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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生命是一個旅程。我們尊敬與重視生命中的每一個階段。

老年精神疾患囿於心智障礙，無法自我照顧，需要我們的

積極協助。

本書從第一章「人口老化」談起，說明台灣在人口老化

後，可能導致的結果將是「老年照護」與「醫療費用」的衍生

問題。第二章則以「老年精神疾病與長期照護」為題，企圖以

簡單的方式，說明老年精神疾病的原由，以及其與長期照護的

關聯。第三章及第四章則以參訪「日本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機

構暨醫院」及「日本國家醫學研究機構與所屬醫院」為起點，

藉以瞭解日本地方重量級與中央國家級之老年醫學研究機構，

如何針對人口老化議題，進行相關研究與提出因應計畫。並接

續參訪「日本醫療法人社團醫療照護醫院」(第五章)，觀察日本

老年失智症個案專門醫療院所的實際照護現況。期望從學術研

究單位與醫療院所之理論觀點及政策思維出發，經由參與討論

與交換意見，學習現階段日本之相關論述與策略。除了醫療機

構以外，個人也實地參訪「日本社會福利長期照護機構」(第六

章)，透過在社區服務老年個案之第一線照護單位的觀點，暸解

在進行實際照護時，所可能遭遇之所有細節與真實狀況，一窺

日本社區長期照護機構之通盤運作模式，藉以汲取日本老人長

期照護之多年經驗與寶貴知識。而第七章將以「創新科學與長

期照護」為主軸，作為是項議題討論之楔子，闡述近來資訊系

統於長期照護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第八章則以「老年精神

疾患之長期照護 - 以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為例」為題，援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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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從事精神醫療照護的衛生署玉里醫院為例，聚焦於慢性精神

病老年個案之長期照護面向。並於第九章「精神醫療院所與機

構之創新科學運用」中，以衛生署玉里醫院近年所進行之各項

品質提升方案為綱要，說明多種創新科學於老年精神疾患長期

照護之運用。最後則將前述各章節之論述，綜合整理，集結匯

成第十章的「結論」。

個人以為，長期照護制度在日本實施多年，相關運作方式

多已成熟，加上日本部份傳統社會習俗與家庭關係，與台灣尚

屬類似，確實擁有許多非常値得我們學習的長處。日本有獨立

專責之老年研究機構與所屬醫院，專司老人醫學之研究、教學

與臨床服務，更不斷地對日本整體社會，進行垂直與水平，

完整且深入的社區暨社會教育，特別是預防醫學的核心理念 -- 
「疾病預防、健康促進與社區支持」，總是在耳旁持續繚繞。

然而，儘管個人深刻瞭解台灣長期照護的整體趨勢為「社

區化」與「在地老化」，而長期照護服務內容則為「社區

式」、「居家式」與「機構式」。但無論照護的方式如何調整

改變，老人個案在經過一定時間的社區或居家照護以後，最終

都得面對進入機構，接受適當的安置與處遇。因此，在參訪日

本醫療系統與社會福祉的各型機構後，本書並不以宏觀的角度

來闡述台灣未來長期照護的服務內容形式，而是直接導入機構

式的照護系統，以微觀的思維來討論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

照護模式。畢竟，最終會與老年精神疾患切身相關的照護品質

議題，還是來自於整體照護流程的持續改善。我們期望將這些

經驗與數據，與各界分享，也期望這些論述，可以對未來台灣

老年精神疾患長期照護方式，提供一些參考，做出一點貢獻。

最後，由於學養有限，本書如有疏誤，尚待社會賢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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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指正賜教，個人感激至銘。由於此次得以榮獲孫運璿基金會

的獎項，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謹將致謝辭內容附於本序之

後，藉以表達個人真誠感激的肺腑之言。

李新民
於101年�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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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辭

本次個人得以獲獎，由衷感謝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的肯定與

鼓勵。孫前院長終其一生，為國盡心盡力，奠定台灣現代發展

基礎，實為國人尊敬與感念之典範。孫運璿學術基金會評選個

人為��年度之傑出公務人員，由 馬總統親自頒獎，是個人公職

生涯的莫大榮耀。

首先，必須謝謝基金會徐立德董事長、孫震校長、史欽泰

董事長、與基金會所有董事及工作同仁，謝謝您們的評選與獎

助。也謝謝基金會執行秘書劉華宗博士與蔡新生小姐，在個人

後續參訪與寫作時的多方協助。

然後，必須感謝行政院衛生署邱文達署長及醫院管理委員

會李懋華執行長的栽培，個人之赴日參訪行程得以順利完成。

更要謝謝行政院衛生署楊志良前署長的推薦，個人方能有幸參

與評選與獲獎。同時，個人必須再次感謝時任衛生署玉里醫

院，現任草屯療養院張達人院長的提攜，現任衛生署玉里醫院

孫孝儒院長的支持，以及衛生署台北醫院林水龍院長的指導。

接者，必須感謝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所長井

藤英喜博士與副所長高橋龍太郎博士的細緻安排，促使整個日

本參訪作業順遂。當然，更必須感謝衛生署玉里醫院的同仁，

在進行優質玉醫行動方案時的協助，包括梁穎秘書的研考追

蹤，吳百堅主任、阮妙嬋護理長、謝家柔護理長、邵靖翰主

任、胡文苓主任、留淑婷主任、黃輝慶主任、游松霖主任、曾

美蓮護理長、雷誠久主任，以及潘紀叡護理長等同仁的成果報

告分享。更由於全院其他工作夥伴的辛勞付出，衛生署玉里醫

院的醫療照護品質才能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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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必須感謝我的家人。謝謝父母的細心呵護與全力培

育，也謝謝長兄與胞弟的扶持。更要誠摯地感謝我的妻子，她

總是我的心靈依靠與堅實後盾。

再一次地，深深一鞠躬，感謝在所有生命過程中，照顧過

我的良師益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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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言

第一節　台灣人口老化快速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針對人

口老化定義的說明，以��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測量

標準，超過�% 者為老化中的社會 (ageing society)，超過 1�% 者
則為老化的社會 (aged society)。

儘管人口老化已演變成為世界先進國家的普遍問題，但各

國之間的老化速度卻明顯有所差異。而老化速度的快慢，足以

影響一個國家擬定該國面對人口老化之短、中與長期之策略與

因應方式。 表1-1可以看出，歐美國家的��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

率，由�%上升到1�%的倍化期間 (年數)，依序為法國11�年，瑞

典��年、美國的��年、義大利�1年、英國��年、德國�0年，相

對於亞洲日本的2�年，日本人口老化速度，的確冠於全球 (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資料，200�)。而就現今的數據來看，台灣的

人口老化速度亦扶搖直上，與日本非常類似。台灣老年人口比

率從1���年的�%，預期將快速上升到201�年的近1�%，整體期

間也只有2�年。台灣人口老化過程明顯較歐美各國迅速，對於

社會經濟的衝擊也將更為嚴重 (呂寶靜，200�)。簡單言之，台

灣因應高齡社會的準備時間甚為短促，必須即刻擬定策略，從

容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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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人口老化至高齡化社會所需時間

到達65歲以上人口比例之年次 倍化期間 (年數)

國別 7% 10% 14% 20% 30% 7%–14% 10%–20%

法國 1864 1943 1979 2020 — 115 77

瑞典 1887 1948 1972 2015 — 85 67

義大利 1927 1966 1988 2007 2036 61 41

英國 1929 1946 1975 2026 — 46 80

德國 1932 1952 1972 2009 2036 40 57

美國 1949 1967 2015 2034 — 73 62

日本 1970 1985 1994 2005 2024 24 20

台灣 1993 2005 2017 2025 2040 24 20

出處: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8), 「中華民國台灣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計」簡

報檔。

圖表來源：呂寶靜 (200�)，「台灣老人照顧之現況及未來挑戰」，羅紀琼(主編)，《台
灣人口老化問題》，�1-��，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孫運
璿學術基金會。

至於台灣人口快速老化的原因，曾有許多不同的論述，企

圖解釋此一現象，但一般社會大眾的觀念，可能直覺認為就是

因為台灣民眾的壽命延長，而造成老年人口數量增加。然而，

台灣人口學學者陳寬政的研究結論卻並非如此。學者陳寬政認

為，台灣人口變遷，大致可由兩個階段加以說明，其一是自日

治中期開始，到 1��0 年代為止，台灣逐漸呈現人口死亡率的下

降與平均餘命的上升。這個結果主要肇因是台灣嬰幼兒死亡率

的下降，形成人口幼年化的動力，因而需要生育率大幅下降，

才能抵銷人口幼年化的力量，進而造成人口老化。其二是在 
1��0 年代中期以後，嬰幼兒與青壯人口的死亡率已經降低到接

近於零，相對出現無從改善的水準。人口死亡率持續下跌的主

要成份，遂逐漸移入老年人口，形成人口加速老化的動力 (陳寬

政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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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1 所示，學者陳寬政認為，如果使用 200� 年的男女

性別年齡別死亡率為基礎，模擬經建會最新推定死亡率於 20�� 
年與 210� 年的表現，顯示台灣 �0 歲以下的死亡率幾乎不變，

而主要的變化都發生在 �0 歲以上的人口 (陳寬政，200�)。由於

台灣的高等教育逐年普及，並於 1��0 年代中期大幅擴張，吸引

多數之年輕育齡女性進入大專院校就讀，畢業後大部份皆進入

社會就業，尋求自我成長，因而改變了台灣女性結婚、組織家

庭與生兒育女之傳統過程，更改變了台灣女性生育率下降的原

因。在此之前，台灣生育率下降之主要原因為 「�0 歲以上育齡

婦女」停止生育，但在台灣高等教育大量普及後，台灣生育率

下降之主要原因，逐漸轉為「�0 歲以下之育齡婦女」停止生育 
(圖 1–2)，以致造成台灣之「生育水準」，跌落「替換水準」以

下，而難以恢復 (陳寬政，200�)。
因此，由學者陳寬政的論述來看，台灣人口加速老化的重

要因子有二，第一是「老年人口死亡率持續下跌」，第二是

「年輕育齡婦女停止生育」。而這兩個重要因子，就是我們現

階段不可忽視，必須嚴肅面對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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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200�、20��與210�年時，台灣男女性別年齡別死亡率

2005

2055

2105

註: 灰色線條為女性年齡別死亡率, 黑色線條為男性年齡別死亡率。

圖表來源：陳寬政 (200�)，「人口老化的原因與結果」，羅紀琼(主編)，《台灣人口老化
問題》，�-�0，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圖1–2　台灣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1��1–200�年

0.00

0.07

0.14

0.21

0.28

0.35

15 25 35 45

註: 圖中線條自上而下依序為1951、 1961、 1971、 1981、 1991、 2001、 與 2006
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總生育率為各年生育率曲線以下的面積。

圖表來源：陳寬政 (200�)，「人口老化的原因與結果」，羅紀琼(主編)，《台灣人口老化
問題》，�-�0，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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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老化與台灣家庭結構的改變

有關台灣家庭結構的定義，過去主要分為小家庭、大家庭

或是三代同堂的折衷家庭。但近年來，由於家庭發展的日趨多

元，因而加入了單親家庭和單身戶家庭等類型。適時瞭解台灣

家庭結構的發展趨勢，可以反應社會變遷對家庭制度的影響 (伊
慶春，200�)。

家庭結構和家人居住安排的觀念，密不可分。因此，觀察

家庭中老人個案與成年子女的居住模式，即可看出家庭結構

的變遷趨勢。若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1��� - 200�年) 的台

灣家庭結構來看 (圖 1–�)，小家庭結構持續是台灣最重要的家

庭類型。台灣小家庭的比例，在1��� 年為�2.�%，在2000年為

�2.�%，到了200�年則為��.�%，呈現略微上升之趨勢。相對於

台灣的折衷家庭，在這10年間，則幾乎沒有改變，三次調查的

比例分別為2�.�%，�0.1%與�0.0%，皆在三成左右。然台灣的大

家庭比率，在此10年間，則呈現緩慢下降之趨勢，由1���年的

�.�%，到2000年的�.�%，降至200�年之�.�%。至於單親家庭的

比例，則分別為�.�%、�.2% 與 �.1%，並未如想像般地大幅度升

高。至於單身戶家庭，在這10年間的發展，也相對穩定，比例

分別為 �.�%、�.�% 與 �.�%。圖 1 – � 明顯指出，於1���-200�年

這10年期間，在典型的台灣家庭結構中，小家庭的比例，一直

都在五成以上，持續是台灣的家庭結構主體。而包含折衷家庭

和大家庭等的複式家庭，則從��.�%逐步下降為��.�%。此一結

果顯示，台灣家庭仍然受到傳統社會文化的影響，而與年老之

父母同住，相關家庭結構尚未大幅改變。換言之，在奉養老年

父母的社會規範下，台灣的家庭結構，確實與西方家庭模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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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 (伊慶春，200�)。

圖 1–�　台灣的家庭結構 (1���–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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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 (1995, 2000, 2005),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圖表來源：伊慶春 (200�)，「人口老化與家庭」，羅紀琼(主編)，《台灣人口老化問
題》，��-��，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然而，儘管台灣社會奉養年老父母的觀念依然存在，但年

老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關係，卻已經產生變化。由圖1–�的資

料來看，可以清楚地呈現自1��0 - 200�年間，台灣已婚者與其上

一代父母共同居住的情形。在此期間，可以發現，與上一代同

住的比例，由1��0年的2�.�%，已緩慢下降到1���年的22.�%，

及2000年的1�.2%，再至200�年的1�.1%。其中，台灣已婚者與

夫方的父母同住的比例，由1��0年的21.1%，逐漸下降到200�年

的1�.�%，1�年間比例下降�.�%。而台灣已婚者與妻方的父母

同住的比例，則由1��0年的�.�%，逐漸下降到200�年的2.�%，

1�年間比例下降�.�%。很顯然的，儘管兩種與年老父母同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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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皆呈現下降之趨勢，但所有資料都清楚指出，台灣已婚者與

夫方的年老父母同住，仍是最主要的家庭居住安排 (伊慶春，

200�)。

圖1–�　台灣已婚者與上一代同住情形 (1��0–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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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 (1995, 2000, 2005),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圖表來源：伊慶春 (200�)，「人口老化與家庭」，羅紀琼(主編)，《台灣人口老化問
題》，��-��，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而在另一方面，學者楊靜利等人的研究指出，如以��-��歲

的獨居女性來看，在1���年的比例是1�.�%，在1���年時則為

��.�%，然到了200�年時，比例仍維持於�0.�%，意即在過去的

20年期間，台灣老年女性個案獨居的比例上升了近乎兩倍 (楊靜

利等，200�)。這樣的研究結果可能顯示，雖然多數的台灣家庭

成員依然接受年老父母與其子女同住的安排，但老人個案選擇

不與其子女同住，願意獨居或是僅與配偶同住的比例，反而可

能明顯地快速上升 (楊靜利等，200�)。如果類似的趨勢持續向

上，經由合理的預估，可以想像未來台灣老人個案撫養與照護

的問題，整體社會必須面臨非常嚴峻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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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論社會如何持續變遷，台灣老人個案的主要居住安

排，很可能仍以家庭為主。若以家庭的角度，來考量此一議題

時，將會有兩個根本的問題需要面對(伊慶春，200�)，其中：

(一) 導因於少子或無子的趨勢，未來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的

老人，將大幅增加至三成左右，對這類老年人口的主要

照顧責任，就可能會由國家或社會所承擔。

(二) 由於年老父母與子女同住的比例逐步下降，三代同堂的

比例將更為低落，加上可以分擔照顧需求的兄弟姊妹人

數也是日漸稀少，成年子女照顧年老父母的壓力將更形

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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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老年人口的失能狀況

由上述兩個章節的說明，可以瞭解，近年台灣人口不但快

速老化，而且原先穩定社會的家庭結構也出現明顯改變，台灣

老人個案的照顧問題，即將陸續呈現。如果台灣老人個案又再

日漸失能，以致需人照顧，則整體家庭與社會，必將面對更為

沉重之負擔。而本章節即是以台灣老人的失能狀況與照顧者之

需求為主題，提出討論。

由表1-2可以得知，台灣老人之「日常生活功能」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簡稱 ADL) 的失能變化，無論男性或女性之老人

個案，皆明顯隨著年齡的增加而上升。其中，��-��歲之初老期

個案，男性與女性老人個案的失能率，並無明顯之差異；但在

��-��歲的中老期個案，與��歲以上之老年期個案，女性之ADL
失能率，不論在1-2項失能之輕度失能狀態、或是�-�項失能之中

度失能狀態，以及在�–�項失能之重度失能狀態下，三個狀態皆

高於男性老人個案，顯見台灣女性老人失能個案之長期照護需

求，遠較男性為高 (呂寶靜，200�)。

表1-2　我國老人日常生活功能失能率 (依性別分類)
單位: %

65–74 歲 75–84 歲 85 歲以上

1–2 3–4 5–6 1–2 3–4 5–6 1–2 3–4 5–6
項 項 項 項 項 項 項 項 項

男性 1.35 0.78 2.89 2.59 1.75 5.92 6.86 3.97 15.97

女性 1.25 0.85 2.83 3.62 2.32 8.87 7.71 5.05 24.58

資料來源: 吳淑瓊, 王正, 呂寶靜, 莊坤洋, 張媚, 戴玉慈與曹愛蘭 (2003), 「建構長

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第三年計畫」, 內政部91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圖表來源：呂寶靜 (200�)，「台灣老人照顧之現況及未來挑戰」，羅紀琼(主編)，《台
灣人口老化問題》，�1-��，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孫運
璿學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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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灣失能老人的照顧責任，目前主要仍以老人個案本

身及其家屬承擔。由表1–�可以看出，台灣��歲以上之失能老

人個案，仍以其自我照顧的比率2�.�% 最高；其次為由老人個

案之兒子擔負照顧責任者占1�.�%；由配偶或同居人擔負照顧

責任者占1�.2%；由外籍看護工照顧者占12.�%；由媳婦照顧者

占�.�%；由機構服務員照顧者占�.�%；由本國看護工照顧者

占�.1%；而由女兒照顧者占�.�% (呂寶靜，200�)。此一結果顯

示，現階段台灣老人個案的照顧重擔，儘管仍由老人個案本身

與其家庭成員肩負，但外籍看護工的照顧角色，已是越來越為

明顯。

表1–�　失能老人之主要照顧者

單位: %

配偶或
兒子 女兒 媳婦 女婿 兄弟 姊妹 父親 母親

同居人

13.20 13.39 4.49 8.92 0.37 — 0.02 — 0.47

外籍 本國 居家 機構

親戚 鄰居 朋友 照顧 照顧 照顧 自己 其他

看護工 服務員 服務員 服務員

1.28 0.39 0.02 12.4 5.14 0.89 7.63 29.53 1.85

出處: 內政部統計處 (2006), 《民國 94 年台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台北: 內政

部統計處。

圖表來源：呂寶靜 (200�)，「台灣老人照顧之現況及未來挑戰」，羅紀琼(主編)，《台
灣人口老化問題》，�1-��，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孫運
璿學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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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人口老化的結果

一旦台灣人口快速老化，相關衍生問題就會接踵而至。如

圖1–�所示，在1��1年以後，直到210�年，台灣�0歲以下之人口

數量，將呈持續減少之趨勢。而台灣�0至�0歲間的人口數量，

也會在2012年以後，逐步向下衰減。然�0歲以上之老年人口數

量，反而會因死亡率持續降低，而日漸增加，直到�0至�0歲

之遞減人口步入老年為止 (陳寬政，200�)。因此，在可見的未

來，台灣需要照顧之�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與日俱增，而主要

背負家庭經濟與照顧責任之小於�0歲的年輕人口，以及�0至�0
歲間之青壯人口，卻是江河日下，逐漸減少。這兩股維繫社會

穩定的支撐力量的下降，已經預告了未來整體之家庭與社會，

都將面對無法迴避的艱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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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0歲以下、�0至�0歲與�0歲以上人口數量

 (1��0–2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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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0-60

60

註: 線條自左向右依次為 30 歲以下、 30–60 歲與 60 歲以上人口數量, 未標記部

份為實際數值, 有標記部份為推計數值, 推計時假定生育率維持 2005 年水準不

變, 死亡率繼續下跌如經建會之推計。

圖表來源：陳寬政 (200�)，「人口老化的原因與結果」，羅紀琼(主編)，《台灣人口老化
問題》，�-�0，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此外，由於老人個案的年齡高低，與老人個案的疾病發生

及死亡比率，密切相關。這些費用包括老人個案之慢性疾病治

療費用，長期照顧的看護費用，或是臨終加護醫療的費用，相

關累計支出，數量十分驚人。人口老化對醫療費用的影響，實

在關聯甚鉅。簡單來說，就是老人個案的年齡愈高，其平均醫

療費用就會愈高。

針對這個議題，學者陳寬政認為，人口老化對於疾病與醫

療的影響，有兩個重要層面的結果，必須認真應對。其一是透

過人口組成改變，造成粗疾病率與粗死亡率上升，也造成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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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上漲；其二是透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下降，造成疾病替換

死亡之結果 (陳寬政，200�)。而無論是第一個層面，或是第二

個層面的結果，都終將對台灣造成重大且深遠的影響。

學者陳寬政認為，台灣人口的老化，將造成三波的影響 (陳
寬政，200�)：

(一) 台灣人口老化的第一波影響是「青少年人口的衰退」。

最先受到影響的是幼教與國中小學之教育體制，從

減班減校，乃至於師資過剩，然後再逐漸向後發展為高

中及大學院校之招生不足等問題，而這些都是在幾年前

就已經發生的事實。

(二) 台灣人口老化的第二波影響則是「青壯年人口的衰

退」。

這個階段的發展，將促使台灣勞動供需市場之狀況

大幅改變。勞動報酬率會因而上漲，資本報酬率會因而

下降。而在此同時，進入老年的人口，則即將面臨養老

資源不足的問題。

(三) 台灣人口老化的第三波影響將是「老年醫療與照護費用

的膨脹問題」。

由於人口持續老化，首先醫療費用就會因人口組成

的改變而不斷上漲。而且這些醫療費用還會再因死亡與

疾病的替換作用，再度上漲。另外，必須特別注意的

是，台灣的醫療體系，一直將老人個案的家屬，視為當

然之輔助醫療人力。一旦面臨家庭結構改變，家屬人力

大幅減退時，家庭相關照護費用的支出，勢必再度大幅

上升。

綜合以上四個章節所述，我們先從台灣人口快速老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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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接者說明人口老化與台灣家庭結構改變的關係，進而談及

台灣老人的失能狀況，最後討論台灣人口老化的可能結果，可

以發現幾個重點：一是台灣人口快速老化，應對時間相對短

促；二是家庭成員結構改變，老人照顧問題呈現；三是老人失

能日益上升，子女家庭負擔沉重；四是老化膨脹醫療支出，照

護費用與日俱增。

然而，以上所提，討論對象仍是以「正常老化」之老人

個案為主軸，而相關人口老化的結果，就已如此嚴重。尤有

甚者，倘若老人個案又有合併出現精神症狀，諸如失智症 
(dementia) 或是慢性精神病 (chronic psychotic disorders) 時，不但

老人個案本身喪失自我照顧能力，家屬無力承擔其症狀更迭，

整體社會更是負荷沉重。因此，在下一章節，我們將針對老年

精神疾病與長期照護之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第二章　老年精神疾病與長期照護 1�

第二章　老年精神疾病與長期照護

第一節　老年精神疾病的現況與需求

由於社會已由過去之農業鄉村，進入了高度科技化及都市

化之社會，老人個案必須面對急遽變遷之現代化社會，包括生

活形態急遽改變、親屬支持度減低與家庭功能減退等問題，必

然產生許多矛盾及不適應之問題。在老化的過程中，可能會出

現包括荷爾蒙改變、器官功能退化、慢性病比例升高，以及腦

功能（包括認知功能）開始退化及衰老的過程。在腦功能降

低，但心理、社會適應問題急遽增加的情況下，老人個案的精

神疾患也日益受到重視，包括適應障礙、認知功能退化、老年

憂鬱症、身體疾病造成的譫妄症、癡呆症、以及老年精神病

（包括妄想症）等，其發生率、症狀表現、用藥禁忌、及處理

模式，均需加入特殊之考量。

老年精神醫學的定義，主要是針對老年期之行為、情感、

認知功能等障礙所發展出一門診斷及治療之精神醫學。它包括

老年生物學、老年心理學、老年社會學，及常發生在老年期之

特殊精神疾病，如痴呆症、譫妄症、老年失眠症、老年憂鬱症

及妄想症，或者是在年輕時即已發病，而一直延續到老年時期

之精神疾病，諸如慢性焦慮症、慢性憂鬱症、精神分裂症及躁

鬱症等。

由於人類的平均壽命不斷增加，而我們所期望的老年生

活，不只是要活得長壽，且要活得健康。面對急遽增加的老年

精神個案，不僅其精神疾病和年輕個案不同，更需考慮其身體

體質的特異性（biological heterogeneity）、常出現合併身體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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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認知障礙（physical and cognitive co-morbidity）、有較高比例

之藥物副作用、及較易遭遇和老化有關之社經壓力事件（aging-
related socioeconomic stressors），均需要有專門的醫學訓練、教

學與研究。對於老年醫學，尤其是老年精神醫學的相關資源投

入，整體社會應予努力支持與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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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老年精神疾病的簡要說明

在臨床上，常見的老年期精神病大約可分為以下數種，惟

考量本章節之論述重點在於老年精神疾病與長期照護之關聯，

故針對疾病之內容，將採簡要說明之方式進行。

一、失智症 (dementia)

美國的資料顯示，在大於��歲的美國老人中，約有�%個案

為嚴重失智個案，而1�%則為輕微失智個案。至於在大於�0歲

的美國老人中，則有20%個案為嚴重失智個案。已知的危險因

子為年齡、家庭因素與女性 (Kaplan and Sadock, 200�)。最常見

的失智症為阿滋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約有 �0% 的失

智症個案會合併有精神症狀，尤其是妄想和幻覺。其中，約有

三成的失智症個案會出現被害妄想，偷竊妄想及嫉妒妄想。而

約有二成至五成的個案會出現幻覺，特別是視幻覺出現的機會

較高。一般而言，女性個案則似乎有較高的機會產生精神症狀 
(Kaplan and Sadock, 200�；林俞仲，2010)。

二、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通常於青少年或成年早期發病，並呈現整體功

能與智力退化等之現象。但也有少數晚發型的精神分裂症個

案，直到老年期才初次出現精神症狀。老年期初發的精神分裂

症個案，與成年期或青少年期發病的精神分裂症個案，具有不

同之臨床特色，包括：女性個案較男性個案為多；個案之症狀

以妄想 (paranoid) 為主；個案之負性症狀較少出現；幻覺症狀不

以幻聽為主，聽幻覺與觸幻覺均可出現；少有家族病史；個性

原本就較多疑；以及病前即有較多被害感的個性等。在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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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個案中，約有20% 個案無明顯活躍之精神症狀；�0%的個

案呈現不同程度的精神損傷 (Kaplan and Sadock, 200�；林俞仲，

2010)。

三、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

妄想症個案之好發年齡介於��-��歲之間，但在老年個案，

則於任何年齡階層皆可能發生。妄想症的妄想症狀，主要是

以被害 (persecutory) 妄想為主 (Kaplan and Sadock, 200�)。然

其妄想內容並非怪異荒誕，而是有可能發生於真實生活中之事

件。妄想症的妄想情節往往較具有系統性，並有合理的前因後

果，妄想種類通常為被害妄想、嫉妒妄想、生病妄想與戀愛妄

想等。目前此疾病在老人個案的盛行率仍不十分清楚。由於個

案妄想之真實性較不易澄清，造成在診斷上比較難以迅速確認

(Kaplan and Sadock, 200�；林俞仲，2010)。

四、老年憂鬱症 (depressive disorder)

在整體社區及護理之家的老年住民中，約有1�%的個案出

現憂鬱症狀(Kaplan and Sadock, 200�)。而憂鬱症伴有精神症狀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psychotic feature) 則是老年個案常見的精

神疾患，尤其是老年期初發的憂鬱症 (first depressive episode)。
一般而言，老人個案在憂鬱症狀嚴重時，特別容易出現精神症

狀。而其之精神症狀，常是與情緒一致的 (mood congruent) 的妄

想，如罪惡妄想與身體妄想 (例如個案認為自己做錯許多事；個

案認為其身體有不治絕症等之妄想) 等。至於其幻聽症狀，亦也

傾向於與情緒一致 (諸如出現咒罵個案的聲音)(林俞仲，2010)。

五、譫妄 (deli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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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身體疾病，例如腦部病變、代謝疾病、電解質失衡與

慢性病所致之精神症狀，其引起的精神症狀，必須在將身體疾

病問題矯治之後，才可能有機會改善。它的症狀包括誤認妄

想、被害妄想、錯覺、視幻覺與觸幻覺等，這些妄想通常較少

以系統性之方式呈現，但其幻覺則通常是較具體的物體，而不

是虛幻怪異的幻覺 (林俞仲，2010)。

六、酒精與物質濫用 (alcohol and other substance use disorder)

儘管毒品在老人個案較少出現，但酒精與中草藥物之濫

用，則是台灣老人個案常見的問題。在治療上應仔細詢問及

澄清個案之病史，仔細觀察其相關症狀，並對老人個案之用

藥治療史進行完整的評估 (Kaplan and Sadock, 200�；林俞仲，

2010)。
至於其他，如老年焦慮症 (anxiety disorder)；老年失眠疾患 

(sleep disorder)；老年身體化症 (somatoform disorder)；與老年自

殺風險 (suicide risks) 等 (Kaplan and Sadock, 200�)，則因篇幅局

限，將不在此討論。

為呼應本書前後章節之論述，並考量內容深度及聚焦主

題，本章節之老年精神疾病討論範圍，將以失智症及老年精神

病(特別是精神分裂症)為主要議題，並於下面兩節中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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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老年失智症

一、失智症的流行病學

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失智症的發生比率逐漸增加。一般

而言，在大於��歲的正常老年人口中，約有�%的老人為失智

症。而在大於��歲的正常老年人口中，失智症老人的比率則快

速上升到20-�0% (Kaplan and Sadock, 200�)。

二、失智症的可能致病因子

在大於��歲老年人口中，最常見造成失智症的病因為： 1) 
阿茲海默氏失智症； 2) 血管性失智症 (vascular dementia)； �) 阿
茲海默氏與血管性混合型失智症。其他可以造成近10%的失智症

原因分別為：路易氏體失智症 (Lewy bodies dementia)；皮克氏

症 (Pick’s disease)；額顳葉失智症 (fronto-temporal dementia)；常

壓性水腦症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NPH)；酒精性失智

症 (alcoholic dementia)；感染性失智症 (infectious dementia) – 例
如梅毒性失智症或愛滋病失智症；以及巴金森氏症 (Parkinson´

s disease) 等。當然，有許多的失智症是可以治療的 (可逆轉的，

reversible)，舉凡代謝性異常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 如甲狀腺

功能低下 (hypothyrodism)；或是營養不足 (nutritional deficiency) 
– 如維他命B12缺乏/葉酸缺乏 (vitamine B 12 deficiency or folic 
acid deficiency) 等；或是由憂鬱症所引起之失智症等 (Kaplan and 
Sadock, 200�)。

三、失智症之分類：

失智症可以大略分成原發性退化性失智症及續發性失智症

兩大類別 (林俞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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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發性失智症

原發性失智症主要是大腦皮質受損，其中最常見

的失智症是阿茲海默氏失智症，約佔所有失智症的 
�0-�0%。原發性失智症最常見的疾病類型有：

1. 阿茲海默氏失智症；

2. 額顳葉失智症；

�. 路易氏體失智症。

(二) 續發性失智症

續發性失智症，係指失智症之病因明確，確認由相

關特定之因子所導致的失智症狀。其中，最常見的病因

則是血管性失智症，而其他可以導致續發性失智症的病

因如下，包括

1. 外傷所致之失智症：例如慢性硬腦膜下出血；

2. 低血糖或其他休克缺氧所造成之腦病變；

�. 一氧化碳中毒；

�. 酒精性失智症；

�. 物質濫用所致之失智症：例如強力膠、幻覺劑等；

�. 巴金森氏病合併失智症；

�. 各種大腦代謝疾病所致的失智症：例如大腦脂質代謝

障礙；

�. 各種感染所致之失智症：例如愛滋病所致之失智症；

�. 神經性梅毒引起失智症；

10. 庫賈氏症所致之失智症（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

11. 放射線治療合併失智症；

12. 常壓性水腦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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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腦腫瘤所致之失智症；

