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109年度「長照給付支付制度與整合服務成效評估」 

徵求說明書 

壹、 執行緣起 

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困境，隨著高齡族群增加，健康照護之需求

也將提高，整合的照護服務將成為未來照護服務之主軸。政府於 2017年推動「長

照十年計畫 2.0」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

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並創新高齡醫療與照護服

務模式，營造健康、活力、幸福及友善之高齡社會。爰此，衛生福利部 2020年

補助本院執行「高齡健康與長照研究中心推動計畫」，並依計畫徵求及管理相關

研究計畫。 

其中，考量長照 2.0 新制的推動，「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應定期進行

評估，以了解實際執行遇到的困難及問題，作為政府未來持續推動或修訂之參考。

另外，WHO 在 2003 年提出了整合與協調是未來發展長照服務體系的關鍵，更

是未來高齡照顧的發展主軸。新制搭配特約制度，導入復能精神，期能翻轉照顧

典範，復能強調以個案目標為導向，善用個案潛能，維持或復原其能力。衛福部

亦於 2019年公告「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針對專業服務(復能服務)定義、核

心目的、概念與重要性、提供服務流程與整合、品質監控等說明，而目前長照服

務中照專與 A單位個管員訓練皆強調提供整合性服務(即連結居家、社區資源的

照顧及專業服務)，但核定服務是否有依照整合的精神來設計？核定服務與最後

使用服務之間是否存在落差？皆有待以實證資料加以分析，並進一步從全方位

資源分配公平性與使用偏好的角度探討。因此希望藉由本計畫能達到以下目的： 

一、 從政策面探討長照給付與支付制度對於照顧及專業服務(B、C碼)照顧計

畫及服務之影響，以了解資源分配適當性與使用偏好。 

二、 從服務執行面探討照顧計畫內容以及執行狀況(例如：服務核定與實際使

用之落差)，瞭解服務輸送模式之現況，釐清影響實際執行之結構性因素。 

三、 從成果面評估長期照顧計畫服務成效，以瞭解個案、服務人員與服務提

供單位對服務成效之影響。 

四、 發展評估照顧計畫適當性與成效方法，訂定監測長期照顧計畫適當性指

標及成效指標，提供長照給付支付制度修正之具體建議。 



貳、 徵求重點及說明： 

計畫書重點內容及預期成果需含括下列工作項目： 

一、 蒐集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包含長照給付與支付制度、長照跨專業整合

服務執行與輸送模式，以及服務成效之定義。 

二、 分別從政策面、服務面、成果面進行焦點團體、面訪或電訪…等，透過

照專、A 單位個管人員、個案(或個案家屬)以及相關人員代表，了解長

照服務之成效、執行面問題(如核定照顧計畫內容與實際使用之落差)及

其影響因素；分析長照跨專業服務提供整合現況及其影響因素，並探討

長照給付與支付制度對照顧與專業服務之照顧計畫與服務提供狀況之

影響。 

三、 藉由數據分析探討照顧計畫執行狀況與成效，視全國資料取得之可行性，

運用衛生福利部長照資訊系統資料(包含個案照顧管理量表、長照需要等

級、個案基本資料、照顧服務計畫、服務記錄、費用申報檔等)，並串聯

健保資料庫、死因檔與戶籍檔。 

四、 訂定監測長期照顧計畫適當性指標，發展服務成效評估方法並建立具實

證基礎之成效指標，依據成果提出未來長期照顧給付與支付政策之具體

建議。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109年度「長照服務品質指標之國際比較暨我國居家/社區式
機構品質指標之導入模式建置」 

