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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粗略統計，住院病人中，約兩成在回家

後出現長照需求。尤其高齡長輩肌力退

化得快、抵抗力也較差，經常因跌倒、中風或肺

炎、泌尿道感染等單次住院，就開始臥床、或插

上三管（鼻胃管、導尿管、氣切管）。

若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可銜接社區照顧資源，

不僅可減少家屬負擔，也可避免因照顧疏漏或復

健、營養的疏失，延誤恢復速度，甚至反覆入院。

逆轉出院照顧的困境，
這些團隊已經開始行動

長輩需要照顧，想申請照顧服務員、居家復健，往往得等上2～3週。發現病情變化，又不

知該不該再送回醫院。還好，有些醫院、縣市衛生局開始做出改變，要讓每一個家庭不再

為出院感到無助。    文．李佳欣

做好出院準備  照顧不中斷│改變篇

高雄榮民總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小組個管師與居服督導、專科護理師，正在與病房家屬商討病人後續需要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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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準備小組個管師

（簡稱出備個管師）

每家醫院負責出備服務

的單位不大一樣，但通

常是資深的護理人員。

專門關心醫院內病情複雜、返家後可能無法

自理生活的病患，並提供各種出院（返家或

送機構）後可能需要的各種資訊。包括：

指導照顧技巧、解說長照資源、協助申請補

助、挑選機構或輔具的諮詢建議等。

長照管理專員（簡稱照專）

隸屬於縣市的長照服務管理

中心，代表政府，需有護理

或社工背景，比出備個管師

更了解社區中的各種資源。

當民眾有失能之虞、需申請長照顧服務時，照專就

會到申請者家中做失能程度、治療計劃、照顧資源

等的評估，核定出可補助的服務時數，甚至提出照

顧內容、目標的建議。如果在住院期間就確定有長

照需求，也可直接與照專聯繫。

不要只認識醫生！想得到較好的出院準備服務，這兩個人最關鍵

現有規定僵化，長照服務姍姍來遲

但即使醫院在出院準備期間就想幫民眾轉介長照

資源，也還是很難讓民眾一出院就有服務可用。

因為現行規定，申請長照服務，需先請照專到家

訪視，經約1週時間審核，再派案給當地服務單

位。等找到適合的居服員，往往又是1週後。前

前後後加起來，至少要花2週甚至1個月。

此外，病人返家或到機構後，若醫院與後續

團隊未完整交接狀況，出院後還是可能因家中環

境、設備不足、獨居、老人照顧老人等，無法延

續醫護人員的建議，最後反覆入院。

「只在醫院裡談出院準備根本不夠，」曾擔任

出備個管師8年，後來轉任嘉義縣長照管理中心

照管專員的郭芳雅，分享離開醫院的心得：「我

發現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幫家屬衛教，也提供出院

後可找的長照資源，不少病

人還是不久後就被送回醫院。

像是肺炎病人因餵食時被嗆

到、導尿管未適時更換引發

感染⋯⋯。」

親自到病患家訪視，她才發現，病患回家後

的環境跟醫院差很多，醫護人員、照顧服務員、

居家復健師、負責備餐的人，各自掌握病患的片

段，也缺乏同樣的照顧目標，讓照顧出現漏洞。

不過過去這幾年，仍有些醫院與縣市政府願意

花力氣強化出院準備服務，加上去年長照2.0計劃

正式將出院準備服務納入長照服務項目中，從中

央、地方到醫院都陸續開始嘗試串聯的做法，分

為兩大類：1‧鬆綁長照服務的申請規定；2‧將居

家醫療連結到居家照顧。

更多故事，請見康
健 雜 誌 網 站 W e b 
only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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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備個管師與長照中心的照專
提前開始核定申請長照服務

