、照護、生活資源，以建構

整合式居家照護服務。針對居家民眾或照護服務提供者，發展科技化

照護服務網，並積極開發生活支援服務的異業合作管道，將照護服務

擴展至居家生活環境，讓民眾於食、衣、住、行、育、樂中皆可得到

所需之照護服務，使行動照護管理科技化。在開發多樣化生活支援服

務的同時，建立服務品質控管機制，以確保居家個案的權益，並加強

與當地長照管理中心的連結，做為長期照護管理中心轉介與派案的合

作機構，為居家個案提供優質的整合式居家照護服務。 

服務對象包括：臥床、行動不便、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輕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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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患者、高血壓、糖尿病初期或控制不良者及上述民眾之家庭主

要照顧者。服務內容含括以下六項： 

1. 個案健康管理：透過醫療團隊之跨專業結合，為民眾量身打造

合適的健康管理計畫，讓民眾擁有更好的生活品質。 

2. 遠距生理量測服務：提供血壓血糖二合一量測儀器，供民眾在

家量測，量測紀錄將可回傳醫院，供門診參考調整用藥及協助

必要診療，若偵測發現生理異常，護理師將主動提供叮嚀關懷

及後續服務。 

3. 遠距衛教服務：利用電視影音或網路等多元化媒介，為居家民

眾提供衛教資訊。也可透過遠距視訊，設計創新的遠距活動參

與方式，提供互動式衛教及醫療專業諮詢。 

4. 醫療專業人員到府服務：依照民眾健康管理計畫的需求，協助

聯繫安排專業醫護人員到府關懷探視，提供符合居家照護所需

的專業諮詢，如營養評估或藥事諮詢，掌握居家照護狀況的最

佳狀態。 

5. 生活照顧資源轉介：連結長期照護資源與在地業者，利用網路

線上訂購或電話代訂方式，提供多樣化居家照顧生活協助或資

源，抒解因長期照顧產生的身心靈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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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緊急狀況處理服務：居家民眾若有急診或住院必要時，可提供

緊急狀況諮詢及協助安排就診，並進行關懷探視，減輕家屬焦

慮情緒並協助醫病溝通。 

（二）社區式遠距照護 

社區式照護的精神除了提供完整的照護網路外，更鼓勵社區民眾

能夠走出家門，利用社區的資源達到照護的目的，同時也能間接透過

社區群體的力量，提供身心靈的關懷照護。此照護模式主要透過健康

調查問卷來發現問題，對於需要照護的社區民眾，由專業醫護人員採

取主動關懷的方式，積極評估收案對象的照護需求，以設計妥適的服

務或協助轉介。此外，利用社區活動中心等做為社區存取照護服務資

源之中心點，提供醫療與非醫療的照護服務，讓居民能夠真正享受到

完善的社區照護服務。 

服務對象包括：獨居長者、失智症患者高血壓、糖尿病患者、行

動不便、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服務內容則涵蓋以下六項： 

1. 藥事安全服務：建立個人完整用藥記錄，由專業藥師提供用藥

指導、藥物交互作用提醒與送藥到府服務等方案，提升用藥安

全。 

2. 行動定位安全通報服務：利用行動定位設備，提供輕中度失智



 

  - 24 - 

症者安全通報、定位協尋、定時回報、遠端守護等服務，無論

患者身在何處，都可以透過行動定位查詢所在位置及雙向通

話，確保患者安全。 

3. 居家專業人員訪視服務：經個案管理師評估，如有居家護理、

居家復健、居家呼吸治療及營養指導等方面的需求，將協助轉

介專業人員到府訪視。 

4. 遠距生理量測服務：透過生理量測儀器，將患者的血壓、血糖、

脈搏等數值自動進行系統儲存與分析，患者可以用最簡便的方

式進行自我健康管理。若偵測發現生理異常，將有專業人員提

供異常提醒及照護建議。 

5. 視訊衛教及諮詢服務：透過事前預約，可透過社區健康便利站

的遠距視訊設備，連結遠端的專業醫療團隊，進行遠距衛教活

動或一對一健康諮詢服務。 

6. 居家生活支援服務：若有居家生活服務需求，包含：送餐服務、

家事清潔、陪同就醫、協助身體清潔、代購物品、交通接送、

簡易肢體關節活動等，皆可經轉介而得到所需之服務。 

（三）機構式遠距照護 

機構式遠距照護的執行方式，係透過網路與醫療院所連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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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住民心血管相關生理訊號（血壓、脈搏、體溫、SpO2）的收集、

分析與監測，輔助醫師做治療判斷，針對個案異常狀況做警示，提供

機構住民長期與個人化的健康管理資訊服務，降低診療誤差，減少再

住院率，改善住民健康狀況及減少醫療資源消耗。 

服務對象為：健安、寬福及安泰護理之家住民及家屬。服務內容

則包括以下五項： 

1. 遠距視訊會診服務：住民發生醫療照護問題，可透過視訊設

備，獲得醫療專業人員之諮詢及照會服務。 

2. 遠距生理量測服務：利用血壓、體溫、血氧、心電圖及脈搏多

合一生理量測儀器與血糖測量，為住民進行測量，並將生理資

訊儲存及判讀，醫院將提供警示提醒、照護指導、追蹤管理等

服務。 

3. 視訊探親服務：由住民或家屬和護理之家協調探視時程，在約

定時間裡，家屬與住民可透過視訊進行遠端探視。 

4. 遠距衛教指導：利用多媒體方式，醫院專業團隊可為護理之家

人員提供單向或雙向衛教課程。 

5. 藥事安全服務：醫院藥師、專科醫師提供用藥諮詢指導及藥品

安全規範，並提供重複用藥及藥品交互作用等專業判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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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的用藥安全（張曉婷，2008）。 

遠距照護在台灣地區的服務模式有居家式、社區式與機構式，基

本上這三種模式可以獨立運作，服務不同的照護需求，可是民眾的需

求是會發生轉移，在服務轉移的過程中，個人健康資訊與服務機制必

須透過共通資訊平台機制串連起來，以便能建構整合性、連續性、共

通性的數位健康照護服務（張曉婷，2008）。 

遠距照護還需多參考各國的案例和經驗，台灣在發展遠距照護上

要盡快克服地區的醫療差距，才能讓遠距照護在台灣的土地上締造安

心、健康制度完整的老年安樂的生活，讓台灣民眾對邁入老年的生活

不再有恐懼和困擾。 

第三節 探討各國實施長期照護的經驗 

在本節以實施長期照護保險的德國、荷蘭、日本及韓國四個國家

的照顧制度為主要參考對象（表2.3.1），部份議題亦納入英國的經驗。 

表2.3.1 德、荷、日、韓長期照顧制度基本特性比較 

 德國 荷蘭 日本 韓國 

實施年代 1995 1968 2000 2008 

法律基礎 長期照顧保險法
特殊醫療費用法

案 
介護保險法 

韓國老人長期照

護保險法 

保險性質 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稅收 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健康保

險下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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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德、荷、日、韓長期照顧制度基本特性比較(續) 

保險人 

照顧基金 

(保險事務由既

存的健康保險組

織承擔，另設獨

立自主之行政與

財務自治機關) 

健康福利體育部 市町村 國民健康保險局

費用負擔 保險費 保險費 
政府補助和保

險費 
保險費 

給付對象 全人口 全人口 

高齡者為主

(40-65歲限定

因特定疾病引

發障礙而需要

照顧者) 

高齡者為主，少

部份低於高齡者

有特定需求者 

資料來源：經建會，長期照護保險法制服務輸送及照顧管理之評估，2009 年 5 月 

一、德國 

德國長期照顧保險法政策目標有：（一）預防保健與復健服務為優

先：為防範需要照護狀態的發生，與改善需要長期照顧的狀態，強調

預防保健與復健服務的優先性，加強其適切的必要措施。（二）以居家

照護為優先：為使需要照護者盡可能留在家庭，優先考慮提供居家照

護，由家屬或鄰居擔任照護工作。（三）賦予人民選擇的權利與個人責

任：長期照護保險旨在援助需要照護者，可能範圍內能夠自律的生活，

惟需要照護者得在各種設施或服務方式中自行選擇，同時被保險人本

身也有防範需要照護狀態的發生與改善需要照護狀態的責任（經建

會，2009）。 

德國對長期照護服務對象的定義為任何年紀有相當嚴重失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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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給付依據三項失能程度亦即功能狀態而決定，特別是日常生活功