1�. 營養素不足所致之失智症：例如缺乏維他命B1、缺乏

維他命B12、缺乏葉酸與維他命C等營養素所致之失智

症；

1�. 內分泌問題所致之失智症：例如甲狀腺功能過低；

1�. 大腦皮質基底核退化症（corticobasal degeneration）之

失智症；

1�. 神經疾病亨汀頓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合併

之失智症；

1�. 進行性核上眼神經麻痺症（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此類失智症常可合併大腦下皮質部受損；

1�. 部份其他精神科的疾病，也可能出現類似失智症

之表徵，如憂鬱症所致之假性失智症（ p s e u d o -
dementia）；

(三) 混合型失智症

係泛指同時並發原發性及續發性之失智症。

四、失智症個案之家庭與社會負擔

由於個案的照顧者皆需長時間協助失智症個案處理生活細

節，諸如大小便如廁、協助個案活動與就醫相關事宜，因而在

體力與情緒上的負荷相當沉重。個案照顧者之個人生活，也因

此遭受限縮，甚至失去規律。失智症個案的照顧者(家屬) 必須

承擔沉重的心理壓力，亦常會出現罪惡感、焦慮、無望感與無

力感。而失智症個案的照顧與人力成本需求甚高，經濟負擔相

對巨大。至於失智症個案的法律問題，特別是諸如預立遺囑

與禁治產宣告等財產處理事宜，更會造成家庭成員間相處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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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除了失智症個案本身的失能，造成家庭成員及社會的負擔

外，部分失智症個案常會因出現破壞、遊蕩、干擾、暴力或自

傷傷人等行為，造成社區的困擾。而其他部分失智症個案也會

因為獨居，或被忽略照顧，無法連接社會資源系統，而使社區

與社會之介入困難重重 (林俞仲，2010)。

五、失智症個案的治療

失智症個案之治療流程的第一步為確認診斷。惟有正確的

的診斷，才由正確的治療與處遇 (Kaplan and Sadock, 200�)。
(一) 治療原則：

失智症個案之治療或處置的整體方向，應以優先處

理個案身體問題或譫妄為主，其次才是治療認知功能，

再來則是處理行為及情緒問題，最後才是處理日常生活

功能。不過在臨床上，失智症個案之就診，常是因為情

緒、行為與精神症狀等問題，交互或合併出現，以致家

屬難以照顧。因此在治療時，必須加以多重考量失智症

個案的現況，有時先行控制個案情緒與行為問題，有時

則會和認知功能一併處理，或更優先處理。失智症個案

的身體問題，需先做鑑別診斷，找出各種可能之身體疾

病與可以治療 (可以逆轉) 的因子，包括查證個案可能

服用之藥物、體內電解質失衡、內分泌問題、感染、代

謝疾病、營養素不均與自體免疫疾病等等可以矯正問題 
（Kaplan and Sadock, 200�；林俞仲，2010）。

(二) 失智症個案的藥物治療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1. 抗乙醯膽鹼 (acetylcholine) 藥物

由於現階段諸多證據顯示，阿茲海默氏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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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致病機轉，可能與乙醯膽鹼之減少有關，因此

乙醯膽鹼酶 (acetylcholine esterase, AChE) 的拮抗劑 
(acetylcholine esterase inhibitor, AChEI)，在失智症個案

之臨床治療上，醫界認為應有其適當之療效。

2. 精神作用藥物 (psychotropic agents)
抗憂鬱藥、抗精神病藥、情緒穩定劑與抗焦慮

劑，則在必要時，在臨床的治療上，也會用來治療失

智症個案的行為及心理症狀。

�. 藥物副作用

每一種藥物都有其相當之副作用。抗精神藥之副

作用有代謝症候群、錐體外徑路症候群、腦血管及心

血管副作用等。而抗焦慮劑中的 benzodiazepine 類藥

物，則有鎮靜、健忘、步態不穩、跌倒、及藥物依賴

性等副作用。至於情緒穩定劑，例如抗癲癇藥物等，

在整合性的研究結果顯示，療效尚不明確，但卻可能

增加相關之副作用。

�. 用藥建議

簡而言之，失智症個案的用藥建議有三，包括：

- 選擇副作用少的藥物； 
- 由低劑量開始；

- 劑量速度不宜太快。

(三) 失智症個案的非藥物治療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而在非藥物治療的部份，一般之心理社會治療 (psychosocial 

therapies) 標準流程為提供個案支持性醫療照顧 (support medical 
care)、提供個案及其家屬情緒支持 (emotional support) 與針對

個案之臨床症狀所需，予以適度之藥物輔佐處遇（Kapl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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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ock, 200�）。

至於其他之治療方式，包括日常生活功能 (ADL) 的訓練、

職能活動的安排、感覺動作訓練、下肢肌力訓練、心理治療 (例
如支持性心理治療)、懷舊治療、團體心理治療、陪伴治療及

轉移注意力方式等等。而在行為治療方面，則可運用「獎勵與

迴饋」等機制。另外，排尿訓練、定向感訓練與環境治療等，

也都是常用的非藥物治療方式（Kaplan and Sadock, 200�；林俞

仲，2010）。

六、失智症個案的社區照護及醫療服務

(一) 失智症個案的社區照護，包含各種不同的模式，例如社

區或居家訪視的服務、每年固定時間的喘息服務、日間

照護機構與機構式服務 (例如護理之家、安養中心與安寧

照護服務) 等。

(二) 失智症個案在精神醫療服務，特別是在精神科醫院的服

務，則包含了失智症門診、記憶門診、急性病房住院、

日間病房住院、居家治療與機構巡迴醫療等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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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老年精神病 - 精神分裂症

一、精神分裂症的病程

精神分裂症是一種嚴重精神病 (major psychosis)，罹病個案

之整體社會及職業功能出現明顯障礙，不但無法自我照顧，亦

造成社會沉重負擔，影響人類生活甚鉅。儘管經過多年積極研

究，雖對精神分裂症之治療，已有長足之進步，但對其致病之

生理及病理等機轉，仍需多方努力探討。不過，在臨床上，以

抗精神藥物治療精神分裂症個案，迄今已屆四十年。由於精神

疾病之病因學理、疾病分類及病程不確定性等因子，實較他類

常見疾病更為複雜，其治療效果、臨床預後與成本效益，皆仍

需精神醫學界繼續研究探討。

然就現階段之臨床文獻報告而言，精神分裂症個案的病程 
(Kaplan and Sadock, 1���)，有下列多種特色：

(一) 在第一次發病後，個案通常會逐漸恢復正常，一般生活

或職業功能亦能持續一段時間。

(二) 但個案總是再度發病。

(三) 而個案未來病情的轉變，通常可由其前五年的病程來觀

察。

(四) 一旦再度發病，個案整體功能將隨發病次數增加，而每

況愈下。

(五) 病程愈久，活性症狀將逐漸減少，負性症狀則與日俱

增。

而關於精神分裂症個案的預後  (prognosis) 方面的描述 
(Kaplan and Sadock, 1���)，則有下列數點特色：

(一) 預後良好者：只有約�-10% 的個案，在第一次發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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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10年內，不再住院。

(二) 預後不良者：約佔個案的�0% 左右。

(三) 合理的治癒率約為20-�0%。

(四) 約20-�0% 的個案持續出現明顯症狀。

(五) 約�0-�0% 的個案終身有明顯的生活功能損傷。

由此可見，精神分裂症是一種嚴重之精神疾病，相關治療

效果仍不夠完善，極待進一步努力研究發展。

二、精神分裂症的認知功能障礙

就精神分裂症個案而言，其精神症狀除了明顯的活性 
(positive syndrome) 及負性症狀 (negative syndrome) 外，認知功

能障礙 (cognitive dysfunction) 亦為其主要的核心症狀（Danel 
and Bernd, 1���）之一。所謂認知功能的定義與其臨床意義，包

括個案面對每日週遭環境之變化，為維持生活所需，個案須有

完整之記憶 (memory)、良好的社交溝通 (social comprehension)、
計畫運籌 (planning)、適當的語言表達 (language)、合理解決問

題方式 (problem solving)，及獨立自主 (independence)等能力，如

此才有得以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 (good quality of life)，獨立自我

照顧，達成社會之期許，相關事件如所示。

而認知功能障礙，則主要是指精神分裂症個案對於週遭

環境事物，在記憶 (memory)、注意力 （attention）、執行功

能 （executive function）、運動協調 (motor skill) 及語言表達 
(language performance) 方面的損害 （Pantelos, 1���）。認知功

能障礙可分成多個面向，包括：

(一) 學習與記憶 (learning and memory) 障礙：

個案可能出現文字數字序列及相關字彙儲存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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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poor recall of word lists, verbal paired associates, 
stories, digits, recurring designs) 與輕微快速健忘 (mildly 
accelerated rates of forgetting) 之情形。

(二) 執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 障礙：

個案可能呈現無法產生或籌劃未來計畫 (difficulty 
generating and implementing plans) 或是缺乏解決問題 
(difficulty solving problems) 之能力。

(三) 注意 (attention / vigilance) 障礙：

個案可能呈現低落之各項測驗或任務的操作能力 
(poor task performance)。

(四) 運動協調與速度適應 (motor co-ordination and speed 
adaptation) 障礙：

個案可能出現之狀況，包括緩慢且不正確之運動模

式 (slow and inaccurate movements) 或是不正常之眼肌協

調運動 (abnormal eye tracking) 等。

(五) 語言 (language) 表達障礙：

個案可能出現語言 (language) 表達之障礙，例如以思

考失序 (thought disorder) 方式呈現其問題，語言表達呈現

跳躍或脫序之情形。

三、認知功能障礙對精神分裂症個案的影響

(一) 精神分裂症個案的認知功能障礙病程

就大多數的精神分裂症個案而言，神經認知障礙 
（neurocognitive deficits） 可能發生在個案的活性症狀 
（positive symptoms） 出現之前，也可能發生在個案的

精神症狀逐漸緩解之際 (Velligan et al., 1���)。甚至有部



第二章　老年精神疾病與長期照護 2�

分的研究顯示，在某些兒童青少年之精神個案，會先出

現認知功能障礙，而再逐漸演變成為具明顯症狀之精神

分裂症個案 (Parnas et al., 1��2; Pollack et al., 1��0)。至於

部分文獻報告強調，認知功能障礙是在精神症狀發生之

後，才陸續出現的，相關論點則較不一致；不過，大多

數的學者仍認為，在精神分裂症個案中，其認知功能障

礙的狀況的確有可能是與日俱增，而逐漸呈現慢性化的

現象 (Abrahamson, 1���; Bilder et al., 1��2; Bleuler, 1��2; 
Payne et al., 1��1; Schwartzman et al., 1��2; Silverberg-
Shalev et al., 1���; Smith, 1���)。不過，也有學者認為

經過長期治療後，個案之認知功能障礙可有改善的空

間 (Haywood and Moelis, 1���; Heaton and Crowley, 1��1; 
Klonoff et al., 1��0; Schwartzman et al., 1��2)。

(二) 認知功能障礙是精神分裂症的持續症狀

目前幾項重要的研究報告已逐漸發現，精神分裂

症個案之認知功能障礙，並非是一種單純的疾病現象

表徵，或是一種次發性的精神症狀，而是從疾病初期

就已存在的一種持續且重要的核心症狀 （Gallhofer et 
al., 1���）。甚至有許多文獻報告強調，此種認知功能

障礙可能持續存在，並不隨著個案的精神症狀改善而

改善 （Goldberg et al., 1���）。因此，認知功能障礙會

造成精神分裂症個案的生活與職業功能逐漸退化，以致

無法自我照顧，或是工作謀生，導致社會的嚴重負擔 
（Gallhofer et al., 1���; Karoumi et al., 1���）。

(三) 認知功能障礙對精神分裂症個案之影響

若個案因認知功能受損，繼而無法瞭解其病況，影



�0 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響其治療效益，造成精神分裂症復發，再次使其認知功

能障礙加劇，而形成一惡性循環，對於精神分裂症個案

之復健與重返社區之衝擊，影響實在巨大。因此，在臨

床治療上，必須積極改善個案之功能缺損，打破此一惡

性循環，以增加治療效果。

(四) 改善認知功能障礙是治療精神分裂症個案之重要指標

評估神經認知功能缺損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是精神

分裂症個案預後 (prognosis) 及治療效果 (efficacy) 之多項

面向的綜合指標，包括個案每日基本生活照顧、社會功

能、職業功能的表現，以及其在社區生活中自我獨立照

顧的程度 (Green, 1���; Velligan et al., 1���)。因此，在治

療精神分裂症個案時，必須考量精神分裂症的各個面向

之症狀，以期達成統合整體治療之效益。由此可知，改

善認知功能障礙已逐漸成為評估治療效果的一項重要因

子 (Green, 1���; Sharma and Mokler, 1���)。

四、精神疾病的常規治療模式

儘管精神分裂症的治療模式廣泛，涵蓋 (一 )藥物治療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如以下所述之生物治療等抗精神藥

物治療；與(二)非藥物治療 (non-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如

以下所述之社會心理治療等兩大層面。然在臨床上，特別是針

對急性發作之精神分裂症個案，則仍以藥物治療為主軸。依照

標準教科書之說法，目前精神分裂病個案的治療方式 (Kaplan 
and Sadock, 1���)，則有下列幾項簡要原則及方向。雖然藥物

療法為目前治療精神疾病最主要的方式，但在這些抗精神藥物

逐漸發展成長之前，曾有各種其它之生物學療法被用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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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個案。若依研發的年代次序來看，前後有發燒療法 
(fever therapy)，胰島素昏迷療法 (insulin shock therapy, IST)，
電氣痙攣治療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精神外科療法 
(psychosurgery)等。在當時，這些療法確實治療了不少病人，然

在抗精神藥物出現後，由於方便性的考慮，藥物治療遂逐漸取

代其他治療方法。目前除 ECT 仍在使用外，其餘的生物學療法

已鮮少使用。

(一) 生物治療 (biological treatment)：抗精神藥物治療

1. 抗精神藥物包括傳統 (conventional or typical) 抗精神

藥物 (antipsychotics) 及第二代 (second generation or 
atypical) 抗精神藥物。

2. 傳統抗精神藥物對�0-�0%的正性症狀有治療之效果。

�. 大多數之傳統抗精神藥物對負性症狀沒有治療反應，

但第二代抗精神藥物則可能有某些治療效果。

�. 一般而言，使用抗精神藥物治療至少需維持�-�週以

上。

(二) 生物治療 (biological treatment)：電氣痙攣治療 (ECT)
目前已較少使用，僅用於部份特殊之精神疾病個

案。

(三) 社會心理治療 (psychosocial therapy)
1. 行為治療 (behavior therapy)。
2. 團體與家族治療 (group and family therapy)。
�. 認知治療 (cognitive therapy)。
�. 心理治療 (psychotherapy)。

(四) 復健治療及社區精神醫學 (Rehabilitation and Community 
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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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復健治療：

職能治療的重要目標為協助個案經由技巧的訓

練，以增進其功能。持續不斷的練習，配合正向的增

強，促使相關技巧內化，漸進改善個案的自我認知與

自尊，以增強改變的動機。

2. 社區精神醫學：

目前台灣之社區復健有兩種模式，一是以醫療為

基礎，與個案尋求醫療協助之醫院聯繫緊密，其設施

多以在醫院內或附近為原則，並以醫療復健為取向；

二是以社區為中心，對社區資源的運用較靈活，其設

施是在社區內，且由社區人士發起，並由非醫學人士

或義工執行為原則，以職能治療、社會及心理之復健

為取向。

�. 疪護性工廠：

庇護性工廠較偏重於職前或就業訓練，可以提供

一個安全的環境，個案得以學習各種技巧，培養工作

能力。

�. 日間病房：

日間病房為個案從醫院回歸社區的重要步驟。其

功能在於訓練病人適應社區生活的能力，提供職前訓

練的機會，減少個案與家屬直接面對壓力，提供個案

規律適當的社群生活。

�. 康復之家：

康復之家，主要是提供個案居住的場所，使某些

無法回到家庭環境的個案仍能在社區中獨立，並能獲

得部分專業人員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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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復健機構：

包括職能工作坊，康復商店，庇護工廠。對於症

狀穩定之個案，使其在較少壓力之下學習工作技能，

並輔導其就業，以便將來可以在現實社會工作。

�. 居家治療：

居家治療視個案及家屬的需要，採定期或不定期

的家庭實地訪查或電話追蹤，預防個案病情惡化，減

低再住院率，並提供家屬衛教。

�.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為社區中整合各項醫療社會資

源，執行精神醫學三級預防工作之主要單位，負責整

合社區復健資源與精神病患安置等工作。

�. 社區精神醫療追蹤服務網路：

良好的社區追蹤服務網路，可以提供個案及家屬

情緒的支持，疾病及藥物的衛教，醫療及社會資源的

轉介，個案急性發病時的醫療協助，並能整合社區醫

療及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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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老年精神疾病個案之長期照護議題

綜合上述章節之討論，可以知悉，老年精神疾病的包含範

圍廣泛，包括失智症、慢性精神病、憂鬱症、焦慮症 (諸如廣泛

性焦慮症、畏懼症、恐慌症、強迫症、重大創傷壓力症後群等)
與老年人物質濫用等重要問題。然而本書的主要議題，則是聚

焦於「老年精神疾病個案」與「長期照護」之論述，因此將以

失智症與慢性精神病之老年精神疾病個案的長期照護問題，列

為討論之主要內容。其中，問題相對嚴重，但卻鮮少被討論之

精神分裂症老年個案的長期照護品質議題，更是本書幾個後段

章節的論述重點。

失智症個案的發病年齡較晚，多約在��歲以後。老年失智

症個案在發病前多能自我照顧，完成學業，努力工作，成立家

庭，教養子女，在退休時亦多少有些儲蓄與退休津貼，並且尚

有家庭支持系統與社會支持網絡。反觀精神分裂症的個案，發

病時間多半甚早，多在青少年時期，20歲左右一旦出現精神症

狀，加上認知功能損傷，便無法繼續完成學業，可想而知更無

法自我照顧，無法投入工作，無法成立家庭，無法教養子女。

此外，精神分裂症個案到了中年�0歲以後，原生家庭之父母業

已老邁，兄弟姐妹多半自顧不暇，精神分裂症個案的照護問題

逐漸浮現。到了老年時期�0歲後，精神分裂症個的原生家庭多

半破滅，家庭支持系統與社會支持網絡可能崩解，照護問題已

是日益嚴重。老年失智症個案有人生大前半段的時間�0至�0年

可以貢獻社會，人生後半段則約有10至20年的時間需要社會照

顧。然精神分裂症個案則是來不及成長，人生只有短短的前半

段時間約1�至2�年的時間可以正常生活，人生的後半段卻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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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約�0至�0年需要他人支持與照顧。

儘管失智症與慢性精神病老年個案的自然病程並不一致，

然而，一旦疾病個案老化至特定時期，相關認知功能退化、自

我照顧功能低下，又合併多重疾病時，兩者的長期照護問題，

則將逐漸趨於類似。因此，本書將在下面的幾個章節，以參訪

臨國日本之老年醫學研究機構暨醫院(第三章及第四章)為出發

點，接續進行參訪日本醫療法人社團醫療照護醫院(第五章)，以

及日本社會福利長期照護機構(第六章)，學習瞭解日本老人長期

照護經驗與寶貴知識。而第七章將以「創新科學與長期照護」

為題，作為是項議題開始討論之楔子，引述近來資訊系統於長

期照護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而在後續的章節，則將以國內

從事精神醫療照護的衛生署玉里醫院(第八章)為例，針對慢性精

神病(特別是精神分裂症)老年個案之照護議題，說明並討論精神

醫療院所與機構之創新科學運用(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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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機構暨醫院參訪

前  言

如同第一章之內文所提，由於日本的人口老化之速度居冠

於全球，日本較台灣更早面臨人口老化及少子化之雙重社會問

題。有鑒於此，日本政府於近十多年來，有計畫地訂定政策方

向，按部就班地發展與執行老人照護政策。日本政府機關就有

關老人長期照護 (日本稱「介護」) 制度設計，依據日本之「介

護保險法」，自公元2000年�月1日起，採行強制性「介護保險

制度」，並強制規定必需每�年修訂之。台灣也為因應高齡化社

會的快速來臨，台灣的人口老化速度極快，與日本非常類似。

因此，日本在老人長期照護之理念、制度及相關經驗之演變歷

程，實在值得台灣參考與學習，因此個人在台灣財團法人孫運

璿學術基金會的支持下，赴日本東京實地參訪，瞭解其長期照

護相關機構之運作模式，以作為我國規劃相關老人照護政策之

參考。

個人此次參訪，是以「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

究機構 (Tokyo Metropolitan Geriatric Hospital and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TMGH-IG)」為主軸 (第三章)，再經由「東京都老

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之所長井藤英喜博士 (Dr. Hideki Ito, 
M.D., Ph.D.) 與副所長高橋龍太郎博士 (Ryutaro Takahashi, M.D., 
Ph.D.) 細緻且完整的安排下，參訪了其他重要的老人神經與精

神醫學之研究機構與附設醫院，諸如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

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NCNP) (第
四章)，並實地參訪了東京都附近的一所失智症個案專門照護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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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第五章)，及數個非營利 (non-profit) 與營利 (profit) 性質之社

區老人長期照護機構(第六章)。期望從學術研究單位與醫療院所

之理論觀點及政策思維出發，經由參與討論與交換意見，暸解

現階段日本相關單位之論述邏輯與策略，並進一步實地參訪日

本服務社區老年個案之第一線照護機構，接觸學習實際照顧個

案時，可能遭遇之所有細節與真實狀況，企圖一窺日本整體長

期照護相關機構之通盤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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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 (一)

===========================================================

〝「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曾是全日本唯一之老年醫學研究

單位，也是最為著名的老年醫學研究機構。直到現在，本研究

所依然引領日本老年醫學研究，我並深信本研究所仍將持續於

日本老年醫學研究中位居領導地位。〞

井藤 英喜 博士 (Dr. Hideki Ito, M.D., Ph.D.)

July 25, 2011,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 2011年7月25日 (週一)。

參訪地點：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 (Tokyo 

Metropolitan Geriatric Hospital and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TMGH-IG)。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該研究所簡報資料、該研究所網頁

(http://www.tmig.or.jp/)。

此次參訪得以順遂，首先必須衷心感謝「東京都老人醫院

與老年醫學研究所」的所長(Director) Dr. Hideki Ito的支持與協助

(圖�-1)，以及其副所長 (Vice Director) Dr. Ryutaro Takahashi 的安

排與推動，整個參訪作業方能完成，個人必須再次表達誠摯的

謝意。

是日上午，先由該所同仁 Dr. Shuichi Obuchi 引導我個人前

往位於東京都板橋區大山 (Oyama) 的「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

醫學研究所」，拜會副所長 (Dr. Ryutaro Takahashi，進而拜訪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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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長 Dr. Hideki Ito。所長 Dr. Hideki Ito 為東京都地區地位甚

為崇高之醫界耆老，對整個東京都之老人照護策略及研究發展

方向，深具影響。Dr. Hideki Ito早年赴笈留學美國，說得一口

流利的美語，或許 Dr. Hideki Ito 與我個人似乎一見如故，他開

始侃侃而談，時而述說者日本醫學界近況與近期之東北大地震

現況，及其可能對日本政經與醫療的影響，時而又像長者般親

切地詢問我個人的家庭狀況與醫院工作情形，整個見面氣氛熱

絡，會談非常融洽。

圖�-1 合照圖。前排左起，所長 井藤英喜博士 (Dr. Hideki 
Ito, M.D., Ph.D.)、作者、副所長 丸山直記 博士 ( Naoki 
Maruyama, M.D., Ph.D.)；後排中，副所長 高橋龍太郎博
士 (Ryutaro Takahashi, M.D., Ph.D.)、左一，藤原佳典博
士 (Dr. Yoshinori Fujiwara, M.D., Ph.D.)。

「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Tokyo Metropolitan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TMIG) 成立於西元1��2年，迄今已有近�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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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歷史。該機構與另一著名之醫療單位  -「東京都老人醫院 
(Tokyo Metropolitan Geriatric Hospital, TMGH )」，幾乎同時成

立於同一個院區內。這兩個研究與醫療機構整合並收集了多

面向與廣泛的研究計畫，針對老人經常面對之老化機轉 (aging 
mechanisms)、疾病致因 (pathogenesis)、預防醫學 (preventive 
methods of morbid states) 與社會問題 (social problem) 等主題，進

行系統性及完整性的研究。

關於「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的歷史沿革，可以下表所

列，適當明瞭其演進過程 (摘錄自TMIG網頁)：

昭和��年�月

(Sep, 1���)
老年學研究所委員會（暫定名）成立

昭和��年�月

(Jul, 1��0)
基地建築工作啟動

昭和��年10月

(Oct, 1��0)
老年醫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暫定名）成立開幕

昭和��年�月

(Mar, 1��2)
機構建築竣工完成

昭和��年�月

(Apr, 1��2)
東京都老年學研究所開幕

昭和��年10月

(Oct, 1��1)
改組成為財團法人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

昭和��年�月

(Sep, 1���)
與美國國家老年研究所（NIA）簽署研究合作協議

昭和�1年�月 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指定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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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年�月

(Mar, 1���)
與中國大陸北京老年醫學研究中心簽署研究交流計劃協議

昭和��年�月

(Sep, 1���)
與蘇聯老年學研究學院(現已改為烏克蘭老年醫學研究學

院)簽定備忘錄，進行學術交流

平成2年�月

(Aug, 1��0)
進行以研究為基礎的機構組織修正案

平成2年�月

(Sep, 1��0)
醫學研究儀器正子電腦斷層造影開幕運轉

平成10年�月

(Apr, 1���)
進行以研究為基礎之機構組織修正案

平成1�年�月

(Apr, 2002)
組織重整成為財團法人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

平成1�年�月

(Apr, 200�)
進行以研究為核心之組織重整案

平成21年�月

(Apr, 200�)
組織重整成為地方衛生行政法人東京都老人醫院暨老年醫

學研究所

隨著時代的變遷，為求更為緻密的合作綜效，「東京都老

年醫學研究所」與「東京都老人醫院」於 西元200�年�月整併

為地方獨立法人「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Tokyo 
Metropolitan Geriatric Hospital and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TMGH-
IG)」(圖�-2，圖�-�)。這樣的緊密整合結果，確實使得深具研究

理論基礎的「東京都老年研究機構」與實際執行運作之「東京

都老人醫院」得以密切結合，完整及合宜地推動老人醫療與老

人照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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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現址 (一)

圖�-�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現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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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的研究範圍涵蓋了

老人醫學之各個範疇。除此之外，該單位更致力推動各個相關

研究單位間的合作議題，藉以解決多面向之社會老化問題 (aging 
society problems)。在西元 200� 年 � 月日本名古屋之國家老年醫

學暨老人病學中心 (National Center of Geriatrics and Gerontology 
in Nagoya, NCGG) 成立以前，「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機構」是

全日本唯一之老人醫學研究單位，也是最為著名的老人醫學研

究機構。直到現在，「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機構」依然引領日

本老人醫學研究，並深信仍將持續於日本老年醫學研究中位居

領導地位。新建中的醫療大樓與研究大樓，即將於 201� 年完

工，確實展現了「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的強烈

企圖心 (圖�-�，圖�-�)，的確令人引頸期待。

圖�-�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未來大樓新建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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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未來大樓新建看板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的主要任務為強

化並提升老人之照護 (care-giving)、老人醫學之發展 (geriatric 
medicine development) 及老人健康促進 (health promotion of 
elderly people) 等。為達成這些重要的任務，「東京都老年醫

學研究所」特別針對三大領域，提出研究與解決策略：1) 老化

機轉與其調控機制 (aging mechanisms and its regulation)；2) 說
明與解釋致病因子、治療方式及減低共病現象 (elucidation of 
pathogenesi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morbid states)，諸如腦血

管疾病 (vascular diseases)、癌症 (cancers)、失智症 (dementia)與
其他老人合併之衰老症候群 (other geriatric syndromes)；�) 提升

老人健康壽命與福祉 (promotion of healthy longevity and welfare 
for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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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面對即將來臨之超老化風暴階段，高齡社會勢必即

將出現許多未知的困難與問題，「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

研究所」的角色與使命，可以提供我國政府在面對類似問題時

的重要參考依據。

現階段「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領域有下列

兩大領域，下轄八大研究團隊，另有一研究支援設施 (Research 
Support Facilities) 協助執行相關業務：

一、生物學與醫學科學研究領域 (Research on Biology and 

Medical Sciences)

主持人：丸山 直記 副所長 (Vice-director : Naoki Maruyama, 
M.D., Ph.D.)  (圖�-1)。

(一) 老化機轉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Mechanism of 
Aging)
1. 分子糖化生物學 (Molecular Glycobiology) 組
2. 分子老年醫學 (Molecular Gerontology) 組
�. Redox研究 (Redox Research) 組
�. 基因體研究 (Proteome Research) 組

(二) 功能性老年生物學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Functional 
Biogerontology)
1. 長壽與健康基因體 (Genomics for Longevity and Health) 

組

2. 老化分子管制研究 (Molecular Regulation of Aging) 組
�. 自主神經科學研究 (Autonomic Neuroscience) 組
�. 老人生物系統學研究 (Geriatric Biosystems) 組
�. 分子神經生物學研究 (Molecular Neurobiology)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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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老年醫學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Geriatric Medicine)
1. 血管醫學研究 (Vascular Medicine) 組
2. 老化與生活形態相關疾病研究 (Aging and Life Style-

associated Diseases)組
�. 老人病學運動神經系統研究 (Gerontology of Motor 

System) 組
(四) 老人病理學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Geriatr ic 

Pathology)
1. 老化與致癌機轉研究 (Aging and Carcinogenesis) 組
2.  神經病理生理學 (Neuropathophysiology) 組
�. 神經病理研究 (Neuropathology - the Brain Bank for 

Aging Research) 組
(五) 神經造影顯像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Neuroimaging)

1. 大腦功能研究 (Functional Brain Research) 組

二、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領域 (Research on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主持人：高橋 龍太郎 副所長 (Vice-director : Ryutaro 
Takahashi, M.D., Ph.D.)  (圖�-1) 。

(一) 社會參與及社區健康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Health)
1. 促進社會參與及貢獻社區 (Promoting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組
2. 初級預防老化與脆弱 (Primary prevention of aging and 

frailty) 組
(二) 促進老年獨立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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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of the Elderly)
1. 預防肌肉骨骼老化 (Prevention of Musculoskeltal Aging) 

組

2. 預防長期照護依賴 (Prevention of Dependence on Long-
Term Care) 組

�. 預防與介入失智症及憂鬱症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Dementia and Depression) 組

(三) 人力照護研究團隊 (Human Care Research Team)
1. 強化居家照護支持系統 (Promoting support system for 

home care) 組
2. 功能退化與長期照護相關因子研究 (Study of factors 

related to functional decline and long-term-care) 組
�. 生命期末照護研究 (Study of care at the end of life stage) 

組

三、研究支援設施(Research Support Facilities)
(一) 動物實驗室 (Animal Facility)
(二) 放射線同位素研究室 (Radioisotope Laboratory)
(三) 正子醫學中心 (Positron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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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 (二)

===========================================================

〝我們經由實際研究的結果，擬定因應對策，並試圖將此成

果，充分地推廣至個案的家中，並針對老人個案及其主要照顧

者，提供最適當的教育，最基本的方法，最經濟的步驟，以達

成最有效的照護成果。〞

高橋 龍太郎 博士 (Dr. Ryutaro Takahashi, M.D., Ph.D.)

