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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政策對國民健康及國家競爭力的影響 (下 )
－長照準備 20年對於國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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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 1960 年以來，65 歲以上占人口比例
一直都是最低的，一直到 2016 年前，比例也還是
一直在低點，但從 2016 年這條分水嶺以後，台灣
65 歲以上的老人比例與韓國一樣直線上升。對比
國際，美國老人的比例在人口組成中，一直穩定維
持在較低的程度；日本是與台灣較為相近的國家，
也是老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台灣已經很快追上
日本，主要是因為現在老人生命延長，加上出生率
下降，所以，老人的比例增加越來越多，老人問題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國家問題。

台灣從 1996 年後，男性平均壽命只有 72
歲，而現今已經到 76 歲；女性來說，過去平均壽
命只有 78 歲，現今也已經到 83 歲，證明台灣的
健保太好了，很多人都活得很長壽，但現在女性
生育率降低，過去兄弟姊妹多，每家可以生育 5、
6 名子女，現在大概只有 1 或 2 名，出生率的下
降，造成整個老人比例增加，所以老人問題變成
國家問題。

從 2016 年，65 歲 以 上 的 老 人 佔 比 約
13.8%，很快的在 2018 年的時候，老人比例超
過 14% 以上，台灣已從高齡化社會快速變成超高
齡化社會，所以整個老人化的問題，其實也是全
世界都很在乎關乎的問題。從各縣市老人比例來
看，全台縣市都很高，只有新竹跟桃園稍微好一
些，而老人比例最高則是在嘉義、雲林一帶。

我們聚焦失智老人的問題來看，106 年平均
有 26 萬個失智老人及早發型失智症約 1.2 萬人，
總計約 27 萬人。雖然大家覺得 27 萬人似乎不
多，但 1 個老人帶出來的家庭問題可能會有 1 至
3 個，所以其實是影響全國的人民，26 萬可能變
70 萬至 100 萬人。以失智症盛行例來看，65 歲
至 70 歲就有 3.4%，但至 80 歲就達到 13%，90
歲來到 40%，所以平均每 10 位老人，就有 4 名
罹患失智症。從失智人口人數的推估，從 106 年
20 幾萬人，至 130 年可能上升至 60 萬人左右，
變成失智症這項疾病，在全世界都很積極去想
如何延緩，以及如何活得更好。

壹、	台灣老年人口比例不斷
增加

參、	台灣失智老年人口占率
趨勢

貳、	國人平均餘命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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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就像一個垃圾桶，只要記憶不好影響
日常生活，就叫做失智。最多的還是退化性的疾
病，像是阿茲海默症，以及巴金森氏症的後期，
跟一些退化性的腦部病變，這些都是會造成失
智症，也幾乎都跟基因有關。另外還有約 20%
是因中風所引起，還有像可逆型失智症及假性失
智症 ( 憂鬱症 )，然而可治療的失智症有重複用
藥的、憂鬱、水腦症、長期酗酒，以及由肝或腎所
造成的問題，還有因頭痛部外傷造成的失智症，
這些是可以用醫療來改善的，但仍是有很多無法
治療。

打從 1999 年開始，台灣推動老人長期照護
3 年計畫，2000 到 2003 年推行長期照護先導計
畫，2003 到 2007 開始推動照護服務福利及發展
方案，2007 年以後才是長照 10 年計畫，那是過
去所謂的 1.0，那現在 2015 年才剛通過長照服
務網及長照服務法，本來從開放保險，變成中央
給付，2016 年開始才用新的長照化 2.0。

去年開始從 1.0 到 2.0，這些政策對長照病
人，包括失能、失智病人是有意義的，因為病人
需要的不單是醫療本身的照顧，還有生活上的照
顧，需要送餐服務及緊急救援，還有一些健康養
生活動，或失能跟失智事都需要家庭照護還有每
日照護跟居家服務，這些服務都涵蓋在不管失能
跟失智裡面，尤其失智需要的東西更複雜。

1.0 跟 2.0 的差在哪裡？唯一的差別是在失
智照護上，因為其他殘障證明都有提到。以失智
來說，你能走能動就沒有任何福利，沒有一個失
智的評估，所以 2.0 裡面總共加了 9 項，有失智症
照護服務，還有加小規模多機能服務跟成立了社

失智症的問題，其實不是只有失智症的人本
身，包括這些照顧者，會產生很重的壓力。舉例來
說，照顧失智者，有一半以上的時間不能休息、生
活沒有樂趣、想逃離這個環境、不能外出、社交
生活受阻，覺得感情耗盡而不能繼續照顧下去。
也有因睡不著而造成失眠，還有因為失智者的關
係，而造成家庭關係不好而時常爭吵，甚至婚姻
出現問題，所以說失智症造成很多的家庭問題。