能（ADLs）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s）所需的時間（表2.3.2）。

因此，資格評定及給付完全和居家照顧的可近性和處置無關。獲得給

付的最低門檻規定：至少要有兩項ADLs 並且在某些IADLs 一天至少

需要90 分鐘的幫助，醫療需要未被列入考量（王增勇，2005）。 

表2.3.2 德國在社會保險計劃中失能程度的類別 

失能程度 
ADL／IADL缺陷 協助ADL／IADL的

頻率 

協助ADL／IADL

所需的數量 

等級一：輕中度 

2項以上ADL缺陷，並

且需要IADL的協助 

ADL：每天至少一次

IADL：一星期數次

ADL和IADL共90 

分鐘，其中ADL

至少佔45分鐘 

等級二：重度 

2項以上ADL缺陷，並

且需要IADL的協助 

ADL：每天至少三次

IADL：一星期數次

ADL和IADL共計

3小時，其中ADL 

至少佔2小時 

等級三：極重度 

2項以上ADL缺陷，並

且需要IADL的協助 

ADL：整天 

IADL：一星期數次

ADL和IADL共計

5 小時，其中ADL

至少佔4小時 

ADLs表示日常生活功能，IADLs表示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ADLs包括個人衛生（洗澡、上廁所、刮鬍子以及刷牙），進食（包括準備食物），

行動力（上下床的移位、穿衣、走路、站立、爬樓梯，以及離家和返家）；IADLs 為

家事活動（購物、煮東西、打掃、洗衣服、洗盤子以及暖和屋內）。 

資料來源：經建會，我國長期照護服務需求評估，2009年5月 

二、荷蘭 

荷蘭長期照護保險稱為「特殊醫療費用法案」（General Exceptional 

Medical Expenses Act, 荷文縮寫為AWBZ），於1967年12月通過立法，

並於1968年1月正式實施。由於荷蘭屬於普及式福利國家模式，因此給

付對象包括需要一年以上住院治療的長期照顧者、需高額治療費的重



 

  - 29 - 

大疾病者、精神疾病患者與慢性病患者。 

需求評估包括家庭成員是否可提供支持。個人化預算依據照顧時

數計算而定，六個月覆評一次。行政整合部分將個案評估、照顧計畫、

服務協調、品質管理與財務監督合併處理，以消除複雜與重複的方案

與服務；強調服務類型多元創新，包括日間照顧設施、庇護性住宅等；

對於剛出院康復中的病患亦提供居家照顧服務（Coolen，1995；Coolen 

& Weekers，1998；Knijn，2000）。 

荷蘭在1998年之後建立地方性質的委外機構RAOs（Regional 

Assessment Organizations），其由被保險人、消費者組織、服務提供者、

醫生、保險公司和當地官方組成的「區域評估組織」（Regional 

Investigation Organization, RIO）委派一個審查團隊來進行評估。審查

人員可能是護士、社工人員、心理老人科醫師以及社會老人科醫師。

RIO會考量個人狀態，如：案主的個人現況以及居住環境。對於被評估

為需要機構式服務的接受服務者而言，需要由專家團隊做進一步回顧

評估（Visser-Jansen, G., & Knipscheer, C. P. M.，2004；王增勇，2005）。 

評估工具沒有統一的型式，類別的評估和協助的程度只依據專業

的評估，因此，評估的標準可能因不同審查人員而不同。荷蘭的評估

工具還包括個人長期照護的需求，例如社會心理功能、居家與環境條



 

  - 30 - 

件，以及使用正式照顧的情形與程度（WHO，2000）。 

三、韓國 

韓國是亞洲第二個實施長期照護保險國家，從2000年開始規劃，

「韓國老人長期照護保險法」於2007年4月2日通過，並於2007年4月27

日公佈，自2008年7月1日起開始正式施行老人長期照護保險制度。韓

國長期照護保險依附於健康保險體系；財務獨立合署辦公，國民健康

保險計劃所定全民為被保險人、照護需求者及家屬、以及受益人需要

照顧和支持援助者，藉由醫療援助法可申請長期照護保險服務或福

利。韓國之長期照護保險參考德國與日本之制度，採德日混合制，其

保險對象涵蓋人口為全民，保障受益對象則以老人為主，列屬主要照

護需求者，還有少部份小於65歲之長期照護需求者。 

請領韓國長期療養保險制度者，主要分為二大類：（一）65歲以上

的老人，任何人皆可以申請；（二）未滿65歲，患有老人失智症、腦血

管疾病及帕金森氏症等相關疾病，也可以申請[1]。長期療養申請後，

經等級判定委員會[2]的審議，符合該保險制度服務對象者，主要可分

為三個等級（外加等級外，共四大類）。第一等級是整天都要臥床，且

無法自由活動者；第二等級是需藉由他人協助日常生活，例如使用輪

椅者；第三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需賴他人協助，例如行走需賴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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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詳細的判定標準，可參見表2.3.3。 

 

表2.3.3 韓國長期療養等級判定標準 

 
療養1等級 

(最重症) 
療養2等級 

(重症) 

療養3等級 

(中症) 

等級外 

(輕症) 

狀
態
別 

整日臥病在

床，無法靠自

己的力量移

動。 

日常生活的飲

食、排泄和穿

脫衣等，所有

的一切活動，

皆需他人的協

助者。 

飲食、排泄和

穿脫衣等，有

大部份需他人

協助。 

除了晚上之

外，白天也幾

乎都需要在床

上休養者。 

需藉由步行輔

助器協助其移

動。 

需藉由他人的

協助，才可以

外出者。 

飲食、排泄和穿

脫衣，可以自行

處理，但處理日

常生活能力低

下，偶爾需要協

助者。 

調
查
表 

變更姿勢、飲

食、起身、坐

下等，ADL 判

定中6個以

上，完全需要

他人協助。 

飲食、起身、

坐下、洗澡及

刷牙等，ADL 

判定中5個以

上，部份需要 

他人協助。 

洗臉、刷牙 

等，ADL 判定

中3個，部份需

要他人協助。 

沐浴及穿脫衣

等，ADL 判定

中1~2 個，部

份需要他人協

助。 

資料來源：經建會，我國長期照護服務需求評估，2009年5月 

 

[1]6個月期間以上，獨自一人無法打理日常生活，或對於打理日常生活有困難者，

申請後經等級判定委員會認定，申請後30天內完成判定。 

[2]韓國長期療養認定及等級判定的審議機構，以地區(市郡區)為單位設置，由15 人

以內的委員所組成，市長、郡首或區廳長，可推薦7 人，另加上西醫、韓醫各1 名。

組成的成份可以分成四大類：醫界人員、社工師、市郡區所屬公務員及有法學背

景，對長期療養有深入了解及學識經驗豐富者。 

四、日本 

日本從 2000 年 4 月 1 日實施強制性社會長照保險制度（介護保

險），對於長期照護服務對象的定義分為兩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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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5 歲以上的被保險老人（稱為第 1 號被保險人）：此指經保險人

（市町村）認為需照護或需支援狀態者。所謂需照護狀態，指步

行或起床等日常生活動作（ADL）一個人動作困難而需旁人照

護；需支援狀態則是日常生活動作困難程度不像需照護狀態一般

嚴重，但是有某種程度障礙，有時需靠旁人支援與協助者，該判

定標準以「照護服務所需的時間程度」來認定。 

（二）40-64 歲中高年齡被保險人（稱為第 2 號被保險人）：限定 15 種

特定疾病[3]所導致的需照護或需支援狀態者，可以利用服務給

付（李光廷 2005；王增勇 2005）。 

日本介護保險的資格分成兩階段：第一階段由受過訓練的地方政

府官員至個案家中使用身體、心理評估（73 項），醫療使用（12 項）

進行初級評估（其主要項目如表 2.3.4 所載），以評價護理照顧需求。

第二階段為由專家組成的護理照顧需求評估委員會決定初級評估是否

適當（Tsutsui & Muramatsu，2005）。 

表2.3.4 日本2003年版認定調査初評主要項目 

概況調査 基本調査 

認定調査員 調査對象者 有無麻痺 關節活動範

圍有無障礙 

床上翻身 起床 

現在接受的照護服務(機構或居家)及頻

度 

保持坐姿 保持站姿 歩行 下床坐到椅

子上 

受訪者的生活環境： 

受訪對象的主訴、家庭狀況、居住環境、

日常有無使用協助生活的用具、器械等

移動、走動 起身站立 保持單腳站

立 

体を洗うこ

と 

有無褥瘡 吞嚥、進食 排尿 排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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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4 日本2003年版認定調査初評主要項目(續) 

特記事項 清 潔 （ 整

容） 

穿脱衣物 服藥 管理金銭 

有必要特別記載的項目：現在可能影響

照護的情況因素、認定調査員難以判断

的情況，由調查員詳細紀錄 

打電話 日常的意思

決定 

視力 聴力 

意 思 表 達

能力 

對照戶者指

示的反應 

記憶力、理解

力 

徘徊、身上

不潔等異常

行為 

特 殊 醫 療

項目 

殘障老人的

自立程度 

失智症老人

自立程度 

 

資料來源：經建會，我國長期照護服務需求評估，2009年5月 

 