徵求說明書 

壹、 執行緣起 

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困境，隨著高齡族群增加，健康照護之需求

也將提高，整合的照護服務將成為未來照護服務之主軸。政府於 2017年推動「長

照十年計畫 2.0」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

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並創新高齡醫療與照護服

務模式，營造健康、活力、幸福及友善之高齡社會。爰此，衛生福利部 2020年

補助本院執行「高齡健康與長照研究中心推動計畫」，並依計畫徵求及管理相關

研究計畫。 

其中，考量隨著人口結構改變及民眾照顧需求多元化，為能瞭解我國長照服

務輸送各環節之效能及長照服務品質良莠狀況，期望分析各國各類指標擬訂模

式，並透過國際比較呈現目前指標制定之趨勢，以協助我國制定符合台灣長照政

策特色之長照服務品質指標。另外，期透過檢視衛生福利部所定居家式、社區式

長照機構評鑑基準範本內涵及實施情形，並針對不同對象進行資料收集，擬訂服

務提供單位適用之標準化服務品質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強化實務應用性，俾提

升整體長照服務品質。因此希望藉由本計畫能達到以下目的： 

一、 提供我國具體可行的長照服務品質指標擬定方針，作為後續建立或修正

指標之參考。 

二、 制定符合我國長照政策特質之長照服務服務品質指標(居家式、社區式機

構)，並可與國際接軌及比較。 

三、 透過本研究對於現行長照機構評鑑制度實務推動情形，以及服務使用者、

長照機構及縣市政府三方對於服務品質的想像，進而歸納出居家式及社

區式長照機構服務品質之過程面及結果面指標，並提出實務應用模式之

建議，俾作為未來政策規劃及實務推動之參據。 

貳、 徵求重點及說明： 

計畫書重點內容及預期成果需含括下列工作項目： 



一、 參考國內外長照品質指標之相關研究(如日、澳、英…等國現行品質指標)、

國內外已公布之品質指標項目、評鑑標準等，瞭解國際上發展成熟的長

照服務品質指標，分析各國各類指標擬定的政策背景、衡量模式、數據

來源、實務上操作方式，並分類彙整。產出客觀指標與現行評鑑指標作

比較，並針對現行評鑑指標提出修正建議。 

二、 參考國內外經驗，透過專家共同擬定本土化之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之服

務品質指標。 

三、 收集居家式及社區式長照機構評鑑實務建議：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相關規定，居家式及社區式長照機構評鑑之主辦

機關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長照機構每四年應接受評鑑一次，依

(1)縣市政府及(2)長照機構分眾收集評鑑實務經驗及回饋，利用焦點團體、

座談會等形式收集評鑑指標(環境安全、經營管理、專業照顧、權益保障

4大面向)及評鑑機制之相關實務意見及建議。 

四、 研修居家/社區式服務品質指標（含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並提出實務應

用模式之建議：針對服務使用者、長照機構及縣市政府收集其對於長照

服務品質建議(可視對象調整資料收集方式，如：書面問卷、個別訪談、

焦點團體及座談會等)，主題包含長照服務品質內涵及具體面向，進而歸

納出過程面及結果面之服務品質指標，在考量受照顧長者、家屬、機構

負責人需求的狀況下，評估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之差異性，並提出至少

3種可導入品質指標之實務模式。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109年度「加速智慧科技應用於長期照顧服務之推動策略」 

徵求說明書 

壹、 執行緣起 

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困境，隨著高齡族群增加，健康照護之需求

也將提高，整合的照護服務將成為未來照護服務之主軸。政府於 2017年推動「長

照十年計畫 2.0」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

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並創新高齡醫療與照護服

務模式，營造健康、活力、幸福及友善之高齡社會。爰此，衛生福利部 2020年

補助本院執行「高齡健康與長照研究中心推動計畫」，並依計畫徵求及管理相關

研究計畫。 

其中，考量到台灣高齡少子化的未來趨勢，長期照顧所需之供給量能勢必無

法追上照顧需求，有加速智慧科技輔助照顧產品或新型態照顧服務模式應用於

各類長照服務之必要。因此希望藉由本計畫，針對符合成本效益且具實證基礎可

降低照顧者負擔、提升照顧服務效率及服務品質之智慧科技，提出分階段導入長

照服務應用之策略，包含建立智慧科技服務或產品納入長期照顧給付支付審查

評估標準及預估兩年內導入之規劃，產出五年內可加速智慧科技應用於長期照

顧服務之具體推動策略，以藉此提升長期照顧服務之量能。 

貳、 徵求重點及說明： 

計畫書重點內容及預期成果需含括下列工作項目： 

一、 盤點國內外符合成本效益且具實證基礎可降低照顧者負擔之長期照顧

智慧科技輔助照顧產品、相關服務模式，以及國內各部會目前推動方案

之應用及其成效與民眾可接受程度。 

二、 探討國內現階段智慧科技產品或服務應用於長期照顧的現況，如不同照

顧場域（居家、社區及機構…等）、都市化程度、健康狀況（失智、失能..

等）、各類照顧者（照顧服務員、家庭照顧者、醫護人員…等），並提出

導入長期照顧服務之困難與限制（如：法規、政策、安全性、個資保護…

等）。 

三、 提出智慧科技產品或服務分階段導入長期照顧服務應用之策略，至少包

含建立智慧科技產品或服務納入長期照顧給付支付審查評估標準及預



估兩年內導入之規劃。 

四、 提出五年內加速智慧科技應用於長期照顧服務之具體推動策略建議(如：

期程規劃、法規政策修訂草案、涉及單位…等)。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109年度「強化跨部門分工與社福整合機制的研議與模式 