在 國 外 有 一 句 名 言 是 這 樣 的“When a 
person is diagnosed with dementia, there 
is always a second patient (the caregiver).”
回歸上述所說，台灣有 26 萬的失智老人，其實需
要照顧的可能有 100 多萬人，所以整個照顧過程
中，藥物並沒有很好的效果，如愛憶欣、利憶靈、憶
斯能，所有的藥物不是根治這個病，是改善情緒，
讓他們比較穩定。到現在為止，而阿茲海默症是
一個黑死病，從得病到死亡約 5 ～ 9 年，是沒有

肆、	失智症的成因

陸、	從長照1.0到 2.0

伍、	失智症者的照顧負擔

辦法去治療他的。國外有一些失智症照顧者訓練
課程跟支持團體，從而談到長照“NO cure , need 
care”，意即非藥物治療將會是未來的主流，以及
預防與延緩失智發生及其惡化是非常重要的。

非藥物治療包括，失智症的醫療團隊、支持
團體、家屬及照顧者訓練計畫、醫療照護病房及
尋找法定代理人，這些都是在失智症照顧中很重
要的一環；另外還有怎樣去連結醫院及社區，才能
完善社區老人的照護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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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整合服務中心，所以在 2.0 增加失智者相關事
項後，就有照顧到失智者及家屬，所以 2.0 除了
1.0 服務以外，增加了 50 歲以上失智者的福利，
以前一般失智者是 65 歲以上才發病，但有一些
早發型，或其他原因造成像頭部外傷導致的失
智，也進入了關懷的系列。

整個長照當中，我們發現，醫院跟社區永遠
都是斷裂的，所謂斷裂是說，醫生看完病以後，不
會管病人回去怎麼辦，而社區很多活動也找不到
病人，其實在國外，包括東南亞，像是香港、新加
玻等其他地方都一樣，醫院出去後，不會管病人回
去怎麼辦，而社區很多活動也找不到病人，所以在
很多的社區活動是找不到病人的。現在 2.0 以後，
包括去年開始的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成立，在全
國有 20 個共照中心，每個縣市一個，開始嘗試從
醫院跟社區做聯繫，也就是如何從醫院當中，由失
智個案管理師把個案轉至出院準備中心（出備中
心），出備中心聯絡照管中心，而照管中心是坐落
在每個縣市的衛生所中，位在衛生局下，再由照管
中心給予服務，其中也包括精神科、神經科門診診
斷中的一些失智老人。

全國有 22 個照管中心，每個縣市都有一個，
甚至新北跟台北更多分站，這些照管中心是給予
向下扎根長照服務的重要單位。所以只要病人有
問題，醫院單位或其他單位就會轉給照管中心，
根據病人的狀況，因需求給予服務、家庭照護或
當日服務等等。去年很多新聞提到長照 2.0 的
A.B.C，A 就是社區整合服務中心，B 就是衛生所

近 期 衛福 部 要訂 定 新的 2019 年到 2026
年的照護政策綱領，工作的策略為如何增加大
眾對失智症的認識，以及如何健全失智症的診
斷、治療、照護網絡，以及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
者的支持協助。參與的單位有全國的部、司、署，
綱領行動方案中，有提到如何提升全國人民對
失智症的正確認識、友善社區的推動，主動提
供諮詢還有照護網絡，社區強化整個照護體系
以及培養人員提升專業護理照護能力，這些都
是未來幾年內的方案之一。

除了發展與加強失智者的家庭照護的法規
外，提升專業的能力，減少家屬的壓力也都是
重點。透過這些推展重點，可看出政府希望改
善失智者與家屬的照顧部分，舉例從 2005 年
前統計的數字來看社區及居家復健的案件數，
由 62 件上升至 143 件，長 期照護的服務量由
一千多件成長到一萬件，服務量都是有在增加
的。而 2018 年長 照新 制上 路，從 原本失 能 數
補助改為依失能程度核定補助金額，此新制目
的就是希望用更多評估面向，納入不同類別的

柒、	醫院與社區的連結

捌、	長照ABC計畫

玖、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
綱領

跟其他群體的治療，C 就是巷弄長照站，以前是
居家服務，因為當初沒有 A 化，醫院沒有辦法轉
出來，沒人加入，所以今年就改成新的計畫，A 已
經加入了醫院了，可以期待推動會更成功。A.B.C
服務當中就是就是長照計畫的一種，那如何連結
整體的社區，就是靠定時的接送，讓照護端跟長
照端、需要服務部分及醫院部分連接起來，來增
加服務的品質，因此，政府的長照計畫推動是有
對民眾相當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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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失能者，將失能程度更細緻化。

過去制度只以單一面向的日常活動功能評
定服務對象之長照失能程度，如輕度、中度、重
度，新制上路後，增加了更多的評估面向，如日
常活動、情緒行為等，得以將不同種類的長照
失能者納入長照服務對象，同時將長照失能等
級區分為 2 至 8 級，更細緻反應不同失能程度
的照顧需要。政府也預期將在長照計畫的預算
投入會逐年增加，希望能夠幫到更多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