[3]此15 種特定疾病包括：肌肉萎縮性側索硬化症、後縱靭帯骨化症、骨折導致的

骨質疏鬆症、Shy-Drager syndrome 症候群（自律神經失調症候群）、初老期失智

症、脊髄小腦病變、脊椎管狭窄症、早老症、「糖尿病性神經障礙、糖尿病性腎

臟病及糖尿病性視網膜病變」、腦血管疾病、帕金森症、閉塞性動脈硬化症、慢

性間接性風濕症、慢性閉塞性肺疾病、両側膝関節或股關節明顯變形所導致的變

形性関節症等（奈良県福祉部高齢福祉課介護保険室，2004；李光廷等，2005；

王增勇，2005）。 

五、英國 

英國長期照護的主要執行者是地方政府，因應英國各地方政府所

訂定的長照服務資格標準分歧的現象，英國政府在2002年頒布公平使

用照護服務（Fair Access to Care Services）條款，要求地方政府在2003

年4月7日前，全部改採特定的準則來認定個案的補助資格。 

同一個地區中，失能程度類似的個案皆應得到足以達成類似成效

的服務；此一條款預期將能確保更一致的補助資格認定程序以及提供

同一地區的民眾更平等的服務。 

評估等級區分為四級-輕度、中度、重度以及極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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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輕度：無法勝任一到兩項個人日常活動功能、家庭角色或社會

角色。 

（二）中度：無法執行幾項個人照顧或家庭常規，不能維持幾個工作、

教育或學習，不能承擔一些家庭或社會角色。 

（三）重度：出現虐待或疏忽的情況，無法執行大部分的個人照顧或

家庭常規，不能維持幾個工作、教育或學習，不能承擔大部分的

家庭或社會角色。 

（四）極重度：申請者受嚴重虐待或疏忽的情況。 

評估過程中，個人在獨立自主、健康、安全、個人或居家的日常

生活、社交及家庭關係、個人角色以及責任負擔皆納入考量範圍（Tilly, 

2003；Department of Health, 2002；王增勇，2005）。 

以下將各國與台灣長期照顧服務對象的定義及資格評定標準列於

表2.3.5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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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5 各國與台灣長期照顧資格評定之比較 

 日本 韓國 德國 荷蘭 英國 台灣 

1.年齡 40 歲以上

(79 種) 

(65 歲 以

上老人才

可使用服

務，40-64

歲則給付

特殊15 項

疾 病 )( 將

下降到 20

歲)。 

65 歲以上

皆可申請

( 未 滿 65

歲，患有老

人 癡 呆

症、腦血管

疾病及帕

金森氏症

等 相 關

病，也可申

請) 。 

所有年齡

層(100種) 

( 含 一 般

人 、 腦

傷)。 

所有年齡

層。 

地方決定

標準，有嚴

重失能的

人有符合

資格。 

65歲以上

老人、 55

歲以上山

地 原 住

民、50歲以

上身心障

礙者及僅

工具性日

常生活活

動 功 能

(IADL) 失

能且獨居

之老人 

2.健康與

身心功能

狀態。 

40-64 

歲：與年齡

相關、 65 

歲以上：

ADL 、認

知、知覺失

能。(持續6 

個月照顧

需要)最少

的程度含

所有失能

者-只要需

支 持 者

--15 種 因

老化疾病

( 未 含 精

障)。 

6 個月以

上，無法打

理日常生

活，或對於

打理日常

生活有困

難者，申請

後經等級

判定委員

會認定(調

查表、訪視

狀 況 判

定 ) ，

ADL1~6 

個，分不同

療 養 等

級。 

2 項 以 上

ADL 失能

(持續6 個

月照顧需

要)； 

至少每天

30 分鐘的

協助(先測

ADL ， 再

測

IADL)( 每

天至少1.5 

小時需協

助者)。 

醫 療 問

題、功能障

礙(整體評

估)。 

地方決定

標準，有嚴

重失能的

人有符合

資格 

輕度失

能：一至二

項 ADLs4

失能者；僅

IADLs5失

能之獨居

老人。中度

失能：三至

四項 

ADLs 失

能者。重度

失能：五項

（含）以上

ADLs 失

能者（行政

院，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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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5 各國與台灣長期照顧資格評定之比較(續) 

3.家庭支

持的程度

與可及性 

不考量 島嶼及僻

地等偏遠

地區，醫療

設施不足

或不及的

區域，給予

現金補

助。 

不考量 考量 考量 不考量 

4.資產調

查 

不需要 不需要 不需要 不需要 地方決定

標準，多數

地方政府

使用所得

和資產審

查來調查

給付。 

不需要 

5.其他核

定 

沒有 沒有 沒有 有(個人長

照需求、居

家與環境

條件、使用

正式照顧

的程度與

條件)。 

有(安全、

居 家 生

活、個人角

色及責任

負擔)。 

沒有 

6.評估工

具 

結構式；全

國一致。 

結構式；全

國一致。 

結構式；不

同提供者

使用不同

工 具 (e.g. 

ADL, 

IADL)。 

行 政 裁

量，正研發

一致性工

具。 

地方執行

僅有少數

評 估 標

準。 

結構式；依

不同使用

者使用不

同工具 

7.資格分

級 

分六級，依

每天的照

顧時數而

定(25 

至 110 分

鐘)。 

分三等級

(最重症、

重症、中

症)+等級

外(輕

症) 。 

分三級，依

每天的照

顧時數而

定（90 分

至5個小時

之間）。 

量身訂做

的照顧服

務 

(Tailor-ma

de 

Care）。 

分四級。 分三級(輕

度、中度、

重度) 

資料來源：經建會，我國長期照護服務需求評估，2009年5月，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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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台灣與各國的比較，雖然台灣現今的長期照護體系跟國

外比起來屬於尚未成熟的階段，但可以參考國外的實施成效，進而規

劃適合台灣的長期照護計畫，也因各國的國情不同，所以照護體系也

不盡相同，參考各國的照護體系，擬定長期照護法，台灣也會有一套

屬於自己的長期照護體系。 

第四節 探討長期照護險與遠距醫療是否結合可能性 

在少子化的因素之下，居家照護必然出現照護人力不足的問題，

然而，希望透過長期照顧險來減低老年照護之家庭負擔，仍然會面臨

醫療人員的不足的問題。根據衛生署在 2010 年公佈的執業醫療人員

中，全國一共只有 23 萬人，中部地區更只剩下 3 萬 3 千人（衛生署，

2010），而全國 65 歲以上的老人有 248 萬人（戶政司，2010）。目前我

國所推行的「長期照顧十年計畫」中建議照管專員個案負荷量設定為

200 人，以我國預估 2010 年失能人口有 448000 人計算，假定服務對象

中有 20%在第一年會申請服務，推估至少應設置 448 照管專員。然而

在 2008 年統計在職照管專員僅有 253 人，可知數量明顯不足，美國自

1997 年的平衡預算法（the Balance Budget Act）通過將遠距醫療照護列

入醫療保險給付範圍，採用家庭訪視的預付方式（prospective-payment 

system），政府將財政的風險轉嫁到居家健康機構（hom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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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各醫療院所為了成本考量及不斷增加的個案數，利用遠距居

家照護系統，使訪視護士可以更有效率且節省成本並提供偏遠地區病

患的照顧。由以上數據，我們可以看到如何長期照顧險與遠距照顧結

合可能成為未來我國推動長期照顧的選擇方案之一。 

一、目前台灣推行類似模式 

自2008年起政府首先推行了「遠距照護服務改善與品質提升計畫」

經由國內首創的居家／社區式和機構式二類遠距健康照護服務模式，

發展整合性、連續性的遠距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至2010年7月為止，遠

距健康照護服務累計導入之醫療照護機構數共10家，收案人數 840

人，2008年1月至2010年7月期間累計總服務人次 131,528人，衛生署並

於2010年正式推動「遠距健康照護服務發展計畫」透過服務模式複製

擴散的委託辦理，包括北區-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區-財團法人彰

化基督教醫院、南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及東區-財團法人

台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四個照護團隊，共計58家醫療照護機構加入服

務網絡。至今年底將增加收案人數 2,691人，增加服務使用 32,000人

次（衛生署，2010）。 

遠距健康照護服務發展計畫係透過電子醫療器材與資通訊科技的

輔助，為居家民眾提供遠距生理量測及遠距衛教服務；結合在地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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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與社區資源，建立社區服務據點，讓民眾在社區就近享受便利的

照護服務；藉由視訊與網路科技，結合跨專科、跨專業的醫療照護團

隊。不同的照護模式還可透過資訊平台串連起來，以便為民眾提供整

合性、連續性、可及性的數位健康照護服務，也能解決醫療人員不足

的問題。 

二、國外模式 

（一）英國 

目前在推動遠距照護時，其重要概念是以長期照護需求者為中

心，包括病人及其主要照護者、家屬、朋友，評估其能力與需求。以

此為出發點，統合了社會照護、基層健康照護單位、急性醫療照護醫

院及住家服務機構、房舍聯盟、資通訊科技軟硬體供應商、醫療器材

設備商等等，提升受照顧者之自我照護及健康管理能力，並保障其居

家生活安全。由此可得知，長期照顧險之規劃與服務與遠距醫療有著

無法分割的關係。 

（二）美國 

美國目前沒有完善的長期照護保險制度，不過在政府辦的老人健

康保險 Medicare 及貧民健康保險 Medicaid 這兩套公營健保制度中有涵

蓋居家照顧及護理機構照顧的給付。Medicaid 的給付佔美國整體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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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支出的 43%，尤其全國護理之家的收入有一半來自 Medicaid 的給