July 25, 2011,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2011年7月25日(週一)。

參訪地點：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之社會與人文

科學研究領域 (Research on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單位。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該研究所簡報資料、該研究所網頁

(http://www.tmig.or.jp/)。

儘管個人過去所學之專長為神經科學、精神醫學與醫務管

理學，但由於個人本次參訪主要是以考察「長期照護制度下老

年精神疾患之照護策略」為主題，遂由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

所長Dr. Hideki Ito安排，指定由該所副所長Dr. Ryutaro Takahashi 
所主持之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領域為主要之參訪目標。高橋龍

太郎副所長是位風度翩翩、學有專長且行事嚴謹的日本學者，

他在與我個人一連串的電郵 (e-mail) 聯絡往返後，針對我個人的

參訪行程，做了系列完整的安排。



�0 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首次來到「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進入這個有近�0年

歷史之四層樓長型建築時，在其大量書櫃及研究物品遍佈各層

走道與長廊，昏黃燈光間瀰漫，空氣裡盡是書券氣息之際，一

時間反應不過來，感覺就身在早期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時的台大

醫院舊址中，確有＂似曾相識感 (De Ja Vau) ＂的錯覺 (圖�-�，

圖�-�及圖�-�)，彷彿時光倒轉，令人莫名感動。

圖�-�　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門前區域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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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室內一樓走道樓梯間

圖�-�　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所室內四樓走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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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時分，由修一小淵博士 (Dr. Shuichi P Obuchi, PT, 
Ph.D.)(圖�-�) 開始介紹他的研究範疇。

Dr. Shuichi Obuchi 是屬於人力照護研究團隊 (Human Care 
Research Team)的研究學者。該團隊的研究主軸主要有三個主

題，分別是：

1. 發展居家照護支持系統 (Development of home care 
support system)

2. 生理及心理依賴之確認 (Clarifica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pendence)

�. 臨終照護之研究 (Study on end of life care)
東京都老人醫學研究所人力照護研究團隊 (Human Care 

Research Team) 的研究，首先以發掘實際應用技術，運用於居

家照護品質，藉以達到支持老人 (support for the elderly)、支持

照顧工作者 (support for caregivers) 與支持社區 (support for the 
community)。其次是分析並了解，不同生活事件與健康衰退對

於照顧需求的影響，包括是否需要強照護、甚或住院治療的積

極評估與政策規劃。然後則是應用務實的方法與策略，支持並

指引老人個案及其家屬，真實地面對其臨終議題。



第三章　日本東京都老年醫學研究機構暨所屬醫院參訪 ��

圖�-�　修一小淵博士 (Dr. Shuichi Obuchi) 與作者

Dr. Shuichi Obuchi 指出，Dr. Ryutaro Takahashi 是這個研究

團隊的靈魂人物，根據他們團隊 200� 年的研究成果顯示，在

居住於大東京區域的老人中，��% 表示當他們生病或需要照護

時，他們的願望是選擇待在自己家中。為此，該研究團隊該團

隊積極投入改善老年失智症個案之居家環境，確保這些老年失

智症個案於其家中可以安全生活，並強化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

照護中心得以發揮功能，因而改進整體社區對於受虐老人或是

獨居老人的反應與處遇機制。最終得以發展出一套復健與防治

模式，降低個案在家中對長期照護的依賴，並且減輕家中照顧

者負擔。

這個下午的討論與觀察，確實發人醒思。東京都老人醫學

研究所人力照護研究團隊是個十分務實的團隊，他們經由實際

研究的結果，擬定因應對策，並試圖將其成果，充分地推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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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家中，針對老人個案及其主要照顧者，提供最適當的教

育，最基本的方法，最經濟的步驟，達成最有效的成果。這應

該是我們要加緊學習的觀念，經由生活化的衛教資訊與務實指

導，或許於老人個案家中即可解決許多生活問題，防範未來可

能之疾病或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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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 (三)

===========================================================

〝如果能鼓勵老年市民增加對社區的參與及貢獻，不論是老人

本身或是社區群體都將更為健康。〞

新開 省二 博士 (Dr. Shoji Shinkai, M.D., Ph.D., M.P.H)

July 26, 2011,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 2011 年 7 月 26 日(週二)。

參訪地點：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之社會與人文科

學研究領域單位。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該研究所簡報資料、該研究所網頁

(http://www.tmig.or.jp/)。

是日參訪的研究團隊為社會參與及社區健康 (Research team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Health)。上午時間，原定

將與 Dr. Shoji Shinkai 對話，並進行討論，惟因故改在下午進

行，上午時間則先與藤原佳典博士 (Dr. Yoshinori Fujiwara, M.D., 
Ph.D.) (圖�-1)進行討論。Dr. Yoshinori Fujiwara 當日的介紹主要

是以老人個案的社區參與為主題。Dr. Yoshinori Fujiwara 指出，

他們的研究目標為：1) 澄清並確認老人個案於終老時期，決定

其社區參與的相關因子為何；2) 發展策略，改善老人個案的社

區參與狀況；�) 建立處遇指引，預防老人個案遭受社會隔離 
(social isolation)。

Dr. Yoshinori Fujiwara 以他們的一個研究成果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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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老人個案遭受社會隔離的嚴重性及其可能之防範策略。在這

份研究中，Dr. Yoshinori Fujiwara 及他們的研究同仁針對200位

志願參加研究計劃的老人個案進行調查，Dr. Yoshinori Fujiwara 
以志工參與模式，讓各個學有專精，或是充滿社會智慧的老人

個案，組成多個志工團隊，深入社區學校中，由他們自行討論

與製作教材戶設計課程，針對已下課但仍留在學校的安親班學

生，進行不同層次的經驗傳承，獲得熱烈的迴響。Dr. Yoshinori 
Fujiwara 的團隊也成立了一個社區參與之活動課程，讓每個出席

的老人個案得以享受運動，進行社區聯誼。然後，Dr. Yoshinori 
Fujiwara 及其團隊再依照流程，評估此些活動對社區老人個案的

影響程度。進而了解社區老人個案參與者之健康狀態、隔代間

之交互關係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甚或是社區老人個案

之生活福祉。這的確是一項令人感動的辛苦研究工作，經由對

社區老人個案的積極教育與社區拓展，讓社區老人個案得以傳

承他們的智慧寶藏給與年輕之下一代，如果能順利持續進行，

社區老人個案對整個社區的貢獻，影響將不可言喻。

下午時分，開始與 Dr. Shoji Shinkai 對話討論。

新開省二博士為本研究團隊之領導研究人員，Dr. Shoji 
Sh inka i  及其研究團隊研究的研究著作相當豐富，近五年 
(200�-2010) 發表之研究報告共1�篇，主要研究範疇為社會

參與及社區健康 (Research team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Health) 研究成果。研究主軸有二：一是老年市民

的社區參與貢獻之研究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by 
Senior Citizens)，另一則是社區老人個案老化與衰弱之初級預防 
(Primary prevention of Aging and Frailty in Communities)。而 Dr. 
Shoji Shinkai 及其研究團隊研究目摽有：1) 擬訂策略，並提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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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促進老年市民對社區的參與及貢獻，特別是針對居住在城

市區域的老人個案而言；2) 擬訂策略，並提出方法，促進居住

於社區中老人個案的健康。

Dr. Shoji Shinkai 指出，由於日本社會老化快速，許多人們

由職場退休，返回其居住之社區生活。基本上，這群退休的日

本人身體尚稱健康，亦有活力動能。他們亟需轉換他們脫離職

場後的社會角色，並且於他們必須重新生活的社區中，建立新

的社會關係與人際網絡。因此，Dr. Shoji Shinkai 及其研究團

隊的研究方針即是去找尋或發掘這些新退休人士在調整他們的

社區生活時的關鍵因子為何，因而得以提出新的發展模式或方

法，協助他們於社區中平順地完成他們的角色置換過程。

其次，為了建立策略，提出方法，促進居住於社區中老人

個案的健康，Dr. Shoji Shinkai 及其研究團隊也進行了以社區為

研究基礎的健康老人及其身體狀況的流行病學調查，這些研究

的探討主題有：1) 調查並定義社區中，老人個案衰弱 (frailty) 狀
態的流行病學調查，評估新型防治老人個案衰弱的計畫是否合

宜或是有其效用；2) 建立資料，評估以完善社區照護為基礎的

老人個案，其失能發生率是否得以降低；�) 確認臨床流行病學

的某些特殊生物因子，例如 β2 microglobulin 等，是否可以成

為老化現象的生物追蹤因子。

Dr. Shoji Shinkai 多次強調，他與他的研究團隊重視的是團

隊合作，所有他們的研究成就與對社區的貢獻，皆是整個團隊

成功的舵手。他們的研究結果，將直接貢獻允政策制定者，作

為公共策略擬定的參考依據，共同促進老年市民對社區的參與

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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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 (四)

===========================================================

〝若能早期發現失智症與憂鬱症老人個案之認知功能障礙與損

傷，方可及時與適當提供治療與處遇，才能促使失智症、憂鬱

症與其他精神疾病之老人個案得以有尊嚴地、有意義地且輕鬆

地生活於他們的社區中。〞

粟田 主一 博士 (Dr. Shuichi Awata M.D., Ph.D.)

July 27, 2011,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 2011年7月27日(週三)。

參訪地點：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年醫學研究所之社會與人文科

學研究領域單位。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該研究所簡報資料、該研究所網頁

(http://www.tmig.or.jp/)。

依照時程的安排，是日上午將與「東京都市立老人醫學研

究所」之老人獨立促進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Promoting 
Independence of the Elderly) 的研究領導人員粟田主一博士 (Dr. 
Shuichi Awata M.D., Ph.D.) (圖�-10)碰面討論他們研究團隊的研

究主題與內容。Dr. Shuichi Awata 原是服務於日本東北區域之

仙台市，亦為臨床之精神科醫師。近兩年始由仙台轉至東京現

址，繼續其老人精神醫學之研究志業。

Dr. Shuichi Awata 領導之團隊，主責在於「促進老人獨立生

活」。為達此ㄧ困難之目標--促進老年人獨立自我照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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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huichi Awata 與其研究團隊的研究領域主要在於預防老人

在遲暮之年時之身體與心智的衰退。經由多重且嚴謹地整理臨

床危險因子之研究數據，該研究團隊逐漸發展出不同的預防策

略，藉以減輕或降低此些危險因子對老年個案之傷害。各個公

立機構或是私人企業，在瞭解此些防治措施，並進行適當調整

後，皆能有效地降低老人個案受傷的風險。現階段Dr. Shuichi 
Awata 與其研究團隊的研究主題主要有三個主軸：

1. 促進肌肉骨骼老化防治 (Promotion of Prevention of 
Musculoskeltal Aging)

2. 促進長期照護依賴防治 (Promotion of Prevention of 
Dependence on Long-Term Care)

�. 促進失智症與憂鬱症之防治與處遇  (Promotion of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Dementia and Depression)

現階段強調的研究方向為：

1. 發展以社區為主體之失智症與憂鬱症之防治與處遇計

畫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rograms for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dementia and depression)

2. 發 展 評 估 個 案 認 知 功 能 與 生 活 福 祉 之 運 用 計 畫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measurements for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mental health wellbeing)

�. 發展以社區支持為主體之失智症、憂鬱症與其他

精神疾病之老人個案防治與處遇計畫  (Research on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support 
systems for elders with dementia, depression,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s)：為了建立一系列的有效防治策略，

Dr. Shuichi Awata 與其研究團隊逐漸發展出多種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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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為基礎的計畫。舉例而言，Dr. Shuichi Awata 與其

研究團隊藉由不同的認知功能評估測量工具，得以早

期發現失智症與憂鬱症之老人個案的認知功能障礙與

損傷，以期可以及時與適當提供治療與處遇。此外，

為了使失智症、憂鬱症與其他精神疾病之老人個案得

以有尊嚴地、有意義地且感覺輕鬆地生活於他們的社

區中，Dr. Shuichi Awata 與其研究團隊將致力從事多重

面向之研究，以建立完整的社區支持系統，並持續提

供失智症、憂鬱症與其他精神疾病之老人個案在預防

醫學與醫療照顧的相關資源與協助。

圖�-10　粟田主一博士 (Dr. Shuichi Awata) 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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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與Dr. Shuichi Awata 及其研究團隊討論後，Dr. 
Shuichi Awata 又將我引見於平野浩彥博士 (Dr. Hirano Hirohiko, 
DDS, Ph.D.)。Dr. Hirano 現階段也是服務於「東京都老人醫院

與老人醫學研究所」之促進老人獨立研究團隊 (Research Team 
for Promoting Independence of the Elderly)，而其主要的研究方

向為：1) 針對�0歲以上老人個案之肌肉骨骼系統逐漸脆弱及衰

老，找尋有效之解決方案；2) 避免�0歲以上老人個案合併出現

逐漸自我照顧功能退化狀況；�) 最終得以預防�0歲以上老人個

案終生依賴長期照護。

正是為了達成「預防老人個案終生依賴長期照護」這個目

標，Dr. Hirano Hirohiko 及其研究同仁將其心力專注於探討老

人個案的老人症候群 (geriatric syndrome) 的防治。由於老人症

候群是老人個案前驅症狀，甚至是誘發因素，有效防治老人症

候群或許可以降低老人個案對長期照護的終生依賴。他們的研

究領域包括：1) 改善並預防老人個案的失能情形 (improvement 
and prevention of functional disability)；2) 改善老人個案的飲食

與營養狀態 (prevention of malnutrition)；�) 口腔衛生保健 (oral 
care)。

Dr. Hirano Hirohiko 及其研究同仁的目摽是找出可能引發

上述狀況的相關危險因子，並探討相關防治策略。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Dr. Hirano Hirohiko 及其研究同仁在專注於確認可能

導致老人症候群之相關危險因子的同時，他們也發展出一套科

學的篩檢方法，得以精確地發現相關危險因子，並且設計發展

特殊處遇計畫，加以改善與防治。正式經由這些完整的求證過

程，他們一步一步地朝向「分析造成老人個案對長期照護終生

依賴的相關因素，並建立預防機制」的大目標前進。Dr. Hir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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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ohiko 及其研究同仁自我期許將其研究成果，回饋轉化為適

當政策，鼓勵並協助身心健康之老人個案能夠自由自在地生活

在他們長住的社區中，降地或避免對長期照護的需求。如此一

來，將可更進一步地降低對醫療保險的過分使用與消耗，因而

降低相關費用的支出。Dr. Hirano Hirohiko 及其研究同仁亦也致

力於開發一種模式，將以預防醫學為主軸之照護行為，深植於

以社區為發展為基石的長期照護保險中，充分將研究心得、臨

床實務及第一線工作者之經驗，與政策制定者、醫療提供者、

專家學者們，甚或社會大眾，進行溝通了解，讓大家共同參

與，一起面對問題，提出解決策略。

整個下午，我個人就在Dr. Hirano Hirohiko 及其研究同仁

的研究討論中度過，腦海中重複地出現他們的魔術語言：「疾

病預防、健康促進、社區支持  ( 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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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國家醫學研究機構與所屬醫院參訪

第一節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

〝或許您們已經聽過一曲名為「在世界的唯一的花」的歌曲。

然這個國家醫學中心也許就真正地稱得上是「世界唯一的精神

醫學和神經醫學中心」的那朵唯一的花了。〞

理事長 桶口 輝彥 博士 (Dr. Teruhiko Higuchi, M.D., Ph.D.)

July 28, 2011,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 2011年7月28日(週四)。

參訪地點：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NCNP)。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該醫學中心簡報資料、NCNP網頁

(http://www.ncnp.go.jp/english/index.html)。

在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人醫學研究所的 Dr. Shuichi Awata 熱
心地安排下，是日我們ㄧ同前往「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

究中心」進行參訪。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位於東京都小平市 
(Ogawa-Higashi, Kodaira, Tokyo)，Dr. Shuichi Awata 與我搭乘地

鐵西武拜島線 (Seibu Haijima-Line of Seibu Tamako-Line) 前往，

需時約一小時，在萩山站 (Hagiyama station) 下車，然後再步行

約十分鐘後抵達。小平市是個寧靜的中型城市，步行其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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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部分了解日本這類城市住民的真實生活，是個相當不錯的體

驗 (如圖�-1)。但也關心東京都週遭城鎮住民，若有神經疾病或

是精神疾病需要來此就醫時，或許會有些不便利。

圖�-1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的入門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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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圖�-2，圖�-�) 
後，在Dr. Shuichi Awata 的引見下，我們ㄧ同與該中心的總裁(理
事長) 桶口輝彥博士 (Dr. Teruhiko Higuchi, M.D., Ph.D., President 
of NCNP) 會面。Dr. Teruhiko Higuchi 是位日本神經醫學的大

師，Dr. Shuichi Awata 在年輕從醫學習時，都曾接受 Dr. Teruhiko 
Higuchi 的指導，是非常令人尊敬的長者，他親自為我們簡報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並安排我們全日參訪該中心。

NCNP 現階段的組職，可分為下列幾各部份：

一、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 (National Center Hospital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二、國家神經科學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三、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圖�-2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鳥瞰圖

(摘錄自NCNP網頁)



�� 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圖�-�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所屬醫院正門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尤其特殊的歷

史淵源，Dr. Teruhiko Higuchi 非常仔細地娓娓道來，為篇幅考

量，僅摘要簡述如下 (摘錄自NCNP網頁)：

第一部份：國家中心醫院 (National Center Hospital)簡史

1��0年12月： 日本政府為殘疾軍人成立了武藏 (Musashi) 療
養院。

1���年12月： 武藏 (Musashi) 療養院改制隸屬於衛生福利部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並開始成

為國立之武藏 (Musashi) 療養院。

1���年1月： 國立武藏 (Musashi) 療養院附屬的神經學研究

中心 (Neur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Musashi Sanatorium)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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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10月： 國立武藏 (Musashi) 療養院、其神經學研究

中心 (Neur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Musashi Sanatorium) 和國家心理健康實驗室 
(National Mental Health Laboratory) 三者合併

成為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200�年 �月1日： 改名為國家神經和精神醫學中心醫院 (National 
Center Hospital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2010 年�月1日： 改名為國家中心醫院 (National Center Hospital, 
NCNP)。

第二部份：國家神經科學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簡史

1���年1月： 國立武藏 (Musashi) 療養院之神經學研究中

心 (Neur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Musashi Sanatorium)。

1���年10月： 改名為國家神經科學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第三部份：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簡史

1��2年1月： 國家心理健康實驗室 (National Mental Health 
Laboratory)成立。

1��0年10月： 增設成立「發展障礙疾病部門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1���年： 增設「精神復健醫學部門  (Depar tment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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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 增設成立「老年心理學部門 (Department of 
Psychogeriatrics)」。

1���年10月： 改名為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1���年10月： 增設成立「身心醫學研究部門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年�月： 智能不足部門 (Mental Retardation Department)
併入發展障礙疾病部門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0�年10月： 增設成立司法精神醫學部門 (Department of 
Forensic Psychiatry)。

200�年�月： 遷移至東京都武藏 (Musashi) 地區。

第四部份：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簡史

1���年10月1日： 國立武藏 (Musashi) 療養院、其神經學研究

中心 (Neur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Musashi Sanatorium) 和國家心理健康實驗室 
(National Mental Health Laboratory) 三者合併

成為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1���年�月1日： 千葉縣之國立國府台 (Kohnodai) 醫院併入國

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200�年�月1日： 日本國際醫學中心 (Interna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Japan) 合併國立國府台 (Kohnodai) 醫院。

現今之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NCNP 的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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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列幾各部份：

一、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 (National Center Hospital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二、國家神經科學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三、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日本國家醫學研究中心總裁 Dr. Teruhiko Higuchi 對於「日

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的成立，有著極深刻的感

觸。Dr. Teruhiko Higuchi 解釋著說：或許您們已經聽過一曲名為

「在世界的唯一的花」的歌曲。然這個國家醫學中心也許就真

正地稱得上是「世界唯一的精神醫學和神經醫學中心」的那朵

唯一的花了。當然，世界上的確是有其他類似的醫學研究機構

存在。例如，位於德國慕尼黑的 Max Planck 研究所便是其中之

一。然而德國慕尼黑的這個研究所，主要研究主題為憂鬱症，

且所有憂鬱症個案皆在其醫院接受治療。精神科疾病因此得以

廣泛且深入地在該院進行研究，然其卻無神經科疾病之相關研

究。同樣的，美國的國家心理健康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 NIMH)，也是單獨地以研究精神科疾病為主要領

域之研究機構。因此，這個醫學中心是非常獨特和罕見的研究

機構，它針對精神疾病、神經疾病、肌肉疾病和發展疾病的個

案，在同一個醫院及研究所內容，進行治療與研究。

Dr. Teruhiko Higuchi 進一步地說明：日本國家醫學中心的

使命是研究調查重要疾病的起因，建立治療方法和開發照護模

式。強化基礎醫學研究，亦正是國家醫學中心的使命之一。我

們將做更多努力，經由二個機關，包含研究機關(國家神經科學

研究所與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和醫院單位(國家神經和精神醫學

中心醫院)的密切合作，以達成國家醫學中心的既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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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Dr. Teruhiko Higuchi 強調，在過去幾年中，有關本

醫學中心未來的概念問題，業經談論多次，最後終於底定了。

基於這個嶄新的概念，新的臨床醫院建築，將於近年內陸續完

成。儘管本醫學中心在 2010 年時，已成功地轉型成為一家獨立

公司企業。但是，本醫學中心將繼續扮演國家醫學中心的角色

與作為：關於神經科與精神科疾病的治療和照護、神經醫學和

肌肉疾病和發展性疾病，本醫學中心將設法開發更好的治療方

式和提供最尖端的醫學資訊。同時，本醫學中心也提供醫師及

醫事人員專門之醫療訓練。 
Dr. Teruhiko Higuchi 深信：「我們將竭盡所能地共同合作，

在企圖征服大腦，心靈和肌肉疾病的同時，深刻瞭解體會日本

國家醫學中心的嶄新概念。我們非常感激國人的熱情支持與誠

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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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之國家心理健

康研究所

===========================================================

〝經由全面、完善及整合之精神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社會

福利和社區衛生服務的研究，提升廣泛社會大眾的心理衛生健

康。〞

心理健康研究所 加我 牧子 博士 (Dr. Makiko Kaga, M.D., Ph.D.)

July 28, 2011,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2011年7月28日(週四)。

參訪地點：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之國家心理健康

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該醫學中心簡報資料、NCNP網頁

(http://www.ncnp.go.jp/english/index.html)。

在結束與 Dr. Teruhiko Higuchi 的討論後，緊接著我們轉

往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的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進行參訪。由該所所長Dr. 
Makiko Kaga 親自接待與簡報。Dr. Makiko Kaga 是位非常優雅

的博學女士，她以和藹的語調，娓娓地介紹她所內的現在的組

職與工作內容 (圖�-�)。
Dr. Makiko Kaga 說明，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於1��2年設

立，主要目的是在經由全面、完善及整合之精神醫學、心理

學、社會學、社會福利和社區衛生服務的研究，提升廣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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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的心理衛生健康。並藉此對精神健康從業專門人員進行即

時的繼續教育。1���年10月，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因時代需

求，併入了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以便對社會大

眾之精神健康，作更有效之貢獻。

圖�-� 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長 加我牧子 博士(圖中)、Dr. 
Shuichi Awata (右一)與作者(左一)

現階段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擁有各種多樣之研究領域，從

生物醫學 (biology)，臨床醫學 (clinical medicine)，到對促進有效

制定全國心理健康政策之行政科學，皆有所涵蓋。國家心理健

康研究所由11個部門和1個自殺預防中心組成。國家心理健康研

究所在精神健康從業專門人員的教育方面，持續提供各個精神

及心理健康領域，適當與最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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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kiko Kaga 並就以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各個部

門，進行摘要說明 (摘錄自NCNP網頁)：

一、心理健康政策暨評估部門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Policy and Evaluation)

心理健康政策暨評估部門成立於1���年10月，藉以整合

所有關於精神健康政策的研究主題。這個部門的角色有三： 
1) 監督研究 (monitoring research) --觀察與分析精神健康和社會

福利的現況及相關政策的效率； 2) 臨床流行病學研究 (clinical 
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 提供與臨床精神醫學相關之研究方

法和在其領域進行合作經驗分享的之研究主題；和 �) 政策研究 
(policy studies) -- 收集和分析以解決精神健康和社會福利為核心

目標之研究資料。這三個面向是針對精神健康和福利政策的現

況與效率之評估，為臨床精神健康工作的科學量化評估，並對

效率計量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二、身心醫學部門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當人處在重大之壓力下時，心理狀態可經由緊張，免疫和

內分泌系統，影響身體，導致一定程度的身體病症。另外，心

理狀態亦可將對各種知生理之變化，作用於身體，產生異狀不

適。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身心醫學部門針對臨床和基礎研究

導入身心醫學，目標集中於身體疾病密切相關之精神壓力疾

患、飲食疾患和與生活方式有關之疾患。身心醫學部門除探討

病因與致病機轉外，也研究這些情况之病理學。並根據這些研

究發現，致力開發有效治療方法與和預防措施。

三、成人精神科部門 (Department of Adult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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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成人精神科部門負責執行及處遇下

列四個面向之精神創傷： 1) 認知行為治療的臨床研究，例如創

傷後症候群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或複雜悲慟的心

理治療與藥物治療； 2) 發展針對災難精神醫學與司法精神醫學

(犯罪受害者)之有效支持系統，透過對自然災害所在地與現場的

觀察，以及在災害後心理變化結果的流行病學勘測，並且在日

本政府內閣辦公室主持之委員會指導下，累積相關專業知，提

供政府機構與研究機構了解； �) 進行汽車事故與家庭暴力受害

者之追踪研究，以便在綜合醫療機構和緊急醫療單位中，建立

受害者的精神狀態評估和持續服務； �) 經由研究睡眠對於記憶

之作用與影響，合併與腦部功能造影之變化，配合腦電波和腦

組職之脫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生物分析方法，研究關於 PTSD 之
於神經系統所造成之記憶創傷的致病原理。國家心理健康研究

所的成人精神科部門並積極整合上述研究成果，適當地製作教

材，運用於社區專業訓練研討會、擬定治療指引和建立支持活

動等，供社會大眾及專業同仁參考。除此之外，該部門亦研究

如何減少精神創傷對精神分裂症個案和其他精神疾患之影響。

四、社會精神醫學科部門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iatry)

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社會精神醫學科部門於精神醫療業

務中主導辦理"健康服務研究 (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以評

估及改進精神疾患之照護品質。主要著重於下列三個領域： 1) 
衛生政策研究(包括支付系統、自殺防治與研究評估)； 2) 健康

管理研究(包括照護品質及病人安全管理)；�) 以身體疾病(即心

臟病疾病，糖尿病等) -- 共病性 (comorbidity) 的研究。自200�
年起，社會精神醫學科部門開始一個全國性之研究主題-慎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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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抗精神病藥物處方，並於緊急醫療單位和急性病房，儘可

能降低精神病人之約束情形。此一類型之合作，無疑地為臨床

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間建立了一個國際性之平台及改進的驅

動能量，提供未來擬從事多中心臨床研究 (multi-centre clinical 
research) 之專業人員運用。

五、發展障礙精神醫學部門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發展障礙精神醫學部門主旨是針

對發展障礙疾病，例如致能不足 (mental retardation)，自閉症 
(autistic disorder)，學習障礙 (learning disorder)，注意力障礙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以及其他影響認知功

能之神經性疾病 (other neurological diseases affecting cognitive 
functions)，進行確切之病因調查、診斷、治療與照護。關於更

高層之大腦皮質作用的研究與相關復健計畫的拓廣，該部門亦

持續進行。

六、司法精神醫學部門 (Department of Forensic Psychiatry)

司法精神醫學部門為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新近成立之第11
個部門。該部門包括三個部分： 1) 監控系統實驗室； 2) 治療與

復健實驗室； �) 分析評估實驗室。本司法精神醫學部門為日本

近期建立之司法精神健康服務系統之前驅單位。

七、藥物成癮研究部門 (Department of Drug Dependence 

Research)

藥物成癮研究部門部門的主要工作包括研究、教育訓練

和參與社會暨社區活動。研究主題包括： 1) 瞭解日本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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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濫用或依賴之流行病學研究；  2) 關於與甲基苯丙胺相

關 (methamphetamine-related) 的精神疾患和與有機溶劑相關 
(solvent-related) 的精神疾患之臨床研究； �) 關於毒物成癮之生

物和行為之藥理學研究。該部門針對臨床醫師、護士與其它醫

事人員，定期舉辦關於毒物成癮之教育訓練及研討會。社會暨

社區活動則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各類政府部門和非營利

組職合作，支持辦理準備藥物成癮教育材料，並為相關研究活

動提出建言。

八、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部門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部門運用跨學科的方法，以縱向

和橫向方法描述自閉症疾患類疾病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該部門之研究計畫包括： 1) 從初期到成年，針對 ASD 
的診斷和治療的長期研究； 2) 對 ASD 社會發展的相關研究； �) 
針對有行為障礙之兒童及青少年，進行診斷、治療和支持系統

的研究； �) 針對有強迫性疾患之兒童及青少年，進行評估與研

究； �) 針對兒童及青少年之社會表達能力或技巧，進行多面向

評估工具的研究。

九、神經精神藥理學部門 (Department of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在迅速老化的日本社會中，神經精神藥理學部門執行

各 類 與 老 化 相 關 之 精 神 疾 病 之 研 究 ， 特 別 聚 焦 於 憂 鬱 症 
(depression)，適應障礙 (adjustment disorders)、及自殺 (suicide) 
等範疇。神經精神藥理學部門的研究方案多著重於精神藥理學 
(psychopharmacology)、生理、心理及流行病學之預防醫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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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該部門也致力發展實證醫學之診斷依據、臨床指引和治療

方式。

十、精神生理學部門 (Department of Psychophysiology)

精神生理學部門聚焦於探討與澄清各種各樣之心理功

能，例如人的意識 (consciousness)、認知 (cognition) 和情緒 
(emotion)，並且依據睡眠及腦科學之生物節奏活動，進行研

究，藉以發展改善心理健康之診斷和治療技術。該部門之主要

研究領域包括： 1) 失眠的診斷和治療； 2) 生物節奏疾患之病

理學研究，及生物節奏之基礎研究； �) 睡眠習性、失眠和情緒

障碍疾患之流行病學研究； �) 針對失眠和憂鬱症之藥物學和非

藥物學的治療方法研究，諸如光治療 (bright light) 與睡眠剝奪 
(sleep deprivation) 治療等。

十一、精神復健部門 (Department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精神復健部門的主要重點為將治療模式由以醫院為基礎 
(hospital-based) 之精神復健系統，逐漸轉換為以社區為基礎 
(community-based) 之精神復健系統。該部門以實證醫學概念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EBP)，進行精神復健醫療，特別是著

重於社區支持為主，以及庇護支持就業區域之嚴重精神病患個

案和家屬精神衛教 (psycho-education) 工作。

十二、自殺防治中心 (Center for Suicide Prevention)

近年日本自殺率急速升高，必須要有緊急應對策略與防治

措施。200�年�月，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自殺防治中心由焉

成立 (圖�-�)。本自殺防治中心的使命是防止自殺和為倖存者提

供支持，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幫助社會大眾過著健康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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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遠的生活。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自殺防治中心包括三個部

分：1) 自殺流行病學，參與對自殺和與自殺相關的行為的流行

病學研究；2) 自殺防治，對倖存者及其親屬進行教育及訓練，

從事相關計劃之調查和研究等；�) 對自殺的醫學研究，尤其是

加強研究可能影響個案自殺之精神疾病等。

圖�-�　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自殺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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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所屬醫院

===========================================================

〝我們的使命是「在尊重病人權益的前提下，提供個案高品質

的醫療服務與照護」。〞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所屬醫院

副院長 安西 信雄 博士(Dr. Nobou Anzai, M.D., Ph.D.)