讓病人在出院當天，或至少出院後
1週內，就能得到長照服務的幫助

照專
提前加入

出院準備服務不足
● 家屬出院後才開始向長照中心提出申請

● 長照管理專員依照規定，在病人出院後才到家評估

出院前，醫療與社區照顧團隊共同與家
屬召開出院準備會議，商討照顧目標

等到
長照服務

照專在家屬提出申
請後到家評估

出院前，出備個管師
告知出院注意事項

現況

理想

聯繫不足

入 院

約2週到1個月

出院當天

家屬等不及，已請外
籍看護、辭職、買錯
輔具，或家屬照顧技
巧不佳、病人反覆入
院、未能適時復健，
失能愈來愈嚴重

● 醫院主動轉介病患到長照中心

● 家屬提前思考照顧計劃：如改善家中環境、協調照顧人力、申請相關補助、打聽適合的機構等

完整的出院準備服務

醫院與照專、居家
服務提供單位持續
三方交流，共同確
保病患的照顧、醫
療需求得到滿足

各縣市長照管理中心
扮演什麼角色？

又稱長照中心、照管中心，

設立在各縣市衛生局（或

社會局）下，負責協調、督

導該縣市內所有長照相關

的業務，也是民眾申請長

照服務的單一窗口。

長照服務到底有哪些？

現有長照服務共有8項，包括：

照顧服務（居家、日照、家庭托

顧）、居家及社區復健、居家護

理、喘息服務、輔具購買與居

家環境改善、交通接送、送餐服

務、長期照顧機構服務。長照2.0

上路後，則會再增加到17項。

返家後，還有哪些服務可幫助病患？

除了長照服務之外，健保目前也有一些計

劃可以服務失能、行動不便或有照顧困難

的病患。包括：居家護理、到宅牙醫、

呼吸器居家照護、居家藥事服務、居家安

寧、居家醫療等計劃。民眾若有需要，

可到健保署網站查詢： 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首頁 > 
醫事機構 > 網路申辦及查詢> 居家相關醫療服務

居家醫療服務醫
院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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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北市、屏東縣衛生局，與轄區內的醫

院合作，鬆綁既有規定，讓長照申請流程在病人

仍住院時就進行。

高雄市衛生局＋高雄榮總

醫院就能幫助病人核定服務

其中，高雄市衛生局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去年10

月開始合作，讓出備個管師學習長照服務的評估

與核定。大約病人出院前3天，個管師就可代替

照管專員，先幫病患初步核定長照服務，並透過

照管中心系統開案。照管專員就可趕緊安排居服

員、居家復健等服務。

去年至今，已有9位個案成功在出院當天，或

至少3天內就接受到長照服務。不過，由於完整

的照顧評估要考量居家環境、生活訪視，在病人

回家1個月後，照管中心還是會派照管專員進行

第二次複評，調整評估計劃。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任周明岳表

示，各病房護理人員、醫師，只要發現有長照需

求，就要主動照會出備小組。若病人有老人照顧

老人或獨居情況，也會被列為優先處理對象。

「這些計劃橫跨許多單位，需由副院長層級主

持，不是單一科可以做到，」周明岳說。

除了各病房護理師要主動發現有需求的病患，

出院前，原本病房的專科護理師、高齡醫學醫

師、復健治療師也要共同參與出院準備會議，向

家屬說明出院後治療、照顧的方向。

為了讓居服員提前掌握病患狀況，也會請居服

單位先到醫院交班。考量民眾對出院準備服務不

熟悉，高雄榮總也將出院準備小組設在1樓，讓

民眾一走進高齡醫學大樓就可看見。

不過，跨單位間聯繫通常會耗掉幾天等待，尤

其長照的各項業務還分屬在衛生局、社會局2個單

位管轄。為什麼高雄市的行政流程能如此迅速？

LINE群組　讓公文不用去旅行

原來，所有跟這項業務相關的人員都被加入一個

LINE群組中。

高雄市衛生局長期照護科科長李素華拿起手

機點出畫面，只見高雄榮總的出備個管師傳來：

「社會局的夥伴：高榮專案已有個案ＸＸＸ需要

協助派案，資料已經寄到信箱。」不久，社會局

人員回應：「明早進辦公室立即回覆輪派單位，

鬆綁長照申請流程  縮短等待期
解方

1

高雄市照管中心團隊多次到高雄榮民總醫院與醫療團隊開會，
商討如何加速病患轉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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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接著，衛生局照管專員又傳來：「回