付。這個比例的背後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護理之家照護費

用很高，一年一位住民平均的照護費用大概是美金 50,000 元（約台幣

150 萬），因此許多住民剛住進護理之家時是自費，當積蓄用罄時，就

符合 Medicaid 的資格，可以申請由 Medicaid 給付護理之家的照護費

用。在 2002 年，Medicare 與 Medicaid 對護理之家及居家照護的給付加

起來佔全美國長照總支出的 60%。 

（三）德國 

德國是第二個實施國家長期照顧保險的國家，在健保、意外事故

保險、退休金保險（勞保）、失業保險之後，在 1994 年立法成立通過

長照保險，成為其社會安全及保險的一環。德國的這五項社會保險除

了意外事故保險保費完全是由雇主負擔之外，其餘四項都是由雇主與

受雇者各負擔一半的保費；失業者要支付一半的保費，另一半由聯邦

就業局分擔，領退休金者也要支付其健保及長照保費的 50%，另一半

再由其退休金保險去支付。 

三、結合益處 

長期照護險與遠距醫療結合可以擁有以下益處： 

（一）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如：生活服務業者（包括：清潔公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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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托顧…等）、醫療器材業者、資訊服務業、電信業者、保全業

者…等。 

（二）節省人力成本費用：降低醫療成本、資源錯置與浪費 

（三）達成在地老化目標：上面有提到依據內政部 2005 年的調查資料

發現，65 歲以上老人所偏好的理想居住方式以「與晚輩同住」

及「僅與配偶（同居人）同住」分占 54.74％及 32.59％居多，故

透過結合讓老人在熟悉的生活環境中自然老化，盡量使其擁有安

全的居住環境、參與社會活動以及獨立自主的生活。 

（四）提升醫療照顧體系之服務品質：透過網際網路，將照護的相關

資訊上傳至資訊平台和醫院端，縮短資訊傳遞的時間，提升照護

諮詢的時間，進而提升長期照護服務的品質。 

由上可得知，目前各國都在極力推廣長期照護來因應人口快速老

化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並因其推廣的人力與財力限制而將遠距照護納

入解決方案之中。我國除了參考其他各國的方案以外，如何發展台灣

地區遠距照護的，進而減少人力資源浪費，是我國結合的一大重點。 

第五節 就醫決策模式 

有關就醫決策的影響因素方面，病患是如何決定前往何處就診，

關於這類研究在國外非常多，考慮因素包含有醫師素質，照謢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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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價格、距離遠近、醫院設備以及人員態度等項目。 

一、醫療利用行為 

Andersen 的模式自 1968 年被提出，至今已約 40 年的歷史，並廣

泛被醫療經濟學家或心理學家應用。雖然其間曾因架構不完整而被批

評或修正，但因本模式跳脫僅由個人觀點考量的理論，嘗試以整個可

能影響醫療服務利用的系統性觀點來研究行為，同時兼顧理論上的完

整性和實證上的可行性，故此模式被廣泛應用於求醫行為和醫療服務

利用的研究。1995 年時，Andersen 本身對此模式的發展歷程做了一個

回顧，將模式整體發展分成四個時期，此外還提出模式繼續修正方向，

目的是希望能增加模式的完整性、更加釐清醫療服務利用的影響因

素。以下即是此模式四個發展階段的描述。 

（一）第一階段醫療服務利用行為模式  

1. 傾向因素（predisposing characteristics）：指疾病發生之前，有

哪些特質的人比較傾向於使用醫療服務。共包括三個層面： 

（1） 人口學特徵（demographic）：如年齡、性別、婚姻狀況、家

庭人口數等。 

（2） 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如教育程度、職業類別、社經

地位、宗教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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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信念（health beliefs）：如個人對健康及健康服務的態

度、價值及知識等。 

2. 能力因素（enabling resources）：指個人獲得醫療服務的能力。

共包括兩個層面： 

（1） 個人／家庭資源（personal/family resources）：如家庭收入、

存款、健康保險或是否有固定就醫資源等。 

（2） 社會資源（community resources）：如社區醫療資源的多寡、

醫療資源的可近性、醫療服務價格、就醫時間與候診時間

等。 

3. 需要因素（need）：指個人感受到某些醫療需要後才產生求醫行

為亦包括兩個層面： 

（1） 自覺健康與疾病狀況（perceived）：如自述身體功能障礙天

數、自述病徵與自評健康狀況等。 

（2） 疾病的臨床評估（evaluated）：如醫護人員在臨床對個人生

理、心理及社會健康狀況的評估等。 

上述三類因素的關係為傾向因素直接影響能力因素，再影響需要

因素，最後影響健康服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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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第一階段醫療服務利用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Andersen，1995 

（二）第二階段醫療服務利用模式 

  Andersen 為了探討醫療服務資源對就醫可近性上的影響，將原有

的健康行為模式加以擴充，加入了健康照護系統、衛生服務利用及消

費者滿意度等，清楚表示健康照護系統對醫療利用的影響，形成更完

備的模式。其主要內容包括： 

1. 健康服務利用因素：再醫療服務利用方面分四個方向討論： 

（1） 醫療服務型態（types of utilization） 

（2） 醫療服務地點（site of medical care） 

（3） 求醫目的（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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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醫頻率（time interval for visit） 

2. 衛生政策因素：衛生政策主要依財務、教育、人力組職等四方

面來討論。 

3. 健康照護提供體系：分為資源與組織等兩方面來討論。 

（1） 資源方面：主要是只花費在醫療照顧時所投入的人力與資

產，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獲得是當的人力與資產分配，

是探討的重要課題。 

（2） 組織方面：主要是指上述人力與資產投入後，如何有效管

理健康照護系統，最後獲得的利益。 

4. 消費者滿意度：指民眾使用過健康服務後，對服務所產生的整

體感覺或態度。 

5. 危險群人口特徵（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risks）：其探討模

式與第一階段醫療利用模式相似，但主要不同處就是將個人因

素中的傾向及能用因素各在細分為可變動及不可變動因素。 



 

  - 46 - 

 
圖2.5.2 第二階段醫療服務利用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Andersen，1995 

（三）第三階段醫療服務利用行為模式 

第三階段的模式強調醫療服務可用於維護及改善個人健康狀況，

個人對醫療服務的認知不應僅限於測量消費者滿意度，同時可藉由個

人自覺或由專家評估，而外在環境亦為影響醫療利用的重要因素。此

模式擴大對健康行為的探討層面，除健康服務使用行為外，還包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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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健康習慣（personal health practices），例如飲食、運動、自我照護及

實際使用醫療服務；而影響健康行為原始決定因素（ primary 

determinants of health behavior）包括人口學特徵、健康照護系統及其他

的外在環境因素（如身體、政治及經濟因素）。 

 
 圖2.5.3 第三階段醫療服務利用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Andersen，1995 

（四）第四階段醫療服務利用行為模式 

在發展的模式中，主要強調健康服務和結果間回饋影響的過程。

在此動態（dynamic）且會回覆（recursive）的關係模式中，醫療服務

利用受到複雜因素的影響：環境因素會影響人口學特徵，再間接影響

健康行為，最後影響健康結果；同時環境因素、人口學特徵、健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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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也會直接影響健康結果。此外，與前三期模式最大的不同，在於健

康結果會回饋影響人口學特徵中的需要因素及健康行為，同時健康行

為也會回饋影響人口學特徵中的需要因素。Andersen（1995）更進一步

指出此複雜的模式常需要長期的追蹤研究及更多的專家投入，尤其是

將社會學家納入其中。 

 
圖2.5.4 第四階段醫療服務利用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Anderse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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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經文獻探討之結果，本研究參考就醫決策模式的第一階段，以個

人因素、環境因素、個人健康需求因素此三項為本研究之主要架構，

藉以探討民眾對於開辦長期照護險結合遠距照護的看法。 

 
圖3.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以擬定本研究之虛無假設。 

H1：不同個人行為主要決定因素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並

無顯著差異存在。 

H2：不同能力因素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並無顯著差異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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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不同需求因素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並無顯著差異存

在。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以台中地區 18 歲以上（含）至 65 歲以下

（含）民眾為主，依據行政院主計處人口統計台中市人口進行比例抽

樣，基於人力財力之考量，預計抽樣總人口數的 0.03%（1615560 人 X 

0.0003 = 484.668），總人數共 485 人。抽樣模式採立意抽樣，於詢問填

答意願後發出問卷調查。 

第四節 編制問卷 

一、人口特徵 

（一）性別：男、女。 

（二）年齡：18 以上至 65 歲（含以下）。 

（三）教育程度：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以上、無上學。 

（四）婚姻狀態：已婚、未婚、離婚或喪偶。 

二、環境因素 

（一）同住人數：1人、2人、3人、4人、5人、6人（含以上）、無。 

（二）子女數：1人（含以下）、2人、3人、4人（含以上）。 

（三）主要照顧者：配偶、兒女、親友、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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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健康需求因素 

