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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宗旨

國家衛生研究院為提升健康科學新知，促進大眾健康福

祉，並有效因應當前重要且急迫之健康課題，特設立國

家衛生研究院論壇。以前瞻趨勢，建構跨領域之多元

運作機制，發揮「國家級醫藥衛生政策智庫」之功能，

以強化衛生政策學術研究之卓越發展、政策分析證據基

礎之建構、衛生政策共識建言之形成與倡議，促進跨

科際、跨部會、跨領域之意見溝通，國際智庫之交流合

作，助益衛生政策品質之提升與落實，促進國人健康福

祉之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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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任務

 研議現階段健康政策

及策略改進方案。

 導引全國性醫藥衛生

研究及學術發展。

因應時效，提供民眾最

新之健康資訊及教育。

確認國家當前重要且急

迫之醫藥衛生問題。

醫事人員培育建議。

 建議國家衛生發展

方向，提供政策改

進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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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序

對於政策智庫的認識與重要性的瞭解，早在我旅美期間就

約略有所接觸，特別是Institute of Medicine對於美國衛生政

策發展的重要性，讓我印象十分深刻，在當時我並沒有想到

有一天我會在我的國家成立一個功能類似於IOM的「論壇」。

追溯這段緣起，大約要回顧到1993年前﹝當時我已受邀

返國服務於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5年，並奉指示籌備

國家衛生研究院﹞。當時的台灣民主意識與街頭運動氛圍再

起，李鎮源院士所領導的醫界改革呼籲，引發社會與醫界的

熱烈討論，揭露了醫病行為沉　已久的問題，同時顯現醫界

意見紛歧溝通不易的窘境。這個事件也讓一向在醫界受到敬

重的宋瑞樓院士感觸深重，特別找了我談這個事件的感受，

當時我們共同的想法是希望能藉由建立一個機制或平台，促

進醫界與學界形成共識，而這個共識是有學術根基的，且可

以提供做為國家制定政策的重要參考。於是乎論壇的創始構

想就在這個談話中萌芽了，這個希望就寄託在國家衛生研究

院通過設立之時。

1996年1月1日國家衛生研究院正式成立，為此，我很高

興的告訴當時與我共同發展構想的宋瑞樓院士，終於在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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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序

院長

後今日可以實現我們當時的理想，於是論壇的規劃與籌備就在1996

年初開始。我力邀他一起共同參與指導論壇的設立，同時我還邀請了

曾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籌備規劃的藍忠孚教授，協助論壇的規劃與運

作。1996年12月18日論壇諮議會正式成立，宋瑞樓院士與藍忠孚教

授同時受聘擔任論壇總召集人與執行長。

論壇設立初期係屬本院院長室下的功能組織，歷經六年的耕耘有

了具體的成績後，順利的在2002年7月的董事會中通過成為本院正

式單位，並開始延聘專職的單位主管。由於宋瑞樓總召集人與藍忠孚

執行長有感於階段性任務的完成，同時也無法辭退現職單位的工作，

所以我聘請了在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與衛生政策均富有經驗與成就

的李明亮教授以及長期參與論壇研議的郭耿南教授，分別擔任專任的

總召集人與執行長。在專任主管的領導與正式單位的機制及資源挹注

下，論壇的研議範疇更為多元，對於政策建言的呼應也更為及時，成

果甚受肯定。

這段期間裡的成就，除了在此誠懇的感謝歷任指導論壇研議工作

的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執行長、委員會召集人、參與研議的學者

及所有支持論壇運作的單位與團體外，更期盼論壇能集結跨領域的智

慧與國際觀，為國家、社會與民眾的健康福祉做更具體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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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召集人︱序

為推動台灣醫學進步與發展，在中央研究院

吳成文先生等院士們的推波助瀾下成立了國家衛生研

究院。而國衛院為了落實全民健康福祉之目的，統合

及協調國內醫藥衛生之研究。然而，有鑒於國內重要

且急迫之醫藥衛生議題急待解決，因此吳院長成立論

壇並付予本人重要任務，擔任論壇總召集人一職。論

壇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成立，邀請了國內外醫藥衛

生界、社會學界及法學界等專家學者共同確認國內重

要且急迫需之議題以形成研議案，並參與論壇研議案

之研擬，廣納各界高見，以凝聚共識，即時提出具體

醫藥衛生政策之建議報告，以促使政府、醫學界及民

眾改進其觀念及行為，並作為解決相關問題之參考，

以達到論壇之目的。

為達到論壇的使命，設立了論壇諮議會以負責發

掘及確立當前最急迫、重要且具時效性之議題，並依

照研議主題成立委員會，執行諮議會所交付之各項研

議主題。研議主題分別是健康保險、醫護人員培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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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召集人︱序

