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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95年度自行研究發展報告 

題目：提升長期照護服務品質/推動醫院辦理出院準備服務之業務 

壹、 報告摘要 

     近年來由於人口結構的老化以及慢性疾病的增加，再加上慢性疾病

不但患病的時間漫長，且可能需長時間的照護。至 95年 7月底我國總人

口數：22,823,604人、65歲以上老年人口：2, 252,208人 ，老年人口

比例已達 9.85%。全國截至 94年底止，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者計有 93萬 7,943人，較 93年底增加 3.22％；身心障礙

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為 4.12％，較 93年底增加 0.11個百分點，比率逐

年上升。其中按性別分：男性 54萬 6,068人占 58.22％，女性 39萬 1,875

人占 41.78％；身心障礙人口比率男性為 4.72％，高於女性之 3.50％。

按縣市別分：以臺北縣 11萬 2,824人占 12.03％最多，臺北市 10萬 8,701

人占 11.59％次多，臺中縣 6萬 976人占 6.50％再次之。縣市別身心障礙

人口之比率：以臺東縣 7.71％最高，花蓮縣 7.09％次高，雲林縣 6.66％

再次之，而以臺中市 2.97％最低，臺北縣及連江縣 3.02％次低。 

 

高齡化社會的到來，凸顯了長期照護的需求，使得因慢性疾病住院及

滯留醫院的情形大為增加。有鑑於此，以病人為中心、讓病人及其家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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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回歸家中，一直是台中市衛生局努力的目標。衛生署更將「長期照護

政策」列為公元兩千年衛生工作之總目標，希望慢性病患有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家中療養。台中市衛生局為了讓病人及其家屬在住院時就做好出院前

之準備，使病患出院後能得到適切之照顧，減輕照顧者之壓力，特別針對

臺中市各大醫院推動出院準備服務業務，以便銜接病患出院後之社區照

護。作者在台中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與家庭照顧者接觸的過程中，亦發現

家庭照顧者對其出院後之照顧方法，相關的社會福利支持系統不清楚時，

會感到擔心害怕而不願出院。 

本研究乃針對本年度曾經在本市各大醫院住院的病人，採取抽樣調查之方

式，以問卷針對接受過出院準備服務之民眾，進行電話訪談，予以評估出

院準備服務工作人員，為個案規劃所需之各種治療、復健計畫，協助病患

及家屬辨識其照顧問題，能增加病患及家屬解決照顧問題的能力；降低出

院後徬徨無措、害怕、恐懼的發生，減少不必要的住院與醫療花費，提昇

醫院的照護品質。希望能讓出院返家的病人保有最佳的健康照護狀態及生

活品質。 

 

貳、 研究緣起 

     因人口結構高齡化、疾病型態慢性化及健康問題障礙化，使得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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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愈趨複雜外；社會型態的轉型，致使病患出院的後續照護缺乏，照護

時間也跟著延長，繼而產生諸如：再住院率高、住院天數過長、無良好的

後續照顧…等問題；不僅造成家屬沉重的壓力，更使得有限的醫療資源被

不當利用，造成健保沉重負擔。    

在持續性照護體系中「出院準備服務」扮演一個重要轉介通路之角

色，希望透過出院準備服務，病患能從急性醫療順利轉到慢性照顧，能給

予病患更優質、適當的醫療及持續性的照護服務。 

良好的醫療照護服務品質再搭配營養師營養諮詢、居家護理師到宅服

務、社工福利諮詢、輔具提供及病患關懷、藥師用藥指導、復健師復健運

動及輔具使用指導、出院準備護理師衛教指導及出院後電話關懷、諮詢，

轉診服務、社區醫療服務等各個專業人員的專長，期許藉由「出院準備服

務」之整合。以達充分運用醫療資源，期望患者在住院期間不但可獲得醫

療專業照護達到促進病情改善外，亦能獲得相關的衛生教育知識及自我照

顧的技能，並能了解對於出院後會遇到的後續照顧問題，掌握病患的需要。 

透過醫療服務各種專業人員，病患、家屬的共同合作，統合醫療及社會資

源，以確保病患在出院後能獲得良好及持續性的照護。 

 

 

 

 

  一、本市長期照顧需求推估、失能人口及人數 

(一)本市 95年 2月總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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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213人，65歲老年人口 76,161人（佔全市人口 

7.36%）。 

        本市老年人口比僅高於台北縣（7.0%），但是老年人口數確在 25

縣市中排名第 11。 

(二)需長期照顧人口數推估：約 18234人 

1. 依據台閩地區失能老人機構照護供需資源分布調查研

究，一項以上日常活動功能障礙(ADLS)率為 9.87%推估，

本市約有 7,517人為需長期照顧老年人口。 

2. 94年 6月本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數有 29738人，扣除

65歲以上老人 9163人及輕度失能個案 9858人，推估應有

10717失能個案頇長期照顧。   

障礙等級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人數 3572 6050 10258 9858 

(三) 各類照顧服務需求人數及所需服務人力，包括各類服務資源

失能人口狀況： 

1. 機構式照顧 

            (1)機構式照顧需求面：2955人 

               需機構式照顧 30%，本市老人約有 2,255人+身心障礙者

700人(領身心障礙手冊推估需長期照顧人口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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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人，其中需機構照顧 7 %推估約 700人)共計