（一）健康情形：健康、罹患慢性疾病行動方便生活可自理、罹患

慢性疾病部分生活可自理、需仰賴他人。 

（二）身障手冊：否、重度以上、中度、輕度。 

（三）慢性病：是、否。 

四、能力因素 

（一）個人／家庭資源：經濟狀況、健康保險或是否有固定就醫資

源等。 

（二）社會資源：社區醫療資源的多寡、醫療資源的可近性、醫療

服務價格、就醫時間與候診時間等，其中還包含長期照護險的需求

因素與長期照護險結合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長期照護險需求因素：以政府、個人兩方面討論。 

（1） 政府方面：若政府強制納入健保，希望在健保佔的比例較多

或較少、對象是針對失能者或身心障礙者或是全民。 

（2） 個人方面：納保長期照護險是為了預防保健或是特定的情

形，例如復健等等、得到的保障或權益。 

2. 長期照護險結合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使用意願：對長期照護險與遠距照護的認識，是否會提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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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願。 

五、遠距照護 

（一）對遠距照護的認識：是否知道有遠距照護的服務 

（二）對遠距照護的接受度 

第五節 實施過程 

本研究的主要對象，乃針對台中地區 18 歲以上（含）至 65 歲以

下（含）民眾，於 2011 年 3 月 4 日至 3 月 20 日期間，共計發放 485

份問卷，得有效問卷 485 份，有效回收率為 100%。 

第六節 資料分析方法 

利用問卷調查回收後，進行統計程式的編寫。爾後，方才輸入資

料，透過個人電腦統計軟體 SPSS 的輔助，以進行統計分析的過程，並

針對各項特性採用下列統計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Analysis）： 

本研究透過描述性統計（次數分配及百分比分析）來瞭解受訪者

的個人背景變項。 

二、 獨立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適用在二分名義變項的平均數檢定，目的是比較變異數相同的兩

個母體群之間的平均數差異，或是來自同一母體群之兩個樣本的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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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本研究中針對性別、是否有慢性病、是否有身障手冊、是否有

全民健保險運用獨立樣本 T 檢定來對「不同背景變項受訪者」在遠距

照護使用意願是否有無顯著差異上進行考驗。 

三、 單因數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以單因數變異數對非二分名義變項的題項作差異分析，以

考驗受訪者的個人行為主要決定因素及能力因素在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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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在研究結果分析，本研究將實際收回的問卷，先進行問卷檢視，

判別問卷是否為有效問卷或無效問卷，接著進行資料彙整與分析。本

問卷共發放 485 份問卷，並依據研究假設與研究需求對各項變數進行

統計分析。 

第一節 樣本描述性統計 

研究資料分析係以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資料建檔與統計分

析，本研究之樣本分佈狀態如下：  

表 4.1 樣本特性統計表（受訪者基本資料） 

題項 類別 次數(人) 百分比%

性別 
(1) 男 231 47.6 

(2) 女 254 52.4 

年齡 

(1) 18~24 歲 79 16.3 

(2) 25~30 歲 67 13.8 

(3) 31~44 歲 153 31.5 

(4) 45~65 歲 186 38.4 

教育程度 

(1) 國小 38 7.8 

(2) 國中 56 11.5 

(3) 高中(職) 125 25.8 

(4) 專科 88 18.1 

(5) 大學以上 178 36.7 

婚姻狀況 

(1) 已婚 248 51.1 

(2) 未婚 189 39 

(3) 離婚 28 5.8 

(4) 喪偶 2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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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特性統計表(續) 

家人數 

(1) 1 人 30 6.2 

(2) 2 人 51 10.5 

(3) 3 人 96 19.8 

(4) 4 人 81 16.7 

(5) 5 人 76 15.7 

(6) 6 人(含以上) 49 10.1 

(7) 無 102 21 

子女數 

(1) 1 人 76 15.7 

(2) 2 人 141 29.1 

(3) 3 人 52 10.7 

(4) 4 人(含以上) 17 3.5 

(5) 無 199 41 

主照顧者 

(1) 社工 10 2.1 

(2) 子女 53 10.9 

(3) 配偶 189 39 

(4) 親友 218 44.9 

(5) 看護 15 3.1 

健康情形 

(1) 良好 238 49.1 

(2) 普通 227 46.8 

(3) 極差 20 4.1 

是否有慢性病 
(1) 有 78 16.1 

(2) 無 407 83.9 

有無身障手冊 
(1) 有 32 6.6 

(2) 無 453 93.4 

個人經濟狀況 

(1) 中低收入戶 41 8.5 

(2) 普通 303 62.5 

(3) 小康 137 28.2 

(4) 富裕 4 0.8 

是否有全民健保 
(1) 有 476 98.1 

(2) 無 9 1.9 

鄰近診所數 

(1) 3 家以下 262 54 

(2) 4~9 家 151 31.1 

(3) 10 家以上 72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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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特性統計表(續) 

每次的看診費用 

(1) 0~50 元 10 2.1 

(2) 51~100 元 81 16.7 

(3) 101~150 元 332 68.5 

(4) 151~200 元 52 10.7 

(5) 201 元以上 10 2.1 

平均一個月就診次數 

(1) 0~2 次 406 83.7 

(2) 3~5 次 66 13.6 

(3) 6 次以上 13 2.7 

是否知道長期照護險 
(1) 知道 241 49.7 

(2) 不知道 244 50.3 

納保長期照護險的影響 

(1) 提早規劃老年健康

照護，參加保險後，可

以節省日後醫療費用 

220 45.4 

(2) 政府提供相關照護

服務，減輕照顧家人的

負擔 

201 41.4 

(3) 沒有影響 64 13.2 

長照險的納保對象 
(1) 全民 290 59.8 

(2) 40 歲以上國民 195 40.2 

個人負擔比例 

(1) 0%~25% 264 54.4 

(2) 25%~50% 150 30.9 

(3) 50%~75% 65 13.4 

(4) 75%~100% 6 1.2 

納保主要原因 

(1) 防患未然 289 59.6 

(2) 被動接受 98 20.2 

(3) 親友建議 62 12.8 

(4) 不想納保 36 7.4 

是否知道遠距照護 
(1) 是 226 46.6 

(2) 否 259 53.4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0~3 分 111 22.9 

(2) 4~6 分 213 43.9 

(3) 7~10 分 161 33.2 

提高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是 401 82.7 

(2) 否 8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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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設驗證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假設進行假設驗證。 

H1：不同個人行為主要決定因素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並

無顯著差異存在。 

一、不同性別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1 不同性別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 t 檢定 

題項 性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男 231 2.11 0.761 

0.267 
(2) 女 254 2.09 0.727 

*p<.05，**p<.01  

由表 4.2.1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不同性別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

願上無顯著差異；表示不同性別在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上均無顯著差

異。 

二、不同年齡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2 不同年齡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年齡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18~24 歲 79 2.22  0.673  

2.442 
(2) 25~30 歲 67 2.24  0.780  

(3) 31~44 歲 153 2.10  0.727  

(4) 45~65 歲 186 2.01  0.760  

*p<.05，**p<.01  

由表 4.2.2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年齡受訪者在遠距照護使用意

願上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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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教育程度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3 不同教育程度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教育程度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國小 38 1.97 0.753 

3.193 

(2) 國中 56 1.98 0.726 

(3) 高中(職) 125 1.97 0.792 

(4) 專科 88 2.18 0.72 

(5) 大學以上 178 2.22 0.701 

*p<.05，**p<.01  

由表 4.2.3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教育程度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

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 

四、不同婚姻狀況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4 不同婚姻狀況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婚姻狀況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已婚 248 2.04 0.749 

1.307 
(2) 未婚 189 2.19 0.694 

(3) 離婚 28 2.07 0.900 

(4) 喪偶 20 2.10 0.852 

*p<.05，**p<.01  

由表 4.2.4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教育程度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

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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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訪者是否與家人同住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5 是否與家人同住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是否與家人同住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1 人 30 2.00 0.788 

0.360 

(2) 2 人 51 2.14 0.749 

(3) 3 人 96 2.08 0.763 

(4) 4 人 81 2.09 0.711 

(5) 5 人 76 2.05 0.764 

(6) 6 人(含以上) 49 2.12 0.696 

(7) 無 102 2.18 0.75 

*p<.05，**p<.01  

由表 4.2.5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受訪者不論是否與家人同住在其對

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 

六、不同子女數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6 不同子女數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子女數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1 人 76 2.00 0.783 

1.551 

(2) 2 人 141 2.11 0.766 

(3) 3 人 52 1.94 0.698 

(4) 4 人(含以上) 17 2.06 0.827 

(5) 無 199 2.18 0.709 

*p<.05，**p<.01  

由表 4.2.6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子女數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