前總召集人

醫療制度、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長期照護及生命暨醫療倫理等，並

依主題成立委員會，各委員會藉由召開委員會議、舉行學術研討會、

座談會、說明會、參訪相關機構、專家深入訪談、邀請國外專家來台

演講促進交流及出版論叢等來推動研議主題，並撰寫建議報告以書函

送政府機關作為未來政府研擬政策之參考，另外亦提供學術研究及民

眾衛生教育之依據。

論壇成立迄今，從延攬一群專家開始、成立諮議會、發掘重要議

題、腦力激盪研擬因應策略、推展研議成果…共同胼手胝足，如今已

略有成就，獲得外界不少回應及肯定。不過，另方面，也有一些研議

案在研議過程中因遇到許多困境包括政府、醫療機構與民眾之立場

衝突，全民健保實施後，醫療生態的變化促使衛生政策所需面臨之問

題更為複雜，也致使於其後成立之論壇，在研議工作的推動上，必須

面對更嚴苛的挑戰。為順利讓這些研議案之建議被政府主管機關採納

引用，我們仍需繼續與相關單位溝通及協調，以完成研議案之目的。

除此之外，台灣醫療衛生領域仍有許多問題之處亟待解決，因此論壇

的責任相形之下變的更重，不過在論壇轉型之下網羅更多優秀工作同

仁，我們都深具信心能達到論壇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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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之立意與宗旨，有著研究學者

們對於國家社會的關懷與熱誠。

對於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最早的接觸，約是在五、

六年前我還在擔任衛生署署長的時候。當時論壇已針

對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問題有了相當具體的看法與建

議，宋瑞樓總召集人為了醫師培育的百年大計，以八十

多歲的高齡，仍不辭辛勞的帶領一群專家學者到署陳述

理念。回憶當時愷切、真誠之情景，至今仍令我深深感

動，也讓我對於論壇的使命與社會價值，有了深刻的印

象，同時亦對論壇在衛生政策建議的角色功能有著明確

的期待。

兩年多前，當宋瑞樓院士與吳成文院長徵詢我接棒

擔任論壇總召集人時，我自忖未能有若宋瑞樓院士般

高瞻遠矚的見地，不敢慨然應允，但卻為宋瑞樓院士與

吳成文院長的真誠與對我的深深期待所動，承接了醫界

巨人所交付下的重擔，不敢辜負所託，盡力地推動著論

壇朝向國家醫藥衛生智庫的目標挺進。

為了強化論壇因應政策急迫需要提供建言，在所有

研議成員與工作人員的努力與配合下，我們在92年初

推動了「迫切型研議案」的運作機制，研議計畫與成果

總召集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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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集人

的產出數量也在這一兩年之間有了倍數的成長，來自行政單位請託執

行的研議工作，也愈來愈多；與學界、衛生單位的互動更加地頻繁密

切。論壇智庫的景象愈顯蓬勃。

在這段期間裡，除了要真摯地感謝吳院長、宋院士的器重與肯

定，以及研議成員無我無私的參與及奉獻外，同時還要感謝郭耿南副

總召集人踏實穩健地協助我推動論壇的革新，特別是在論壇的革新剛

剛定調，正準備逐步推展之時，卻巧逢SARS流行期，我奉總統之令

被徵調指揮抗SARS作戰，這段期間論壇大小事務全仰賴郭副總召集

人的協助領導，以及所有同仁的團結努力，讓我能毫無後顧之憂地完

成國家交付的任務，除了深深的感謝之外，更讓我看到了論壇團隊的

潛能與未來。

由於個人的實務經歷感想，以及推動論壇業務期間與醫療保健政

策研究組石主任的理念溝通，石主任與我均有著結合醫療保健政策研

究與論壇策略研議功能的共同想法，並期待兩個單位的人力、資源與

任務功能可以有更大的發揮，也因此於93年初聯名向本院董事會提出

成立「衛生政策研發中心」之構想，順利取得董事會的一致支持與通

過，並預定於95年初完成整合。自此，論壇將繼續邁向第二階段的轉

型目標，個人也深刻地期待「衛生政策研發中心」的成立，能為國家

衛生政策的研究、發展與實現，盡最大的努力與成就。

總召集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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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對國家衛生研究院是非常重要、關鍵且值得紀念的一