2,955人。  

           （2）機構式照顧供給面：3207床 

               本市目前有長期照顧機構床位共計 3,207床，當 

滿足需機構照顧失能者之需求。 

               (護理之家 1,034床、慢性病床 108床、養護及長 

照機構 1,322床、安養機構 587床、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 156床)   

           （3）目前本市各區機構式照顧供給及需求現況 

 

區別 

95.2 月人

口數 

95.2 月

老年人

數 

失能人

口數推

估（9.87

﹪） 

需機構式

照護人數

推估 30% 

護理之家 安養護機構 床位供需比

（%） 
 

家數 床數 家

數 

床數 

中西區 140525 12386 1223 366 1 190 5 323 140 

東區 72435 7842 774 232 1 49 1 49 42 

南區 107713 7562 746 223 4 229 3 269 223 

北區 146809 13203 1303 390 2 115 5 286 112 

西屯區 193297 12122 1196 359 1 216 6 251 130 

南屯區 140252 7508 741 222 1 24 0 0 11 

北屯區 233182 15538 1534 460 2 211 7 294 110 



                                      8 

合計 1034213 76161 7517 2255 12 1034 27 1322 104 

2.社區式及居家式照顧 

    （1）本市社區式及居家式照顧需求面：共計 15,222人。 

         需社區及居家照顧 70%，本市失能老人約有 5,205人+身心 

障礙者需照顧人數約 10,017人共計 15,222人。 

    （2）本市社區式及居家式照顧供給面 

         讓失能者能舒適安全的留在或生活於熟悉的環境中，以個 

案的需求為導向提供多元化的服務選擇，本市各區衛生所已 

開發社區資源，本局會將相關資源彙整成冊提供工作人員使 

用。 

 

 

      

      

 

 

 

參、 研究的目的 

      在台中市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為提昇醫院長期照顧服務品

質，擬訂此研究推動本市各醫院辦理出院準備服務，希望藉由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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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創造一個使病患及家屬(消費者)、政府或保險機構(付費者)及醫

療機構(服務提供者)三者三贏的服務；使醫療服務得以品質、成本兼

顧。其研究效益就病患、醫院、全民健康保險有下列執行之研究預期

效益 

一、 在病患方面 

（一）由完整持續的評估與追蹤，提高生活品質。 

        （二）增加病患或主要照顧者自我照顧及居家照護能力。 

   二、在醫院方面 

（一）提昇醫院照護服務品質。 

        （二）提昇出院病患之門診回診，降低及避免再住院率。 

        （三）落實各專業人員之角色功能，提昇專業成就感。 

        （四）促進長期照護體系之發展。 

   三、在全民健保險方面 

（一）節約醫療資源，控制成本，提高病床利用率，急性病 

床得到充分利用。       

（二）降低再住院率，減少醫療費用支出。 

 

 

 

 

 

 

肆、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訂定 95 年度各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工作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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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台中市長期照護資源分享合約書為台中市長期照顧資

源分享聯盟及個案轉介服務月報表新增人數統計 

（二）95年度針對地區醫院輔導訪查出院準備服務業務執 

行情形，除了追蹤 94 年輔導委員建議事項改善情形，各

醫院執行出院準備服務業務，需呈現下列書面資料： 

(1)  出院準備服務業務手冊及相關表單 

(2)  建立轄區完備之長期照顧資源手冊 

(3) 辦理出院準備服務個案討會 

(4) 出院準備服務病人轉介相關資料 

(5) 出院準備服務績效及品質監測辦理情形 

(6)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相關資料 

(7) 出院準備服務績效及品質監測辦理情形 

(8)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等相關資料 

(9)  本局訂於 8 月進行出院準備服務訪查並抽查 6 案個案接

受出院準備服務相關病歷與轉介單 

（三）制定相關表單 

（1）臺中市長期照顧個案轉介/通報單 （如表一）             

（2）修訂臺中市長期照顧個案服務及轉介資源月報表 

    （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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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局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將本市長期照顧相關 

資源彙整，並編列「臺中市長期照顧資源手冊」，以提供

長期照顧相關工作人員使用。 

二、明訂出院準備服務工作流程 （如表三）             

 

三、出院準備服務業務輔導訪查與設計 

（一）訪查對象 

（1） 地區醫院 

（2） 本市區域醫院 

（3） 本市醫學中心 

（二）訪查工具 

（1） 95 年度輔導專家出院準備服務訪查紀錄（如表四） 

（2） 95 年度地區醫院出院準備服務業務輔導訪查紀錄 

          （如表五） 

（3） 接受出院準備服務個案滿意度問卷調查（如表六） 

（三）訪查方式 

（1） 本市各醫院去年度接受出院準備服務輔導專家訪查，本年度

則由本局實地追蹤輔導專家建議改善事項。 

（2） 去年度未接受出院準備服務輔導專家訪查，則聘出 

準備服務輔導專家進行訪查，並提出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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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查日期 