July 28, 2011,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 2011年7月28日(週四)。

參訪地點：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之所屬醫院。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該所屬醫院之簡報資料、NCNP網頁

(http://www.ncnp.go.jp/english/index.html)。

最後，我們參訪了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 
(National Center Hospital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由該中心

所屬醫院的副院長 Dr. Nobou Anzai 帶領我們進入醫院，暸解其

運作。Dr. Nobou Anzai 是位學養兼備的精神科醫師，儘管多少

已有些歲月的痕跡，Dr. Nobou Anzai 依然神采奕奕地介紹國家

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 (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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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所屬醫院入門口

圖�-� 日本國家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所屬醫院副院長 安西
信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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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是日本的六個國家醫學研

究中心之一。日本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提供在精

神醫學，神經醫學，肌肉醫學和發展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的最

新領域。日本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有效且廣泛地

針對這些疾病，進行尖端研究與計畫性介入。日本國家神經暨

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的使命是「在尊重病人權益的前提下，

提供個案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與照護」。 另外，日本國家神經暨

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亦非常重視病人家屬，緊密地與家屬站

在一起，協助個案家屬瞭解個案之疾病狀況，面對可能造成之

傷殘，以便使個案得以享有良好的生活品質。

“日本國家神經醫學暨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總是誠摯地

接納病患及其家屬＂，醫院副院長Dr. Nobou Anzai 一再強調說

明他們的信念。

日本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新的醫院業已於

2010年完成。該新院區包括二個主要大樓建築；其一是嶄新之

兩層的門診建築，臨床試驗中心和實驗室，復健醫學部和放射

學部；其二是有�00張病床之全新五層醫院大樓，包括1�0張精

神科病床及2�0張神經科、小兒科神經科與神經外科之病床。高

階科技診斷儀器、新型治療方式和臨床研究一應俱全。

日本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具有下列多個醫療

部門 (Department) (摘錄自NCNP網頁)：

一、門診部門 (Department of Outpatient Clinic)

門診部門平均每天有超過�00名病患需要獲得到醫療照顧。

門診部門提供所有必要的醫療衛生保健所需之業務，包括診

斷、治療與復健，以符合病患的各式需求，諸如各種各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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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神經疾病和肌肉疾病。除了服務規則門診的病患之外，

門診部門也提供各式各樣的專業診療：癲癇症、老年失智症、

憂鬱症、學習障礙、睡眠障礙、神經肌肉疾病、先天新陳代謝

疾病、線粒體疾病、震顫痲痺症症、神經小腦退化症、巴金森

氏症、周邊神經病變、多發性硬化症等神經科及神經外科治療

方式、復健治療及日間照護。

二、第一部門 (1st Department) – 精神醫學部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精神醫學部提供即時性與短期性之高水平的住院治療，以

方便處理配合衛生保健計劃之社區個案。當其他醫療機構無法

適時提供充分藥物治療時，精神醫學部門精神醫學部門將可提

供原始與良好的檢驗技術進行適當檢查，特別是針對老年失智

症個案，癲癇症個案、慢性酒精和藥物成癮個案之專業治療模

式。另對於嚴重型之憂鬱症個案，精神醫學部亦可進行調整後

之電氣痙攣治療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CT)。每

年大約有 �00 名病患入住精神醫學部，接受治療。精神醫學部

也參與東京都市政府的緊急精神服務系統。同樣的，司法精神

醫療業務也於200�年�月開始運作。 

三、第二部門 (2nd Department)

這個部門包括了神經科、兒童神經科、神經外科、手術暨

復健醫學科等部門。共有六個病房區，包括二個收治肌肉萎縮

症個案的病病房；二個收治嚴重行為和智力傷殘個案的病房；

一個收治神經疾病個案，例如 Parkinson's 疾病和多發性硬化症

個案的病房；以及一個收治神經外科疾病和復健醫學的病房。

每個臨床科室部門皆與神經科學研究所充分合作，為病患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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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非常專業的診斷評估與醫療照護。

四、外科部 (Department of Surgery)

外科部門可以進行所有的外科手術，諸如神經外科、骨科

和一般外科。外科部門亦可進行神經肌肉切片檢查(與神經科與

小兒神經科合作)和調整後之電氣痙攣治療法(精神科)。另神經

外科亦可依據先進神經影像學技術，針對癲癇症個案進行手術

治療。而功能性神經外科手術，例如以深層大腦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 方式，治療巴金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 個
案，也是外科部門主要的工作項目。

五、放射線科部門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放射線科部門配備為數甚多的現代診斷技術裝備，包括

computed radiography (CR)，fluoroscopy，X-ray CT，ultrasound 
sonography  (US)，cerebral angi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以及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gy  (PET) 等先進醫

療儀器。所有數據皆經由一台高容量圖像服務器，處理轉化為

數位影像，並立即保存。放射診斷技術與臨床醫師密切合作的

成果，使得精神科和神經科疾患個案的疾病狀態，得以早期診

斷，方便臨床醫師，針對各種個案，選擇最適當的治療方式。

六、實驗診斷科部門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實驗診斷科部門負責執行所有的臨床實驗室檢驗。神經生

理學檢查是藉由使用腦電波圖 (electroencephalogram)、誘發電

位 (evoked potentials)，以及腦磁電圖 (magnetoencephalogram) 等
生理實驗診斷技術，確認癲癇個案之腦部病灶所在。實驗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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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部門也評估肌肉萎縮症患者的心肺功能狀態。部門內的病理

學部分則執行神經外科手術後，或是個案去世後解剖之組織病

理切片診斷。部門內的脫氧核糖核酸診斷部分，則可針對肌肉

疾病個案，執行最尖端的肌肉病理學，生物化學和基因學之分

析。

七、復健醫學部門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復健醫學的第一步，即是針對個案的殘障程度，進行適當

的評估，以便施以合宜的復健計畫，盡可能地協助個案克服其

殘障。如果完全復原已是不可能的預期，則另以訓練計畫與持

續支持方式，幫忙個案得以獨立地在社區居住和工作。精神科

的職能治療與臨床醫療，和日間病房工作同仁的介入，配合其

他專業之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和語言治療，神經科疾病個案，

肌肉疾病個案，以及其他神經精神疾病個案皆可獲得最適當之

治療。

八、臨床心理諮商與社會服務部門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Counseling and Social Services)

臨床心理諮商與社會服務部門包括有三個部分： 1) 臨床心

理學部分(心理治療專家)，執行多種之心理測驗，並提供廣泛

深入之心理治療範疇； 2) 諮商部分(兒童諮商顧問，兒童照護

專家)，則針對嚴重運動障礙與智能障礙之個案，進行心理諮商

與支持。其他成員則致力於改善神經肌肉疾病個案之生活水平 
(quality of life, QOL)； �) 社會服務部分則進ㄧ步地提供心理和

社會方式，協助個案以適當的態度，調整應對各式各樣的社會

福利系統，以獲得最大之社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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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藥劑部門 (Department of Pharmacy)

除準備一般常規之調劑工作外，藥劑部門亦針對市面上買

不到之既定商業藥劑產品，進行自行配製藥劑成分，以提供個

案各式的治療藥劑。藥劑部門保證臨床醫療部門可以適當且安

全地獲得最佳的藥劑，以進行療程。藥劑部門提供個案最新、

充分及完整的藥物訊息。

十、護理科部門 (Department of Nursing)

國家神經暨精神醫學中心所屬醫院共有1�個護理單位，包

括�個精神科病房和1個專職收治司法精神科個案的病房、�個神

經科和肌肉疾患的病房，2個嚴重智能障礙的病房，1間手術開

刀室，1間門診中心和1個日間照護單位。護理科部門提供非常

專業和現代之護理照護。許多其他機關的專家學者經常參觀護

理科部門，並且共同討論學習專業的護理照護模型。護理科部

門非常樂意錄取護理學院和護理學校的畢業學生，進行優質之

精神科和神經科臨床護理教育訓練。

十一、臨床研究單位 (Clinical Research Unit)

這個部門主要在進行介入新型藥物開發的臨床試驗。2位

顧問醫師和1�位臨床研究協調員 (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s, 
CRCs)。其中包括�名全職員工(1位藥劑師和2位護士)，配合醫

師工作，共同評估新型藥物的安全和效能，針對病患個案，給

予高度之保密安全，及維護個案的權利。

十二、醫療暨福利諮商單位 (Medical and Welfare Consultation 

Unit)

神經與精神疾病不僅導致個案精神和身體的障礙，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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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生活方式、社會角色和人際關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在醫院治療之慢性精神疾病，神經疾病和肌肉疾病個案，其家

屬在應對個案之每日生活活動中，常會合併出現不同層次之情

緒變化與衝突，急需臨床醫學專家協助解決，以降低彼此間之

身心壓力與解決問題。本單位將適時提出最適策略，引導個案

及其家屬，走出困境。

十三、營養管理單位 (Nutrition Control Unit)

均勻的飲食對維護正常生活之活動非常重要。因為規則飲

食可以適當減少精神科個案之生活壓力，促使其得以面對自

己，迎向完整的人生。營養管理單位總是特別留意個案的用餐

位置、餐具安排及個案伙食的適當溫度。對於有神經疾患的吞

嚥困難個案，營養管理單位同仁將會特別準備適合個案咀嚼或

吞嚥之食物，協助相關個案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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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醫療法人社團醫療照護醫院參訪

失智症病患專門照護醫療機構 - 醫療法人社團翠會和光病院

===========================================================

〝在和光病院，病患不會因為其社經地位不同，而遭受不同的

照護待遇。和光醫院的醫療同仁，皆會謙遜地在其能力範圍

內，竭心努力改善自己的專業工作，提升服務病患的品質。〞

和光病院 院長 齋藤 正彥 博士 (Dr. Masahiko Saito, M.D., Ph.D.)

July 29, 2011, Waco, Saitama-ken, Japan

===========================================================

參訪時間：2011年7月29日 (週五)。

參訪地點：醫療法人社團翠會和光病院 (Wako Hospital)。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和光病院簡報資料、和光病院網

頁(http://www.mhcg.or.jp/groupcompany/post_4.

html)。

是日由井藤佳惠醫師 (Dr Kae Ito, M.D.) 與古田光 (Dr. Furuta 
Ko, M.D.) 陪同，我們參訪了位於東京郊區，屬於埼玉縣和光市

的一所專門照護失智症個案的醫療機構--醫療法人社團翠會和光

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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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失智症病患專門照護醫療機構 - 和光病院

和光病院的簡要說明如下：

醫療法人社團翠會 (Midorikai Healthcare Group) 和光病院 
(Wako Hospital, Japan)。

基本資料：

▓ 設立/ 平成1�年0�月

▓ 院長/ 齋藤 正彥

▓ 診療科目/ 精神科

▓ 病床數/ 2��床

▓ 施設基準/ 老人性認知症疾患治療病棟(老年失智症治

療專門醫院)
▓ 地址/ 〒��1-0111埼玉縣和光市下新倉�-1�-�
■ 網址/ http://www.mhcg.or.jp/groupcompany/post_�.html

【學歷】

東京大學（醫學博士）

【資格】

精神保健指定醫師

日本老年精神醫學會　認定專門醫師‧指導醫師

日本精神神經醫學會　認定專門醫師‧指定醫師

日本老年精神醫學會　理事

日本司法精神醫學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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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病院位於緊鄰東京都近郊之埼玉縣的和光市，就醫個

案與家屬可以搭乘捷運系統之東武東上線、有樂町線及副都心

線，於「和光市站」下車，再於北出口口處，轉搭東武經營之

公車（和光高校循環）線約10分後，於「神明道下」站下車，

徒步�分即可抵達。我們就是依照這個方式，由東京都搭乘捷運

及公車，然後再步行以入。和光病院的院長齋藤正彥博士親自

接待我們，並進行簡報。

和光病院乍看起來位於田園之間 (圖�-1，圖�-2)，外觀門面

整理優美大方，入院大廳怖置典雅細緻，實讓初至和光病院之

個案家屬及訪客，印象深刻。

圖�-1　和光病院外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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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和光病院外觀 (二)

院長 Dr. Masahiko Saito 強調，和光病院是治療照護認知功

能障礙(失智症)個案的專門醫院，成立於西元 2002 年，目前醫

療照護床位共有 2�� 床。和光病院治療處遇各個階段的認知障

礙個案，包括個案的臨床診斷治療，期間家屬的支援協助，與

個案最終狀態的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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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和光病院的醫療範疇

和光病院的使命是：「對於罹患精神疾病之民眾，在合併

身體疾病逐漸老化之際，提供必要的醫療與照護服務」。關於

和光病院的理念 - 真誠、公正與謙卑 - 是既定且必須做為執行醫

療服務之準則。在和光病院，個案不會因為其社經地位不同，

而遭受不同的照護待遇。和光病院的醫療同仁，皆會謙遜地在

其能力範圍內，竭心努力改善自己的專業工作，提升服務病患

的品質。

關於個案及家屬的就醫入院方式，院長Dr. Masahiko Saito說

明，由於和光病院位於郊區，且無急診服務，因此失智症個案

的處遇治療服務，主要是以門診為主。和光病院的門診服務時

間為星期一到星期五，採預約門診制度。和光病院的專業醫師

全為來自國內外之各類專科醫師，進行各式問診與檢驗，包括

頭部電腦斷層檢查及多項血清生化之身體檢驗，以確認個案之

診斷。必要時會安排心理師進行專業心理評估及會談，以瞭解

個案的心理狀態。社會工作師亦會針對個案及家屬進行討論，

以瞭解個案之支援系統，尋求適當的社會資源，加以協助。

如果經過門診評估，個案需要住院治療時，和光病院的醫

療護理同仁則會儘量以個案與家屬的立場來引導個案入院，幫

助個案適應住院的狀況。和光病院的住院病區，從創院建立之

初，就積極採取人性化照護標準，堅持不隔離病患與不約束病

患，病房窗明几淨，寬敞大方 (圖�-�，圖�-�)。在住院病區的個

案，每日由精神科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

師及社會工作師所組成之醫療團隊共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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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和光病院的住院病區 (摘錄自和光病院網頁)

圖�-�　和光病院精神科醫療團隊 (摘錄自和光病院網頁)

院長 Dr. Masahiko Saito 是位懷抱理想的醫療工作者，主張

醫療專業團隊必須採取以「病人為中心」之觀念，針對個案的

狀況，教導並協助個案，履行以其生活及居住為主題之照護理

念，提升其醫療照護品質 (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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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和光病院的復健活動 (一) (摘錄自和光病院網頁)

圖�-�　和光病院的復健活動 (二) (摘錄自和光病院網頁) 

另外，院長Dr. Masahiko Saito 非常重視病人安全，和光病

院的病房設置安排，呈「T」字型，護理站設置於中央，方便觀

察個案活動狀況及需求。病房設施乾淨溫馨，非常重視安全，

床邊及浴廁皆有防範個案跌倒之安全輔具，協助個案上下病床



�� 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及如廁。病房依照個案所需，分別設有四人房、二人房及單人

房。由於和光病院住院之失智症個案，精神狀況較為混亂，且

自我照顧能力較為低落，因此個案之住院費用，主要仍是由醫

療保險系統支付 (自負額可達所有費用之�0%)，而非由長期照護

保險系統支付 (自負額為所有費用之10%)，所以家屬的部份負擔

較多，經濟壓力不可謂不重。

和光病院院長 Dr. Masahiko Saito 更是注重護理及照服品

質，特別將和光病院之護理部門及照服部門分立，由不同的主

管各司其所。

由於護理照顧的品質，是整體醫療照護專業的核心要件。

惟有好的護理照顧信念，才能有好的照護品質。和光病院的護

理基本信念是：「成為個案及其家屬所選擇的好醫院」。而其

基本照護方針有：

一、尊重保護個案的人身尊嚴。

二、提供舒適安全的照護環境。

三、強化本質學能，致力專業研究。

由於和光病院是以照護認知功能障礙個案為主的專門醫療

機構，在處遇這類以失智症狀呈現病情，無法於其原先家庭或

與家人相處生活，而必須轉介來此住院之個案時，各種不同的

照護問題，始終曾出不窮。醫療照護人員必須以更高的照顧技

巧、更強的耐心與更穩的心情，提供失智個案及其家屬最大的

照護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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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和光病院的社區教育服務

為了秉持「成為個案及其家屬所選擇的好醫院」的意念，

和光病院另有一個重要特色 - 非常重視對個案、家屬及社區的教

育 (圖�-�，圖�-�)。不僅和光病院的院長 Dr. Masahiko Saito 於數

年前出版了一本以失智症個案家屬為對象的專書，台灣也有中

文譯本，書名為「當父母老年失智」，日月文化出版，200�年) 
(圖�-�)，提出許多關於失智症個案家屬所須瞭解與體諒的諸多

事宜。Dr. Masahiko Saito 也持續出版教育刊物 (圖�-10)，及辦理

家屬座談會 (圖�-11)，針對家屬於社會大眾，進行認知功能障礙 
- 失智個案的議題之社會教育，以淺顯易懂，圖文並茂，大眾語

言，與個案及其家屬進行對話及溝通。

圖�-�　和光病院的社區教育服務 (一) (摘錄自和光病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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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和光病院的社區教育服務 (二) (摘錄自和光病院網頁) 

圖�-�　和光病院院長 齋藤正彥博士的著作(中文譯本) 

書名：當父母年老失智；作者：齋藤正彥；出版社：日月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山嶽文化出版；初版日期：200�年12
月；ISBN：���-���-�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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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和光病院出版的教育刊物 (摘錄自和光病院網頁) 

和光病院教育刊物：和光病院季刊

圖�-11　和光病院的家屬座談會 (摘錄自和光病院網頁) 

和光病院家屬教育座談會會場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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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和光病院的綜合討論

整體而言，今日參觀位於東京都近郊之綺玉縣和光市，具 
2�� 病床之和光病院。和光病院收治之個案以失智症為主，備

有急性病床與慢性照護病房。醫療工作人員計有� 位精神科醫

師、2位內科醫師、1位皮膚科醫師(兼任醫師)，��位護理人員，

��位照顧工作人員 (care worker)，還有數位社會工作人員 (social 
worker) 等。就整體人員編制而言，約有 1�0 位左右的員工。

住院之失智症個案多安置於醫院內部，持續接受一般常規

的醫療與職能復健 (occupational therapy) 活動，但身體物理復健 
(physical therapy) 似乎並無明顯進行。和光病院不設急診，無法

處理緊急個案 (emergent case)，所有入院個案皆以約診入院方式

收療。至於更老邁的個案，諸如行動障礙或是自我照顧供功能

不佳的病患，會安置於何處？陪同醫療人員的說明是：『大部

分安置私人療養院所，進行長期照護』。

經向陪同醫療人員請教，即使在現今的日本，護理人員與

照服人員仍然非常困難招募，確實是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另由

於參訪時間有限，關於一些重要的醫療照護細節，舉凡院內感

染控制 (infection control)、個案內外科共病性 (co-morbidity) 狀
況的處理，以及個案死亡比率等重要之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問

題，則困於時間緊迫，而無法詳細請教。

和光病院的保險支付，屬於醫療保險系統  ( m e d i c a l 
insurance) 之營運模式為主，而非長照保險支付。日本醫療保險

給付所有費用之 �0~��%，個案之自付費用，則需視個案病情的

狀況而定，通常約在 1�~�0% 之間。惟相關自付費用之差別，

可達 1 0萬日幣至 �0 萬日幣之譜，實非普通家庭所能負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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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陪同醫療人員請益，一般而言，如果每月自付費用在 � 萬日

幣到 1� 萬日幣 (1000 至 2000 美元) 間，普通家庭或許尚能支

撐，然若超過這個範圍，可能就無法負荷。整體來看，個案照

護成本、保險支付制度與家庭經濟狀況，仍是影響整體失智症

個案醫療暨長期照護策略的重要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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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社會福利長期照護機構參訪

第一節　社會福祉法人小茂根鄉

社會福祉法人的社區日間照護機構 -- 小茂根の鄉

===========================================================

〝親愛的板橋老城區的居民們，小茂根鄉社區照護機構將為

您的老年退休生活，提供舒適的全方位服務。我們的專業工作

人員，都會以勇於負責及熱誠有禮的親切態度，努力服務我們

的社區老年長輩們。〞

杉田 美佐子 (小茂根鄉 理事 設施長)

Aug 4, 2011,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 201 1年 8 月 4 日 (週四)。

參訪地點：東京都社會福祉法人小茂根鄉。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小茂根鄉工作人員口述介紹、提

供之單張資料，以及小茂根鄉網頁資料 (http://

komonenosato.com/short.html)

是日與東京都老人醫院與老人醫學研究所的伊東美緒博

士 (Dr. Mio Ito, PhD, RN) 等四人參訪了位於東京市區，比較屬

於日式舊有社區的小茂根社區之社會福祇法人『小茂根の鄉』

(Nursing home & Day care) (圖�-1，圖�-2)。
『小茂根の鄉』的主建築為一�層樓之方正型建築，旁邊

是精神科醫院，也是一家由精神科醫院 (醫療支付系統) 衍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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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家長期照護機構 (長照保險支付系統)。小茂根の鄉是一家

社區日間照護機構，兼具提供短期喘息之住宿服務，對高齡長

者，提供合宜的支持照護服務。

一、小茂根鄉 - 東京武藏野 - 社區照護機構

東京都指定介護老人福祉施設　事業所番號　1��1�002�1
東京都指定短期入所生活介護　事業所番號　1��1�002�1

圖�-1　『小茂根の鄉』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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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小茂根の鄉』的社區接送車輛

  
小茂根の鄉社區照護機構的設置目標是為許許多多社區居

民個案，或因身體疾患殘障，或因心智障礙，亟需居家護理或

是長期照護之協助，惟因故無法獲得適當之常規護理的老年個

案，提供一個合宜且持續照護的環境，引導這些社區居民個

案，迎向充滿溫馨、熱誠洋溢、更為光明的生活。

二、小茂根鄉社區照護機構的照護理念

“針對高品質之福利服務，鼓勵我們的工作同仁一起努

力，提供社區老年居民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1. 提供一個讓使用者信賴、滿意度高、舒適安全的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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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為了使居民、個案及家屬信賴，我們的目標是

成為更為潔淨，更富情感和更負責任之全方位照護機

構。＂

2. 與社區結合之友善照護機構。

“我們的目標是與社會的結合，促進區域高年照護

環境及機構的發展。＂

�. 成為讓員工活力充沛、樂在工作的照護機構。

“持續激勵工作同仁，促使員工充滿活力，幸福進

行照護工作，始終是我們機構的終極目的。＂

三、環境設施

1. 東京武藏野事業 - 老人特別護理之家 (圖�-�)

圖�-�　社區老人特別護理之家正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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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照護機構地址：

東京都板橋區小茂根�-11-11
�. 協力醫院：東京武藏野病院

� 照護容量：定員: �0名；2樓�2名；�樓2�名

�. 房間形式 (圖�-�，圖�-�)

圖�-�　房間形式(一) —單人房(�間) (摘錄自小茂根の鄉網頁)

圖�-�　房間形式(二) — �人房(1�間) (摘錄自小茂根の鄉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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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廁所衛生設施 (圖�-�)
包括位於大客廳間之公用廁所，以及位於單人房間

之個人廁所。

圖�-�　明亮清潔的廁所衛生設施 (摘錄自小茂根の鄉網頁)

 
�. 沐浴設施 (圖�-�)

備有完善之沐浴設施，每週沐浴兩次，居民個案可

以盡享沐浴之樂，慢慢洗澡。

圖�-�　採光通風的沐浴設施 (摘錄自小茂根の鄉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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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住宿照護服務 (short stay)
社區居民個案，如因特殊狀況或家屬因素，必須短

期入住機構，接受適當之照護服務時，該社區照護機構

也可提供短期住宿照護服務。床位共有 �床，其中2樓 �
名 (2間2人房)，�樓 �名 (1間�人房)。

四、照護內容

1. 飲食協助：圖�-�及圖�-� 餐飲色香味俱全，並有冰溫保

存箱設施(圖�-�) (摘錄自小茂根の鄉網頁)

   

該社區照護機構工作人員特別鼓勵居民個案，儘量

自行前往位於地下室的餐廳用餐。如此不但可以增加活

動能力，促進腸胃乳動，幫助消化吸收，也可攝取更為

多元的飲食餐點，且可防止因長期臥床而導致之的生理

障礙。

2. 如廁訓練 (圖�-10，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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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規律的日常生活起居，適當節奏地安排活動，

該社區照護機構工作人員，持續支持居民個案，於ㄧ定

的時間範圍內，自行進行如廁訓練，並且適時從旁加以

協助個案，完成如廁動作。如此日復一日，週而復始地

訓練，教導居民個案獨立完成其生活所需之必要流程。

圖�-10廁所設施 (一)及圖�-11 廁所設施 (二) (摘錄自小茂

根の鄉網頁)。廁所設施位於活動區域中央 (圖�-10)，方

便如廁，且為獨立空間，具有遮帘，注重隱私 (圖�-11)。

  

�. 沐浴訓練 (圖�-12，圖�-1�)
一直以來，該社區照護機構工作人員，總是協助其

居民個案，每週至少沐浴兩次 (日本法律規定之最低標

準)。無論居民個案是否臥床，工作人員都將協助其進

行沐浴訓練，甚或特別以沐浴輔具方式，進行擦澡及沐

浴。

圖�-12 沐浴設施 (一) 及圖�-1�沐浴設施 (二) (摘錄自小茂

根の鄉網頁)。浴室寬敞，地面排水流暢 (圖�-12)，具多



第六章　日本社會福利長期照護機構參訪 10�

項輔助設施，方便協助個案進行沐浴訓練 (圖�-1�) (摘錄

自小茂根の鄉網頁)。

  

�. 健康管理 (圖�-1�，圖�-1�)
社區照護機構的護理人員，於常規護理時，會進行

居民個案的日常健康檢查，包括血壓測量及體溫測量。

相關科系的醫師，每週一次到院進行診察，以提供居民

個案適當的健康維護。

圖�-1�及圖�-1� 護理人員進行常規護理(圖�-1�) (摘錄自

小茂根の鄉網頁)，護理室設施齊全(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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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健訓練 (圖�-1�)
指導居民個案進行肢體復健訓練，協助個案自行走

動，是促成個案獨立生活之必要步驟。社區照護機構的

復健治療師，會針對身體機能下降的住民個案，進行專

業預防訓練，輔導居民個案，在現有的功能範圍內，進

行復健訓練。

圖�-1�　復健治療師針對住民個案，進行專業復健訓練

 

�. 活動參與 (圖�-1�)
適當多元的康樂活動，有益身心平衡。社區照護機

構工作人員每週安排多項活動，包括： 1) 小團體活動，

如卡拉OK歡唱； 2) 季節性活動，如長者協會夏夜節嘉年

華； �) 文藝俱樂部，如書法、插花、繪畫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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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工作人員每週安排多項社區活動 (摘錄自小茂根の鄉網頁)

 
�. 接送服務 (圖�-1�)

為協助社區住民前來接受日間照護服務，每日上午

及下午，皆有專車到府 (door-to door) 接送服務，以讓個

案安心、家屬放心。

圖�-1�　專車到府接送服務，協助社區住民接受照護



112 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五、簡短摘要

『小茂根の鄉』的主建築為一�層樓之方正型建築，旁邊是

精神科醫院，也是一家由精神科醫院 (醫療保險支付系統) 衍生

出的一家長期照護機構 (長照保險支付系統)。意即是長照保險

支付照護機構與醫療保險支付之精神科醫療院所相輔相成的複

合單位。

『小茂根の鄉』社區長期照護機構的各層樓的設施如下表所示：

樓層別 照護服務內容 床位數

�樓 護理之家(含短期住院，喘息服務) 2�名

2樓 護理之家(含短期住院) �2名

1樓 日間照護(Day care) ��名

地下樓 餐廳、總務、機電、聯絡通道

(一) 日間照護服務 (1樓) 
建築 1 樓共分成 � 個照護單位 (unit)，每單位12人。

居民個案屬性�0% 為失智症個案，另10% 為慢性精神科

個案。

1. 整體環境呈四方型建築空間，廁所位於 1 樓區域之正

中間，個案之相關活動皆以廁所之外圍區域運行。個

案如需如廁，皆可方便進行，機構之工作人員，亦可

迅速支援協助個案如廁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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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環境呈四方型建築空間，廁所位於 1 樓區域之正中間，個案之相關

活動皆以廁所之外圍區域運行。個案如需如廁，皆可方便進行，機構之工

作人員，亦可迅速支援協助個案如廁 (圖 �-10)。

2. 治療模式

每個單位在不同環境中，進行不同的治療活動與不同的復健 (physical 

therapy, PT) 療程，例如以播放健康超操光碟方式，帶領居民個案進行健

康操活動。而每單位的活動內容也會交互轉換，每單位的老人個案也都互

相認識，還有志工人員也會幫忙參與帶領，工作同仁與居民個案一同進行

活動。至於有些功能不好的個案 (level �，level �)，則會有提供病床，供

個案躺床，並進行餵食與照顧起居。另外，値得ㄧ提的是，日本政府法律，

明文規定照護機構，洗澡服務不得少於每週 2 次。

�. 治療特色

服務內容廣泛，多能配合家屬所需。例如，居民個案可以只是白天來此睡

覺休息，因社區照護機構會有照服員就近看護居民個案，定時餵食服藥，

確實是比個案單獨在家中來得安全許多。照護機構之內廁所寬大，位於活

動空間的中央，且不可以鎖門，方便個案進出使用與安全維護。工作人員

更絕不可以有約束病人，或是任何不適當之行為。由於居民個案都來自臨

近社區，工作人員對個案狀況皆很了解，與家屬也有良好的溝通，相關滿

意度不錯。而工作人員的善於溝通特性，與適當的人格特質，則是能否從

事照服業務之重要關鍵。

�. 接送服務

非常貼心，類似幼稚園的校車接送服務，確實得以服務個案、家屬及社區。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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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模式

每個單位在不同環境中，進行不同的治療活動與

不同的復健 (physical therapy, PT) 療程，例如以播放

健康操光碟方式，帶領居民個案進行健康操活動。而

每單位的活動內容也會交互轉換，每單位的老人個案

也都互相認識，還有志工人員也會幫忙參與帶領，工

作同仁與居民個案一同進行活動。至於有些功能不好

的個案 (level �，level �)，則會有提供病床，供個案躺

床，並進行餵食與照顧起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政府法律，明文規定照護機構，洗澡服務不得少

於每週 2 次。

�. 治療特色

服務內容廣泛，多能配合家屬所需。例如，居民

個案可以只是白天來此睡覺休息，因社區照護機構會

有照服員就近看護居民個案，定時餵食服藥，確實是

比個案單獨在家中來得安全許多。照護機構之內廁所

寬大，位於活動空間的中央，且不可以鎖門，方便個

案進出使用與安全維護。工作人員更絕不可以有約束

病人，或是任何不適當之行為。由於居民個案都來自

臨近社區，工作人員對個案狀況皆很了解，與家屬也

有良好的溝通，相關滿意度不錯。而工作人員的善於

溝通特性，與適當的人格特質，則是能否從事照服業

務之重要關鍵。

�. 接送服務

非常貼心，類似幼稚園的校車接送服務，確實得

以服務個案、家屬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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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護理之家服務 (2、�樓) 
1. 儘管鼓勵個案自行前往地下一樓用餐，惟部份症狀較

為嚴重之失智症個案，仍需餐飲外送至此護理之家。

這裡的伙食外送服務 - 外燴便當，做得不錯，是來自隔

壁精神科專科醫院的中央廚房，二者彼此共同使用。

2. 該護理之家之照護服務業務，屬於長期照護保險支付

系統，不是由醫療人員進行醫療服務，而是由照服人

員進行照顧，房間為 � 人 1 間，費用不同，可以提供

短期，或是長期住宿。ㄧ般而言，長期照護保險規

定，短期住院一年不能超過 �0 天。儘管該護理之家可

以部分提供短期喘息照護服務，但較長期的照護住宿

服務，則有部分費用的限制。

�. 社服人員另行兼任做個案管理員 (case manager)，負責

所有照護資源、費用申請與其他相關事宜。

�. 由於工作相當辛苦，薪資並不十分理想，工作人員流

動性仍高，相關專業同仁 (co-worker) 之穩定性與專業

性尚需加強。

�. 如同多數的照護機構一般，該機構之照服人員 (care 
worker) 招募不易，從事資格要求無法提高，相關訓練

教育進行仍有困難。

(三) 個人想法：

1. 如果可以由政府提供公有地，特別在都市地區的公有

空地，以同一建築藍圖(標準)，打造與該社區照護機構

類似之�層建築，進行社區老人照護。

2. 如果是既有公屬建築，例如舊型商場、社區活動中心

與停車場等閒置空間，或可整理改變為社區照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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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進行社區老人照護。

�. 如果可以比照台北市各個行政區域皆有運動中心之模

式，在各地方政府之各行政區域辦理，或可照護更多

社區老人個案。

�. 如果可以由民間業者承包，進行社區老人照護，而由

地方主管機關監督執行，或可得以活化地方舊有資

產，增加就業機會，加惠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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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 -- 繡球花

非營利性質之社區日間照護機構 -- 繡球花(あじさい)
===========================================================