年！因為，今年(2005年)不僅是本院邁向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同時也

是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跨越里程，邁向嶄新未來的新起點。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以成就國家級醫藥衛生智庫之理念，成立於

1996年12月。其創始之初衷，正如同國家衛生研究院推動尖端醫藥

衛生研究發展之堅持，期盼以實證為基礎建構學術研究、政策發展與

實務推動之溝通平台，達到護衛生命、優化健康品質之目標。

有鑒於「智庫」的概念與運作，在1996年的台灣仍處於萌芽階

段，吳院長成文為落實此以一理想，深入了解各國醫藥衛生智庫的發

展情況，諮詢國內外醫藥衛生專家學者，並於本院諮詢委員會上闡述

理念取得支持；同時邀請宋瑞樓院士及藍忠孚教授協助規劃，初期在

院長室中以功能組織形式籌組「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而宋瑞樓院

士及藍忠孚教授在論壇完成籌組之時，亦被聘任為首任的論壇總召集

人與執行長。

綜觀各先進國家醫藥衛生智庫的運作機制與發展現況，論

壇之規劃係參採當時在美國已成立有二十五年歷史的Institute of 

Medicine(IOM)之功能架構，設置以釐定重大醫藥衛生課題與研議主

軸為功能之「論壇諮議會」(Forum Council)及負責規劃與執行各項研

議計畫，發展策略共識之「論壇委員會」(Forum Committees )，做為

論壇初始運作之基礎；而所有的論壇成員，包括召集人及研議成員等

等，均以榮譽之無給職進行聘請與延攬，更加彰顯學者專家對社會貢

獻的熱誠與慷慨。

「論壇諮議會」的成員組成著重跨科際、跨領域的權威特色及代

表性，冀以平衡歧見與肇基學術為本源，首屆成員包括：宋瑞樓院

士、王乃三教授、石曜堂處長﹝當時為省衛生處處長﹞、李伸一委

見證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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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施純仁教授、張心湜教授、陳定信教授、陳寬墀總裁、楊照雄教

授、詹火生教授、廖張京棣教授、蔡墩銘教授、蕭新煌教授、謝獻臣

教授、藍忠孚教授；其後於不同時期陸續受邀參與者還包括：余玉眉

教授、黃富源副署長﹝當時為衛生署副署長﹞、瞿海源教授、宋瑞珍

教授、胡勝正政務委員、張子文教授、黃文鴻教授、黃崑巖教授、

賴美淑教授、謝博生教授、蘇益仁教授等。

「論壇委員會」則為任務導向之研議單位，參與成員亦均為各議

題相關之時選，而隨著研議案數量之成長，國內外受邀參與或成為早

期委員會之召集人、委員、顧問，乃至論壇轉型後所稱之研議成員…

等等，早已有超越500名以上的專家學者，曾經或繼續為此國家級醫

藥衛生政策智庫，無我無私的奉獻心力。由於成員人數眾多，雖無法

於本頁中逐一詳載，但本刊各文中均盡可能予以詳列，表彰敬意，各

位讀者亦可從論壇歷年來的各式出版品中看到我們對參與成員由衷之

感謝。

如同前文所述，2005年紀念著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即將圓滿第

一個十年，論壇在這段時間裡由籌備到設立功能組織，乃至成為本院

正式單位，每一階段都有著重要的里程記錄與歷史人事。因此，我們

特別做如下歷史摘述與展望，表彰誠摯的感謝與紀念。

創始期﹝西元1996年至1997年﹞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之籌備始於1996秋﹝9月﹞，參與成員

包括：吳成文院長、于重元主任秘書、宋瑞樓院士、藍忠孚教授、

紀雪雲專委﹝當時為衛生署科技組專門委員﹞及羅勻佐管理師；先後

歷經三次籌備會議，確立論壇之功能定位、初始架構、運作方案及首

屆諮詢委員會之延攬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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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之論壇諮議會於1996年12月18日召開，會議中除正式確立