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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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不同主照顧者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7 不同主照顧者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主照顧者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社工 10 2.30 0.675 

1.462 

(2) 子女 53 2.04 0.759 

(3) 配偶 189 2.05 0.756 

(4) 親友 218 2.13 0.739 

(5) 看護 15 2.47 0.516 

*p<.05，**p<.01  

由表 4.2.7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主照顧者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

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 

H2：不同能力因素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並無顯著差異存

在。 

一、不同經濟狀況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8 不同經濟狀況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經濟狀況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

後比較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中低收入戶 41 1.95 0.835 

3.486* (3)>(2) 
(2) 普通 303 2.05 0.733 

(3) 小康 137 2.27 0.712 

(4) 富裕 4 2.00 0.816 

*p<.05，**p<.01  

由表 4.2.8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經濟狀況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

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經濟狀況小康

者高於經濟狀況普通者( X =2.2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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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是否有有全民健保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

差異存在。 

表 4.2.9 是否有全民健保之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 t 檢定 

題項 是否有全民健保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是 476 2.11 0.741 

1.784 
(2) 否 9 1.67 0.707 

*p<.05，**p<.01  

由表 4.2.9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是否有全民健保對遠距照護使用意

願上無顯著差異。 

三、不同鄰近診所數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

在。 

表 4.2.10 不同鄰近診所數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鄰近診所數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3 家以下 262 2.17 0.720

3.552* (1)>(3) (2) 4~9 家 151 2.07 0.758

(3) 10 家以上 72 1.92 0.765

*p<.05，**p<.01  

由表 4.2.10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鄰近診所數的受訪者對遠距

照護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鄰近診所

數 3 家以下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高於鄰近診所數 10 家以上者

( X =2.1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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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不同看診費用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11 不同看診費用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每次的看診費用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0~50 元 10 2.00 0.816 

0.789 

(2) 51~100 元 81 1.99 0.698 

(3) 101~150 元 332 2.12 0.726 

(4) 151~200 元 52 2.19 0.841 

(5) 201 元以上 10 2.20 1.033 

*p<.05，**p<.01  

由表 4.2.11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看診費用的受訪者對遠距照

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 

五、不同就診次數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12 不同就診次數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平均一個月就診次數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0~2 次 406 2.10 0.747 

0.200 (2) 3~5 次 66 2.11 0.704 

(3) 6 次以上 13 2.23 0.832 

*p<.05，**p<.01  

由表 4.2.12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就診次數的受訪者對遠距照

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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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是否知道長期照護險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

異存在。 

表 4.2.13 是否知道長照險之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 t 檢定 

題項 是否知道長期照護險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知道 241 2.24 0.757 

3.991**
(2) 不知道 244 1.97 0.705 

*p<.05，**p<.01  

由表 4.2.13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是否知道長期照護險對遠距照護使

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存在；發現知道長期照護險的受訪者在遠距照護

的使用意願上高於不知道長期照護險的受訪者( X =2.24>1.97)。 

七、不同長期照護險納保知覺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

在。 

表 4.2.14 不同長期照護險納保知覺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納保長期照護險的影響 個數
平均

數 

標準

差 
F 值 

Scheffe 事

後比較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提早規劃老年健康

照護，參加保險後，可

以節省日後醫療費用 

220 2.18 0.722

12.133** 
(1)>(3) 

(2)>(3) 
(2) 政府提供相關照護

服務，減輕照顧家人的

負擔 

201 2.15 0.749

(3) 沒有影響 64 1.69 0.664

*p<.05，**p<.01  

由表 4.2.14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長期照護險納保知覺的受訪

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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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只需支付保費，日後可享相關服務」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

意願高於覺得「沒有影響」者( X =2.18>1.96)；而認為「減輕照顧家人

的負擔」的受訪者亦高於覺得「沒有影響」者( X =2.15>1.96)。 

八、受訪者覺得不同長期照護險的納保對象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

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15受訪者覺得不同長期照護險的納保對象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 t檢定 

題項 
長期照護險的 

納保對象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全民 290 2.17 0.721 

2.268* 
(2) 40 歲以上國民 195 2.01 0.767 

*p<.05，**p<.01  

由表 4.2.15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長期照護險的納保對象對遠距照護

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選擇「納保對象為全民」的受訪者在遠距照

護的使用意願上高於「納保對象為 40 歲以上國民」的受訪者

( X =2.1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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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不同個人負擔比例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

在。 

表 4.2.16 不同個人負擔比例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個人負擔比例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

後比較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0%~25% 264 1.96 0.759

9.377** 
(2)>(1) 

(4)>(1) 

(2) 25%~50% 150 2.31 0.714

(3) 50%~75% 65 2.14 0.609

(4) 75%~100% 6 2.83 0.408

*p<.05，**p<.01  

由表 4.2.16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受訪者在此變項對遠距照護的使

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認同「個人負擔

比例 25%～50%」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高於認同「個人負擔

比例 0%～25%」者( X =2.31>1.96)；而認同「個人負擔比例 75%～100%」

的受訪者高於認同「個人負擔比例 0%～25%」者( X =2.83>1.96)。 

十、不同長期照護險納保知覺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

著差異存在。 

表 4.2.17 不同長期照護險納保知覺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長期照護納保

主要原因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Scheffe事後比

較 

遠距照護使用

意願 

(1) 防患未然 289 2.22 0.745

13.549** 

(1)>(2) 

(1)>(4) 

(3)>(4) 

(2) 被動接受 98 1.90 0.65 

(3) 親友建議 62 2.21 0.631

(4) 不想納保 36 1.53 0.774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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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17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長期照護險納保原因的受訪

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存在。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

發現認為長期照護險可「防患未然」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高

於「被動接受」者( X =2.22>1.90)；同時認為長期照護險可「防患未然」

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也高於「不想納保」者( X =2.22>1.53)；

主因是「親友建議」者也高於「不想納保」者( X =2.21>1.53)。 

H3：不同需求因素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並無顯著差異存

在。 

一、不同健康情形的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18 不同健康情形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健康情形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良好 238 2.13 0.751 

0.750 (2) 普通 227 2.06 0.72 

(3) 極差 20 2.20 0.894 

*p<.05，**p<.01  

由表 4.2.18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健康情形的受訪者對遠距照

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 

二、是否有慢性病之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19 是否有慢性病之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 t 檢定 

題項 是否有慢性病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有 78 2.00 0.790 

-1.340 
(2) 無 407 2.12 0.733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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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19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受訪者不論是否有慢性病在對遠距

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 

三、有無身障手冊受訪者在其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2.20 有無身障手冊之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之 t 檢定 

題項 身障手冊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1) 有 32 1.84 0.920 

-1.672* 
(2) 無 453 2.12 0.726 

*p<.05，**p<.01  

由表 4.2.20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此變項的受訪者在遠距照護使用意

願上有顯著差異；發現沒有殘障手冊的受訪者在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

上高於有殘障手冊的受訪者( X =1.84>2.12)。 

第三節  延伸統計分析 

本研究除假設外，亦想了解一般大眾的個人行為主要決定因素、

能力因素及需求因素對個人負擔比例有無顯著性，以及個人行為主要

決定因素中的人口特徵對需求因素上有無顯著性。 

一、探究受訪者是否與家人同住對其在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的選

擇上有無差異存在。 

 

 

 

 

 



 

  - 68 - 

表 4.3.1 不同居住狀態受訪者對個人負擔比例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是否與家人同住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檢定 
Scheffe 事

後比較 

個人負擔比例 

(1) 1 人 30 2.07 0.980 

3.340* 
(1)>(4) 

(1)>(5) 

(2) 2 人 51 1.61 0.777 

(3) 3 人 96 1.67 0.777 

(4) 4 人 81 1.43 0.688 

(5) 5 人 76 1.47 0.621 

(6) 6 人(含以上) 49 1.59 0.788 

(7) 無 102 1.70 0.755 

*p<.05，**p<.01  

由表 4.3.1 之變異量結果發現：受訪者不論是否與家人同住在其對

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的選擇上確實有顯著差異存在。經 Scheffe 事

後比較，結果發現與 1 名家人同住的受訪者可接受的個人負擔比例高

於與 4 名家人同住的受訪者 ( X =2.07>1.43)，同時亦高於與 5 名家人同

住的受訪者( X =2.07>1.47)。 

二、探究不同主照顧者的受訪者在對其在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有

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3.2 不同主照顧者的受訪者在對個人負擔比例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主照顧者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檢定 
Scheffe 事

後比較 

個人負擔比例 

(1) 社工 10 2.40 0.966 

3.923** (1)>(3) 

(2) 子女 53 1.66 0.831 

(3) 配偶 189 1.51 0.727 

(4) 親友 218 1.66 0.740 

(5) 看護 15 1.60 0.828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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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2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主照顧者的受訪者在對長期照

護險個人負擔比例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主照

顧者為「社工」的受訪者可接受的個人負擔比例高於主照顧者為「配

偶」的受訪者( X =2.04>1.51)。 

三、探究不同健康情形的受訪者在對其在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有

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3.3 不同健康情形的受訪者在對個人負擔比例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健康情形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檢定 
Scheffe 事後