–以長期照顧服務為例」 

徵求說明書 

壹、 執行緣起 

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困境，隨著高齡族群增加，健康照護之需求

也將提高，整合的照護服務將成為未來照護服務之主軸。政府於 2017年推動「長

照十年計畫 2.0」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

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並創新高齡醫療與照護服

務模式，營造健康、活力、幸福及友善之高齡社會。爰此，衛生福利部 2020年

補助本院執行「高齡健康與長照研究中心推動計畫」，並依計畫徵求及管理相關

研究計畫。 

有鑑於長照服務係以人為中心所提供之多元整合性服務，其服務網絡可能

橫跨不同類型或不同層級的政府組織以及私部門之服務提供單位，如未有整合

之評估、服務窗口與完善之服務資源連結，容易產生服務資源重複配置或未能提

供長照服務對象真正所需要的完整服務。另，考量照顧服務的需求，會因不同的

家庭結構型態、族群、地理環境位置、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等，而有其異質性。

政府政策與民間團體的公私協力過程，需考慮在地老化，以及因地制宜等因素，

才能使政府政策真正呼應與落實在地與差異性的需求。 

本計畫關切長期照顧資源重疊、接受服務者的支付能力及其照護需求，藉由

盤點與運用國內既有的次級資料，評量不同社會與環境因素之異質性等條件，作

為衡量政府社福介入與設計服務模式的背景資料。另有別於都會地區常用的以

醫院為中心的服務提供模式，挑選長照資源不足的地區，深入探討國家政府、市

場、營利、非營利、家庭以及社區公民在照顧體制中的責任與分工，瞭解我國長

期照護體制中不同部門間的協力關係。希望藉由本計畫能達到以下目的： 

一、 依據民眾需求與支付能力建立政府福利導入之模型，以保障民眾接受長

照服務的平等權益，尤其針對長照服務資源不足區。 

二、 確立跨部門的協力機制與模式，保障服務能順利輸送到有需要的個人、

家庭、與社區。 

三、 總結與收斂推動整合模式的成果，提出因地制宜的跨部門合作、公私協

力與以人為中心之服務整合機制。 



貳、 徵求重點及說明： 

計畫書重點內容及預期成果需含括下列工作項目： 

一、 自全國 88 處長照資源不足鄉鎮挑選 2 處作為推動地區，與主要民間單

位合作宜事先取得合作同意書，盤點該區域的長照資源、家庭型態、民

眾支付能力、照護需求、現行政策推動之狀況、在地特色與需求。 

二、 盤點與運用國內既有的次級資料，評量不同家庭型態、城鄉、與所得階

層的經濟能力和支出類別。 

三、 組成專家團隊，針對不同對象訂定深度訪談、焦點訪談之內容。對象包

括：接受長照服務端的長輩、家庭決策者；社區內之意見領袖/單位及提

供長照相關直接或間接服務之民間社福團體機構(銀髮產業、非營利組織、

社區據點、醫療機構)，以及公部門(長照相關服務單位，如：區公所、照

管中心等)。 

四、 針對 2處推動地區進行深度訪談、焦點訪談，瞭解包括公部門內部的跨

政府部門、外部的跨部門（市場、非營利、社區）、中央地方，以及政策

之間的協調溝通機制。 

五、 藉由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並運用適當研究方法及次級資料分析，釐清

政府各部門、市場、營利、非營利、家庭以及社區公民於高齡健康與長

照政策推動扮演的角色及責任之分工，加以提出分析、待修正問題並研

擬改善建議。 

六、 以問題導向，針對 2處推動地區長照服務未被滿足的需求項目，串聯在

地資源（營利、非營利組織、市場、民間團體…等，至少 5-6個團體），

配合政府各單位政策推動之策略，規劃並具體推動跨部門與社福整合模

式之雛形。 

七、 總結與收斂推動整合模式成果，其成果應建立 2處推動地區提升長照整

體服務量能的示範點，具有擴大服務項目、使用人數增加及提升服務滿

意度…等的實質成效，並提出因地制宜的跨部門分工與公私社福單位整

合機制。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109年度「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力供需估算模式建立」 