論壇智庫之宗旨、任務與功能組織架構外，有鑒於當時正值健保制度

甫施行上路，這項重大的衛生政策正以劃時代的氣勢，撼動著醫療體

系生態的變革與民眾就醫需求與消費意識之抬頭，而健保制度本身之

設計包括：「體制」、「支付」、「財務」與「品質」等等關乎全民

健康福祉的爭議，也如波濤洶湧而出；為有效因應此重大醫藥衛生課

題之建言需要，當日亦順利通過設立「論壇醫護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

委員會」及「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推舉宋瑞樓總召集人、藍忠孚

執行長分別擔任委員會之召集人，積極展開智庫之運作。而這一天，

重要地紀念著論壇之創始與設立。

發展鞏固期﹝西元1997年至2002年﹞

1997年亦正是全球資訊快速躍進的年代，在醫藥衛生的發展上

亦有著更強烈的科學求證精神─實證醫學的概念快速的在各醫藥衛生

領域生根，以實證為基礎的精神很快地成為論壇建言的品質指標。

論壇歷經兩年之發展經驗，已網羅相當多的專家學者參與，各式

的共識運作模式亦逐漸成型。1997年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在當時也

順利借用了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六、七、八層之樓面，擴大

了硬體發展空間，在客觀條件小幅改善的情況下，宋瑞樓總召集人

及藍忠孚執行長不辭辛苦地將論壇的研議動能再度地向前推進，力邀

在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政策實務有豐富經驗的賴美淑教授，規劃籌組

「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

由於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範疇可謂跨越生命全程所有關乎健康

的課題，如何在此範疇下選定對時政、學術與全民最能發揮效益的研

議重點，成為極大的挑戰。賴美淑教授接下重任後，隨即邀談當時為

國科會生物處處長的陳建仁院士，針對規劃理念進行腦力激盪，順利

地擇定以國人重要健康問題與疾病之危險因子進行交叉選題，並導入

實證研究法則，系統化的進行「文獻回顧研析」。1998年元月「論

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正式成立，歷年來強調「實證」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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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析報告書，在衛生署優良學術出版品中，亦始終綻放著耀眼光

芒。

隨著全民健保政策的演進、福利社會之意識興起以及高齡少子問

題的浮現，突顯了健全長期照護體系與制度問題的重要性。對於衛生

政策全球趨勢十分瞭解的藍忠孚執行長，由建構整體性之長期照護服

務體制、長期照護之健保財源與支付制度、老人長期照護、精神障礙

者之長期照護…等等問題切入，網羅相關領域專家共同參與，順利於

1999年設立「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並擔任該委員會之召集人，

而「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則陸續由陳聽安教授、黃達夫院長接任委

員會召集人，承接極具意義的研議領導工作。

資訊發展快速奔騰的年代裡，全球醫療科技、生醫科技以及臨床

研究亦不容稍怠；而尖端科技與醫療生態的變革，以及社會演進與衛

生醫療培育環境所導引醫事人員價值觀的改變…等等，激盪出各種對

生命與醫療倫理之爭議與困境；為此，論壇特別邀請對於人道關懷、

醫療倫理議題有深入瞭解的余玉眉教授，主導有關研議工作之規劃，

順利於2001年設立「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領導一群對生

命懷抱熱愛與崇敬的專家學者，在短短的三至四年間出版了多項廣為

各界好評的著作，為生命及醫療倫理建立神聖不容輕忽的保護。

在此期間，一群懷抱著理想的研議團隊「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

療制度委員會」（2000年1月「論壇醫護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

會」更名為「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在宋瑞樓

總召集人的執著努力下，由當時旅居美國的郭耿南教授與和信醫院

的蔡哲雄教授分別擔任「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專責小組」與「專科

護理師培育專責小組」之召集人，積極的協助規劃研議，領導來自國

內外受過嚴謹臨床專業訓練的專家學者，按部就班地為培育優秀的醫

事人才進行深耕的努力。陸續完成「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議報告

書」、「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範建議書」，並獲得衛生署重

視及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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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此段發展鞏固期間，還有幾項重要的成就，特別是由