〝對於長久生活在這個社區的老年長輩而言，繡球花的目標就

是把這裡經營成為富有創意的居家環境，而成為每位長者既有

的家的延伸。〞

佚 名 (繡球花之負責人)

Aug 2, 2011, Oyama City, Tochigi-ken, Japan

===========================================================

參訪時間： 2011年8月2日 (週二)。

參訪地點：栃木縣小山市之繡球花 () 社區日間照護機

構。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繡球花 () 工作人員口述介

紹、提供之單張資料，以及繡球花 () 網頁

資料 (http://www.npoajisai.org/)

是日與 Dr. Mio Ito 等人前往東京都北方的栃木縣小山市

進行參訪。栃木縣位於本州島，是日本關東地區的一個縣。小

山市則在關東平原的中心地帶，市中心有是母親河“思川＂流

過，景色怡人。小山市有 ���10 戶，人口 1�����人（截至 2012 
年 1 月 1 日），是栃木縣的第二大城市。我們主要是參訪位於

小山市城東的非營利 (non-profit) 性質之『繡球花 (あじさい)』
日間照護機構。

『繡球花 (あじさい)』日間照護機構，最早是以志願服務

的方式，成立於 1��� 年，起初只有繡球花一館進行運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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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 年，縣知事正式許可繡球花一館成為非營利性組織的機

構。2001 年，繡球花二館開幕 (圖�-1�)，提供更多之社區老人

照護服務。接者又於 200� 年，開設了繡球花三館 (圖�-20)。不

過，到了 2010 年，繡球花一館因故必需休館，然而整體繡球花

日間照護機構依然活躍於小山社區，積極地造福鄉里，為地方

的長輩進行照護服務。另預計將於 2012 年，開辦老人住宅服

務，取名為＂安娜貝爾＂ - 辦理長者住屋服務業務。

圖�-1�　繡球花二館 (あじさい貳番館) 小山市城東1-�-�
(摘錄自繡球花網頁)

圖�-20　繡球花三館 (あじさい參番館) 小山市城東2-�-1� 
(摘錄自繡球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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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球花 (あじさい)』日間照護機構的服務業務較為單

純，主要為日間照護服務 (day care service) 與居家照護服務 
(home care service)。照護之老人個案多以失智症個案為主軸。

一、服務項目

1. 日間照護服務

長久以來，日間照護服務ㄧ直是繡球花照護機構的

主要業務。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六，上午0�:�0 – 1�:00，

週日及元旦休假。

2. 居家照護

服務項目包括身體照護(如協助沐浴)、穿脫衣服、洗

滌衣物、採買購物、食物準備、飲水餵食及一般家庭常

辦事項之協助，都可運用。

�. 服務時程

繡球花照護機構日間服務的每日時間安排原則如下：

上午�:�0-�:�0 接送社區老人個案

上午�:�0-11:�0 洗澡前健康檢查及沐浴

中午12:00-1�:00午餐 (圖�-21，圖�-22)
下午1�:00-1�:00康樂活動 (圖�-2�)
下午1�:1�-1�:�0 返家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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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餐飲服務(一)，餐廳清潔大方 (摘錄自繡球花網頁)

圖�-22　餐飲服務(二)，菜色齊全，營養均衡 (摘錄自繡球花網頁)

圖�-2�　進行康樂活動 -- 花藝教學 (摘錄自繡球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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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家屬及客人參觀，惟需採預約原則，請事先預約

時間。

二、機構設施 (圖6-24，圖6-25，圖6-26，圖6-27及圖6-28)

收納人數 繡球花二館 (小山市城東1-�-�)　1�名

收納人數 繡球花三館 (小山市城東2-�-1�)  1�名

圖�-2�　日式居家型之照護環境 (一) –傳統住宅

圖�-2�　日式居家型之照護環境 (二) –走道迴廊 (摘錄自繡球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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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日式居家型之照護環境 (三) –休閒生活

圖�-2�　日式居家型之照護環境 (四) –沐浴洗澡

圖�-2� 左起：作者、Dr. Mio Ito (左二)、繡球花三館負責人合
影於繡球花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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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短摘要

1. 這是位於東京都北方的栃木縣小山市的一個社區型的日

間照護機構，日本傳統式居家型環境設施，非營利性

質，屬於長期照護保險系統下的日間照護機構，每館可

收納1�個失智老人，共計�0位。

2. 個案的狀況有輕、中、重等不同症狀，於家庭內集中照

顧。儘管空間有點擠，中午並不休息，個案如果累了，

應該是在禢禢米地板，或是椅子上休息，相對活動空間

並不是很大。

�. 機構不關門、不鎖門，個案可自由進出。

�. 依現行規定，絕對不能約束個案。所有照護機構都必須

遵守此項宣言 - 決不約束個案。

�. 個案若是脾氣不好，想回家或出去走走，工作人員都會

在個案身上配帶 GPS 裝置的護身符，背面寫有個案的

基本資料。通常工作人員都會跟個案說明這是個人護身

符，是去廟裡燒香拜拜，菩薩所賜與的幸運符，個案配

帶意願就會比較高 (這是個值得學習的好方法)。
�. 社區不大，農家鄰里互動良好，經詢問在此機構工作超

過10年以上的照服人員，工作人員表示，個案發生意外

的記錄尚少，走失跑掉的機會不大，唯一僅有的一次，

是個案從家裡出門時，在家中巷子口發生車禍。

�. 繡球花工作人員的特色是脾氣很好，看起來比較不容易

跟人家起爭執，這應該與照顧者的個人特質有關。以橫

斷面方式來看，同一個時段，有�個工作人員，一個禮拜

營業�天，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點派車到社區個案家

中接病人，下午�點再送回去，的確是辛苦的工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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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應社區及家屬的需求，自今年 (2011年) 10月開始，

準備一年 ��� 天每天接送。

�. 繡球花的照服人員資格，並沒有像台灣ㄧ般，要求必須

高中畢業，或是有其他資格限定，只要是接受一定時段

的必要課程，再當地就可以成為照服員。此外，機構部

分也不像台灣地方政府之管理單位，經常定期督查考

核，相當嚴謹，當地政府同意設立就設立，主管機關偶

爾查看一下個案相關紀錄即可，並無太多意見。

�. 個案之所有費用，皆由長期照護保險給付 �0% 費用，

家屬自付 10%。許多的社區失智症個案，考量方便與

信任，個案一住就是十幾年，看來這樣的社區型照護機

構，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對社區貢獻良多。



12� 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第三節　『秀文社』株式會社的社區日間照護機構

株式會社的社區日間照護機構--『秀文社』株式會社的社區

日間照護中心

===========================================================

〝為著重生命的意義和享受，所有工作人員將致力豐富個案的

生活，讓個案有一個安心的“住家”。個案的能力將得到尊

重，並且依其個性與他人相處，在一個溫暖的地方，相互激盪

頭腦身體，共同分享個案的喜悅和自我成長。〞

佚 名 (秀文社之工作同仁)

Aug 2, 2011, Saitama, Saitama-ken, Japan

===========================================================

參訪時間： 2011年8月2日 (週二)。

參訪地點：埼玉縣埼玉市之秀文社株式會社社區日間照護中

心。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秀文社株式會社社區日間照護中心

工作人員口述介紹、提供之單張資料，以及秀文

社株式會社網頁資料(http://www.shubunsha.co.jp/

nursing/shirakaba/dayservice/)

接下來我們參訪的機構是在『秀文社』株式會社下所屬之

照護事業的一個照護機構 (圖�-2�)。這一家社區日間照護中心，

兼具提供喘息服務，對高齡者提供合宜的支持照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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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秀文社』株式會社照護事業之照護機構

株式會社 秀文社 (Shubunsha cooperation Ltd, Japan)，設立於

1��2年（昭和�1年）�月，位於埼玉縣埼玉市見沼區東大宮�丁

目�2番10號。業務主為服務業，事業內容為補習班管理及照護

事業。200� 年 � 月 �1 日起至現在，從業總員數為��1名（包括

兼職）。主要業務部門有四大事業群：一、補習教育 (School)；
二、福祉部門 (Welfare)；三、照護部門 (Nursing)；四、廣告暨

印刷部門 (AD & Print)。

一、秀文社的護理部門 (Nursing)

我們本次之參訪，主要是以護理部門為重點。秀文社的護

理部門，涵蓋之業務有：

(一) 辦理護理之教育訓練

培訓認證是照護事業的根本，唯有不斷地提升照服

員之教育訓練，才能有效提高照護品質。例如近期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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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教育主題是照服員之基本訓練課程如下：

時間： 2011 年 12 月 2� 日 
家庭照顧者的基本訓練（第10�0福岡與 H2�.11.1東中）

訓練字號為：認�-2�-11-02-0�-02�0
地點：秀文社護士學校東大宮商務中心

訓練期間：H2�.2.1�（星期一）～H2�.�.2�（四）[共計

六個月]
報名日期：H2�.12.2�（星期一）～H2�.1.1�（星期

三）

(二) 護理教育部門

日本之高齡化之進展速度，為世界前所未有的。在

此背景下，由於相關核心問題已不再僅限於單一家庭，

而是整體之社會狀態，因而“社會照護保險制度＂焉然

產生。為了協助家務照護助理人員，以支持這項長期照

護保險得以持續運作，長久經營，秀文社的教育課程不

斷擴大舉辦，以期培訓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術的照服人

員。

(三) 輔具租賃事業部門

秀文社之照護部門，也發展個案生活所需之輔具及

相關衛材之租賃業務，以協助個案及其家屬，在其原始

之家庭生活中，更為舒適安全。輔助設備是用於必要之

狀況下，以讓個案實現高品質的生活。

(四) 門診醫療設施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為著重生命的意義和享受，在秀文社之門診醫療設

施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圖�-�0)，所有工作人員將致力豐

富個案的生活，讓個案有一個安心的“住家＂。個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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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將得到尊重，並且依其個性與他人相處，在一個溫

暖的地方，相互激盪頭腦身體，共同分享個案的喜悅和

自我成長。

圖�-�0　「秀文社」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外觀 
(摘錄自秀文社株式會社網頁)

(五) 居家訪問護理站(業務)
為了要真正減輕個案家屬的負擔，秀文社的優秀居

家訪問之護理同仁，將伸出友誼之手，以最大之誠心與

毅力，充份支持個案家庭，建立彼此之信任，讓家屬得

以獲得喘息，以明亮地心情，無憂無懼地生活。

(六) 居家護理支援中心

秀文社針對在家照顧之個案，當其需要專業護理支

援時，居家護理支援中心即可適時且正確地提供相關護

理服務。秀文社的護理人員，將會盡力暸解個案及其家

屬之身心狀態，與其所需面對之相關問題。秀文社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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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將依據相關需求，諸如個案或家屬對護理之需要，護

理服務和內容類型，與個案及其家屬進行詳細討論，以

確保個案可以得到適當的照顧計劃。

(七) 在宅照護支援中心

秀文社為家中有癡呆或長期臥床之老人個案，提供

家庭護理，包括全面性的諮詢服務，各種健康福利服務

與老人護理等。秀文社同仁也會針對個案之狀況，進行

通盤的考量，以協助個案及其家屬，與相關業務承辦機

關協調溝通，以取得相關之證明文件與適當之補助。

(八) 老人之短期生活照護

秀文社暸解，當老人個案需要：1) 短期之生活護理

設施時；2) 家屬需要旅遊，參加婚禮或葬祭和娛樂等必

要事宜，家庭護理無法執行時；�) 有短期特別需要照顧

之個案，例如等待進入其他療養院等時；�) 個案準備出

院，需要出院後護理時。秀文社將會提供老人個案短期

生活照護之必要服務。

二、秀文社的日間照護部門 (Day care)

我們本次參訪秀文社的照護部門，主要時間多用於秀文社

之日間照護服務中心。故下述將以該日間照護服務中心之業

務，作為討論之重心。

秀文社之日間照護服務中心的照護設施，建築如圖�-�1，圖

�-�2，圖�-��及圖�-��所示。

1. 建築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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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秀文社之日間照護中心門口 (一)

圖�-�2　日間照護中心旁之補習學校

(1) 建築左棟之1及2 樓為彩虹學校，�樓則為國際幼兒學

校。

(2) 建築右棟之1樓為日間護理中心，2及�樓則為老人短

期生活照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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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秀文社之日間照護中心門口 (二)

圖�-��　日間照護中心樓層示意圖

2. 建築內部：

(1) 友好廣場：個案可於此一場地，進行遊戲、上網及參

與電子郵件發送等，並可運用電腦，從事欣賞畫作及

藝術珍品等之靜態活動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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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日間照護中心一樓之友好廣場 (摘錄自秀文社株式會社網頁)

(2) 洗手清潔設施：寬闊乾爽的洗手設施，可以有效防治

院內感染 (圖�-��)。

圖�-��　日間照護中心一樓之洗手清潔設施

(�) 浴室

主要為私人浴室，通常以機械協助入浴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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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及圖�-��)。

圖�-��　潔淨明亮的沐浴設施 (一)

圖�-��　潔淨明亮的沐浴設施 (二)

圖�-��　潔淨明亮的沐浴設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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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設施

計有單人房、雙人房以及四人房，供個案及其家

屬選擇 (圖�-�0，圖�-�1)。

圖�-�0　簡單乾淨的住宿設施

圖�-�1　可以適當隔間的住宿設施

�. 提供服務業務

(1) 沐浴服務。

(2) 餐飲服務，可以在設施中享有新鮮的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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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工作和培訓（六個功能訓練設備）。

(�) 檢查健康與靜養。

(�) 客房住宿服務。

(�) 指導家庭照顧者 (care giver education)。
(�) 生活方式指導。

(�) 增進生活趣味。

(�) 多項職能訓練，諸如粘土、陶器、編織工藝品、繪

畫、書法、卡拉OK、英語、象棋、與電腦操作等。

三、簡短摘要

秀文社一開始是以補教事業與幼稚園事業起家，爾後置產

購地另做長期照護事業。秀文社的國高中補習班教師人員，晚

上教國高中學生英文，白天教幼稚園小朋友英文，中間有空

閒，也會到社區日間照護中心教導老人個案學習英文。秀文社

社區日間照護中心共計有 �0 床，與前述兩家照護機構相同，一

樣派車到個案家中接送，一樣是長期照護保險給付�0%，家屬自

付10%。秀文社社區日間照護中心的 1 樓是活動的地方，2 至 � 
樓是短期住宿單位，介於日間照護及個案家庭之間，讓個案短

期住宿，有點像我們的精神科康復之家 (half-way house)。日本

之長期照護保險給付規定，個案之短期住宿有時間限制，例如

一個月只付�天，一年只付10個月等等。秀文社社區日間照護中

心的房間型式有�人一間，2人一間及1人一間等，從外觀看來，

是屬於一般日本平民大眾住宿使用，相關收費相對合宜。

應該給予秀文社一個稱讚，可以合理平價的方式，針對高

齡老者提供合宜的支持照護系統，對社會是一個貢獻，對失智

症的家屬更是一個貢獻。不管是照顧家庭或是照顧個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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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對社會都是一個沉穩的安定力量，我們應給予支持與鼓

勵。

秀文社的工作人員在送我們去車站的同時，也非常謝謝我

們台灣在日本�11大地震時，所給予的捐款支援與人道關懷，我

想，這應該是一個合諧的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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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貝尼塞集團大型連鎖的照護事業

營利性質之照護機構 -- 貝尼塞集團 (Benesse Corporation) 大
型連鎖的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

===========================================================

〝我們在交通便利，生活機能相當發達之區域，提供住民一個

充滿綠色、友好，和平，生命的居家環境〞

祝田 健 (Benesse城北照護事業部 部長)

Aug 2, 2011, Itabashi-ku, Tokyo, Japan

===========================================================

參訪時間：201 1年 8 月 2 日 (週二)。

參訪地點：東京都貝尼塞集團大山護理之家。

資料來源：個人口述紀錄、貝尼塞集團大山護理之家工作人員

口述介紹、提供之單張資料，以及貝尼塞集團公司

網頁資料(http://www.benesse.co.jp/english/kaigo/)

是日我們參訪的機構是一家大型集團公司辦理的連鎖性

之照護機構，位於TMIG所在附近之大山 (Oyama) 區域，以營

利 (profit) 方式，對高齡老者提供舒適安全的護理之家 (nursing 
home)。

這家大型集團公司，貝尼塞集團（Benesse Corporation，

TYO：����）是一家日本公司，主要業務集中於函授教育和

出版書籍。總部設在岡山市，它是貝立茲語言學校  (Berlitz 
Language Schools) 的母公司，而這又是ELS English Language 
Centers 語言中心 (ELS Language Centers) 的母公司。貝尼塞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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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在東京和大阪證券交易所之上市公司。

貝尼塞集團公司的名稱，源自於拉丁字詞之“BENE＂

（Well）和“Esse＂(Being）。該公司成立於1���年，前身為

福武書店有限公司（株式會社福武書店）。1���年，東京都多

摩市的福武書店東京大樓成立（現為貝尼塞集團東京大廈）。

1���年�月，公司更名為貝尼塞集團。

目前貝尼塞公司集團的主要經營業務之產品及服務為：

一、教育事業　(education)；二、生活事業　(lifestyle)；三、高

年暨護理照護事業　（senior and nursing care）；四、語言暨全

球領導訓練事業　(language/global leadership training)。
而我們本次之參訪地點，主要是以高年暨護理照護事業部

門為重心。貝尼塞公司集團的照護部門，是以營利（profit）事

業型式，所有照護部門事業皆須收費，其涵蓋之業務有：

一、護理之家（Nursing Home）

1. 詠嘆調 - 2�小時的護理與照護服務的高品質機構 （Aria 
- high quality space with 2� hour nursing and nursing care 
services）。

2. 格蘭妮與格蘭達 - 一個獨特與多彩的生活之家（Granny & 
Granda - colorful lifestyle in a unique home）。

�. 克拉拉 - 穩固支持的集體照護機構 (Clara - group care with 
solid support)。

�. 莫 多 卡  -  正 常 生 活 的 環 境 支 持 單 位 （ M a d o k a  - 
environment which supports your normal lifestyle）。

二、護理與照護服務辦公室 (Nursing Care Services Office)

1. 貝尼塞照護中心 (Benesse Ca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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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居家照護支援、居家幫手、以及日家照護

服務 (home care support, home helper and daytime care 
services)。

2. 貝尼塞居家幫手第二級訓練課程 (Benesse Home-Helper 
Level-Two Training Course)：

辦理居家幫手訓練資訊提供 (home helper training 
course information)。

�. 貝尼塞國家照服員考試資格考課程 (Benesse Course for 
National Test of Qualified Nursing Care Worker)：

教導學員書面及臨床技巧，協助學員通過國家照服

員考試資格考試 (courses that provide students with written 
and practical skill test strategies to pass the National Qualified 
Nursing Care Worker examination)。

�. 醫療與照護協助服務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 Staff 
Placement and Dispatch Services)：

強化個案與機構，與醫療、公共衛生、護理及照

護系統之緊密連結 (supports personnel and organizations 
engaged in medical treatment, public health, nursing, and 
nursing care)。

�. 貝尼塞日間兒童中心 (Benesse Child Care Center)：
協助教育兒童，促使其每天活潑、主動健康、對

未來充滿自信與創造力  (raises children to live active and 
healthy lives every day toward a future filled with confidence 
and initiative)。

由於本次參訪重點在於照護部門，因此僅就貝尼塞集團的

大型連鎖照護機構事業群，進行討論。貝尼塞集團的照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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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分佈全日本地區，包括北海道、宮城縣、崎玉縣、千葉

縣、東京都、神奈川縣、愛知縣、奈良縣、大阪府、兵庫縣以

及岡山縣等 11 個行政區域，共計 ��� 家，詳如下表�-1所示。

表�-1　貝尼塞集團的照護機構之全日本地區分佈表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網頁)

行政區域
區域聯鎖照護

機構家數
詳細城市/地區分怖(家數)

北海道 1 札幌市(1)
宮城縣 � 仙台市 (�)
崎玉縣

2�
埼玉市（さいたま）市 (12); 川口

市 (10); 蕨市 (1)
千葉縣 � 市川市 (�)
東京都

���

新宿區 (2�); 文京區 (1�); 台東區 
(11); 墨田區 (�); 品川區 (2�); 目
黑區 (��); 大田區 (2�); 世田谷區 
(��); 中野區 (2�); 杉並區 (��); 豊
島區 (2�); 北區 (1�); 板橋區 (2�); 
練馬區 (�2); 葛飾區 (�); 江戶川區 
(�); 八王子市 (�); 武藏野市 (��); 
三鷹市 (��); 府中市 (22); 調布市 
(��); 町田市 (10); 小金井市 (�0); 
狛江市 (�2); 清瀨市 (�); 多摩市 
(10); 西東京市 (2�)

神奈川縣

11�
橫浜市 ��; 川崎市 ��; 鎌倉市 11; 
藤沢市 12; 相模原市 10; 大和市 �; 
三浦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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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縣 1� 名古屋市 (1�)
奈良縣 1 奈良市 (1)
大阪府

2�
大阪市 (�); 堺市 (1); 豊中市 (�); 吹
田市 (�); 枚方市 (2); 茨木市 (�); 箕
面市 (�)

兵庫縣
��

神戶市 (11); 西宮市 (11); 芦屋市 
(11); 宝塚市 (�)

岡山縣 � 岡山市 (�)

而我們本次參訪貝尼塞集團的照護部門 - 護理之家，是位於

東京都板橋區大山金井町區域之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グランダ

大山)。故下述將以該護理之家之業務，作為報告之重心。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之參訪

-- 付費型式之家庭式護理：普通型特定護理設施的生活環

境設施

正如同貝尼塞集團之其他護理之家一般，格蘭達大山護理

之家也是位於地鐵、捷運或是鐵路等交通便利，生活機能相當

發達之區域。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就在東武東上線「大山站」

出口處約 �20 公尺處 (徒步約10分)。200� 年 � 月開業，儘管護

理之家附近是充滿活力和不斷向上提升之傳統日式商場，格蘭

達大山護理之家仍是鬧中取靜，處在一個公園旁邊的安靜住宅

區內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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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建築外貌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一、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基本設施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開設年月 200�年0�月

入住對象
契約時原則滿��歲以上／入居時需要協助、

需要照護、自我獨立。

建物面積 121�.�2m2／2���.�2m2

建物概要 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階 地下1階建 1棟

房室數目 �0室／全室個室（定員��名）

職員編制

需要照護協助之個案與照服員的比率為2.�：

1 （以每週�0.0小時計算），比率較長期照

護保險之標準更為嚴謹。夜間（當日晚間

22:00 - 次日早晨0�:00），在滿床的狀況下，

至少會有2名護理人員進行專業照護工作。

費用支付 整包方案 (如下表�-�至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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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保險
東京居民的指定特定之生活護理設施、居民

生活護理防治設施等照護保險。

居室附帶設備

*常規房間：護士呼叫鈴、電動護理床、個

案衣櫃、具冷熱水清洗功能之浴室及廁所、

空調、電視線路、電話線*B型房間：迷你

廚房、步入式衣櫃或2組衣櫃。

其他公共區域

餐廳、茶室、家庭娛樂室、私人浴室、檜木

浴、功能訓練室、辦公室、具衛生設施及

浴室之房間。另有輪椅用升降機及美容美髮

（個案用戶需實際支付費用）服務。

醫療合作單位
醫療法人社團泉樹會 野家診所 (ホームクリ

ニックなかの) (Nakano Home Clinic)。

二、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建築內部

-- 強調「充滿綠色、友好、和平與生命」的居家環境

1. 入口：大門內部，陽光庭院入口，展現通暢、明亮與陽

光的氣氛 (圖�-��)。

圖�-��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入口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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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空間：寬敞細緻，可作為客廳，也可作為個人會議

室 (圖�-��)。

圖�-��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房間設施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 窗外的庭園木甲板：明媚的陽光透過綠樹的優閒空間 
(圖�-��)。

圖�-��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庭園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 餐廳：寬敞的用餐環境，或可成為一個彩色的活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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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享受用餐及參與活動的樂趣 (圖�-��)。

圖�-��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餐廳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三、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房間狀況 (表6-2) (摘錄自貝尼塞集

團公司網頁)：

表�-2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房間

房間類型 居室面積 空床狀況 (可用性)
A 20.1m2 1-�人房

B �1.�m2 需事先預約保留

居室付帶設備（共通）

圖�-��及圖�-�� 為B型房間之圖示(2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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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費用支付標準

費用包括入住費用、房間費用，每月自費金額 (依評定之照

護等級不同，費用不同)。相關費用標準如下列各表 (表�-�，表

�-�，表�-�及表�-�) 所示，謹供參考。

1. 基本費用：

表�-�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基本費用一覽表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房間類型 入住費

估計自費金額(每月)

照護等級

要協助1

照護等級

要協助2

照護等級

要照護1

照護等級

要照護2

照護等級

要照護�

照護等級

要照護�

照護等級

要照護�

照護等級

自我獨立

A型 �,000,000 22�,0�0 2��,�1� 2��,201 2�1,��� 2��,��� 2��,��� 2��,1�2 2�1,�00

B型

（1人）
1�,000,000 2��,0�0 2��,�1� 2�0,201 2�2,��� 2��,��� 2��,��� 2��,1�2 2�2,�00

B型

（2人）
1�,000,000 ��0,��0 ���,��� ���,��2 ���,2�� ���,�2� ���,1�� ��2,��� ���,��0

（單位:円）

2. 視需要護理照護的程度，每月估計設施費自付金額：

表�-�　不同照護狀況之設施費自付額一覽表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房間類型 入住費

每月設施費

伙食費 水電費 運營費
護理成本

附加費
合計

A型 �,000,000 ��,2�0 �1,�00 �2,000 ��,��0 220,�00
B型

（1人）
1�,000,000 ��,2�0 �2,000 �2,�00 ��,��0 2�1,�00

B型

（2人）
1�,000,000 1��,�00 ��,��0 ��,�00 1��,�00 �2�,��0

（單位: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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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照護保險之10％自付金額：

表�-�　不同照護狀況之長期照護保險之10％自付額一覽表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房間類型
照護等級

要協助1
照護等級

要協助2
照護等級

要照護1
照護等級

要照護2
照護等級

要照護�
照護等級

要照護�
照護等級

要照護�

A型 �,��0 1�,11� 1�,�01 20,��� 2�,1�� 2�,��� 2�,��2

B型

（1人）
�,��0 1�,11� 1�,�01 20,��� 2�,1�� 2�,��� 2�,��2

B型

（2人）
1�,1�0 �0,22� ��,�02 �1,��� ��,��� �0,��� ��,���

（單位:円） 

�. 無需護理照護的自我行動住民，設施費每月估計自付金

額：

表�-�　無需護理照護住民之設施費自付額一覽表

(摘錄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房間類型 入住費用

每月設施費

伙食費 水電費 運營費
自立者生活

支援費用
合計

A型 �,000,000 ��,2�0 �1,�00 �2,000 ��,��0 2�1,�00

B型

（1人）
1�,000,000 ��,2�0 �2,000 �2,�00 ��,��0 2�2,�00

B型

（2人）
1�,000,000 1��,�00 ��,��0 ��,�00 1��,�00 ���,��0

（單位:円） 

五、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活動

1. 夏夜節（2011年�月）：住民南島呼啦圈舞表演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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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住民活動 (一)
（摘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 合唱團表演（2011年�月）：附近居民合唱團與住民一起

表演合唱 (圖�-�0)。

圖�-�0　格蘭達大山護理之家的住民活動 (二)
（摘自貝尼塞集團公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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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摘要整理：

貝尼塞集團的大型聯鎖照護機構，分佈全日本地區，僅是

護理之家，就有約���家，若每家收納�0人，共可收納����0
人。若再以每一個老人可以影響�個人，�個人各由其家庭成員�
人，就不難想像在日本，老人照護的市場之大有多麼驚人。

本次參訪位於東京都板橋區大山之貝尼塞集團大型連鎖營

利性質的護理之家，於200�年開設，屬於長期照護保險系統下

運作的機構。所在位置、交通方便、機能充分、生活自如。硬

體建築、環境優美、設計良好、舒適宜人。機構樓高�層，1樓

為迎客大廳，為放置相關設施等之公共空間。2、�、�樓則依每

單位之住民人數不同，而有不同之區域，共計��床，住民大多

數為失智症之個案。每人的收費相對高昂，單人20米平方公尺

的房間，一個人一個月的費用約為20~22萬日圓，相當於�~�萬

台幣。相關的費用，如吃、住、水、電與運輸等費用，則須另

計。此外，尚需負擔長期照護保險自付額之10%費用，可見個案

與家屬之經濟負擔確實沉重。

貝尼塞大山護理之家每次排班時段皆有2位護理人員值勤，

其他照服人員則較多。然日本整體看護人力之持續不足，對相

關機構而言，仍是ㄧ個揮之不去的難題。日本當地之看護資格

相對容易取得，顯然與市場的供需有一定的關係。

機構定期安排多項活動，惟住民的活動常侷限在室內，或

因住民自身的種種因素影響，老人個案參與活動的時間似乎不

多，但可自由進出，自行外出購物，或是散步。住民洗澡問題

則是比較不方便，或許仍需他人協助。對於自我照顧功能較好

之住民而言，洗衣可以自行洗滌。但部分需他人協助照護的住

民，則需外送洗衣。三餐供餐則是外送服務供應。由於貝尼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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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護理之家並非醫療系統 (medial system) 之機構，而是與其

他醫療系統合作，住民如有醫療需求，仍然需由家屬帶外至醫

療機構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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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創新科學與長期照護

第一節　背景說明

隨著社會進步、生活型態改變與衛生醫療科技進步，國人

之疾病型態已漸由「急性」轉為「慢性」，國人對醫療照護之

需求已由「治療與照護並重」邁向「預防醫學」發展，急性醫

療服務體制，已無法滿足逐漸年長的人口與慢性疾病增加趨

勢。此外，由於本書所探討之主題個案，是以精神疾病之老年

個案為主，可以想見的是，原本嚴重精神疾病個案之自我照顧

能力已經不良，一旦年老體衰，更會合併多重之內外科疾病，

再加上原生家庭之父母或手足，亦相繼老邁，家庭支持將逐漸

失去支持功能，個案之相關照護問題及困難，絕非是精神疾病

之老年個案本身、家屬、一般日間及社區照護機構，甚至單純

之醫療院所可以單獨承擔負荷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由於近年國內資訊產業軟、硬體與

網路通信日趨成熟，相關技術普遍應用於醫療產業，並對醫

療行為與過程，產生莫大的影響。醫療資訊系統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s) 不斷進步，各種臨床資訊之數位化程度與

日俱增，對於長期照護個案之醫療照護品質之提升更是重要。

我們是否可以藉由這些先進的醫療資訊系統，大力協助精神疾

病之老年個案、家屬、日間及社區照護機構，以及相關醫療院

所，提供解決部份照護問題之策略，以達事半功倍之效，實在

值得我們多加學習與參考。

本章節所提及之主題「創新科學」，由於篇幅侷限，將以

「資訊科學」與「管理科學」為討論重點。首先以現階段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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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整理為討論起點，逐步以醫療照護、病人安全、職能復

健、藥事服務、資訊業界、社會與社區個案等多面向之觀點，

討論創新科學與老年精神個案長期照護之密切關聯。

當然，更由於衛生署對於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等相關議題

之高度重視，國內各醫療院所，特別是衛生署所屬醫院，更加

廣泛運用管理科學於醫療照護品質之持續提升，而在隨後的章

節中(第八章與第九章)，本書將以衛生署玉里醫院為例，提出

多項近年在衛生署玉里醫院辦理，與「資訊科學」與「管理科

學」之相關創新科學運用之現況，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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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醫療系統與長期照護之資訊科技運用