已於本年度 8 月份全面進行各醫院出院準備服務業務實地訪

查，每家醫院訪查時間為 1.5 小時。(如表七) 

  四、訪查醫院資料 

本市共計 32 家醫院執行出院準備服務業務，其中醫學中心 3 家、

區域醫院 4 家、其他及地區醫院 26 家。 全院實施出院準備服務

業務計 15 家。 

五、 院準備服務業務醫院訪查結果 

依訪查紀錄統計，本市各醫院訂定出院準備服務之結構、過 

程及結果面完成現況已達 85%，其中有 5 家醫院就整體出院 

準備服務結構、過程及結果面需進行改善。過程面在「執行 

成果評質」、「在職教育訓練應納入其他團隊人員」，在結果面則

為「非計畫性在住院分析」、「再入院及再入急診原因分析及預防」

則為受訪查醫院執行較差之項目。 

 

 

伍、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乃針對本年度曾經在本市各大醫院住院的病人共計 186

案，採取抽樣調查之方式，以問卷針對接受過出院準備服務之民眾進

行電話訪談，扣除拒訪個案、地址不明或資料不齊全共獲得 90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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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資料。依其性別、年齡、主要診斷、主要照顧者、出院後的安置

情形、出院準備服務收案之原因及其轉介資源，及再入院原因作分析。 

（一）本研究 90 位個案中，男性個案有 65 位，女性個案有 25 位，

資料顯示男性成為被照顧者的機率大於女性。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性別分析

72%

28%

男性

女性

 

 

 

 

（二）在出院準備服務收案的個案中，其年齡層分布以 60-69 歲居

多，其次為 80-89 歲，再來是 50-59 歲。 

0

5

10

15

20

25

人數

95年度出院準備服務收案對象年齡

90歲以上

89-80歲

79-70歲

69-60歲

59-50歲

49-40歲

39-30歲

29-20歲

10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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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院後的安置現況，以返家與家人同住居多，其次為安至置照顧

機構 

出院後安置之現況

64%

24%

11% 1%

家人同住

照顧機構

轉至他院

獨居

    

(四)主要疾病以中風居多，其次為呼吸衰竭，接下來為心臟病及    

精神病。 

0

10

20

30

40

中風 腦性麻痺 癌症 精神疾病 失智 怕金森氏 氣喘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疾病別

 

 

(五)出院準備服務提供之服務，以居家護理居多 38%，其次為轉介或

提供照顧機構資訊 35%，最後為轉介至其他醫院 15%。對於社會

福利資源之提供則以協助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及重大傷病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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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連結其他社區資源如喘息服務、居家服務占 4%。 

    (六)當民眾或其家屬即將出院最想得到的協助依序為管路更換及照

顧之問題 35%、照顧機構資訊 33%、復健治療 15%、經濟補助 10%

及緊急情況之處理 7%。 

    (七)針對出院準備服務收案之個案或其家屬對於出院準備服務之協

助認為以 5分法給分，很滿意 5分，滿意 4分，尚可 3分，不滿

意 2分，很不滿意 1分，結果整體帄均滿意度為 3.1分，其中以

當預知出院時即提醒您做出院準備、指導您輔助器材的使用方法

及資訊、提供相關社會福利資訊三項最不滿意(見圖示)。  

 

接受出院準備服務滿意度 (N = 90)  

 

項目 平均滿意度 

 

指導您出院藥物服用法 4.0 

指導您出院後傷口的照顧 3.5 

指導您復健運動執行方法 3.0 

指導您疼痛的處理方法 3.0 

指導您日常生活應注意事項 3.5 

指導您緊急狀況之處理 3.5 

指導您衛教單張的各項照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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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預知出院時即提醒您做出院準備 2.9 

指導您輔助器材的使用方法及資訊   2.8 

提供相關社會福利資訊 2.0 

提供您出院後醫療諮詢專線 3.0 

協助您安排出院後的照顧 3.3 

協助您安排出院後的安置 3.1 

出院後的飲食指導 3.0 

平均 3.1 

 

1. 經過訪談，接受出院準備服務之民眾，不知道出院準備服務之業務竟

高達 73%，對於出院準備服務所提供的相關協助，大部分民眾認為應該

可以作的更好，應該加強宣導讓更多的人知道，才不會造成多頭馬車，

讓民眾四處尋求協助。 

2. 出院準備服務工作人員對於出院準備服務資訊如長期照護機構、社會

福利申請、醫療器材租借等不甚了解，未能提供即時的諮詢或轉介。

再來針對個案出院準備問題，醫療相關單位如社工、復健、住院等部

門間之聯繫與協調需再加強，才能共同來執行出院準備服務之業務。 

3. 實施出院準備服務是一項持續性的服務，針對慢性病患之健康問題，

採取個案管理之方式，於患者入院時依其疾病診斷、高危險群之篩選

及其即將預定出院之時間，予以評估其健康需求及出院後的照顧需

求，訂定住院目標，規劃所需之各種治療、復健計劃，並協助病患及

家屬辨識其健康問題，增加其解決問題的能力；以降低出院後徬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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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害怕、恐懼的發生，減少不必要的住院與醫療花費，使病患及家