報，3/3收到的ＸＸＸ個案，身障福利科已經發公

文，確定3/7開案。」

李素華表示，群組建立後每天LINE響個不

停，雖然有點壓力，但溝通效率提升很多。未來

試辦計劃擴展到全市醫院，有可能每個醫院建立

一個群組。

新北市衛生局

中風黃金自立給付包

新北市衛生局在10多年前也將「出院準備轉介

長照」的成效納入督考指標，為加速出院後獲得

服務的時間，去年與11家醫院合作，加強出院準

備服務的連結。先從經常導致長照需求的中風下

手，推出「黃金自立給付包」方案。

一旦病患經醫師判定有恢復潛力（輕度到中度

功能障礙），個管師就會與照管專員聯繫，在住

院期間先幫病患申請返家後可能需要的一套「包

裹式服務」。

新北市衛生局局長林奇宏表示，目前已可做到

病患在出院當週就有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師到家

訓練患者吃喝、走動；照服員到家協助沐浴、出

院前購買的輔具也可獲得補助。

林奇宏表示，這項計劃也有「預防失能」的意

義，去年10月試辦至今，有些病患功能恢復良

好，3個月後就不需要再用到長照。不僅生活有

品質，也省下日後會用到的服務資源。

此外，過去輔具若要申請補助，需等社會局派

人到家核定後才能申請。為方便病患在出院當天

就有輔具可用，也與社會局達成共識。只要經醫

院出備人員核定、報備照管中心，民眾購買輔具

就可獲得補助。「若病患願意用租的，輔具資源

中心也會優先將二手輔具送給患者，並鼓勵日後

再回捐，」新北市衛生局視察吳玉鳳說。

新北市幅員廣大、人口多，是台北市的1倍

大，不易深入了解各地區的服務機構與品質，所

以新北市仍將核定服務的主要業務交給照管專

員，護理人員只要負責篩出可能需要長照的病

患、做初步評估。

屏東縣衛生局

整合，從政府部門先開始

屏東縣衛生局最近也開始嘗試「代理照管專員」

的模式，將與出備服務做得較完整的屏東基督教

醫院合作，希望在病人出院1週前就申請服務。

屏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組長葉家珠表示，目前

個管師已訓練完畢，只差將照管中心的系統開放

給醫院。

屏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主任林秀芳表示，過

去衛生局醫政科會定期評核醫院出院準備業務，

2012年為更有效率促成醫院把需要的個案轉到照

管中心，就把醫政科與照管中心合併。

民眾向照管中心申請服務時，也會了解醫院是

否有提供出備服務。每年與醫院開聯繫會議時，

就會請醫院做相關的檢討。目前照管中心每個月

的收案量，約有一∼兩成從醫院轉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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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醫院著眼長輩長期的照顧品質，嘗試將醫療