台灣擁有大量的資訊科技優勢，堪稱傲視全球。隨著醫療

與生物醫學研究的進步，數位化的醫學資訊也呈現高度成長，

資訊科技成為醫療照護和生醫研究的關鍵工具。但高品質的醫

療照護，除了醫護人員精湛的醫療技術外，精密的病人資訊管

理，諸如高速網路、高容量儲存媒體、人工智慧和影像處理

等，更是達成完美結合，加成綜效的重要關鍵。

張嘉秀等學者，於其論文「長期照護資訊發展面面觀」

中提出，過去半世紀，因醫療資訊的進步，不僅提升了醫療

品質，也讓疾病長期化 (張嘉秀與李世代，200�)。人類更為長

壽，導致長期照護的需求驟增，蔚然成為當今全球之趨勢。近

年世界各國積極在長期照護領域導入資訊科技，以期讓高齡長

者能更人性化、且在地化的安度晚年。因此，資訊化的身體功

能評估和照護計畫、更多科技輔具的復健醫學、適合高齡長者

自行使用的居家遠距照護服務、政府主管機關和長期照顧機構

的管理應用軟體與區域資訊化系統等服務，不斷改善與建置 (張
嘉秀與李世代，200�)。

包括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在內的資訊技術運用，以及其他資訊科技的持續引進，

近年來，相關資訊技術在國內外之長期照護領域的推廣，的確

是蓬勃發展。許多先進國家，不僅將醫療資訊建設的資源，投

注於急性醫療品質的提升上，也廣泛的擴及至社區健康營造與

長期照護的領域 (張嘉秀與李世代，200�)。其中，諸如： 1) 無
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 - RFID技術在醫學領域中之應用與日俱

增，藉以確實保障病人安全及執行用藥管理； 2) 評估工具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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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計畫資訊化 - 以建立個案與機構間之資訊溝通平台，方便共同

提供服務，並進行長期追蹤評估； �) 資訊化的復健醫學 - 將電

腦系統應用於認知障礙的病人。其中，「遠距復健」將是長期

照護復健治療可以利用的新興科技理念。

除此之外，亦有學者以「病人安全」為主軸，探討資訊系

統、病人安全與長期照護之間的關係。學者姜秀卿在其著作

「以安全為導向之長期照護資訊系統」中，認為老年個案及慢

性疾患之醫療安全，與資訊系統密不可分 (姜秀卿等，200�)。
其文章指出，高齡化社會已成為全世界的趨勢，而因應人口老

化及慢性病患者之長期照護需求，也成為全球的共同議題。如

能妥善的運用資訊科技，必能有效地解決長期照護過程中，所

將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困難。

醫療照護產業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包含： 1) 病人安全； 
2) 強化醫院防疫； �) 提昇醫療品質與 �) 促進社區健康等四大

目標。這四大目標的要件就是必須無所不在地 (ubiquitous)蒐集

與監測生理狀態、確實識別後施行正確的個人化 (unique) 醫療

健康促進計劃、在院與居家無界線 (unbounded) 的全人全面照護

以及整合預防、治療與復健的一致化 (unified) 保健措施。姜秀

卿等學者在其論文中提出優化健康促進 (u-health care promotion) 
的概念主軸，以結合四個“U＂的方式，關心國人的健康，探

討長期照護運用新興資訊科技之可行方向。其論文並以病人安

全 (patient safety) 為目標，明確指出長期照護資訊系統中，照

護者、被照護者及照護體系所密切關心的四大主軸議題，包括

資訊安全性 (security)、資訊可近性 (accessibility)、資訊靈活性 
(flexibility) 及管理效率 (efficiency) (姜秀卿等，200�)。

適當且持續之職能治療治療，在長期照護系統中，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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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自我照顧功能與參與社區活動的重要復健工作。職能治療

臨床工作同仁，亦撰文提出其專業的看法。張瑞昆等學者，以

其論文「職能治療應用資訊科技於長期照護之構思及展望」，

說明了職能治療、資訊科技應用與長期照護之間的重要連結 (張
瑞昆與林川雄，200�)。張瑞昆等學者，在其文章中指出，不

同層級的失能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對照護之需求是多方面的，

因此，相關服務之供給，亦須是跨領域與跨專業的不同照護

型態。面對電腦、資訊以及電子科技等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時代來臨，長期照護產業若能透過電腦與資訊

的整合運用，必能以個案需求為中心，提高照護效率能量，創

造多元服務方式，達成全方位照護之目的。而長期照護多元專

業 (multidisciplinary) 的服務模式，就是企圖藉由整體社區照護

網路建構，持續帶動其他醫療機構與產業單位的密切結合，進

而滿足市場的需求 (張瑞昆與林川雄，200�)。
就個別專業服務領域而言，職能治療可以協助評估個案的

活動潛能、輔具需求、及環境改造等方面，指導家屬或照顧

者，協助個案參予日常活動的技巧，設計一個支持個案的自主

與獨立的生活環境，以提升個案在家庭、機構或社區的生活品

質。而在專業服務邁向資訊化的過程中，職能治療在個案服

務、紀錄、臨床途徑都可轉為資訊化處理，並可與遠距居家健

康照護服務 (distance home care) 規劃做結合。至於輔具相關服

務，與電腦科技在復健的運用，更可具體地運用於長期照護個

案 (張瑞昆與林川雄，200�)。
而長期照護的臨床藥事發展，則是整體照護系統能否順利

遂行的一項重點。羅柏青等學者，在其文獻報告「長期照護藥

事服務電腦化的展望」中強調，長照機構內住民的平均用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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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數，約為�個藥品，惟最多可高達1�個藥品。由於住民用藥可

能來自不同醫療機構的不同醫師，不同醫師所開的藥品，護理

人員無法明顯辨別住民是否有重複用藥，或是有交互作用之情

形。更由於缺乏資訊化之管理及自動篩檢系統，許多住民因用

藥所導致之副作用或症狀惡化情形，都極易被誤導為臨床之病

情改變。羅柏青等學者撰文，旨在說明未來醫療藥事資訊化可

以發展的方向，期望經由資訊人員的協助，共同開發可於長照

機構使用之藥事資訊系統，協助解決個案用藥的問題 (羅柏青與

譚延輝，200�)。
至於長照機構內之藥事服務，羅柏青等學者則建議，應從

藥師在長照機構中所提供的服務進行討論，相關主要議題如

下： 1) 建立住民基本資料及藥歷檔； 2) 提供藥物選擇； �) 藥
物劑量調整； �) 藥物適應症警示； �) 住民之藥物治療問題的潛

在危險因子警示； �) 藥物交互作用警示； �) 老年人潛在不適當

用藥之準則； �) 藥物不良反應回報系統； �) 個案療效追蹤； 
10) 調劑處方的便捷； 11) 提供藥師教育平台。如果相關資訊系

統可以適當整合上述各項議題之需求，完整呈現於合理的同一

介面，相信必能促使長照機構內之藥事服務更上一層樓，提高

藥事服務的醫療品質 (羅柏青與譚延輝，200�)。
由上述的討論，可以得知，設計良好的資訊系統，對於醫

療系統與長照機構的服務，或可提供遠大的完美未來，相關工

作人員殷殷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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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社區與長期照護之資訊科技運用

在資訊相關業界方面，近年來亦不遑多讓，陸續撰文提出

他們的看法。時任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之賴才雅工程師，於民國��年發表名為「慢性病照護模式與科

技化應用介紹」之論文，部份說明了當時政府部門與業界方面

的看法 (賴才雅與王慶堯，200�)。賴才雅等的論文指出，慢性

病照護模式 （chronic care model, CCM） 包括長期照護之�項必

要元素： 1) 健康體系； 2) 輸送系統設計； �) 決策支援； �) 臨
床資訊系統； �) 自我照護管理支持及 �) 社區社群。慢性病照護

模式的建置，考量在醫療系統、社區與機構內，接受照護服務

之個案與照護提供者之間，不同角色的人員，與不同層級的人

員，各有不同的需求，強調接受照護者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互

動性。企圖以病人為中心，積極運用實證醫學的成果，進行照

護服務措施整體規劃。醫療照護與科技的整合為全球趨勢，積

極推動醫療照護資訊電子化，不但是社會期待的目標，更是業

界努力的方向。此外，由於在長期照護的領域中，持續教育個

案，進行健康管理、提倡健康促進與強調疾病預防，都是最基

本與最重要的照護原則，因此，推動慢性病照護的介入措施，

除了可以改善照護流程、照護方式與應用設備，更可積極朝科

技化的方向前進。適時提出創新整合的照護措施，必能有效運

用照護人力，確實節省照護成本，促進老人個案慢性病照護模

式之品質提升 (賴才雅與王慶堯，200�)。
同樣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家庭網路科技中心之康家

豪副工程師，也從「預警」的思維，提出論文「應用資通訊技

術於長期照護之危險事件偵測」，討論運用資訊技術，預警偵

測長期照護之危險事件的可能性 (康家豪等，200�)。作者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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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中提出方案，企圖利用資通技術，偵測可能發生的危險狀

況，輔助照護人員，得以早期接受訊息通知，前往協助個案，

達到避免問題與降低傷害的目的。該論文以類似之概念，將環

境感知技術應用於長期照護，利用感測器收集環境資料，經過

計算與解析技術，偵測可能的危險事件，並在偵測到事件時，

主動通知照護人員。若能藉由自動化的機制，即時且正確地判

斷危險狀況，照護人員將可根據相關資訊，做出妥善處理。而

依此概念所開發之危險事件偵測系統，則在經過多次與第一線

的照護人員討論後，初步決定針對中重度失能個案的臥床與輪

椅使用之情境，規劃六項主要偵測目標。其中，(一) 在臥床方

面，偵測包括： 1) 夜間離床； 2) 靠近床緣及�) 靜止過久等目

標； (二) 在使用輪椅方面，則是偵測包括： 1) 未鎖定煞車欲坐

下； 2) 未鎖定煞車欲起身，與�) 坐在輪椅前緣等目標。透過感

測資料的收集與判斷，針對上述目標，當偵測到危險事件時，

系統會在護理站的電腦發出警示，提醒照護人員注意。康家豪

等作者於論文中詳細介紹偵測的目標，與危險事件偵測系統之

軟硬體設計，並進一步討論分析實際使用情況及成效，期望將

其獲得的寶貴數據與經驗，擴大應用於長期照護領域 (康家豪

等，200�)。
當然，不同的角色與角度，則有不同的看法。學者李孟芬

等人另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思考模式，針對社區內的中高年

齡個案進行調查，以期瞭解社區中的醫療照護終端使用者，對

於醫療資訊化的看法。學者李孟芬等則在其論文「以社區中

老年人觀點看全人照顧科技發展」中闡述了若干觀點 (李孟芬

等，200�)。李孟芬等學者認為，近年我國相關照顧科技產業的

發展，多以建置資訊體系及開發專業服務／體系為主，相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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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針對以「使用者」的需求為基礎，從社會人文角度思考，照

顧科技對「使用者」的消費模式與生活影響等相關研究。作者

以質性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方法，與國內社區中老年族群，進

行照顧科技觀點的深入對談，瞭解國內社區中老人個案使用各

類照顧及科技資源之態度、經驗及需求；並以圖說介紹全人照

顧科技的範例，瞭解其採納的意願。作者並以創新採納決策過

程模型，融合本土化的社會文化及消費價值觀，考量「人與科

技適配模式」的架構，系統地說明我國社區中之老人個案，在

面對各式科技的生活環境中，對照顧科技產品的認知、態度與

使用情形，以及影響老人個案接受創新照顧科技產品之可能因

素。企圖對我國全人照顧科技之發展，以使用者的角度，為台

灣在邁向全人照顧服務體系的過程中，提出適當建言 (李孟芬

等，200�)。
至於在政府行政部門方面，為因應台灣人口老化和社會經

濟發展趨勢，亦著手建置與全國長期照護相關之資訊網。內政

部和衛生署為推動國內長期照護業務發展的中央主管機關，在

長期照護資訊網的規劃中，各有其長遠的佈局與願景。舉例而

言，以內政部來說，內政部自民國��年專案建置「照顧服務管

理資訊系統」(http://csms.moi.gov.tw/MOIWeb/) 後，便已進行資

料交換機制及單一入口介面，建立了如「照顧服務資源通報系

統」等九項子系統，協助整合多項相關資訊系統。至於在衛生

署方面，若以衛生署之「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 (NHIP) (�� - 
100) 計畫書」(中華民國 �� 年 � 月) 為例，參閱其內容，應可約

略瞭解現行衛生主管機關已建置或推動中的各項主要之醫療資

訊計畫，並可從中模擬瞭解衛生主管機關推動醫療資訊化的強

大動力與未來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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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以行政院衛生

署玉里醫院為例

第一節　台灣身心障礙者福利統計現況

依據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處之統計通報 (一○○年第四十九

週) 資料(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 
顯示：

一、身心障礙者人數：

截至 100 年 � 月底止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計有 10� 萬 �,21�
人，較 �� 年同期增加 2.0�％；身心障礙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

為 �.�1％，較 �� 年同期微增 0.0� 個百分點，續呈逐年上升趨勢 
(如表 �-1)。

(一) 按性別分：男性 �2 萬 �,2�� 人占 ��.1�％，女性 �� 萬 
�,��� 人占 �2.�1％，性比例逐年降低至 100 年 � 月底之 
1��.�2；身心障礙人口比率男性為 �.��％，高於女性之 
�.0�％；按各障礙類別觀察，除失智症、慢性精神病患者

呈現女性比例多於男性外，其餘類別均以男性居多。

(二) 按年齡別分：各年齡層之身心障礙人口占各該年齡層總

人口之比率與年齡呈正比，其中 0- 未滿 12 歲身心障礙比

率為 1.1�％，12- 未滿 1� 歲為 1.��％，1�- 未滿 �� 歲為 
�.��％，�� 歲以上則達 1�.0�％。�� 歲以上身障者較上年

同期增加 1 萬 1,��� 人，增加率為 �.0�％ 最高。

(三) 按障礙類別分：以肢體障礙者 �� 萬 �,��� 人占 ��.��％ 
最多，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12 萬 �,��� 人占 11.��％ 次
之，聽覺機能障礙者 11 萬 �,1�� 人占 10.�0％ 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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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依序為慢性精神病患者、多重障礙者、智能障礙者、

視覺障礙者、失智症者、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者及自閉

症者等。各障礙類別人口數與 �� 年同期比較，就人數而

言，以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增加 �,��� 人，多重障礙者增

加 �,2�� 人，慢性精神病患者增加 �,0�2 人，增加人數較

多；就增加率觀之，以自閉症者增加 10.�1％ 最高，失智

症者增加 �.2�％ 次之，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增加 �.01％ 
居第三 (如表 �-2)。

(四) 按障礙等級分：100 年 � 月底身心障礙人數以輕度障礙者 
�1 萬 �,��1 人占 ��.0�％ 最多，中度障礙者 �� 萬 �,��� 
人占 ��.2�％ 次之，重度障礙者 1� 萬 2,2�2 人占 1�.��％ 
居第三，極重度障礙者 12 萬 1,��� 人僅占 11.1�％；若與 
�� 年同期比較，則以輕度障礙者增加 �.0�％ 增幅最大，

極重度障礙者增加 2.2�％ 次之，重度障礙者增加 1.��％ 
居第三。

(五) 按縣市別分：身心障礙者人數以新北市 1� 萬 �,��� 人占 
1�.21％ 最多，高雄市 12 萬 �,�12 人占 11.��％ 次之，臺

北市 11 萬 �,��� 人占 10.�1％ 居第三；身心障礙者人口

比率則以臺東縣 �.10％ 最高，花蓮縣 �.��％ 次之，嘉義

縣 �.0�％ 居第三 (如表 �-2)。

二、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概況：

(一)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

1. 所數：100 年 � 月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計有 2�� 所，

歷年呈現增加趨勢；按縣市別分，以臺北市 �� 所最多，

新北市 �0 所次多，高雄市及桃園縣同為 2� 所居第三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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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2. 安置人數：各機構核定可安置 2 萬 �,��� 人，實際安置 1 

萬 �,��� 人，平均使用率約 � 成；按縣市別分，實際安置

人數以臺北市 2,110 人最多，臺南市 1,��� 人次之，新北

市 1,�0� 人居第三，使用率則以基隆市 ��.�0％ 最高，雲

林縣 ��.22％ 次高，新北市 ��.��％ 居第三，澎湖縣、嘉

義縣低於 � 成較低 (如表 �-�)。
(二) 身心障礙者補助概況：100 年 1-� 月補助總金額為新臺幣 

1�0.2� 億元，較 �� 年同期增加 �.��％；各類補助以生活

補助 12�.�0 億元占 ��.��％ 最多，托育養護補助 ��.21 億
元占 2�.0�％ 次之，輔助器具補助 �.2� 億元占 �.0�％ 居
第三；按縣市別分以高雄市 22.�� 億元占 1�.2�％ 最高，

新北市 20.�� 億元占 12.1�％ 次之，臺中市 1�.2� 億元占 
10.�2％ 居第三 (如表 �-�)。

表 �-1　歷年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 (摘錄自內政部統計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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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縣市別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 (摘錄自內政部統計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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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歷年身心障礙福利概況 (摘錄自內政部統計處網頁)

表�-�　民國100年1-�月各縣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概況

 (摘錄自內政部統計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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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各表所述，截至 100 年 � 月止，全國身心障礙人

數達 1,0��,21� 人，佔全國總人數 �.�1%。在全國身心障礙個

案中，��歲以下計 ���,�1�人(��.11%)，��歲以上計�0�,2�0人 
(��.��%)。另在此些個案中，與精神疾病相關障礙之個案計為 
2��,�1�人，佔所有身心障礙個案之2�.��%。其中慢性精神疾病

個案計 11�,02�人 (佔所有身心障礙人數之 10.��%；佔精神疾病

相關障礙個案之 ��.0�%)；智能不足個案計 ��,�1�人 (佔所有身

心障礙人數之 0.0�%；佔精神疾病相關障礙個案之 ��.1�%)；失

智症個案計 ��,�2� 人 (佔所有身心障礙人數之 0.0�%；佔精神

疾病相關障礙個案之 1�.��%)；自閉症個案計 10,��� 人 (佔所有

身心障礙人數之 0.01%；佔精神疾病相關障礙個案之 �.2�%)。
若以行政區域來看，身心障礙者人口比率則以花東區之佔率 
1�.��% 為最高，其中臺東縣 �.10％ 最多，花蓮縣 �.��％ 次
之。花東地區不僅人口老化快速，身心障礙者人口比率也是名

列前矛。

由於一般老年個案之體力與心智，多半會隨著年齡增長，

逐漸耗弱，因此需要適當之長期照護。而老年精神疾患個案，

不僅認知功能出現障礙 (cognitive function impairment)，自我照

顧能力不良，身體亦日漸出現合併疾病 (co-morbidity)，諸如肥

胖 (obesity)、糖尿病 (diabetics)、高血壓 (hypertension) 與心血管

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等等，加上個案家庭支持系趨向崩

解，個案之處境更顯弱勢，亟需安全完整之長期照護系統。在

可預見的未來，各區域內之老年精神疾病相關障礙個案，恐成

為弱勢個案中的最弱勢個案。因此，「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

照護將是本章節討論的重點之一。

而在另一方面，現階段台灣長期照護的設計模式，若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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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類型而言，可以分為社區式照護、居家式照護、及機構式照

護等三種模式 (吳肖琪，2011)。其中：

一、社區式照護方面

(一) 老人個案長期照護部份，包括：

1. 日間照護。

2. 喘息服務 (居家式)。
�. 老人營養餐點服務 (定點)。
�. 社區復健。

�. 家庭托顧。

�. 交通接送。

(二) 身心障礙個案長期照護部份，包括：

1. 身心障礙個案營養餐點服務 (定點)。
2. 身心障礙個案日間服務機構。

�. 身心障礙個案福利中心。

�. 身心障礙個案交通接送。

�. 臨時及短期服務 (居家式)。
�. 社區復健中心。

�. 日間留院。

二、 居家式照護方面

(一) 老人個案長期照護部份，包括：

1. 居家服務。

2. 居家復健。

�. 居家護理。

�. 老人營養餐點服務 (送餐)。
�. 居家無障礙改善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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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具購買租賃需求評估。

�. 居家藥事。

�. 居家營養。

�. 居家醫師。

(二) 身心障礙個案長期照護部份，包括：

1. 居家服務。

2. 營養餐點服務 (送餐)。
�. 居家無障礙改善需求評估。

�. 輔具購買租賃需求評估。

三、機構式照護方面

(一) 老人個案長期照護部份，包括：

1. 喘息服務 (機構式)。
2. 護理之家。

�. 榮民之家。

�. 長期照護機構 (含長期照護型、養護型與失智照護型機

構)。
(二) 身心障礙個案長期照護部份，包括：

1. 住宿型機構 (全日型、半日型)。
2. 臨時及短期服務 (機構式)。
�. 精神護理之家。

�. 精神住宿機構 (康復之家，全日型、夜間型)。
儘管在「社區化為主」的主流思考下，世界各國皆以「在

地老化」之概念，持續推動居家式與社區式照護模式，然隨著

時間演進，老化之個案，特別是老年精神疾病相關障礙個案，

終將因認知功能障礙，自我照顧能力下降與多重生理疾病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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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無法於居家或是於社區中安置，而逐漸轉入相關長照機構

接受照護。因此，「機構式照護」將是本章節討論的重點之

二。

簡要而言，本章之討論重點，將以「老年精神疾患」之

「機構式長期照護」為主軸。以下將以衛生署玉里醫院為例，

進行老年精神疾病個案之長期照護相關議題的說明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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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醫療照護品質與衛生署玉里醫院

醫療品質是醫療機構的核心，也是永續經營與否的關鍵。

唯有持續的醫療品質改善與創新，才能維繫醫療機構的品牌價

值。本章節將以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為例，以玉里醫院近年

積極運用資訊科學與管理科學，進行醫療品質改進活動 - 「優質

玉醫」計畫 - 經由各面向的醫療品質改善方案，達成提昇醫療品

質的實質成效。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位於在台灣東部的花東縱谷地區，

於民國��年以養護所的形式成立，主要是提供慢性精神病個案

的長期照護。今天，醫院已逐漸成長為一個由五個院區組成的

大型精神醫療機構，院區分布於花蓮縣北，中和南方的三個不

同之鄉鎮中。另外，該院之病患是來自台灣的各個區域，約有

近 2�00 位精神疾病個案長期居住於五大院區中。其中，約有 
��% 的病患為的精神分裂症個案，其平均年齡為 �� 歲，男女性

別比率約為 �:�。五大院區中，有兩個院區為醫療機構，分別進

行個案之急性與慢性之醫療處遇 (圖 �-1與圖 �-2)；另外一個院

區為精神科護理之家 (nursing home) (圖 �-�)，其他二院區則分

別為治療性社區 (therapeutic community)(圖 �-�)及精神科多重疾

病個案照護院區 (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會依據個案的精神狀態，安排個案在不同

的院區內進行醫療處遇或長期照護。如果個案出現急性狀，或

是精神症狀突然加重，個案將被轉送入醫療性的急性病房。在

此急性病房中，個案可接受到先進的精神醫療處遇，以減輕或

改善個案之精神症狀。在急性病房的治療之後，當個案的症狀

逐漸穩定，個案將依治療計畫轉到慢性復健病房，穩定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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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及生活模式，並且開始準備精神復健的各項訓練計畫。如

果在個案的症狀業已減輕或得到控制之後，個案會循序漸進地

轉介到以長期照護為主軸的三個院區(包括護理之家)，持續進行

精神復健，並且開始各種的職能訓練計畫。在這個階段，個案

將會依其臨床功能的狀況，被指派或分發不同的任務或工作，

諸如院區內進行清潔管理，文書傳送，照顧服務等。抑或更進

一步地於院外的社區中，找到短期雇工和約聘雇員等實質性工

作等。因此，即使個案居住於長期照護社區中，部分個案仍有

機會在附近社區裡找到固定的工作。這種循序漸近的治療及復

健計畫，並於社區中逐漸恢復精神醫療模型，就叫做玉醫模型 
(Yuli Model) (Chen et al., 200�)，如圖 �-�。衛生署玉里醫院期望

藉由此一治療模式，促使個案參與及加入社區活動，強化其精

神復原，增進其福祉，提升其生活品質。

圖 �-1 衛生署玉里醫院之院本部。具備兩個精神科急性病房及
一個內科病房，個案可接受到先進的精神醫療處遇，以
減輕或改善個案之精神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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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衛生署玉里醫院之萬寧院區。當個案在急性病房治療之
後，其精神症狀逐漸穩定，個案將依治療計畫轉到慢性
復健病房，穩定其精神症狀及生活模式，並且開始準備
精神復健的各項訓練計畫。

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之溪口院區。溪口院區為精神科護理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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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之祥和院區。祥和院區主要為治療性社
區，個案在此持續進行精神復健，並且開始各種的職能
訓練計畫。

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之新興院區。新興院區為精神科多重疾
病個案照護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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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治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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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衛生署玉里醫院的沿革

衛生署玉里醫院的歷史演進，與台灣的精神醫療變遷，有

著密不可份的關係。茲將衛生署玉里醫院的院 (衛生署玉里醫院

網頁http://www.ttyl.doh.gov.tw/ )，簡要摘述如下：

民國��年： 台灣省政府為加強社會福利措施，擴充貧民施醫

計畫，於民國 ��  年，由省政府衛生處組成專案小

組，委託退輔會代為籌設精神病養護所。

民國��年： 衛生處與退輔會簽訂醫療業務合作契約。 � 月，成

立省立玉里養護所籌備處。

民國��年： � 月 1 日，「省立玉里養護所」正式成立，隸屬台

灣省衛生處。

民國��年： 1 月，開始收容作業，此時設有病床 �00 床。

民國�0年： 增設義務役退伍士官兵精神病患 �0 人，有安全顧

慮精神病患 �00人。

民國�2年： � 月，奉准購撥東部土地開發處萬寧開發區，以作

為康復期精神病患從事農、漁、牧等職能治療。

民國��年： 先後增收小康計畫貧民精神病患�00人，低收入戶

精神病患200人。

民國��年： 萬寧復健園區啟用。

民國��年： � 月，萬寧復健園區由行政院核定命名為「省立玉

里養護所萬寧作業治療中心」。

民國��年： � 月，終止玉里榮民醫院代管合約，由衛生處核派

專任所長，結束由玉里榮民醫院院長兼任玉里養護

所所長的時代。

民國��年： 首位精神科專科醫師入駐，為玉里養護所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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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之始。� 月，實施病患功能分類，將病區分為

治療與療養兩類，實施三班制。

民國�0年： 1 月，申請養護所為精神科專科醫院（結果：暫准

合格為專科醫院）。� 月，將所有原先省政府各處

配賦之床位，統一由衛生處統籌規劃及運用。

民國�1年： � 月，設置醫療藥品循環基金，開辦門診。10 月，

開放萬寧作業治療中心 210 床大樓收治一般身份病

患。11 月，萬寧農場碾米廠落成，病患食用稻米

可自給自足。

民國�2年： 1 月，行政院依據「六年國建計畫」及「醫療網第

二期計畫」，核定「精神疾病防治工作計畫」（台 
�2 衛字第○○三四八號函），總經費 2� 億元。

民國��年： 依據六年國家建設實施方案中之籌建醫療網計劃

「加強精神疾病防治項下」之「精神疾病防治工作

計畫」，玉里綜合醫療大樓、祥和、溪口復健園區

陸續興建，並改建萬寧園區，預備改制為「玉里

醫院」。玉里養護所評鑑成為「合格兩年專科醫

院」。

民國��年： 通過精神專科醫院評鑑合格三年。

民國��年： 祥和院區啟用。

民國��年： 院本部大樓啟用。升格為「精神科專科訓練醫

院」。 � 月 1 日，改隸為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民國��年： 萬寧院區改建工程完工。

民國�1年： 通過精神科專科教學醫院評鑑。

民國��年： 溪口園區啟用，並通過精神護理之家立案。開設院

本部之一般科病房。（本簡史由陳豐偉醫師暫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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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資料整理，完整版將由院史室提供）。

民國��年： � 月，開辦萬寧門診中心，提供一般科、牙科、復

健科、身心內科等醫療服務。� 月，開辦日間病房 
100 床。通過精神科專科教學醫院評鑑。通過一般

科地區醫院評鑑。榮獲「第七屆行政院服務品質

獎－整體獎」。「職能治療服務」榮獲「200� 國
家品質標章-醫療院所類醫院特色專科組」。通過 
�� 年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單位。

民國��年： �月，開辦康福門診（老人門診），提供便捷貼心

的服務。新增設溪口復健園區 100 床。規劃辦理

「強化社區重症精神病患就醫照護計畫」，增加公

務床 200 床。「職能治療服務」獲國家生技醫療品

質獎銅牌獎。資訊室通過 ISO/IEC2�001:200� 資訊

安全認證。

民國��年： 新開辦「腎臟內科」及「神經內科」業務。榮獲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證書」。溪口園區精

神護理之家：通過 200� 國家品質標章【護理照顧

服務】。玉里醫院祥和社區：通過 200� 國家品質

標章【醫療院所類】。

民國��年： 10 月榮獲醫策會「第十一屆醫療品質獎：機構推

行獎」。

民國100年： 12 月榮獲醫策會「100 年新制精神科醫院評鑑 優
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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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衛生署玉里醫院的現況

衛生署玉里醫院的核心價值是「以人為本」；願景是「成

為全國最完善的精神醫療暨教學研究機構」；宗旨有二：

（一）落實政府精神醫療及長期照護政策。（二）提供優質的

全人全程照護。而其執行之策略為「六化」：包括「醫療優質

化」、「復健生活化」、「照顧人性化」、「服務科技化」、

「醫院公園化」與「研究國際化」。

衛生署玉里醫院有 ��0 多位員工，照顧著近 2�00 名精神

疾病病友，努力地提供他們一個身心靈全方位的『整合式全人

全程精神醫療照護及復健體系』，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精神科專

科教學醫院，並且在民國九十四年獲得「第七屆行政院服務品

質獎整體獎」，九十四以及九十五年度連續獲得「衛生署所屬

醫院年終考評特優」之肯定。民國  �� 年 10 月榮獲醫策會「第

十一屆醫療品質獎：機構推行獎」。民國 100 年 12 月榮獲醫策

會「100 年新制精神科醫院評鑑 優等醫院」。行政院衛生署玉

里醫院有全國一流的醫療團隊，陣容堪稱首屈一指，而且正持

續不斷地招募全國各地有理想、有抱負的有志之士共同來實現

願望。

在玉里醫院，精神個案可以過著腳踏實地的生活，擁有充

足寬廣的起居空間及行動自由，可以勤勉地工作，栽植園藝花

卉，耕耘稻田。整天與青山、綠水、陽光、泥土為伴，重新體

驗生命的美好以及人存在的價值。

衛生署玉里醫院的個案與住民基本資料分佈，以民國 �� 
年 (200� 年)的本院個案為例，可由表 �-�看出，個案以年齡在 
��-�� 歲的人數最多，有 1��0 位，約佔 �0.�%。而年齡在 �� 歲
以上者，計 ��0 位，約為 1�.�%。由於國外與國內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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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精神分裂症個案的平均壽命，較正常人之平均壽命，短

少約 12-1� 年 (Marder et al., 200�)，部份國外數據更可能高達 �0 
年 (Colton & Manderscheid, 200�) 。而我們自己的研究則發現，

在 ��-�� 年間，衛生署玉里醫院個案的平均死亡年齡為 �0 歲。

這些研究文獻指出，老年精神分裂症個案的壽命，明確較一般

老年大眾為短。故在衛生署玉里醫院收療之精神疾病個案，其

老年程度，實不能單單僅以年齡之 �� 歲為唯一之定義標準，而

必須考量其他多重因素。意即在衛生署玉里醫院中，無論是收

治於醫療系統的精神疾病個案，或是長期居住於其他院區的住

民，個案老化之程度之比率，應遠較整體台灣的整體老化現況

為高，加上所有個案與住民皆為嚴重精神病患，受限於其精神

症狀干擾、認知功能障礙與自我照顧能力低落，這些個案與住

民甚或較老年失智症個案需要更多重、更完整的照護與支持系

統。

表 �-�　衛生署玉里醫院住民個案的基本資料

Items Total Patient Population
Total Cases (N) 2���

Gender, N (%)
M 1��2 (��.0)
F ��� (�1.0)

Mean Age (yrs) ��.�
Distribution of Age (yrs), N (%)

≤18 yr 1 ( 0.0)
1�-2� yr 1� ( 0.�)
2�-�� yr �11 (2�.�)
��-�� yr 1��0 (�0.�)
≥ 66 yr ��0 (1�.�)

Mean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yrs ± S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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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衛生署玉里醫院的醫療品質改善計畫