比較 

個人負擔比例 

(1) 極差 238 1.48 0.628

8.005** (2)>(1) (2) 普通 227 1.76 0.851

(3) 良好 20 1.60 0.883

*p<.05，**p<.01 

由表 4.3.3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健康情形的受訪者在對長期照

護險個人負擔比例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健康

情形為「普通」的受訪者可接受的個人負擔比例的高於健康情形為「極

差」的受訪者( X =1.7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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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不同住家附近診所數的受訪者在對其在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

比例有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3.4 住家附近診所數不同的受訪者在對個人負擔比例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鄰近診所數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檢定 Scheffe 事後比較

個人負擔比例 

(1) 3 家以下 262 1.75 0.834 

9.542** 
(1)>(2) 

(1)>(3) 
(2) 4~9 家 151 1.49 0.652 

(3) 10 家以上 72 1.39 0.595 

*p<.05，**p<.01 

由表 4.3.4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住家附近診所數不同的受訪者在其

對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

發現住家附近診所數「3 家以下」的受訪者可接受的個人負擔比例高於

住家附近有 4～9 家診所的受訪者 ( X =1.75>1.49)，同時高於住家附近

有 10 家以上診所的受訪者( X =1.75>1.39)。 

五、探究不同每月就診次數的受訪者在對其在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

例有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3.5 平均一個月就診次數不同的受訪者在對個人負擔比例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平均一個月就診

次數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檢定 

Scheffe 事後

比較 

個人負擔比例 

(1) 0~2 次 406 1.54 0.704 

12.512** (2)>(1) (2) 3~5 次 66 2.03 0.911 

(3) 6 次以上 13 1.77 1.013 

*p<.05，**p<.01 

由表 4.3.5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平均每月就診次數的受訪者在

對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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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每月就診次數為「3～5 次」的受訪者可接受的個人負擔比例高於

就診次數為「0～2 次」的受訪者( X =2.03>1.54)。 

六、探究不同教育程度的受訪者在對其在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有

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3.6 教育程度不同的受訪者在對個人負擔比例之變異量分析 

題項 教育程度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檢定 
Scheffe 事後

比較 

個人負擔比例 

(1) 國小 38 1.79 1.018

4.456** (5)>(3) 

(2) 國中 56 1.63 0.799

(3) 高中(職) 125 1.44 0.723

(4) 專科 88 1.49 0.661

(5) 大學以上 178 1.76 0.731

*p<.05，**p<.01 

由表 4.3.6 之變異量結果可知：不同教育程度的受訪者在對長期照

護險個人負擔比例上有顯著差異。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教育

程度為「大學以上」的受訪者可接受的個人負擔比例高於教育程度為

「高中職」的受訪者( X =1.76>1.44)。 

第四節  研究發現及結論 

   根據研究目的與前節實證分析結果，針對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分別

進行討論。 

一、本研究調查與分析結果。 

（一）不同因素對於遠距照護使用意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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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不同經濟狀況之受訪者在「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小康高於普

通。 

2. 鄰近診所數 3 家以下之受訪者在「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高於

鄰近診所數 10 家以上之受訪者。 

3. 知道長期照護險之受訪者在「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高於不知

道長期照護險之受訪者。 

4. 受訪者認為若納保長期照護險在「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想提

早規劃老年健康照護，參加保險後，可以節省日後醫療費用與

政府提供相關照護服務，減輕照顧家人的負擔高於認為納保長

期照護險沒有影響之受訪者。 

5. 受訪者認為長期照護險的納保對象應為全民在「遠距照護使用

意願」上高於認為長期照護險的納保對象應為 40歲以上國民者。 

6. 認同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 25%～50%與長期照護險個人負

擔比例 75%～100%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同時高於

認同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 0%～25%者。 

7. 認為長期照護險可防患未然的受訪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高於被動接受者；同時認為長期照護險可防患未然的受訪者對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也高於不想納保者；認為長期照護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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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建議者對「遠距照護使用意願」高於不想納保者。 

8. 沒有殘障手冊的受訪者在「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上高於有殘

障手冊的受訪者。 

表 4.4.1 不同就醫決策模式因素對於遠距照護使用意願分析總表 

 
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經濟狀況 

(1)中低收入戶 

(2)普通 

(3)小康 

(4)富裕 

(3)>(2) 

鄰近診所數 

(1)3 家以下 

(2)4~9 家 

(3)10 家以上 

(1)>(3) 

是否知道長期照護險 
(1)知道 

(2)不知道 
(1)>(2) 

納保長期照護險的影響 

(1) 提早規劃老年健康照

護，參加保險後，可以節省日

後醫療費用 

(2) 政府提供相關照護服

務，減輕照顧家人的負擔 

(3) 沒有影響 

(1)>(3) 

(2)>(3) 

長期照護險的納保對象 
(1) 全民 

(2) 40 歲以上國民 
(1)>(2) 

長期照護險的 

個人負擔比例 

(1) 0%~25% 

(2) 25%~50% 

(3) 50%~75% 

(4) 75%~100% 

(2)>(1) 

(4)>(1) 

長期照護險 

納保主要原因 

(1)防患未然 

(2)被動接受 

(3)親友建議 

(4)不想納保 

(1)>(2) 

(1)>(4) 

(3)>(4) 

身障手冊 
(1) 有 

(2) 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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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就醫決策模式因素對於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分析 

1. 受訪者是否與家人同住在「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的選擇

上，與 1 名家人同住的受訪者可接受的個人負擔比例高於與 4

名家人同住的受訪者，同時亦高於與 5 名家人同住的受訪者。

表示同住家人數愈少的受訪者可接受的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

例愈高。 

2. 主照顧者為社工的受訪者可接受的「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

高於主照顧者為配偶的受訪者。 

3. 健康情形為普通的受訪者可接受的「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

高於健康情形為極差的受訪者。 

4. 結果發現住家附近診所數 3 家以下的受訪者可接受的「長期照

護險個人負擔比例」高於住家附近有 4～9 家診所的受訪者，同

時高於住家附近有 10 家以上診所的受訪者。 

5. 每月就診次數為 3～5 次的受訪者可接受的「長期照護險個人負

擔比例」高於就診次數為「0～2 次」的受訪者。 

6. 教育程度為大學以上的受訪者可接受的「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

比例」高於教育程度為「高中職」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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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不同就醫決策模式因素對於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分析總表 

 
長期照護險個人負擔比例 

是否與家人同住 

(1) 1 人 

(2) 2 人 

(3) 3 人 

(4) 4 人 

(5) 5 人 

(6) 6 人 

(7) 無 

(1)>(4) 

(1)>(5) 

主照顧者 

(1) 社工 

(2) 子女 

(3) 配偶 

(4) 親友 

(5) 看護 

(1)>(3) 

健康情形 

(1) 極差 

(2) 普通 

(3) 良好 

(2)>(1) 

住家附近有幾家診所 

(1) 3 家以下 

(2) 4~9 家 

(3) 10 家以上 

(1)>(2) 

(1)>(3) 

平均一個月就診次數 

(1) 0~2 次 

(2) 3~5 次 

(3) 6 次以上 

(2)>(1) 

教育程度 

(1) 國小 

(2) 國中 

(3) 高中(職) 

(4) 專科 

(5) 大學以上 

(5)>(3) 

 



 

  - 76 -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長期照護險與遠距照護結合之意向調查，為達成

本研究之目的，首先蒐集長期照護與遠距照護相關資訊、各國實施長

期照護經驗之相關文獻，透過文獻探討得以建構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本研究共發放 485 份問卷，得有效問卷 485 份，有效回收率為

100%，資料使用描述性統計、獨立樣本 T 檢定、單因數變異數分析等

統計方法，考驗各項研究假設。 

第一節 研究結果 

針對本研究之目的作出以下之結果： 

（一）民眾對長期照護保險的認知與需求 

1. 受訪者有過半數表示不知道長期照護保險，顯示民眾對於政府

想要推行長期照護保險多半是不了解的。 

2. 雖然民眾對長期照護險多半是不了解，但有過半的受訪者基於

防患未然的因素會考慮接受長期照護險，表示對於政府推行長

期照護險，民眾大多是可接受的。 

（二）探討民眾對於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 

大眾對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中「4～10 分」的受訪者佔了七成以

上，但是「0～3 分」的受訪者僅只有不到三成，表示民眾對於遠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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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使用意願頗高。 