角色帶進照顧中。

嘉義基督教醫院

出備服務延伸居家醫療

1994年就將出院準備成立專責小組的嘉義基督教

醫院，目前有6位專職的個管師，因醫院很早開

始就發展長照業務，個管師對院外的各項資源十

分熟悉。

走進病房，嘉義基督教醫院社區出院準備組

個管師陳秀如正在訪視一位肺炎入院的小腦萎縮

病患，病患是中低收入戶，靠太太一人工作養全

家，高齡的母親很擔心無法獨立協助抽痰、安置

鼻胃管。陳秀如知道家屬勢必會有照顧困難，主

動幫忙找到適合的居家護理所，申請補助，也請

院內的居家醫療團隊接手照顧。

連結居家醫療可說是病人能從醫院安心回到

社區的「最後一哩路」，因為要實現社區化的照

顧，醫療與照顧密不可分。

負責居家醫療的嘉義基督教醫院老年醫學科主

治醫師白惠文表示，出院後，照顧主力從醫療人

員變成居服員、照管專員，醫療的角色往往就此

消失。但有長照需要的老人家常出現皮膚褥瘡、

呼吸易喘、泌尿道感染等多重症狀，家屬或居服

員無法處置，一個不小心惡化，又得送回醫院。

連結居家醫療團隊，就可請醫師來探視、給予

一些醫療處置。

週三一早，白惠文至嘉義竹崎鄉探視一位長期

臥床的阿嬤，白惠文將阿嬤翻身一看，發現已有

褥瘡，建議家屬更換適合的皮膚藥膏，同時跟在

場的居服員叮嚀：「要儘量讓阿嬤維持一週3次沐

浴。洗完澡後，可幫她擦一層薄薄的凡士林。」

2015年開始，嘉基的一些醫師、物理治療師、

藥師在當時家醫科醫師余尚儒的串聯下，也與嘉

義市居家服務中心合作，利用「Kintone」雲端

平台交換照顧資訊，合力守護社區的高齡長輩。

當居服員發現無法處理的問題，可即時上傳問

題、甚至傷口照片，請醫療團隊給予建議；醫師

平時也可藉由照顧日誌更掌握長輩狀況。

合作聽起來容易，但嘉義市居家服務中心主任

林玉琴與嘉義基督教醫院社區出院準備組護理長

居家醫療  讓長輩不必上大醫院也能被照顧
解方

2

嘉義基督教醫院出院準備服務組護理長張麗芬（右）與居家醫
療醫師白惠文（左）一同到臥床病患家中訪視，確認發炎情
況，是否需要改換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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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芬都表示，醫院與社區單位若平時沒有信任

基礎，雙方不見得願意合作。由於嘉基承辦了嘉

義市居家服務中心業務，人員相互熟悉，才有辦

法做到。若要拓展到其他地方，最好由政府來領

導串聯。

台東縣衛生局

醫院、照管專員、居家醫療團隊共

同召開出院準備會議

今年1月，台東縣衛生局也開始與台東馬偕紀念醫

院、台東聖母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台東分院、

台東基督教醫院、關山慈濟醫院等合作，在為病

患做出備服務時，由照管專員先到醫院評估。

台東縣衛生局長期照顧科科長劉鳳琴表示，台

東病床數較少，照專人力相較充裕，因此還是讓

照專親自到醫院評估。目前也已有10多位病人在

出院1週內可用到長照服務。

今年3月，也剛成功做到在出院準備會議時，

就找到居家醫療團隊與原團隊醫師、復健師、營

養師等共同召開會議，形成一個真正兼具醫療與

社區照顧的團隊。

這些「工程」牽涉的單位，從地方衛生局、社

會局處、醫院各科、護理部到居家服務單位，意

謂各方得要了解其他工作崗位甚至不同領域的專

業，並願意投入人力、時間思考流程的改善。

雖然各縣市與醫療團隊的做法、速度都不大一

樣，也各有優缺點。但唯一的共同點是，願意為

了照顧我們所愛的人，做出改變。

3問題待解決
1 目前除非實際訪視，否則很難看出各醫院出院

準備服務是否照顧到每一位有出院困擾的民眾。

此外，也很難得知服務執行的「細緻程度」。

對此，台灣公共衛生促進會（簡稱衛促會）表

示，要確保出備服務被落實，應建立明確的推動

機制，讓服務的提供能被客觀、清楚地檢視。例

如規範醫院病床數與個管師的人力比、收案標準

等。衛促會曾實地了解國內10家醫院的出院準備

承理情形，發現光以2個人來負責全院的出備服

務，很難做到讓每個病患都得到完整協助。

2 要增加與長照服務的轉介、評估長照服務、

召開出院準備會議等，都是增加醫院既有的業

務。而目前健保給付出備服務是1500點／人（1

點約等於0.9元），對醫院來說誘因並不大。

屏東基督教醫院副院長賈佩芳就說，出備病人

通常病情複雜，除了個管師要花時間向家屬解釋

病情，也需要醫師、復健師、營養師、社工共同

召開出院準備會議，人力與時間成本加起來一定

超過給付。

3 即使可連結到服務，現有的人力、資源能否

滿足民眾的實際需求還是未知數。

林奇宏誠實表示，自己也很怕政策宣導太大，

一堆民眾來申請卻等不到服

務，「只能邊做邊改了。」縣

市政府只能努力連結資源，但

後端服務可以生出多少，還是

得看中央願意投入多少資源。

官方回應篇，請見
康健雜誌網站Web 
only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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