為持續提昇醫療品質，衛生署所屬醫院總是不斷地運用各

項科學方式改善醫療品質。衛生署玉里醫院亦深刻瞭解必須引

用科學化的管理技術與方法來進行全面的醫療品質昇華。衛

生署玉里醫院的「優質玉醫」專案計畫，首先於民國 �� 年，

由張達人院長提出，建立施行模式，再由孫效儒院長續行辦

理。「優質玉醫」專案主要是依據平衡計分卡 (Balance Score 
Card, BSC)的概念為基本概念，依照「流程 (process)」、「顧客 
(client)」、「學習 (learning)」與「財務 (finance)」等四個面向 
(domains)，運用資訊科學與管理科學之方法，針對醫療品質，

自民國��年起，每年提出一系列的改善方案，藉以提升醫療品

質，相關主題如表 �-�、表 �-� 及表 �-� 所示。在民國 �� 年，展

開了 2� 個方案 (表�-�)；更在民國 �� 年，進行了 2� 個方案 (表 
�-�)。而在民國 100 年，則又提出了 �� 個行動方案及監測指標

案 (表 �-�)，持續積極提升醫療品質。

表 �-� 民國 �� 年衛生署玉里醫院「優質玉醫」計畫展開之行
動方案

行動方案名稱 報告人

1.「降低看護費不足額」行動方案 林絨護理長

2.「心懷環保-全院能源管理作業改善」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萬流歸宗―提昇全院財產總歸戶達成率」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提升藥品自動包藥率暨藥盒推陳改善」行動方案 林美玲藥師

�.「健康安心―全院員工健康管理」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改善差勤管理作業」行動方案 雷誠久主任

�.「玉醫您好百分百服務」行動方案 邱子瑄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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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時數提昇」行動方案 張宜惠專員

�.「ER1�0」行動方案 邵靖翰主任

10.「開辦高血壓共同照護網」行動方案 李環醫師

11.「開辦新興院區牙科門診」行動方案 謝炫曙醫師

12.「全方位照護癱瘓病患」行動方案 孔繁錦主任

1�.「降低精神科長照單位病人壓瘡發生率」行動方案 張松齡督導長

1�.「改善體重不足之半流質病患�0%以上達理想體重率」

行動方案
王婉卩督導長

1�.「降低非計畫性管路滑脫發生率」行動方案 劉蕓鴒護理長

1�.「降低皮膚抓傷盛行率改善」行動方案 曾美蓮護理長

1�.「降低跌傷發生率≦20﹪以下」行動方案 謝家柔護理長

1�.「降低病人不假離院發生率」行動方案 吳月瑜護理長

1�.「降低精神科病人異物哽塞發生率」行動方案 阮妙嬋護理長

20.「提升住院病人即時需要協助」行動方案 徐玉英護理長

21.「提昇門診滿意度」行動方案 吳明寶護理師

22.「提昇兒心門診滿意度」行動方案 游舜杰主任

2�.「改善數位學習流程管理作業」行動方案 雷誠久主任

2�.「籌設玉醫臨床教育暨數位學習資料庫」行動方案 高兆良助理

表 �-� 民國 �� 年衛生署玉里醫院「優質玉醫」計畫進行之行
動方案

行動方案名稱 報告人

1.「提升合約床入住人數方案」行動方案 林俐主任

2.「捏緊庫頭―有效管理物品庫房」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心懷環保-全院能源管理作業改善」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萬流歸宗―提昇全院財產總歸戶達成率」行動方案 簡佳如專員

�.「健檢追蹤處置計劃」行動方案 湯介如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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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肪改善行動方案」行動方案 湯介如醫師

�.「整合外醫門診流程計畫」行動方案 邵靖翰主任

�.「提高玉五長照病床之周轉率」行動方案 劉蕓鴒護理長

�.「建置新興院區生理疾患病人照護流程」行動方案 潘紀叡護理長

10.「建構安全護照」行動方案 吳百堅主任

11.「促進用藥安全」行動方案 周聖淯醫師

12.「祥和瘦弱住民體重增加改善」行動方案 陸湘南護理長

1�.「降低急性病房隔離事件」行動方案 吳月瑜護理長

1�.「困難個案治療與安置」行動方案 樂哲麟主任

1�.「病患活動改善」行動方案 林絨護理長

1�.「提升住民參與體能活動比例」行動方案 留淑婷主任

1�.「降低全院跌倒致傷率」行動方案 阮妙嬋護理長

1�.「增強物理復健以降低新興院區跌倒致骨折比率」行動

方案
邵靖翰主任

1�.「一網打盡(建構藥事服務網頁)」行動方案 雷誠久主任

20.「建構實證資料庫」行動方案 吳百堅主任

21.「電子病歷導入前置作業」行動方案 金惠勤/孔秀美

22.「提升門診醫師準時到診率」行動方案 吳明寶/孔秀美

2�.「兒心團隊擴大社區兒心服務」行動方案 游舜杰主任

2�.「整合作業流程」行動方案 梁穎秘書

2�.「提昇照服員進階參與率」行動方案 徐玉英護理長

2�.「深耕共識行動方案」行動方案 李婉菽代理主任

2�.「危險管理反貪倡廉宣導行動方案」行動方案 蔡文詠主任

2�.「強化牙科照護計劃」行動方案 謝炫曙醫師

2�.「骨科術後照顧計劃」行動方案 游松齡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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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民國 100 年衛生署玉里醫院「優質玉醫」計劃之行動方
案與監測指標

行動方案名稱 報告人

1.「一幕了然－藥物辨識系統條碼化」行動方案 林美玲藥師

2.「祥和院區住民代謝症候群年度篩檢」行動方案 廖訓毅醫師

�.「建構資訊整合平台以改善長照多重用藥正確給藥流

程」行動方案
劉蕓鴒護理長

�.「減少急性病房暴力及傷害率」行動方案 吳月瑜護理長

�.「降低新興住民跌倒致傷率」行動方案 張麗珠護理師

�.「復健學員照護助理訓練」行動方案 留淑婷主任

�.「合作機構滿意度調查」行動方案 呂錦綸社工師

�.「萬寧社區整體健康營造」行動方案 張淑兒護理長

�.「精神科病人一般醫療門診服務之醫療利用」監測指標 張松齡督導長

10.「住民帳務管理流程與軟體建構之完成率」行動方案 雷誠久主任

11.「急性病房健康履歷完成件數」監測指標 吳百堅主任

12.「建構實証資料庫」監測指標 吳百堅主任

1�.「影音文件上傳」行動方案 吳百堅主任

1�.「業務資訊化創新提案數」監測指標 林慧娟主任

1�.「員工滿意度」行動方案 林慧娟主任

1�.「健康減重」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1�.「萬流歸宗」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1�.「財產盤點正確率」監測指標 簡佳如專員

1�.「及時行繕」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20.「採購時程」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21.「心懷環保」行動方案 李芳銘主任

22.「感染管制個案資訊追蹤系統」行動方案 林淑娟護理師

2�.「住民肺炎評估」行動方案 游松霖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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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全套抽血檢查病患人數」監測指標 呂元惟主任

2�.「增加住民參與工作訓練機會」監測指標 留淑婷主任

2�.「照服員訓練落實度」監測指標 王文秀護理長

2�.「門診病患滿意度」監測指標 孔秀美護理長

2�.「住院病患滿意度」監測指標 徐玉英護理長

2�.「擴大社區參與」監測指標 吳玉娟護士

�0.「家屬活動滿意度」監測指標 陳苑忍社服員

�1.「溫心部落關懷情」行動方案 張世寧社服員

�2.「受訪老人滿意度」監測指標 張世寧社服員

��.「百大個案及特殊個案管理」監測指標 徐玉英護理長

��.「適當床位控制」監測指標 徐玉英護理長

��.「一言難盡」行動方案 孔秀美主任

在第九章，本書將以衛生署玉里醫院近年之創新科學的應

用為經緯，列舉闡述，說明「精神醫療院所與機構之管理與資

訊科學運用」之現況。我們將以「流程面向」為主軸，依照各

方案計畫間之相關性，分為幾個章節，加以連貫，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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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精神醫療院所與機構之創新科學運用—以

衛生署玉里醫院為例

第一節　「很遠很大」與「很美很好」

猶然記得在民國��年底的院訊中，長官希望我個人針對未

來的五年，能寫些對衛生署玉里醫院的一些期望，個人則以

「因為我們很遠很大，所以必須很美很好」為題，描述了若干

個人的看法。個人深深以為，由於時代的快速變遷，過去適用

於醫療院所與機構的經營管理方法，並不一定可以用於解決現

在，甚至未來的問題。當然，也有可能玉里醫院以前的優勢，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逐漸變成玉里醫院的弱勢，甚或需要改

進的地方。因此我們玉里醫院必須即時調整面對。當然，更因

為玉里醫院沒有等待問題出現的空間，所以必須要提早看到未

來的潮流與趨勢，把玉里醫院的品牌形象做一個策略性的調整

與改變。

如果依照個人觀察，玉里醫院未來應該可以朝以下幾個面

方向發展：第一個方向是「強調特色」; 第二個方向是「追求品

質」; 第三個方向要「發展研究」; 第四個方向是「創新服務」; 
而第五個方向則是「完塑文化」。

首先來談第一個方向-「強調特色」。我們同仁都深刻了

解，玉里醫院必須擁有特殊的專業領域及特色，是其他精神科

醫院或醫療機構所無法比擬的，才能精益求精，持續向上。唯

有強調這些特殊的專業領域及特色，病患個案才會接受玉里

醫院，相信玉里醫院。既然要有特色，就必須先要知道玉里

醫院未來住民個案的真實需要。假設玉里醫院要面對的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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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的住民個案，那麼玉里醫院必須要先在五年前做好準備，

才能滿足日後住民個案的需要。若按個人的想法來看，第一是

需先解決住民個案的重大多重疾病問題。這是其他精神醫療院

所現階段尚且無法或不能觸碰的議題，諸如先前玉里醫院張達

人院長經常強調之加強照護癱瘓臥床病人，以及骨折個案的處

遇，或是降低個案之死亡率等這類的議題，都是非常重要的主

張。其次則是住民個案的功能分類分級的部份。不同功能等級

的病人個案，應該要有不同的照顧方式，不同的訓練方式，以

及不同的治療方式。第三是住民個案復健個別化部分。不同的

病人個案，應該就其精神症狀與認知功能程度，發展個別之復

健計畫，例如藥物少一點，復健多一些，或是合併其他多樣化

的治療，而不一定只是藥物的治療。最後則是住民個案的健康

管理。無論是住民個案的高血壓、高血脂或是高血糖等三高問

題，應該要有完整的三高慢性疾病之個案管理系統。凡此總

總，都是秉持「預防勝於治療」的公共衛生概念，也是玉里醫

院需要立即發展的重點項目。

第二個方向是「追求品質」。玉里醫院的醫療品質範圍非

常廣泛，自張達人院長就職之後，從��年至��年推行「優質玉

醫」專案，從財務面、顧客面、流程面及學習面四個構面開始

進行改善，強調「齊一作業流程」之重要性，的確是一個很好

的方式。而在孫孝儒院接任醫院首長後，依然持續推動「優質

玉醫」專案。個人認為，未來若要強調品質，覺得應該要有幾

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先做簡單的，再做複雜的; 其次是先做基

本的，再做昇華的; 第三是先做緊急的，再做長遠的; 最後則是

先做必須的，再做突破的。由這幾個原則來看，在未來的這幾

年中，強調相關長期照護的醫療品質確實是趨勢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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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方向是「發展研究」。玉里醫院發展研究的原則，

應該秉持「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務實想法，也就是不

同的組織，不同單位，會有不同的專長。玉里醫院不是大型的

綜合醫院，必須要想出適合的方法，來符合玉里醫院的實際發

展需求。舉例而言，進行精神科的臨床藥物研究試驗，對玉里

醫院來說就是非常重要一個助力，玉里醫院可以經由國際大型

藥廠的資源，訓練玉里醫院的專科醫師進行臨床藥物試驗，協

助醫師們跨越臨床試驗的門檻。另外更需配合臨床藥物研究試

驗的研究主題，加強訓練，就像是以砌一座牆的方式，利用結

構化與深入化的模式，漸次演變成為應用化，再配合前面強調

品質及專業特色，會讓臨床藥物研究試驗的研究發展主題，更

為生活化、實用化與人性化，對於解決住民個案的臨床問題，

更能切中要害。

第四個方向是「創新服務」。醫療院所與機構主要服務的

顧客為病人、家屬及員工，因此創新服務的重點發展應以我們

玉里醫院的顧客為首要。若以個人的觀點來看，發展原則主要

可以「科技玉醫」的概念著手。藉由運用科學化的管理策略與

資訊技術，盡量將各種醫療流程化繁為簡，合併使用現代化科

技平台，減少人工作業，以期增加工作效率，降低相對成本。

例如像是近年衛生署支援的影像管理系統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萬寧院區病房RFID的門禁管

理，以及正在研發的電子錢包，管控病人零用錢的應用情形，

甚至未來運用於識別人員的管理，都是以「科技始終來自於人

性」的出發點為考量，不但可以解決我們玉里醫院住民個案及

員工的問題需求，也可達到流程標準化與一致化的目的。

第五個方向要強調的是「完塑文化」。這裡所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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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玉里醫院的組織文化。玉里醫院是一個醫療機構，使命

就是照顧病人。或許部份玉里醫院同仁一時還未能改變固有的

觀念想法，但隨著時代的快速變遷，勢必需要做適度的調整，

讓所有的員工有付與使命的感覺(使命化)，讓同仁的工作能夠具

有意義(意義化)，讓員工了解做這些事情，是為了照護病人，是

一項神聖的工作(神聖化)，唯有這樣從內心深處產生的思維，才

能改善外在的工作表現，讓事情得以順利完成，病人得到完善

的照護。

針對未來的願景，我個人的想法是，堅持強調特色，追求

提升品質，致力發展研究，持續創新服務與完塑組織文化，將

可以讓我們的醫院品牌形象更上一層樓，讓員工引以為傲，讓

個案及家屬信任放心，讓衛生署玉里醫院這個組織，因為過去

的「很遠很大」，得以邁向未來的「很美很好」。

在以下的章節中，本書將以上述之五個方向，分節進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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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強調專業特色

玉里醫院要強調專業特色，當然必須先暸解現階段玉里醫

院所面對的現況。由第八章第四節表 �-� 的現況描述中可以得

知，衛生署玉里醫院的住民個案已逐漸邁向老化。我們衛生署

玉里醫院的住民個案約有 2��0 位，平均年齡為 �� 歲，男女比

例為 �:�，多為嚴重型精神病 (主要是精神分裂症，參見第二章

說明)。由於老年嚴重型精神病個案，往往合併多重身體與生理

疾病，更導致在長期照護上的困難。

嚴重精神病個案 (例如精神分裂症個案) 的平均壽命，較

一般大眾為短。因為嚴重精神病個案經常出現共病狀態，包括

糖尿病，冠狀動脈心臟疾病，高血壓與肺氣腫等 (Fleischhacker 
et al., 200�; Marder et al., 200�; Pack, 200�)，可能促使嚴重精神

病個案必須面對更多變化的老年生活。加上精神分裂症患者往

往有不良的飲食習慣，較少的體力活動，較高的吸煙頻率，更

多的酒精和街頭毒品濫用機會，種種這些的不良生活方式的選

擇，都將使得嚴重精神病個案身體健康問題，益形嚴重。此

外，由於精神病個案大多必須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抗精神

病藥物的潛在副作用，包括催乳素升高，白內障的形成，運動

障礙 (錐體外徑路症候群，extrapyramidal syndromes, EPS)，性功

能異常，以及近年發現之代謝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 MS)或
是肥胖問題等等，更是老年精神疾患個案立即必須面對的棘手

問題 (Chang et al., 2011)。
因此，保護和促進嚴重精神病個案的身體健康，正在成為

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問題與道德議題。與一般大眾一樣擁有

同樣質量的健康，適當的預防保健，是嚴重精神病個案的基本



1�0 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權利 (Maj, 200�)。然而，精神分裂症個案的身體健康往往被

明顯地忽略，因而呈現出一個令人震驚的健康差距。如何為嚴

重精神病個案這些弱勢人群提供最佳服務的健康服務，將是

現代精神醫學必須面對的最重要挑戰之一 (Fleischhacker et al., 
200�)。

正因為如此，現階段很多研究顯示，如何完整照顧住民個

案身體健康，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單單只是社會責任與義

務，對醫療人員而言，更是醫療照護品質進步的象徵。

儘管我們玉里醫院同仁可以逐步瞭解現今世界對嚴重精神

疾病個案的照護趨勢，也深刻知悉其中的意涵，知道必須全力

面對，然我們醫院的住民個案究竟面對哪些老年醫療的問題，

則需要科學化的數據與資料，方能確實掌握問題，進而提出解

決策略。

有鑑於此，經過多方考量，若由我們先前的思考邏輯來看 - 
先做簡單的，再做複雜的；先做基本的，再做昇華的；先做必

須的，再做突破的 - 我們決定先從全院五大院區，每日緊急轉

送外院醫療 (以下簡稱外醫急診) 與每日至他院門診 (以下簡稱外

醫門診) 的住民個案現況著手，以便瞭解我們醫院住民所面臨之

實際醫療問題。因此，在長期照護住民的思維下，玉里醫院於

民國 �� 年起，成立了長照團隊，以「外醫工作小組」方式 (圖 
�-1)，由副院長為召集人，結合精神科醫師、一般醫學科醫師、

精神科護理師、一般醫學科護理師與社工師等各科室同仁，每

週一上午進行小組會議，追蹤討論前一週所有院區外醫急診個

案之主訴、診斷與處遇，以及前一週由外醫返回本院個案之診

斷、治療與預後 (Lee et al., 2010)。同樣的，我們也以護理為主

軸，統計列管全院區每月因身體病情而需至他院門診的住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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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進行動態之統計分析。

圖 �-1　跨科室多面向之外醫工作小組成員

在這個跨科室多面向之外醫工作小組的努力下，藉由不斷

的討論，外醫工作小組也提出了本院急重症個案外醫轉介流程

的幾項原則 (Lee et al., 2010)：
原則1. 每日上午晨會討論個案現況

原則2. 每日下午四時討論困難個案

原則�. 如需轉介緊急處遇

→確認需要轉診個案

→電話先行通知轉介醫院急診室

→說明個案基本資料、轉介原因、確認抵達時間

→填寫派車單，通知駕駛時間

→準備相關證件(健保卡等)
→檢附簡要病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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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病人員下午五時前送達轉介醫院急診室

→值班醫療人員電話追蹤個案病情

→次日上午晨會討論個案現況，回到原則1

當然，由於是新成立的工作小組，也是在任務編組的狀況

下，剛開始的運作總是困難重重，必須一再透過溝通、教育、

協調與堅持，才能一步一步地向下進行扎根的工作。

經過一年的追蹤，我們外醫工作小組的研究結果發現，

�� 年全年本院外醫急診個案共計 ��� 人，其中男性 ��1 人，佔 
�0.0%，平均 ��.� 歲。女性 1��人，佔 �0.0%，平均 �0.�歲。�� 
年全年本院每月外醫急診住院人日數如圖 �-2所示，每月外醫急

診平均住院人數如圖 �-�所示 (Lee et al., 2010)。

圖 �-2　衛生署玉里醫院��年每月外醫住院人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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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年每月外醫住院平均人數 

而急診外醫的主要診斷，則分別為：  1 )  腸胃道疾病 
(gastrointestinal complaints) (N= 12�, 2�.1%)； 2) 肺部疾病 (lung 
problems) (N=11�, 21.�%)； �) 發燒與感染 (fever/infection) 
(N=��, 1�.�%)； �) 跌倒與骨折 (fall/fracture) (N=��, �.�%) (Lee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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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追求提升品質

在有了初步的科學數據與資料後，我們玉里醫院的外醫團

隊便開始著手改善本院住民的身體生理急症處理。由於在腸胃

道疾病方面，本院的住民個案面臨的狀況多為便秘 (constipation) 
合併腸阻塞 (intestine obstruction) 與腸胃道出血(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兩個診斷。我們決定先從便秘合併腸阻塞開始進行。

第一個問題是，為何會造成個案便秘與腸阻塞? 除了均衡飲食、

足量蔬果及適當運動的傳統思維外，我們考量可能是住民個案

在使用藥物之後所產生的便秘問題。因為住民需要服用抗精神

藥物，而藥物 (特別是 clozapine)常會造成腸蠕動降低，導致便

秘。儘管住民不能不服藥，但卻可以適當降劑量，我們也可以

訂定處理流程，例如住民若是 2 天沒由有排便，護理人員就考

量先行保守處理(如衛教與腹部按摩等)，症狀如持續，就可考量

進行腹部 X 光，確認糞便阻塞程度，再給予住民灌腸清理。經

過這樣的流程適用與推廣後，住民個案的便秘或腸阻塞的情形

遂大幅降低，因這類診斷而急診外醫人數亦獲得明顯改善。

跌倒與骨折，是長期照護單位最常見的臨床問題之一，也

是我們院區最常見異常事件，不但造成住民個案失能痛苦，

後續照護問題更是最耗費醫療成本的主因 (阮妙嬋與謝家柔，

2011)。根據國外研究社區中的老人，�� 歲以上者每年有 �0% 
的跌倒率，護理之家或醫院中老人跌倒的發生率更高，約是

社區老人的三倍，而併發症的比率更高(約 10-1�% 的跌倒可造

成骨折、裂傷或住院照顧)。根據國民健康局及國家衛生研究

院調查顯示：老人自述過去一年跌倒經驗之盛行率由 1��� 年 
1�.�%，增加到 200� 年的 20.�%，且跌倒發生率會隨著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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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的增加而上升；跌倒大約佔了老人至急診就醫原因的十分

之一，其中約有�% 需要住院接受急性醫療照護 。依中央健保

局 1��� 年資料分析，老年人平均每次骨折住院天數為 1�.� 天，

其中八成五的人需換人工關節、接受固定手術或是其他手術，

且預後不好，約有一半病人因此行動不便，據 1��� 年至 2000 
年的資料分析，�� 歲以上發生髖骨骨折老人一年內之死亡率約

為 1�%，死因以長期臥床引發之感染為主。因此老年人的健康

照護者應更積極篩檢骨質疏鬆症及預防跌倒 (阮妙嬋與謝家柔，

2011)。
有鑑於其重要性，由本院新興院區護理人員組成工作小

組，自民國��年以來持續進行跌倒相關改善方案。由於玉里醫

院同仁已逐漸瞭解，儘管住民跌倒的異常事件總是會發生，然

降低跌倒的致傷程度，則更具臨床上的預防效果與意義，因此

針對本院跌倒高危險群住民最多新興院區持續改善，希能將住

民個案因跌倒而可能造成骨折的傷害降低 (阮妙嬋與謝家柔，

2011)。本院新興院區民國 100 年的「降低住民跌倒致傷率」行

動方案成果顯示，本院民國 100 年的跌倒件數為 1�� 件，相較

於 �� 年減少 2 件，重度以上傷害個案數則減少 1 件，而跌傷

率則由 �� 年的 �1.�％ 降至 100 年的 �1.�%，跌傷率降低 12.�% 
（圖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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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新興院區民國100年住民個案跌倒件數
及跌傷率 

資料來源：本圖摘自阮妙嬋與謝家柔之100年度「降低住民跌倒致傷率」行動方案成果
報告。

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新興院區民國100年住民個案跌倒傷害程度 

註：本圖摘自阮妙嬋與謝家柔之 100 年度「降低住民跌倒致傷率」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除此之外，在本院持續進行之提升品質計畫 -「優質玉醫」

專案中，亦有以強化骨折個案的後續照護流程為主之方案，如

民國 �� 年邵靖翰等之「增強物理復健以降低新興院區跌倒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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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比率」行動方案 (邵靖翰等，2010) 與民國 �� 年游松霖等之

「骨科術後照顧計劃」行動方案 (游松霖等，2010) 等，都是預

防醫學三段五級概念中，第二至三段與三到五級處遇的明顯案

例，不但可以促使住民個案早日恢復自我行動能力，更可避免

後續因骨折所造成之臥床褥瘡、肺炎與泌尿道感染等問題。

至於在感染部份，蜂窩性組織炎一直是困擾我們各院區住民

個案的問題。然而民國 �� 年，曾美蓮等因進行「降低皮膚抓傷

盛行率改善」行動方案 (曾美蓮等，200�)，加上隨後的疥瘡防治

計畫運作，必須經常檢查住民個案的皮膚，得以早期發現住民個

案皮膚的各式各樣傷口，立即敷藥處理，個案之蜂窩性組織炎發

生比率遂明顯降低，嚴重至急診外醫之案件更是大幅減少。

而在病因比較複雜且處理相對困難的肺炎 (pneumonia) 部
份，由於我們的住民，因精神症狀所致，自我照顧功能多所退

化，相關處理確實較為嚴峻，然自民國 �� 年起，先後仍有阮妙

嬋等的「降低精神科病人異物哽塞發生率」行動方案 (阮妙嬋

等，200�年)，民國 �� 年潘紀叡等的「建置新興院區生理疾患病

人照護流程」行動方案 (潘紀叡等，2010)，與民國 100 年游松

霖等的「住民肺炎評估」行動方案 (游松霖等，2011)，持續針

對住民個案的肺炎議題，努力以赴。

而在另一方面，為針對我們玉里醫院個案老化所可能面對

之臨床問題，整合本院臨床研究計畫及所有「優質玉醫」行動

方案，我個人、護理科胡文苓主任與吳玉娟小姐，採行公共衛

生三段五級之概念，於民國 �� 年 2 月整理繪製了衛生署玉里

醫院精神疾病個案之「健康管理平台」圖示 (圖 �-�)，主要是

從「精神心理」與「身體生理」兩個方向著手，搭配臨床研究

計畫及「優質玉醫」行動方案，提升玉里醫院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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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精神心理」方面，第一段 (level 1)部份即納入了臨

床研究常常使用之評估量表，例如精神症狀評估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 PANSS)、個案認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 評估、社會功能 (social function) 評估、藥物使用 
(medication prescription) 評估與藥物副作用 (adverse responses) 評
估等等。而在第二段 (level 2) 及第三段 (level �) 部份，則分別

加入了精神醫療系統、長期照護與社區復健系統。而在「身體

生理」方面，第一段部份納入了個案篩檢及預防之各項行動方

案，諸如個案營養管理方案等等。而在第二段及第三段部份，

則分別加入了個案生理疾病的院內轉介、院外轉介系統流程、

與個案之追蹤及復健系統流程。最後再與前述之「玉里醫院治

療模式」(圖 �-�) 密切連結。

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精神疾病個案之「健康管理平台」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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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討論中，衛生署玉里醫院的常規處理及治療流

程，已含蓋多數第二段 (level 2) 及第三段 (level �) 部份，然在第

一段部份，則較少提及。因此，在以下的論述，將以整合預防

醫學與長期照護之概念為主軸，進行討論。而衛生署玉里醫院

這些諸多作為的目標，就在追求提升品質。

由於老年個案，特別是嚴重精神疾病個案，適當的營養與

均衡之運動，是健康促進、預防疾病的基石。針對營養與運動

這兩個議題，衛生署玉里醫院的同仁，企圖以「預防醫學」與

「健康促進」的概念出發，運用科學方式，解決實際問題，達

成提升醫療品質之目標。

正常與均衡之飲食，為本院住民個案健康之本。有鑒於

此，玉里醫院護理科胡文苓主任、林雅婷營養師、潘紀叡護理

長及阮妙嬋護理長等，於民國��年進行了「住民營養評估」行

動方案 (胡文苓等，2010)。經由適當的營養評估，找出具有營

養不良潛在危機的住民個案，適時給予營養照護計畫和治療，

對整體醫療照護品質的提升必有助益。本方案目的為建立本院

住民營養評估制度，並期望可因此制度之建立，及早發現具營

養不良風險之住民，且進行介入。另外再經交叉比對後尋找營

養不良與其他危險因子之關連性，以期達成危險因子之預防，

給予住民優良之生活品質。

「住民營養評估」行動方案，以迷你營養評估表 （Mini 
Nutritional Assessment; MNA）為評估工具，針對本院照護「合

併多重疾病之嚴重精神疾患」之新興院區的住民個案，進行橫

斷面 (cross section) 之營養評估。此工具之敏感性為 ��%，特異

性為 ��%，預測值為 ��%。研究發現此工具對於活動不良、聽

力不良、認知障礙、獨居、住院、護理之家或��歲高齡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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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等均適用，因此此工具已廣為台灣醫療及長期照護領域所

應用 （金惠民等，2002）。根據戰臨茜等學者 (200�) 年使用迷

你營養評估表，針對北台灣社區及機構中老人所作之營養狀態

研究，公立安養院中營養狀況良好者佔 ��.0%，而營養不良比例

僅 1�%。未立案安養院及護理之家中的老人僅約 12％屬營養狀

況良好，營養不良比例高達 �0~�0％（表 �-1），老年住民個案

的營養問題，確實有相當之改善的空間。

表 �-1　機構中老人的營養狀況 

資料來源：本表摘自戰臨茜、高森永、金惠民與李美璇（200�）。北台灣社區與機構中
老人的營養狀況及其預測因子。Nutr Sci J。2�（�），1��-1��。

本方案的成果顯示，在性別因子方面，女性營養狀態正常

者佔所有女性之 ��.2％，具營養不良風險者之比例為 2�.2％，

營養不良者之比例為 11.�％。而在男性方面，營養狀態正常者

佔所有男生之 ��.�％，具營養不良風險者之比例為 22.�％，營

養不良者之比例為 �.�％（表 �-2）。若將住民個案之年齡分為�
個分層，除 �� 歲以下及 �1 歲以上分別分為一層外，��~�0 歲每 
� 歲分為一層，在營養不良住民中，�.�％ 分布於 �� 歲以下住

民，但有 ��％ 分布於 �1 歲以上的住民 （表 �-�）。若將 MNA 
分數與性別進行統計分析，兩者不具有相關性 （表 �-�）。而

將 MNA 分數與年齡進行統計分析，則兩者具有顯著相關性，且



第九章　精神醫療院所與機構之創新科學運用—以衛生署玉里醫院為例 201

年齡越大營養不良比例越高 （表 �-�）。本方案也收集了民國��
年1月至 �� 年 � 月之外醫紀錄，統計收案住民在此期間內外醫

的次數。經統計分析顯示，MNA 與外醫次數有顯著相關；營養

不良比例越高外醫次數越多 （表 �-�）。由此可見，營養問題在

嚴重精神疾患個案之長期照護上之重要性，持續針對本院住民

個案的營養均衡多加注意，實可達成「健康促進，預防勝於治

療」的理念。

表 �-2　營養狀態在性別中之比例分析

 營養狀態 總和

  正常
具營養不

良風險
 營養不良

性別 女性 個數 12� �� 2� 1��

  
性別內

的%
��.2% 2�.2% 11.�% 100.0%

  總和的 % 2�.�% �.�% �.�% ��.�%
 男性 個數 220 �� �1 �2�

  
性別內

的%
��.�% 22.�% �.�% 100.0%

  總和的 % �2.1% 1�.1% �.�% �2.1%
總和 個數 ��� 120 �� �2�

 總和的 % ��.�% 22.�% 10.�% 100.0%
資料來源：本表摘自胡文苓等之��年度「住民營養評估」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表�-�　營養狀態在年齡中之比例分析

 營養狀態分類 總和

  正常
具營養

不良風險
營養不良

年齡分層 ��歲以下 個數(N) �2 1� 2 �0
營養狀態內％ 1�.�% 1�.�% �.�% 1�.�%

總和的 % 11.�% �.1% 0.�% 1�.�%
��至�0歲 個數(N) �� 11 � ��

營養狀態內％ 1�.�% �.2% �.�% 1�.2%
總和的 % 10.�% 2.1%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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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歲 個數(N) �� 1� � ��
營養狀態內％ 1�.0% 1�.0% �.�% 1�.�%