藍忠孚執行長引進之「QIP醫療品質指標」、「DALYs Method疾病負擔

量化分析技術」以及「interRAI的長期照護評估工具」，均先後在我國

的醫療照護品質及衛生政策的革新上，顯現出其深遠的意義與影響。

此外，隨著各委員會、研議案的成長，專任人力的之聘用，論壇

之行政管理事務亦顯繁重，為有效進行資源協調與統籌事務，同時強

化與醫療保健政策研究組的合作分工，在論壇的組織結構中增設了副

執行長的角色，先後聘任姚克明高級專員與石曜堂組主任擔任之，而

這項人事規劃正式地建構了論壇與醫保組資訊交流的管道，論壇工作

成員在前後兩任副執行長的指導下，成為更熟稔穩健的執行團隊。

論壇在眾多專家學者的貢獻及努力下，展現出智庫的功能與成

就，2002年7月由功能組織改制為本院正式單位，邁向更堅實更積極

的嶄新里程。

轉型期﹝西元2003年至2004年﹞

論壇於2002年7月22日第三屆第二次董事會中通過成為本院的

正式單位，原本以義工委員性質統籌論壇運作的總召集人與執行長

職務，將以本院正式主管的方式進行聘任。長期以來擔任該項職務的

宋瑞樓總召集人與藍忠孚執行長，一方面有感於階段性任務的完成，

二方面對於現職單位無法辭退的承諾，同時也希望院方能延攬可以專

任的專家學者，更積極地推動論壇的發展。因此，在宋瑞樓總召集人

之推薦下，吳院長順利邀請到曾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同時也是慈濟

大學名譽校長的李明亮教授接任論壇總召集人之職務，而經過李明亮

總召集人多方徵詢與努力，亦順利延攬旅居海外的臨床醫學教育專

家，同時也是論壇研議成員的郭耿南教授，返台擔任專職的執行長職

務，自此，論壇邁入全新的佈局與運作風格。

有鑒於政策發展常需面臨不容遲疑的關鍵時刻與主客觀的環境因

素，為充分掌握時效，發揮衛生政策發展與改革的智囊功能，同時掌

握研議進度與人力資源應用，進行更為積極多元的研議工作；李明亮

總召集人強調各項研議案均以半年至兩年為期，因應政策改革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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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切需要。此外，並規劃「迫切性研議案」，以能即時呼應當前我

國重要且急迫的健康課題，展現智庫的國際水準。

隨著單位的快速發展與轉型需要，於2003年中，聘任郭耿南教

授為論壇的副總召集人，而當時於醫療保健政策研究組擔任客座教授

期間的前衛生署署長涂醒哲教授，亦被聘任為副總召集人，提供其政

策經驗上的專才，匡助論壇的發展。而長期以來，參與著論壇規劃運

作的羅勻佐管理師，也在2003年被任命為論壇執行秘書，繼續擔任

其規劃幕僚與業務管理的角色。

此期間，論壇已從原設的五個委員會，在短短的兩年中，拓展為

可以同時開發與執行20多項研議任務的團隊；完成了多項攸關國家

重大衛生政策之研議工作，包括：前瞻我國未來十年衛生政策發展的

「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攸關國家災難醫療體系應變作為的「重

大健康危機事件之國家指揮體系及因應策略研議案」、以及以受試者

保護為出發點的「建立人體試驗評鑑制度研議案」…等等，發展至

此，論壇在國家衛生政策的興革上，已有著緊密的結合。

展望與期許﹝西元2004年-﹞

衛生政策的研究發展與落實，如同所有的公共政策一般，包涵了

「政策研究」、「政策分析」與「政策實務」。在強調科學立論的

今日，論壇長期以來所堅守的實證精神，必須以強而有力的研究基礎

為後盾，建立極具彈性的合作分工機制。國家衛生研究院在現行組織

架構上，有「醫療保健政策研究組」從事實證之研析與理論之探究，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則以智庫平台，將實證導入政策分析，發展

策略共識，二者相輔相成之特色，早已於本院各相關諮詢委員會及院

外的科技會議上投與關注，並寄予殷切的期許。

有鑑於此，論壇李明亮總召集人與醫療保健政策研究組石曜堂組

主任期盼藉由兩個單位功能與結構上的整合，優化單位之人力應用、

資源配置，進而提升衛生政策的研發進程與效益。因此，特於2004

年3月23日本院董事會第三屆第七次會議中，聯名提案「成立衛生政

策研發中心」，並於會中順利通過。隨後，即由本院積極進行衛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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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集人 李明亮

副總召集人 
郭耿南

兼執行長 

研究員 余玉眉

執行秘書 羅勻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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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研發中心主任的公開遴選作業，順利聘任李明亮總召集人擔任衛生

政策研發中心主任，而石曜堂組主任與郭耿南副總召集人則擔任衛生

政策研發中心的副主任。論壇及醫保組的整合作業，在中心主任與副

主任的帶領及兩方同仁的努力下，以功能、任務與組織結構之整合為

目標積極地展開。

「衛生政策研發中心」之設立，充分展現本院對於國家衛生政

策需要及民眾健康的關切與投入。我們深切期盼「衛生政策研發中

心」，能將論壇與醫保組的效能做最佳的整合與提升，確實擔負起

「國家級醫藥衛生政策智庫」之功能職責，裨益提升衛生政策之品

質，促進國人之健康福祉。

論壇專刊編輯團隊  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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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諮議會
成員名單
第一屆（1996~1999）