屬能在有準備的清況下滿意的出院，並持續的接受治療照顧。 

4. 家庭照顧者對其出院後之照顧方法，相關的社會福利支持系統不清楚

時，會感到擔心害怕而不願出院，再加上全民健保的實施，一般民眾

因為住院的經濟負擔減輕，而增加病人滯留醫院、輾轉至他院住院或

反覆出入院的情形，因此許多大型醫院帄均住院日普遍提高，且面臨

一床難求的困境，易造成醫療資源之浪費。 

5. 運用個案管理的理念來提昇出院準備服務，需訂定標準化的出院計畫

及持續不斷監測篩選，出院準備服務工作小組成員彼此間共同合作，

才能提昇出院準備服務之完整及滿意度。 

陸、研究成果 

1. 加強醫院主管的重視，以利出院準備服務團隊之推動 

不論是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院高層主管的參與與支

持度，都將影響出院準備服務業務之推動。 

       

2. 建置常設性的輔導機制 

在本年度醫院輔導訪查中與相關人員座談會中，仍有 3-5 家醫院對

於出院準備服務業務之推展，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建立本市標

竿醫院及常設性的輔導機制，提供醫院相關人員學習、諮詢和輔導。 

 



                                      18 

3. 加強出案準備服務工作人員之教育訓練、提昇工作人員的專業知

能針對不同科別辦理出院準備服務教育訓練，本年度本局預定辦理

5 場目前已完成 1 場。其辦理場次如下： 

日期 場次 主 題 主辦單位 

95.06.14 1 
出院準備服務聯繫

會議暨教育訓練 

臺中市衛生局 

95.09.15 2 
95 年度精神科出

院準備教育訓練暨

照顧服務網絡研討

會 

臺中市衛生局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中清分院 

95.10.18 3 
中部六縣市出院準

備服務業務觀摩 

行政院衛生署 

臺中市衛生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未定 
4 

出院準備服務專業

人員教育訓練 

臺中市衛生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未定 
5 

出院準備服務/個

案討論會 

臺中市衛生局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

中榮民總醫院 

 

4. 加強民眾宣導，以利民眾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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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作本市推展出院準備服務業務統一的紅布條，目前本各醫

院已全面懸掛，其內容為「出院準備服務業務讓您放心出院、

安心回家」 

（2）製作出院準備服務業務宣導海報，由本市各醫院全面 

張貼計 5 種，有出院準備服務流程規劃、出院準備服 

務的服務團隊、詢求出院準備服務對您及家人之好 

處、如何尋求出院準備服務業務之協助及出院準備服 

務業務能為您作什麼。（如表十） 

 

5. 繼續辦理出院準備服務訪查 

依訪查紀錄統計，本市各醫院訂定出院準備服務之結構、過 

程及結果面完成現況已達 85%，明年應繼續辦理實地輔導訪查，追

蹤各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執行情形，以利繼續推出院準備服務之業

務。 

  

6. 明訂出院準備服務業務成果指標 

訂定服務品質指標和結果指標，並將各醫院執行困難之部分，辦理

相關主題研討會。 

       

7. 訂定臺中市長期照顧資源分享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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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臺中市長期照顧資源共同分享，甲乙雙方因應長期照顧業務需

要不定期召開研討會及訓練相關事宜，雙方服務內容可分享及協助

宣導（如表九） 

 

8. 加強民眾對於慢性疾病之預防與宣導 

在出院準備服務收案的個案中，其年齡層分布以 60-69 歲居多，其

次為 80-89 歲，再來是 50-59 歲。主要疾病以中風居多，其次為呼

吸衰竭，接下來為心臟病及精神病。可見應加強民眾對於慢性疾病

之預防，以預防為優先，進而促使降低醫療資源與社會成本之增加。 

        

台中市長期照顧個案轉介/通報單 
轉介單位：_______________＿□醫院/出院準備服務□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所□

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衛生所□區公所□安養護機構 □其他         

轉介日期：  年  月  日   轉介者：＿＿＿＿電話: ＿ ＿＿傳真: ＿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生 民國    年  月  日    歲 性別 □男 □女 

緊急聯絡人  電話  關係  健保 □有 □無 

身 份 別 □1 一般□2 低收入戶□3 中低收入戶□4 身障手冊□5 其他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現 住 址  身分證
字號           

個案需求 
摘    要 
(個案情況) 

 

本單位已經提供的
服務項目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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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需求 