總和的 % 11.�% �.�% 1.0% 1�.�%
��至�0歲 個數(N) �0 1� 12 101

營養狀態內％ 20.1% 1�.0% 22.2% 1�.�%
總和的 % 1�.�% �.�% 2.�% 1�.�%

�1至��歲 個數(N) �� 11 � �0
營養狀態內％ 10.1% �.2% �.�% �.�%

總和的 % �.�% 2.1% 0.�% �.�%
��至�0歲 個數(N) �� 1� � ��

營養狀態內％ �.�% 1�.�% 1�.�% 11.1%
總和的 % �.�% �.�% 1.�% 11.1%

�1歲以上 個數(N) �� 2� 20 �0
營養狀態內％ �.�% 21.�% ��.0% 1�.�%

總和的 % �.�% �.0% �.�% 1�.�%
總和 個數(N) ��� 11� �� �21

 總和的 % ��.�% 22.�% 10.�% 100.0%
資料來源：本表摘自胡文苓等之��年度「住民營養評估」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表 �-�　MNA 與可能影響因子的相關分析
 性別 年齡 外醫次數 骨質密度 ADL IADL 整體功能

MN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0�0 0.2��(**) 0.2��(**) 0.2��(*) -0.���(**) -0.���(**) -0.���(**)

Sig. (2-tailed) 0.��� 0.000 0.000 0.0�� 0.000 0.000 0.000

個數(N) �2� �21 �2� �1 ��1 ��1 ��1

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量表（Instrument 
Ability of Daily activity of Living ; IADL）；整體功能分類評量表。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 level (2-tailed).
資料來源：本表摘自胡文苓等之��年度「住民營養評估」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就在同一時期，本院職能治療科留淑婷主任及其同仁等，

也以「健康促進」之概念出發，冀望職能治療科提供之的活動

內容，得以提升住民的健康、預防住民骨骼肌肉系統退化、避

免跌倒致傷，並減少肥胖與代謝症候群相關疾病的發生或減緩

其嚴重程度，因此於 �� 年提出『提升本院住民參與體能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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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與次數』行動方案 (留淑婷等，2010)。本方案分析本院住

民個案參與體能活動比例偏低之原因有： 1) 動機不足； 2)功能

落差大； �) 工作人員帶領技巧不足； �) 運動設施親近性不足； 
�) 體能活動帶領次數偏低； �) 病房作息時間未整合與 �) 帶領人

力不足等。

留淑婷等針對上述原因，制定了相關改善策略： 1) 推行參

與獎勵措施； 2) 設計各級體能活動； �) 製作書面指引或示範錄

影教學； �) 提供實地諮詢； �) 增加體能活動設施； �) 增加病

房內體能活動； �) 增加體能活動與競賽； �) 訂定病房固定之運

動時間；以及職能治療人員與病房互相支援人力等。並採用： 
1) 單一病房體能活動每天平均次數； 2) 每人每天平均參與體能

活動次數； �) 住民每月參與體能活動比例，作為監測指標。而

根據以上擬定之對策實施一年後，再比較 �� 年度與 �� 年度之

「單一病房體能活動每天平均次數」與「每人每天平均參與體

能活動次數」，本院之各院區皆有明顯的進步。

歸納與檢討各項策略之實施情形，可以得知，將體能活動

納入病房固定作息時間表是很重要的一項策略，確實能夠建立

住民規律的運動習慣。另外，設計各級體能活動、製作書面指

引或示範錄影教學、治療師提供實地諮詢、增加病房內體能活

動次數或設備與舉辦小型體能活動競賽等策略可豐富體能活動

內涵，提高個案參與度與成就感。留淑婷等之成果報告建議，

可使用以上策略，持續推動住民參與體能活動，改善住民健康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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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致力發展研究

研究發展是一個組織持續成長的動力。

衛生署玉里醫院為精神科教學醫院，負責精神醫療的教

學、研究與發展。玉里醫院各醫療科室同仁，每年度皆致力撰

寫研究計畫，不斷向玉里醫院本身及上級單位衛生署，申請相

關研究計畫。玉里醫院的研究計畫多以臨床實務研究為主題，

計畫內容多偏向改善住民個案之醫療服務與生活品質面向，儘

管每年的計畫不多，但仍維持在 10 項次左右，量少質精，相關

研究之資料與成果，相當符合臨床實際之需求，更與前述玉里

醫院之「優質玉醫」品質提昇專案，相互配合支援，已從實務

面與研究面共同著手 (圖 �-�)，解決住民個案的相關照護問題。

其中，於民國��年度，玉里醫院各醫療科室同仁共提出了10項

研究計畫 (表 �-�)； �� 年度，玉里醫院各醫療科室同仁共提出

了 11 項研究計畫 (表 �-�)；而 100 年度，玉里醫院同仁則又提

出了 10 項研究計畫 (表 �-�)。

表 �-�　民國 �� 年度衛生署玉里醫院研究計畫一覽表

�� 年度研究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經費來源

1
團體心理治療對精神分裂病患接受

長期住院處遇之療效探討
呂元惟 衛生署玉里醫院

2
團體心理治療對精神分裂病患接受

長期住院處遇之療效探討
希雅特‧烏洛 衛生署玉里醫院

�
探討團體音樂治療對精神分裂症患

者之成效
謝家柔 衛生署玉里醫院

�
祥和園區精神分裂患者高危險水中

毒之盛行率調查
余權訓 衛生署玉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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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精神病患者血漿氯氮平藥物濃

度與影響因素之相關性研究
黃輝慶 衛生署玉里醫院

�
比較精神分裂病人中不同腰圍量法

之代謝症候群發生率之差異
游舜杰 衛生署玉里醫院

�
探討機構內慢性精神病患工作訓練

成功之預測因子
留淑婷 衛生署玉里醫院

�
長期照護精神病患猝死個案危險因

子之探討
王世傑 衛生署玉里醫院

�
精神科長期照護機構傳統與第二代

抗精神病藥對相關精神疾病藥物使

用差異影響之探討

張達人 衛生署醫管會

10
衛生署玉里醫院各院區腸胃道寄生

蟲持續追蹤篩檢及治療計畫
李新民 衛生署醫管會

表 �-�　民國 �� 年度衛生署玉里醫院研究計畫一覽表

�� 年度研究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經費來源

1
精神科長期照護機構第二代抗精神藥物

使用差異調查
孔秀美 衛生署玉里醫院

2
嚴重精神病患掌骨骨質密度指數暨平衡

協調能力預測骨折風險
王世傑 衛生署玉里醫院

� 角色扮演對會談訓練有效嗎 陳文慶 衛生署玉里醫院

�
長照病房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生活品質

及預測因子之探討
陳興剛 衛生署玉里醫院

�
慢性精神分裂症病患在團體心理治療介

入下對生活與人際適應促進之影響
黃亮韶 衛生署玉里醫院

�
健走運動對服用clozapine之體重過重精

神分裂症患者健康體適能的影響
張若君 衛生署玉里醫院

�
精神分裂病人之存活率與死亡原因之探

討
孔秀美 衛生署玉里醫院

� 中文版人際社會功能量表之信效度分析 吳百堅 衛生署玉里醫院

�
比較精神專科教學醫院護理人員工作壓

力與自覺健康狀況及其相關性探討
王婉卩 衛生署玉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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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同復健模式對慢性精神分裂症病患整

體功能之比較及相關因素探討
張達人 衛生署醫管會

11
台灣精神病患者血漿氯氮平藥物濃度與

可能影響因素之相關性探討
黃輝慶 衛生署醫管會

表 �-�　民國 100 年度衛生署玉里醫院研究計畫一覽表

100 年度研究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經費來源

1
精神分裂症患者符合緩解準則相關因

子之探討
吳百堅 衛生署玉里醫院

2
台灣長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校正後

QT間距與使用藥物及其他相關因子之

關係

余權訓 衛生署玉里醫院

�
探討精神科住院及長期照顧病患跌到

危險評估量表之準確度及其相關因子
王婉? 衛生署玉里醫院

�
中文麥氏臨床研究受試者理解能力評

量表信效度評估
廖訓毅 衛生署玉里醫院

�
精神分裂症病人共病個案管理模式成

效之探討
張松齡 衛生署玉里醫院

�
長期照護機構中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之認知功能探索-以玉里醫院祥和院區

為例

黃亮韶 衛生署玉里醫院

�
園藝治療應用在精神科長期照護病房

中的成效分析探討
賈興秀 衛生署玉里醫院

�
探討園藝活動對長照機構中精神分裂

症病患身心功能的影響
黃鈞鈴 衛生署玉里醫院

�

注意力缺損過動症患者第一型羰酸酯

解酵素及alpha-2a-腎上腺素受體基因多

型性與服用甲基芬尼特療效之相關性

研究

黃輝慶 衛生署醫管會

10
精神分裂症病人丙戊酸鈉與血液學異

常之相關性研究
陳興剛 衛生署醫管會



第九章　精神醫療院所與機構之創新科學運用—以衛生署玉里醫院為例 20�

由上述之研究計畫可以看出，近三年玉里醫院研究主題，

有 1� 項是針對本院住民個案之精神症狀或治療成效，企圖尋找

更為完善之治療方式。若就圖 �-�而言，屬於精神心理部分 (左
側欄位) 之三段五級公共衛生預防醫學概念的第二段與第三段，

或是第三、四、五級之範疇 (早期治療與減害復健)。而有 � 項
計畫則是在探討本院住民個案之身體或生理狀態，以解決個案

之共病性問題。若就圖 �-�之而言，屬於身體生理部分 (右側欄

位) 之早期治療與減害復健思維。惟無論是精神心理部分 (左側

欄位)，或是身體生理部分 (右側欄位) 的初級預防 (健康促進、

篩檢與預防)，仍較少觸及。然可喜的是，已有 � 項研究計畫，

開始朝向預防及健康促進的領域邁進，實在應給允更多的鼓勵

與支持。

為了推動玉里醫院的研究主題朝向「預防疾病、健康促

進」的主軸，我個人與本院實證醫學科的吳百堅主任、一般精

神科陳興剛醫師及廖訓毅醫師、心理科黃亮韶主任與林俊宏心

理師，醫務行政室孔秀美主任，與其他護理科等同仁，共同組

成了研究團隊與研究會議 (Research Club)，於每週四下午進行

相關討論。並積極建立衛生署玉里醫院住民個案之大型資料庫 
(Data Bank)。

致力推動本院成為全國最完善的精神醫療暨教學研究機

構，建立玉里醫院住民個案疾病狀況的實證資料，進而擬定臨

床治療指引 (treatment guideline)，方能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確實改善玉里醫院之精神醫療品質。實證醫學科的吳百堅主任

於民國 �� 年提出「建構實證醫學資料庫」行動方案 (吳百堅

等，2010)，企圖建構病患基本資料、精神症狀、認知功能、藥

物副作用、生化血液、精神用藥種類劑量等資訊，以鼓勵研究



20� 台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風氣，推動研究進行。因此，建構本院實證醫學資料庫，以取

得關於本院住民個案之臨床實證資料，做為醫療決策的依據與

相關研究的基材，實為刻不容緩之事宜。本方案於民國 �� 年完

成 �00 位病患實證資料的評估，並已將部分資料進行分析，運

用在 �� 年度之兩個院內研究中 (吳百堅等，2010)。由現階段之

實證醫學料庫資料的建構與初步資料分析，已能大致了解本院

住民個案之特性，並能回答相關的臨床的問題，這對貫徹達成

本院的願景已相當大的助益。未來如能持續擴大實證醫學資料

庫個案人數，並訓練相關量表評估、統計及研究人才，利用本

資料庫進行分析，以推動相關研究的進行，提昇本院臨床照護

的品質。

展望未來，玉里醫院將持續朝其願景 - 「成為全國最完善的

精神醫療暨教學研究機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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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持續創新服務

科技界有句話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但如果說：

「科技就是服務人群」，在衛生署玉里醫院，則可能是更恰當

合宜的描述。本節將以衛生署玉里醫院現階段之資訊科學運用

方式，討論資訊科學與老年精神個案長期照護之密切關係。

目前於衛生署玉里醫院運用之資訊系統，主要有下列數

項：

1. 急診空床及傳染病通報系統。

2. 病患外送醫療通報系統。

�. 醫療影像管理系統 （PACS）。

�. 電子病歷系統。

�. 健保指標管理系統。

�. 住院醫令費用監控系統。

�. 異常事件通報系統。

�. 藥品不良事件通報系統。

�. 藥物查詢及實體辨識系統。

10. 藥品交互作用警示系統。

11.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
12. 帳戶管理與稽核系統。

1�. e-化知識管理及線上學習系統。

從衛生署玉里醫院於近三年 (民國 �� 年至 100 年)間，推行

多項資訊科學運用方案，企圖以創新且務實的原則出發，多方

引用資訊科學之概念，進行醫療品質的效率改革，以提升對嚴

重精神疾病住民個案的照護品質。

首先，我們來看 RFID 的運用。玉里醫院開始討論 RFID
的 應用，最早是由於本院萬寧院區的護理人員及照服人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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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精神疾病個案的照護，在進出院區或病房時，需要帶

許多的鎖匙，不斷地進行門禁開關之動作，造成相當苦惱。因

此開始使用 RFID 試辦計劃方案，改善門禁管理，結果成效良

好，非常方便。遂除了門禁管理與打卡上班外，逐漸向其他方

向拓展。民國 �� 年，資訊室雷誠久主任與本院資訊室、護理

科、福利社及祥和院區的同仁們，提出了。「無線射頻辨識系

統 (RFID) 的運用 - 院內福利社消費輕鬆購」之行動方案 (雷誠

久等，2010)。本方案的緣由為我個人在一次與雷誠久主任討論

時，說明本院病房書記於每次住民消費後，皆需耗費大量時間

進行單據整理與黏貼，且住民消費額度並未獲有效管理，致使

住民消費欠款日增，在對帳與查詢上也產生極大地困擾，我個

人憂心本院住民逐漸老化行動不便後，工作人員代購問題將日

意漸增，若無法正確有效且便利地紀錄消費過程，擔心會讓員

工產生極大的困擾與不安，是否也可運用 RFID 方式進行改善。

為此促發了雷誠久主任與其同仁運用 RFID 技術整合本院各式之

軟、硬體資訊相關技術，而完成了本方案 (雷誠久等，2010)。
本方案最主要目的是藉由導入 RFID 技術，透過整合式的

資訊系統，將其應用在院內小額消費上，也就是俗稱的電子錢

包。本方案使用近年來最熱門的 RFID 資訊科技，利用其自動

性、即時性、正確性、方便性等多項優點，且具有數據讀、寫

功能、容易小型化和多樣化形狀、可重複使用性、穿透性、數

據記憶容量大等特性，製成了一人一卡的住民消費卡與員工識

別證卡 (圖 �-�)，其中整合了院內現有的資訊網路系統、萬寧院

區 RFID 門禁系統和多項線上資訊系統，而成為本方案的「消

費管理系統」(雷誠久等，2010)。透過該系統，改善了本院消費

者至院內福利社購物與後續帳務處理不便之困境，並藉由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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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執行，成功地建置本院消費管理系統，讓消費的過程被清

楚、正確地記錄下來，讓人員工作地更有效率，讓消費者在一

個正確、安全且便利的購物環境之下輕鬆的購物 (圖 �-�)。

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住民消費卡與指紋辨識

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 RFID 住民消費卡卡務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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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國 100 年，本院之 RFID 專案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因為有了 ��年的執行經驗為基礎，雷誠久主任與其同仁規劃了

以原架構進行病患帳務管理，如購物、餐點、代墊、醫療費與

看護費等加值服務，持續進行辦理 RFID 的運用計劃 - 「住民帳

務管理流程與軟體建構」方案 (雷誠久等，2011)。
本方案以建置住民帳務管理資訊系統與導入為目標。就是

俗稱的「電子帳簿」，但這可不是一般的帳簿，而可能是全國

首創智慧型住民電子帳簿，其一他擁有最多的住民個案使用人

數；其二它涵蓋的地理範圍最大；其三它包含最多的收支面

向。

雷誠久主任與其同仁規劃結合本院既有之「消費管理系

統」及相關資訊系統及管理行政流程，強化工作人員對院內住

民之收支帳之登帳、整據及對帳等作業進行電子化資料管理，

提升人工作業之效率與正確性，並留下完整電子化帳務紀錄。

本系統希望能提供住民及家屬、工作人員及相關人員正確、即

時、便利之住民帳務服務。

雷誠久主任與其同仁運用 web 程式技術，讓有權限的使用

者能在院內的網路環境下便利執行。為了讓使用者方便登入，

雷誠久主任與其同仁亦規劃以單一簽入 （SSO） 方式進行登

入，讓使用者不需記憶太多的帳號與密碼，藉而提高系統之便

利性。另外整合運用後端資料庫而架構成該資訊系統。雖然本

院系統當機頻率相當低，但未預防突如其來的災難與意外，雷

誠久主任與其同仁亦規劃了備份機制，希望能妥善保存帳務相

關紀錄，降低內外部對系統之危害風險 (雷誠久等，2011)。
其次，我們將以藥事服務的資訊化專案作為引子，說明玉

里醫院如何建置多功能之藥事服務網，呼應醫院建置網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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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之總體策略目標，以提供更方便優質有效率之整合服

務，改善藥歷檔建置方式，提升玉里醫院之醫療品質與競爭

力。

玉里醫院藥劑科黃輝慶主任、資訊室雷誠九主任、資訊室

暨藥劑科同仁於民國 �� 年提出「一網打盡」 - 「建構藥事服務

網」行動方案 (黃輝慶等，2010)。由於現階段玉里醫院之網路

首頁係採無障礙網頁的方式設計，適用於全院性事務，但科室

網頁應具有的個別化功能則受到限制，比如藥劑科業務相關的

藥品查詢、電子處方集、ADR 不良反應通報、病患用藥查詢

等均尚未統合，而是分散於不同網頁與系統中，其中牽涉到用

藥評估、評鑑及單一劑量作業之病患用藥查詢作業，界面更是

不夠親切友善。黃輝慶主任之方案的主要目的即是將上述資料

庫整合成藥事服務網，希望提供更方便、優質有效率之藥事服

務，有效提升住民個案之照護品質。本方案分為三階段實施： 
1）首先由藥劑科負責以 DreamWeaverR 軟體開發網頁平台架

構，整合藥品查詢、電子處方集、ADR 不良反應通報、病患用

藥查詢等資料庫 (圖 �-�)，建置多功能之藥事服務網 (圖 �-10)； 
2）將友院桃療之「病患用藥查詢程式」移植至本院系統，並整

合至藥事服務網； �）由資訊室協助藥劑科專用伺服器 (server) 
端之相關設定，將網頁平臺建置於院內網 （IntraNet）。而本方

案的具體效益則為： 1）建置多功能之藥事服務網，呼應醫院建

置網路應用服務項目之總體策略目標； 2）提供更方便優質有

效率之整合服務，改善藥歷檔建置方式，符合政府無紙化，節

能減碳之政策目標，進而提升本院之醫療品質與競爭力 (黃輝慶

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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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衛生署玉里醫院病患用藥查詢

圖 �-10　衛生署玉里醫院之藥事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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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緊接著，黃輝慶主任與其同仁於民國 100 年，又提出了

「一幕了然」-「藥物辨識系統條碼化」行動方案 (黃輝慶等，

2011)。由於衛生署玉里醫院為東區「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

結盟之社區醫院，現有之藥物辨識系統係結合藥物實體外觀資

料庫，提供院內同仁及院外民眾查詢藥品外觀及基本資訊，認

識自己使用中的藥品。資訊站採鍵盤搭配觸控螢幕，查詢藥品

外觀及基本資訊時需由鍵盤輸入藥名，對於年長或不黯電腦之

民眾，造成使用上之困難與不便，實有改善之必要。本方案使

用矩陣式二維條碼，亦即是最常用之 QR Code，隨著國內手機

硬體規格與行動網路服務的進步，將 QR Code 應用於醫療藥事

專業上，希望提供更方便、優質有效率之藥事服務。黃輝慶主

任與其同仁改裝本院現有之「資訊服務站」之軟硬體，將系統

條碼化後，並加裝紅外線條碼掃瞄器，使用者只需掃瞄藥袋上

之條碼，螢幕即會出現藥品之外觀及說明訊息，對於不黯電腦

鍵盤操作之住民，特別是老年個案，亦能靠條碼掃瞄器搜尋藥

物資訊，真的是「一目了然」(圖 �-11)。本專案計畫已分別在院

本部與萬寧藥局成功建置自助式藥物諮詢系統，掃瞄藥袋上之 
QR Code，可方便住民於領藥後核對，瞭解自身用藥及注意事

項，強化住民用藥安全，提升照護品質。此外，本方案之執行

經驗更可作為未來建構本院長照院區給藥確認條碼化之參考 (黃
輝慶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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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掃瞄藥袋上之條碼即可查詢藥物資訊

在其他資訊科學運用方面，衛生署玉里醫院的e-化知識管

理與線上學習系統之導入方案，對於位在偏遠地區的醫療照護

機構，確實有其相對之重要功用，以協助解決各單位與同仁間

的學習歷程管理。本院資訊室雷誠久主任與人事室其同仁所提

出之「改善數位化學習流程管理作業」系統，可以方便紀錄及

查詢本院同仁的學習紀錄與各單位開課狀況，教學資料可存

放於學習管理系統，讓所有教學資訊也可更容易瀏覽 (雷誠久

等，200�)。由於本系統的導入，玉里醫院也陸續舉辦了一般

使用者、開課人員及系統管理人員之訓練課程，院內同仁開始

使用學習護照之人數也由不到五成，提升至九成以上，成果的

確不凡。在相關導入過程中，也發現了程式的錯誤，透過改善

的流程亦順利的修正。更期望藉由日後線上測驗系統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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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RFID 簽到系統的整合，可以讓本院之使用者覺得更為方便

學習，更為融入其工作，增進各科室的專業術養，提升照護品

質。

至於玉里醫院已廣泛運用的資訊系統，諸如前述與醫療系

統相關之「急診空床及傳染病通報系統」、「病患外送醫療通

報系統」、「醫療影像管理系統 （PACS）」及「電子病歷系

統」等；與健保申報系統相關之「健保指標管理系統」與「住

院醫令費用監控系統」等；與病人安全及藥事相關之「異常事

件通報系統」、「藥品不良事件通報系統」、「藥物查詢及實

體辨識系統」及「藥品交互作用警示系統」等，則因侷限於篇

幅，在此不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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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完塑組織文化

如同第八章所述，衛生署玉里醫院成立於民國 �� 年，迄今

已逾 �� 年，是個有歷史的醫療機構，也是個老化的組織。玉里

醫院除了必須面對住民逐漸老化的問題，也必須面對員工同步

老化的現況。

為促使員工同仁方便接觸新知，與世界同步，衛生署玉里

醫院對於資訊軟硬體與網路建置不移餘力，絕大多數的會議通

知與資料傳輸，皆以電子郵件完成，近期亦將進行公文簽章電

子化之運作，方便玉里醫院工作同仁於五大院區間進行文書交

流，不但節省公帑，更可提升效率。玉里醫院更可連線衛生署

醫院管理委員會及其所屬單位之電子圖書館，全球多數中英文

期刊皆可完整查詢與下載，對於增進員工學習之可近性的強

化，成效卓著。加上前一章節所述玉里醫院的e-化知識管理與線

上學習系統之導入，更開拓了員工自我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然而，僅是線上或是虛擬環境的改善，仍不足以強調玉里

醫院重塑組織文化的決心。衛生署玉里醫院自民國 �� 年起，表

訂每週二全日為教學日，上午為臨床個案討論會、職心社 (職能

治療科、臨床心理科及社會服務室) 個案討論會與死亡病例討論

會。下午則為專業讀書會、最新期刊閱讀 (Journal Reading) 會與

各醫療科室科務會議。而每週四下午，則為研究團隊與研究會

議 (參見本章第四節)，邀請全院有研究興趣之同仁參與，持續

推動衛生署玉里醫院之教學與研究風氣。

為系統化建立本院醫療同仁之長期照護概念，每週二下午

之讀書會書目內容，近期已陸續完成「Hospitals in a Changing 
Europe (2001)」、「台灣人口老化問題 (200�)」及「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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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ong Term Care (200�)」等書，自民國 101 年起，已開

始進行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011)」
的閱讀。其中，我們首先選讀「Hospitals in a Changing Europe 
(2001)」，主要之考量為促使玉里醫院同仁瞭解，在 20 世紀未

期，醫療機構在歐洲大陸劇烈變動的時代裏 (例如柏林圍牆倒

塌、共產國家解體及歐盟的形成)，所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本書

清楚地交代了近十年歐洲大陸醫療機構與醫療系統的變遷與演

進，給我們非常多的啟示與前瞻。由於歐陸的醫療機構系統性

地變化歷程，極有可能是我們醫療系統演化的未來寫照，學習

他人之智慧，將有助於我們醫院面對改變。而選讀「台灣人口

老化問題 (200�)」這本書目的，則是希望引述台灣本土的數據

與資料，說明台灣在人口老化的前後現況、困難處境與應對策

略，也期望我們醫院同仁得以瞭解現階段台灣人口老化問題對

醫療系統的短期、中期與長期之影響，並為未來台灣在進行長

期照護政策時作準備。至於選讀「Psychiatry in the Long Term 
Care (200�)」的意義，則是期望以一本完整的教科書般之系統

性教材，詳細說明在現今北美(美國與加拿大)的老年長期照護狀

況，以及精神科醫療在長期照護機構或院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與功用，藉以給我們醫療同仁適當的提醒與指導，精神醫療未

來在台灣施行長期照護保險制度時，我們可以提供服務與施展

抱負的方向。

凡此總總，旨在說明，我們期望運用系統性的教育與學習

環境，引導玉里醫院的同仁，從思考角度與內心深處，充分意

識到當台灣人口老化時代來臨，玉里醫院同仁應如何應用與推

廣我們既有的專業知識與經驗，現在照護我們老化的醫院住

民，未來照護我們老化的台灣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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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我個人在本章第一節時的說明一般，衛生署玉里醫

院是一個醫療機構，使命就是照顧病人。隨著時代的快速變

遷，醫院的使命必需做適度的調整，讓所有員工的努力使命

化，讓同仁的工作意義化，讓大家了解照護工作的神聖化，唯

有這樣從內心深處產生的思維，才能改善外在的工作表現，讓

我們的照護工作得以順利完成，住民得以獲得完善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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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於台灣人口的快速老化，加上台灣家庭結構的改變，

以及台灣老人的失能狀況日趨嚴重，人口老化對於台灣人民之疾

病與醫療層面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第一層面是因為人口組成改

變，造成粗疾病率與粗死亡率上昇，導致醫療費用上漲。第二層

面則是因為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而造成以疾病替換死亡之結

果。學者陳寬政認為，台灣人口老化的最終結果，將是「老年照

護」與「醫療費用」的膨脹問題。

尤有甚者，除了一般正常老化的老人個案外，倘若老人個案

合併出現精神症狀，諸如失智症或是慢性精神病時，不但老人個

案本身喪失自我照顧能力，家屬更將無力承擔其症狀更迭與照護

費用，整體社會負荷將會益形沉重。而本書所報告及討論對象，

即是以這部份認知功能缺損的弱勢個案之長期照護議題為主體。

儘管我們深刻瞭解台灣長期照護的整體趨勢為「社區化」

與「在地老化」，而長期照護服務內容則為「社區式」、「居家

式」與「機構式」，然無論照護的方式如何調整改變，老人個案

在經過一定時間的照護以後，最終都得面對進入機構，接受適當

的安置與處遇。因此，在參訪日本多種醫療系統與社會福祉的各

型社區式醫療照護機構後，本書之報告並不以宏觀 (macro view) 
的角度來闡述台灣未來長期照護的服務內容形式，而是直接導

入機構式的醫療照護系統，以微觀 (micro view) 的思維來討論台

灣嚴重精神疾病個案之長期照護模式。畢竟，個人以為，無論參

訪過多少學富五車的研究殿堂，窗明几淨的華麗建築，或是分佈

社區的長照系統，我們也僅能夠體驗到臨床服務的表面景致，而

最終與個案真實接觸的品質提升，還是來自於整體照護流程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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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關於日本的參訪，個人以為，長期照護在日本實施已逾 11 
年，深具龐大商機 (business)，相關運作方式業已成熟，加上傳

統社會習俗與家庭關係尚屬類似，確實擁有許多非常值得台灣學

習的寶貴知識與實際經驗。日本有獨立專責之老年研究機構，包

括日本國家級與東京都級之老人醫院暨研究所，專司老人醫學之

研究、教學與臨床服務，更不斷地對日本整體社會，進行垂直與

水平，完整且深入的社區暨社會教育，特別是一直猶言在耳的預

防醫學核心理念 -- 「疾病預防、健康促進與社區支持 ( 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and community)」，總是持續環繞。 儘管如此，日

本現階段的老人照護政策亦陷入多重困境，包括人口持續老化、

照護需求日益恐急、照護人員依舊招募困難、長照費用不斷高漲

及預算收支無法平衡問題，仍是不斷惡化。

然而，必須再次強調的是，本次個人參訪之日本老人醫療

院所及長期照護機構，絕大多數皆是以「失智症個案」之醫療

照護為主，而非嚴重老年精神疾患個案。幾經詢問同行之日本

學者，方才明瞭，日本的嚴重老年精神疾患個案，則是以醫療

系統模式，大多安排在私立之精神療養院中進行醫療照顧。另

就目前全球之相關文獻及研究報告來看，常會以英文 ＂person 
with dementia＂ 的語法描述失智症個案，但卻以 ＂ patient with 
schizophrenia＂ 之方式描述精神分裂症個案，似乎意味著失智

症個案比較是以「人 (person)」的角度切入，而老年慢性精神分

裂症個案，則比較是以「病人 (patient)」的面向視之。這樣的思

維，正如同本書在第二章時所述，我們必須不厭其煩地說明，老

年失智症個案在發病前常多能自我照顧，完成學業，努力工作，

成立家庭，教養子女，在退休時亦多少有些儲蓄與退休津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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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有家庭支持系統與社會支持網絡。反觀精神分裂症的個案，

發病時間多半甚早，多在青少年時期即已出現精神症狀，合併認

知功能損傷，無法繼續完成學業，無法自我照顧，無法努力工

作，無法成立家庭，無法教養子女。此外，精神分裂症個案到了

中年以後，原生家庭之父母業已老邁，兄弟姐妹多半自顧不暇，

精神分裂症個案的照護問題逐漸浮現。一旦進入老年時期，精神

分裂症個案的原生家庭多半破滅，家庭支持系統與社會支持網絡

崩潰，照護問題自是日益嚴重。老年失智症個案有人生大前半段

的時間 �0 至 �0 年可以貢獻社會，人生小後半段約 10 至 20 年需

要社會照顧。然精神分裂症個案則是來不及成長，人生只有小前

半段的時間約 1� 至 2� 年的時間可以正常生活，人生後半段卻提

早到來，約 �0 至 �0 年需要他人支持與照顧，實屬弱勢中之弱勢

個案。

然而，無論是老年失智症或是慢性精神分裂症老年個案，

目前在台灣，主要是以勞力密集的人員方式，針對這些老年嚴重

精神疾患個案，進行直接地照護。即使是在日本，在其長期照護

保險制度下，相關照護工作，仍然也是依賴第一線的照護人員進

行，在可預期的短時間內，由於種種因素限制，尚且無法廣泛使

用其他方式加以替代 (例如機器人的運用)。因此，良好的創新科

學運用與長期照護策略的結合，或可有所機會，得以增加知識學

能、強化個案安全、管理工作效率、適當降低成本，進而提升照

護品質。

由於衛生署玉里醫院在嚴重精神疾病個案的照護上，已有多

年之經驗，近年也因住民個案的老化程度加劇，而提出多項品質

改善行動方案，經由運用創新科學 - 包括資訊科學與管理科學的

推廣，藉以提升照護品質。本書企圖將衛生署玉里醫院之相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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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運用經驗，綜合歸納，集結成冊，期望能對我們台灣社會有

所貢獻。儘管本書的討論高度或許不夠，太過拘泥單一醫療機構

的論述，但綜觀現階段台灣的相關研究與文獻中，鮮少如本書這

樣地纖細說明一家大型醫療院所與機構，如何針對嚴重精神疾病

個案的實際問題，進行系統規劃、擬定策略、按部就班、解決問

題，進而提升品質。我們期望將這些經驗與數據，與各界分享，

也期望我們的這些論述，可以對未來台灣長期照護制度，提供一

些參考，做出一點貢獻。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儘管本書之論述相對微觀，

但見微知著，我們醫療人員所有努力的最終目標是在提升住民個

案照護品質，而我們相信，現階段的衛生署玉里醫院，正是朝著

這個既定的目標，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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