徵求說明書 

壹、 執行緣起 

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困境，隨著高齡族群增加，健康照護之需求

也將提高，整合的照護服務將成為未來照護服務之主軸。政府於 2017年推動「長

照十年計畫 2.0」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

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並創新高齡醫療與照護服

務模式，營造健康、活力、幸福及友善之高齡社會。爰此，衛生福利部 2020年

補助本院執行「高齡健康與長照研究中心推動計畫」，並依計畫徵求及管理相關

研究計畫。 

隨著人口老化及長照服務需求的增加，所需的資源(居家、社區、機構式服

務、專業服務…等)及人力(如醫事人員、照專、A單位個管員、照顧服務員、外

籍看護工…等)亦隨之攀升，因此希望透過本計畫能夠建立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力

供需估算模式，考量時間趨勢下社會人口結構改變造成的資源、勞動市場變動，

探討影響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力需求之各項因素(高齡化、少子化、家戶組成型態

(家庭照顧者)、勞動力市場投入、人力變遷趨勢…等)，提供政府預測長照服務供

需之依據。 

貳、 徵求重點及說明： 

計畫書重點內容及預期成果需含括下列工作項目： 

一、 參考並盤點國內外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力供需(如醫事人員、照專、A單位

個管人員、照顧服務員、外籍看護工…等)狀況、推估方法、相關影響因

子。 

二、 考量時間趨勢下社會人口結構改變造成的資源、勞動市場變動，探討影

響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力需求之各項因素(高齡化、少子化、家戶組成型態

(家庭照顧者)、勞動力市場投入、人力變遷趨勢…等)，推估未來十年全

國及各縣市各類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員需求(含低、中、高推估)。 

三、 運用過去資料進行推估模型之驗證，建立具實證基礎的長照服務資源及

人力供需估算模式。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109年度「口腔健康與營養的整合照顧模式」 

徵求說明書 

壹、 執行緣起 

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困境，隨著高齡族群增加，健康照護之需求

也將提高，整合的照護服務將成為未來照護服務之主軸。政府於 2017年推動「長

照十年計畫 2.0」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

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並創新高齡醫療與照護服

務模式，營造健康、活力、幸福及友善之高齡社會。爰此，衛生福利部 2020年

補助本院執行「高齡健康與長照研究中心推動計畫」，並依計畫徵求及管理相關

研究計畫。 

其中，考量到長期照顧服務族群的牙齒、口腔衛生、咀嚼、吞嚥功能與營養

狀態和疾病息息相關，對於長期照顧服務族群的整體健康具有重大關聯，且有諸

多實證研究證明。然而，現階段的長照服務系統中，僅提供營養照護、進食與吞

嚥照護；以全人照護為基礎，進行個人化整體照顧，是目前長照服務較缺乏的項

目。因此希望藉由本計畫能達到以下目的： 

一、 發展綜合性口腔健康和營養評估工具，針對長期照顧服務族群的身心健

康、牙齒功能、口腔衛生、咀嚼、吞嚥能力、飲食質地與營養狀態評估，

以了解其服務潛在需求。 

二、 提升長期照顧相關人員(如照顧服務員、照顧管理人員、A單位個案管理

員…等)對於個案營養、吞嚥、口腔衛生及牙齒議題的相關應用知識。 

三、 整合社區資源，建立資源盤點檢核表(如口腔健康照護、飲食質地與營養

保健…等資源)，發展口腔健康與營養整合性照顧服務模式。 

四、 發展適合社區操作的口牙功能評估方式及指標，提出高齡者口腔健康與

營養整合照顧服務項目之政策建議。 

貳、 徵求重點及說明： 

計畫書重點內容及預期成果需含括下列工作項目： 

一、 選定一處包含長照機構的高齡化社區做為試辦場域；第一年以機構作為

先導(pilot)計畫(調查、建立評估工具)，第二年以社區為研究場域。針對



所選之地區，說明當地執行特色(人口組成與家庭結構、社會網絡、醫療

資源，及長照機構組織…等)及收案來源。 

二、 盤點試辦社區口腔健康照護、營養保健等資源，發展以社區為基礎之資

源盤點檢核表。 

三、 蒐集國內外口腔健康與營養評估相關資料，並邀請專家參與討論，建立

評估工具內容、評估模式。 

四、 依據專家共識建立之評估工具內容及評估模式，進行調查訪員之訓練。 

五、 調查試辦社區高齡個案及長期照顧服務族群的健康、牙齒、口腔衛生、

咀嚼、吞嚥能力與營養狀態。以了解潛在口腔、營養需求個案，預先介

入提供家醫、牙醫、牙醫輔助人員、營養師、語言治療師等專業間整合

性照顧服務，並進行成效評估。 

六、 開發老年周全性營養、咀嚼、吞嚥、口腔衛生及牙齒保健的教材，提升

長期照顧相關人員對於個案營養、吞嚥、咀嚼、口腔衛生及牙齒議題的

相關應用知識。 

七、 提出口腔健康與營養整合性照顧服務模式並於試辦社區進行試辦，整合

社區牙醫師、牙醫輔助人員、營養師、語言治療師、照顧管理專員、A

單位個管員、照服員及家屬等人員，實際推動人員教育訓練、建立服務

銜接的輸送機制、產業導入運作模式。 

八、 依據建立之口腔健康和營養評估工具、指標及試辦之成效，提出高齡者

口腔健康與營養整合照顧服務項目，期達成低、中、高涵蓋率之預算估

計與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