（三）探討長期照護保險對於遠距照護之影響 

長期照護險結合遠距照護會不會提高遠距照護使用意願上有八成

的人認為會提高個人的使用意願，所以政府在未來的推展上，遠距照

護與長期照護險相互結合應有相輔相成之成效。 

第二節  建議 

經由前述研究發現作出以下建議： 

一、加強宣導提高長期照護險的認知度 

我們所發的問卷調查得知不瞭解長期照護險的民眾達 50.3%，表示

政府在策劃長期照護險，對於該政策之推展並未同時做到教育大眾以

提升民眾接受度的準備工作。民眾得知政府的資訊是被動不積極的態

度，要改善這種狀況，政府需透過各種管道如網路、媒體進行政策宣

傳，雖然目前長期照護險還在規劃中，不過透過宣傳可以提前得知民

眾的反應和建議，才有機會修改成符合民心的福利計畫。 

二、推廣民眾對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雖然有部分的受訪者對於遠距照護並不了

解，再經過我們解說，願意嘗試的受訪者在意願級距的 7～10 圈選的

佔了三成，但 4～6 的級距受訪者高達四成，表示遠距照顧的開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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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不過現今的遠距照護的推廣度不夠，還是必須依靠政府機構積

極推動，讓民眾了解遠距照護的服務，盡而享受到遠距照護帶來的效

用，讓國人的醫療服務普及化。 

三、長期照護險與遠距照護相結合，以提高民眾使用意願及成效 

使用遠距照護服務無非是要民眾付錢來享受醫療照護服務，根據

問卷調查發現，經濟狀況小康者會比較有意願嘗試遠距照護的服務，

建議政府與醫療院所做結合，且可以學習美國的模式可以將遠距納入

於長期照顧險內並與護理之家合作，以提高民眾對遠距照護的使用意

願。 

四、長期照護險宜納入全民健康保險之一環 

根據問卷納保對象的調查結果，受訪者的意願是長期照護險可以

直接納入全民健保，全民皆可為納保的對象，享受長期照護險的福利，

比對於 40 歲以上國民為納保對象的顯著性高。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設計上雖然力求嚴謹，但是由於以下限制，尚有可以改

進之處，提供給後續研究者探討的方向，茲敘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的限制 

本研究由於時間、人力與經費因素，故以台中地區為調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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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對其他縣市人口進行調查訪問。不同地區會因環境差異及認知而

有所不同，建議未來研究可以擴大至其他地區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

討民眾的想法。 

本研究在發送問卷時發現，大部分的民眾均不知什麼是長期照顧

及遠距醫療，造成發送問卷時還需一一解說，消耗了大量的時間。可

見政府對於長期照顧的推廣還需要很長時間的努力，雖然長期照顧制

度已經有所分級，但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收集國外其他各國更多的資

料，來找出最適合我國的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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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預試問卷 

您好： 

  我們是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的學生，為了瞭解高齡化社會中，社會

大眾對於長期照護險與遠距照護之需求意向，而進行問卷調查。本問卷採不記名

方式，所有內容僅供作學術研究使用，並不會涉及個人隱私，也不會讓任何個人

資料外流，請放心的填答。感謝您的填寫與協助，讓我們獲益良多。 

祝您 

    事事順心 

           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 
                                        指導老師 陳志樺 

                                學    生 林芙珊、許萍娟 
                                                 蔡崇敏、王鈺瀅、張修瑞

以下題項請就您的狀況填寫，並請勿漏掉任一題目，謝謝！！ 

一、人口特徵 

1.性別： □1.男  □2.女  

2.請問您的年齡是_____歲 

3.教育程度： 

□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以上 

4.婚姻： □1.已婚  □2.未婚  □3.離婚  □4.喪偶 

二、環境因素 

1.請問您是否與家人同住： □1.是 _____人  □2.否 

2.請問您是否有子女？ □1.有_____ 人  □2.無  

3.當身體不適時，您的主照顧者為?  

□1.社工  □2.子女  □3.配偶  □4.親友  □5.看護 

三、個人健康需求因素 

1.請問您的健康情形？ □1.良好  □2.普通  □3.極差 

2.請問您是否有慢性病？ □1.有  □2.無 

3.請問您是否有身障手冊？□1.有 (輕度、中度、重度以上)  □2.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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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力因素 

1.請問您的經濟狀況？ 

□1.中低收入戶  □2.普通  □3.小康  □4.富裕 

2.請問您是否有保全民健康保險？ □1.是  □2.否 

3.請問您住家附近大約有幾家診所？ _________家 

4.請問您每次看診的收費大約？ 

□1. 0～50元 □2. 50～100元 □3. 100～150元 □4. 150～200元  

□5. 200以上 

5.請問您平均一個月就診次數？ 

□1. 0～2次  □2. 3～5次  □3. 6次以上 

五、長期照護險需求因素 

1.請問您知道什麼是長期照護險嗎？ □1.知道  □2.不知道 

2.請問經過我們的介紹，您覺得長期照護保險對您可能有什麼影響？ 

□1.提早規劃老年健康照護 

□2.政府提供相關照護服務，減輕照顧家人的負擔 

□3.沒有影響 

3.如果政府將推行長期照護保險，您希望的納保對象為？ 

□1. 全民 □2. 40歲以上國民 

4.請問如果政府強制將長期照護險納入全民健保，您覺得個人負擔所占比例

為多少？ 

□1. 0%～25%  □2. 25%～50%  □3. 50%～75%  □4. 75%～100% 

 (目前德國的比例為50%、美國為43%) 

5.如果未來政府推動長期照護險，請問您納保的主要原因是為了？ 

□1.防患未然  □2.被動接受  □3.親友建議  □4.不想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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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遠距照護 

請問您是否知道有遠距照護的服務？ □1.是  □2.否 

請問您對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 □1.願意  □2.不願意 

七、長期照護險結合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如果未來政府推動長期照護險，且由此經費提供遠距照護的服務，是否會提

高您使用遠距照護服務的意願？ □1.是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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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正式問卷 

您好： 

  我們是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的學生，為了瞭解高齡化社會中，社會

大眾對於長期照護險與遠距照護之需求意向，而進行問卷調查。本問卷採不記名

方式，所有內容僅供作學術研究使用，並不會涉及個人隱私，也不會讓任何個人

資料外流，請放心的填答。感謝您的填寫與協助，讓我們獲益良多。 

祝您 

    事事順心 

         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 
                                       指導老師 陳志樺 

                                學    生 林芙珊、許萍娟 
                                                 蔡崇敏、王鈺瀅、張修瑞

以下題項請就您的狀況填寫，並請勿漏掉任一題目，謝謝！！ 

一、人口特徵 

1.性別： □1.男  □2.女  

2.請問您的年齡是： 

□1. 18～24歲 □2. 25～30歲□3. 31～44歲 □4. 45～65歲 

3.教育程度：  

□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以上 

4.婚姻： □1.已婚  □2.未婚  □3.離婚  □4.喪偶 

二、環境因素 

1.請問您是否與家人同住： 

□1. 1人 □2. 2人 □3. 3人 □4. 4人 □5. 5人  

□6. 6人(含以上) □7.無 

2.請問您是否有子女？□1. 1人 □2. 2人 □3. 3人  

□4. 4人(含以上) □5.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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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身體不適時，您的主照顧者為?  

□1.社工  □2.子女  □3.配偶  □4.親友  □5.看護 

三、個人健康需求因素 

1.請問您的健康情形？ □1.良好  □2.普通  □3.極差 

2.請問您是否有慢性病？ □1.有  □2.無 

3.請問您是否有身障手冊？ □1.有  □2.無 

四、能力因素 

1.請問您的經濟狀況？ 

□1.中低收入戶  □2.普通  □3.小康  □4.富裕 

2.請問您是否有保全民健康保險？ □1.是  □2.否 

3.請問您住家附近大約有幾家診所？  

□1. 3家以下  □2. 4～9家  □3. 10家以上 

4.請問您每次看診的收費大約？ 

□1. 0～50元 □2. 51～100元 □3. 101～150元 □4. 151～200元  

□5. 201以上 

5.請問您平均一個月就診次數？ 

□1. 0～2次  □2. 3～5次  □3. 6次以上 

五、長期照護險需求因素 

1.請問您知道什麼是長期照護險嗎？ □1.知道  □2.不知道 

2.請問經過我們的介紹，您覺得長期照護保險對您可能有什麼影響？ 

□1.提早規劃老年健康照護，參加保險後，可以節省日後醫療費用 

□2.政府提供相關照護服務，減輕照顧家人的負擔 

□3.沒有影響 

3.如果政府將推行長期照護保險，您希望的納保對象為？ 

□1. 全民 □2. 40歲以上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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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如果政府強制將長期照護險納入全民健保，您覺得個人負擔所占比例

為多少？ 

□1. 0%～25%  □2. 25%～50%□3. 50%～75%  □4. 75%～100% 

 (目前德國的比例為50%、美國為43%) 

5.如果未來政府推動長期照護險，請問您納保的主要原因是為了？ 

□1.防患未然  □2.被動接受  □3.親友建議  □4.不想納保 

六、遠距照護 

請問您是否知道有遠距照護的服務？ □1.是  □2.否 

請問您對遠距照護的使用意願？ 0-10給分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七、長期照護險結合遠距照護使用意願 

如果未來政府推動長期照護險，且由此經費補助遠距照護的服務，是否會提

高您使用遠距照護服務的意願？ □1.是  □2.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