中心核定服務：□居家服務□居家復健□喘息服務□二手輔具借用□家庭照顧者 

             訓練班□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聯誼活動□身心障礙居家鑑定服務 

轉介服務：□居家護理□護理之家□安養護機構□安寧照護□呼吸照護病房 

          □日間照顧中心□日間照護□送餐服務□衛生所追蹤□老朋友專線 

          □身心障礙個管中心□輔具資源中心□社區關懷據點□早期療育 

          □老人保護服務□其他＿＿＿＿＿＿＿＿ 

諮詢服務：□社會福利資訊□經濟補助□身心障礙鑑定及手冊及申請□重大傷病  

          卡申請□照護機構資訊□其他＿＿＿＿＿＿＿＿ 

---------------------------------------------------------------------個案

處理回覆：台中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聯絡電話：04-22285260傳真 04-22250161 

 

 

 

 

 

 

台中市長期照顧個案服務及轉介資源月報表  （ ＿＿年＿＿月） 

＿＿＿＿＿＿＿＿＿＿□醫院/出院準備服務□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所 
□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衛生所 □其他         （每月 25日前通報） 

   通報者：                電話:                   傳真:   

轉介、服務項目 院內服務 轉介服務 簡易服務 備註 

居家護理     

居家服務     

暫托(喘息)服務     

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     

呼吸治療     

營養師     

社區老人中心     

養護機構     

日間照護(顧)     

植物人中心     

安寧照護     

健康服務中心     

經濟補助     

身心障礙手冊鑑定及申請     

重大傷病卡申請     

接案結果：□提供服務理情形：＿＿＿＿＿＿＿＿＿＿＿＿＿＿＿＿＿＿＿＿＿＿＿＿ 

   ＿＿＿＿＿＿＿＿＿＿＿＿＿＿＿＿＿＿＿＿＿＿＿＿        

□無法提供服務原因：＿＿＿＿＿＿＿＿＿＿＿＿＿＿＿＿＿＿＿＿＿＿＿                                                       

                   ＿＿＿＿＿＿＿＿＿＿＿＿＿＿＿＿＿＿＿＿＿＿＿ 

□轉介之建議：＿＿＿＿＿＿＿＿＿＿＿＿＿＿＿＿＿＿＿＿＿＿＿＿ 

                                 接案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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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保護及棄養問題     

居家照顧能力/技巧不足     

安全輔具     

需衛生所追蹤     

送餐服務     

社會福利資訊     

其他     

其他：     

總計     

一、 辦理長期照護相關資源宣導及教育_______場________人 

二、 目前服務總個案數________人，需轉介資源 ______人，不需轉介______人，

轉外縣市______人，每月帄均收案數______人。實際工作人員數______人，開

業床數：______住院人數______人 

 一般民眾 原住民 總計 身心障礙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65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總計         

三、 填表說明(一)院內服務：為院內轉介各專業相關之服務(二) 轉介服務：轉介

至社區相關資源之服務(三) 簡易服務：不需填寫轉介單，簡易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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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收案標準 

1. 出院照護評估 

2. 擬定出院指導計畫 

3. 執行出院護理指導 

護理指導後出院準備情形評值 

個案出院 

電訪追蹤 

服務監測 

 

結案 發現問題 

入院 

高危險病患篩選 

符合收案標準 

需求評估 

心
理 

社
會 

生
理 

擬定出院準備服務計劃 

協助照會與轉介

介 

執行護理指導 

滯院 資源結合 

轉         介 

通報/特殊個

案之轉介 

台中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醫 

療 

院 

所 

機 

構 

式 

照

護 

社 

區 

式 

照 

護 

居 

家 

式 

照 

護 

社會 

福利 

申請 

社區

照顧

關懷

據點 

通報服

務結果

或轉介

個案 

服務

監測 
各
區
衛
生
所 

台中市出院準備服務規劃流程圖 94.07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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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衛生局 

     95 年度輔導專家出院準備服務訪查紀錄表 

   機構名稱：                                              

本「出院準備服務訪查紀錄表」的設計由出院準備服務推展的結構面、過程面及結果

面建構結構性的評值項目，指引各醫療院所出院準備服務相關人員及訪查學者專家能

具體檢視此服務在機構推展的情形，並辨識此服務尚可加強修正的項目。 

 

 

評       值       項       目 

結              果  

 

備註 完
全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完
全
不
符
合 

一、結構面 

(一)建立出院準備服務之行政體系架構，由

副院長以上之行政主管擔任主任委

員，並有組織架構圖 

     

(二)制訂組織架構圖中人員，定期(至少三

個月一次)召開出院服務相關行政會

議，討論出院準備服務政策面問題，並

有相關紀錄表。 

     

(三)明訂出院準備服務之執行小組成員      

(四)訂定出院準備服務各專業角色之工作

職掌及項目。 

     

(五)界定服務範圍及對象，包括： 

1、出院後仍需後續照顧，及出院後需

機構安置者 

     

2、經高危險篩選合於服務需求者      

3、依疾病分類，超過常態住院天數者      

4、住院天數超過 30 天以上者      

(六)建立出院準備服務工作流程圖 

    明訂每一工作流程之作業說明，如：收

案作業說明、高危險篩選作業說明、轉

介作業說明。每項作業說明含 when、

how、who 

     

(七)明訂出院準備服務之訓練計畫並有書

面資料(含課程目標、課程內容、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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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評值方法) 

1、單位有實施出院準備服務之繼續教育 

2、參與實施出院準備服務之人員皆接受

出院準備服務訓練 

     

3、各專業之新進人員訓練包含出院準備

服務訓練 

     

(八)訂定出院準備服務評值之結果指標，結

果指標包含 1.指標名稱；2.選樣方法；

3.監測工具，如：評值表、訪談表、滿

意度調查表；4.計分法，含統計方法、

滿分值、分數代表之意義、監測方法。 

     

(九)建立出院準備服務紀錄及各項表格

(如：出院準備服務需求篩選表、評估

計畫、照會單)。 

     

(十)對轉介機構做評估。      

二、過程面 

(一)評估與計畫 

  1.高危險個案篩檢 

(1)每位新入院病人由專人依制定之高

危險篩檢紀錄表，於 24小時內完成

初評確認高危險個案。 

     

(2)對病情變化住院病人能執行高危險

篩檢 

     

(3)針對特殊病患群體(如超過 30天尚

未轉出者、高額住院病患)能依特殊

病患篩檢標準。 

    

 

 

 

2高危險個案完整照護 

對確認之高危險個案，依病患出院前、後之

需求，訂定具體可行的計畫與目標，及不定

時修正,以滿足個案後續照顧需求;並確實

填寫各項表單。 

     

(二)執行 

1. 個案服務 

小組依目標執行高危險個案完整照護服

務(如衛教指導，舉行家庭會議、執行團

隊照會與資源轉介)，並對提供之服務確

實紀錄。 

     

2. 執行小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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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員定期聚會(每月至少一次)討論

病患相關問題，並完整紀錄。 

(三)評值 

定期整理各式紀錄表單，分析執行成

果，於每年度彙總提報執行成效並做為

工作改善依據。 

     

三、結果面 

(一)個案服務量 

每月及年度之彙總：收案總數/住院病

人總數。 

     

(二)出院準備服務紀錄完整性 

1.能正確評估及記錄出院準備服務需求篩

選表 

     

(三)完整建構資源網絡 

1.完整建構長期照顧資源手冊並每年更新。 

     

2.資源網絡含該區域之居家護理、居家服

務，經濟資源、輔具資源、諮詢資源等，各

項資源應包含至項內容(機構名稱、負責

人、聯絡電話、服務單位、服務範圍、服務

特性等)。 

     

(四)品質指標分析 

1.科住院日數分析：頇每月執行，頇收集各

科別住院日數分析。 

     

2.不當再住院率分析：頇每月及年度分析檢

討比較。非計畫性再住院率，需以前期(月

或年)為目標值並每月及年度分析非計畫性

再住院率之原因 

     

3.非計畫性急診就診率分析：每月及年度分

析檢討比較。非計畫性急診就診率，需以前

期(月或年)為目標值並每月及年度分析非

計畫性急診就診率之原因 

     

4.個案轉介問題及結果分析：每月及年度服

務個案轉介結果統計分析。 

     

5.非計畫性滯院原因分析：每月及年度統計

分未結案個案之原因。 

     

6.個案對出院準備服務滿意度：每一個案至

少頇有出院後對此服務之滿意度調查(5分

量表，需逹 3.5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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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轉介機構之連繫與回饋：每一個案轉介紀

錄單填介原因及提供之服務項目，且能定期

與轉介機構互動之記錄。 

     

王輔導委員曼溪(台中榮民總醫院督導長)： 

 

 

 

 

 

 

 

 

邱輔導委員怡玟(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督導)： 

 

 

 

 

 

 

 

 

醫院回饋意見： 

 

 

 

 

 

 

 

 

 

機構人員簽名：                           訪查日期：    年    月    日 

 

 

輔導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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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衛生局 

         95年度地區醫院出院準備服務業務輔導訪查紀錄  

  

醫院名稱：                                        訪查日期： 

 

 

    訪查項 目 

     輔導訪查結果   備  註 

符合 需改進 不符合 

一、針對 94年度輔導委員訪查意見改善

情形(書面資料)  

    

二、出院準備服務業務手冊及相關表單 
    

三、建立轄區完備之長期照顧 

    資源手冊 

    

四、出院準備服務個案討論會     

五、出院準備服務病人轉介相關資料     

六、出院準備服務績效及品質監測辦理 

    情形 

    

七、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書面資料 

 

    

八、目前服務總個案數________人，需轉介資源 ______人，不需轉介______人，轉外縣市

______人，每月帄均收案數______人。實際工作人員數______人，開業床數：______ 

 一般民眾 原住民 總計 身心障礙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65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總計         

訪查人員建議事項： 

 

 

 

機構回應事項：                            

 

 

                                 

訪查人員簽名：                              機構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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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衛生局 

       95年度稽核本市各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執行成果 

 

醫院名稱：                                        訪查日期： 

 

 

    稽 核 項 目 

      結     果   備  註 

符合 需改進 不符合 

一、照顧服務員管理規範 

 

    

二、服務相關

規章(張

貼於醫

院明顯

處) 

 

1.排班原則     

2.服務規範     

3. 收費原則 

 

    

4. 紛爭處理與申訴管

道 

    

5.涉及病患隱私照顧性

別規範 

    

三、照顧服務員資格規定     

四、醫院如發現非法外籍人士應通報勞 

    政及轄區警政單位 

 

    

五、張貼海報宣導如何選擇照顧服務員 

 

    

訪查人員建議事項： 

 

 

機構回應事項： 

 

 

                                                          

訪查人員簽名：                         機構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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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地區級以上醫院辦理出院準備服務業務個案滿意度問卷調查  

醫療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次調查旨在針對病患及其家屬，對於出院準備服務提供之協助，有助於病患及其家

屬能 安心出院返家，病患出院後能獲得良好及持續性照護。調查結果將作為推動出

院準備服務業務改進及修正之參考。 

 

ㄧ、個案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生日：__年__月__日 年齡：___歲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離婚 □ 鰥/寡 □其他______________ 

語言：□國語□台語□客家語□其他____    

宗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其他_____ 

教育程度：□不識字□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以上 

出院後安置現況：□與家人同住□照顧機構□轉其他醫院□獨居□死亡□再入院 

主要疾病類別：□高血壓□心臟病□中風□癌症□精神病□帕金森氏症□失智□糖尿 

病□其他___________ 

意識狀況：□清醒□嗜睡□混亂□昏迷□植物人  溝通能力：□可□否  

能理解：□可□否 

失能程度：□1 獨立□2 少部依賴□3 大部依賴□4 完全依賴 

身分別：□一般戶□2 低收入戶□3 中低收入戶□身障生活補助□4 老農津貼□5 榮民 

／榮眷 6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特殊照護：□鼻胃管□氣切管□導尿管□傷口□其他 

最後一次入院日期：___年___月___日、出院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二、家庭評估 

1.主要照顧者姓名：____________ 與個案關係：___   照顧年資：___年___月 

性別：□男□女  年齡：___歲  職業：______ 

教育程度：□不識字□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以上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 

2.主要決策者姓名：____________ 與個案關係：___    

  性別：□男□女  年齡：___歲  職業：______ 

教育程度：□不識字□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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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 

 

三、接受出院準備服務業務意見調查 

 

 

指導您出院藥物服用法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指導您出院後傷口的照顧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指導您復健運動執行方法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指導您疼痛的處理方法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指導您日常生活應注意事項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指導您緊急狀況之處理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指導您衛教單張的各項照顧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當預知出院時即提醒您做出院準備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指導您輔助器材的使用方法及資訊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提供相關社會福利資訊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提供您出院後醫療諮詢專線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協助您安排出院後的照顧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協助您安排出院後的安置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出院後的飲食指導                 □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很不滿意 

四、就各大醫院提供出院準備服務業務您有什麼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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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出院準備服務輔導訪查行程表 

 

醫療機構名稱 

 住                址  負責 

醫師 

訪查日期 

            電  話／傳  真  

1 

財團法人仁愛

綜合醫院台中

分院 

台中市中區柳川東路三段 36號 

22255450／22258786  

廖 仁 

8月 2日 

上午 9時 

2 第一醫院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 184 號  

22221122 

陳焄宗 

8月 2日 

上午 10：30 

3 

國軍台中總醫

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中清

分院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 500 號 

22037320／22038156  

鍾國屏 

8月 2日 

下午 2時 

4 
台安醫院雙十

分院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 29號 

22268990／22257560  

吳右任 

8月 2日 

下午 3時 30 

5 台新醫院 

台中市東區振興路 439 之 3號 

22139966／22110938  

簡伯毅 

8月 3日 

上午 9時 

6 錦河醫院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 314巷 2號 

22115466／22112350  

彭士能 

8月 3日 

上午 10：30 

7 臺安醫院 

台中市東區進化路 203 號 

23602000 

蘇主恩 

8月 3日 

下午 2時 

8 全家醫院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 3段 296號 

22121058 

吳恩瑄 

8月 3日 

下午 3：30 

9 勝美醫院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 480、482號 

22013333／22016725  

陳志強 

8月 9日 

上午 9時 

10 順天醫院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333號 

22333676／22359149  

王德源 

8月 9日 

上午 10：30 

11 
弘光 科技大學

附設老人醫院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 1141號 

22390600／22392703  

吳銘標 

8月 9日 

下午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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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聯安醫院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 37號 

22441995／22443755  

柯貴榮 

8月 9日 

下午 3：30 

13 博愛醫院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三段 431號 

22954722／22957633  

黃金生 

8月 10日 

上午 9時 

14 全民醫院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 72-42號 

22916666／22936829  

張武松 

8月 10日 

上午 10：30 

15 聯合中醫醫院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二段 36號 1~2

樓 

22465979／22466439  

陳立德 

8月 10日 

下午 2時 

16 
新亞東婦產科

醫院 

台中市北區大雅路 271 號 

22075779／22057893  

劉銖淇 

8月 10日 

下午 3：30 

17 宏恩醫院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 38-13號 

22623123／22610454  

吳子鈞 

8月 17日 

上午 9時 

18 
宏恩醫院 

龍安分院 

台中市南區德富路 145 巷 2號 

37017188 

 

8月 17日 

上午 10：30 

19 林森醫院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2號之 1 

22227800／22267422  

廖光立 

8月 17日 

下午 2時 

20 

財團法人私立

台中仁愛之家

附設靜和醫院 

台中市西區南屯路一段 156號 

23711129／23752290  

陳登義 

8月 17日 

下午 3：30 

21 友仁醫院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197號 

24739995  

許金龍 

8月 16日 

上午 9時 

22 
臺灣台中監獄

附設培德醫院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號 

23842652 

賴世偉 

8月 16日 

上午 10：30 

23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號 

22052121 

林正介 

8月 1日 

下午 2時 

24 澄清綜合醫院 

台中市中區帄等街 139 號 

24632000 

周思源 

8月 1日 

下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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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澄清綜合醫院

中港分院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 3段 118號 

24632000 

林高德 

8月 8日 

下午 2時 

26 

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台中榮

民總醫院中山

醫學大學附設

復健醫院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 3段 160號 

23592525 

邵克勇 

8月 8日 

下午 3：30 

27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 1段 110號 

24739595 

蔡宗博 

8月 15日 

下午 2時 

28 林新醫院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 3段 36號 

22586688 

林仁卿 

8月 15日 

下午 3：30 

29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中港

分院 

台中市西區中港路 1段 23號 

23592525 

盧敏吉 

8月 22日 

下午 2時 

30 
行政院衛生署

台中醫院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 1段 199號 

22294411 

徐永年 

8月 22日 

下午 3：30 

31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復健醫院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 3段 1142號 

22393855 

畢柳鶯 

8月 22日 

上午 10：00 

32 維新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185 號 許景琦 

8月 23日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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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台中市出院準備服務長期照顧個案服務及轉介資源 

月報表 

醫療機構名稱 轉介 簡易服務 

台安醫院雙十分院 0 0 

台安醫院 0 1059 

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老人醫院 101 0 

全家醫院 2 2 

錦河醫院 10 27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83 2616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2 49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0 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港分院 57 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60 94 

台中榮民總醫院 454 0 

宏恩醫院 0 2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0 0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中清分院 

0 0 

博愛醫院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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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名稱 轉介 簡易服務 

林森醫院 0 1 

第一醫院 0 0 

新亞東婦產科醫院 0 0 

勝美醫院 0 0 

順天醫院 0 0 

聯安醫院 0 0 

聯合中醫醫院 0 0 

全民醫院 1 6 

靜和醫院 0 0 

台灣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 0 0 

友仁醫院 0 0 

澄清綜合醫院 0 0 

林新醫院 0 0 

台新醫院 0 0 

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台中分院 300 0 

      合    計 127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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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長期照顧資源分享聯盟 

甲、 乙雙方本諸互惠以及誠懇合作之意願，相互協助雙方業務之推展，

雙方合作相關事宜約定如下：  

一、 甲方可提供乙方長期照顧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增加乙方之照顧技

巧、技能提升照顧服務品質。 

二、 甲方可提供乙方本市長期照顧相關資源資訊，增加乙方運用照顧資

源能力。 

三、 顧及個案之權益甲、乙雙方可相互轉介個案，提供以個案為中心之

服務，雙方服務內容可分享及協助宣導。 

四、 甲、乙雙方應就長期照顧相關業務之需要，不定期召開聯繫會。 

五、 甲、乙雙方應遵守聯盟之約定，未經對方同意，不得任意透露給第

三人。 

六、 本聯盟書一式 2份，由甲、乙雙方保存，以資信守。 

七、 本聯盟書未訂事項，雙方得以換文方式另行約定 

聯盟單位： 

甲  方： 

聯絡電話：                   傳真： 

乙  方：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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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傳真：      

       

               有效期限：9   年起至 9  年 12月 31日止 

 

台中市長期照顧資源分享聯盟 

乙、 乙雙方本諸互惠以及誠懇合作之意願，相互協助雙方業務之推展，

雙方合作相關事宜約定如下：  

二、 甲方可提供乙方長期照顧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增加乙方之照顧技

巧、技能提升照顧服務品質。 

七、 甲方可提供乙方本市長期照顧相關資源資訊，增加乙方運用照顧資

源能力。 

八、 顧及個案之權益甲、乙雙方可相互轉介個案，提供以個案為中心之

服務，雙方服務內容可分享及協助宣導。 

九、 甲、乙雙方應就長期照顧相關業務之需要，不定期召開聯繫會。 

十、 甲、乙雙方應遵守聯盟之約定，未經對方同意，不得任意透露給第

三人。 

十一、 本聯盟書一式 2份，由甲、乙雙方保存，以資信守。 

七、 本聯盟書未訂事項，雙方得以換文方式另行約定 

聯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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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聯絡電話：                   傳真： 

乙  方：                               

負責人：                      

聯絡電話：                    傳真：      

       

               有效期限：9   年起至 9  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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