總召集人：宋瑞樓

執行長：藍忠孚

委員會成員（依姓名筆劃順序）

王乃三、石曜堂、李伸一、施純仁、張心湜、陳定信、陳寬墀、

楊照雄、詹火生、廖張京棣、蔡墩銘、蕭新煌、謝獻臣

第二屆（2000.01~2002.12）

總召集人：宋瑞樓

執行長：藍忠孚

副執行長：姚克明 (2000.1-2001.4)、石曜堂 (2001.5-2002.12)

委員會成員（依姓名筆劃順序）

王乃三、石曜堂、余玉眉、李伸一、施純仁、張心湜、陳定信、

陳寬墀、黃富源、楊照雄、蔡墩銘、瞿海源

第三屆（2003.01~）

總召集人：李明亮

執行長：郭耿南

委員會成員（依姓名筆劃順序）

石曜堂、余玉眉、宋瑞珍、宋瑞樓、胡勝正、張子文、張心湜、

陳定信、黃文鴻、黃崑巖、蔡墩銘、賴美淑、謝博生、藍忠孚、

蘇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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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分析�
自1995年國內實施全民健保制度後，民眾就醫行為改變，

醫療機構經營理念趨向以成本效益為主要考量，醫事人力之分

配日漸懸殊，醫療服務品質備受質疑，整體醫療生態和相關政

策引起社會大眾更多的注意與關切。連帶直接衝擊到國內整體

醫學教育制度需再次審思與改革，由於醫學教育改革涵蓋層面

甚廣，相關所屬行政單位缺乏整合機制及共識平台，因此，重

整醫學教育和建立一套具實質效益之醫療制度成為當今迫切之

課題。 

除制度與教育需考量重建外，培育研究人才也極為重要。

就近年國科會所提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衛生署之

「衛生政策白皮書」及中程施政計畫，皆指出規劃各類之醫

事人力之培育與管理、強化研究人才之培育等為發展重點，因

此，論壇將我國此一發展重點納為迫切需要研議之重要議題之

一。

二.目的�
（一） 提昇國內各界對醫事人員培育之重視，建立相關繼續

教育與培訓課程之標準，確保專業能力及醫療品質之提

昇。

（二） 提昇國內各界對研究人才培育之重視，進而提昇國家醫

藥衛生之國際學術水準。

提昇醫事人力及
品質與新制度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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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議過程
為推動相關研議案，特聘請臨床醫學、護理、倫理學、醫

學教育、醫療管理等專家學者，共同分析現況、並運用相關醫

療專業領域之學識、參考文獻與政策規章等相關資料，確認當

今最急迫且重要的議題。再經彙整統合意見交換和研析工作、

透過召開委員會議、專責小組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專家訪

談、以及舉辦座談會及研討會等活動，最後完成各研議主題提

案、建議書及企劃書。

四.具體成果
八年來研議之主題，主要分為醫事人員培育、醫療制度、

醫學教育等三大方面進行，茲分別敘述如下：

1. 培育醫事人員：針對目前國內急需改革之醫事人員培育制

度，於1998年推動「強化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2001年

「推動專科護理師培育」，2002年「建立手術技術員培育制

度」， 同時考量國內臨床研究水準及醫師研究人才缺乏的問

題，於2004年「推動醫師研究人才之培育」。

2. 建立醫療新制度：為提昇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之培育，提供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於1999年提出「提昇醫療

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之先遣示範試驗」。此外，考量目前整

體國內推動家庭醫師制度，欲針對基層醫師及醫療制度進行

研議，故於2004年推動「家庭醫師制度及醫療網暨轉診制

度」。再者就建立優良的醫療制度及醫學教育，才能培育出

優秀的醫事人才，提出建言。但因其涉及跨部會（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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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考試院等相關單位）的業務範疇，且各行政單位之

人員職務變遷異動，延遲整合時機和配套措施的規劃，因此

於2004年籌劃推動「整合醫事人員培育」案。

3. 重整醫學教育：國內醫學生教育近年改革熱潮不斷，不少醫

學院分別在教學上推行重大改革，甚至影響整體學制規定，

故感認須重新評估考量，為此於2004年籌備與規劃「調整醫

學生三、四、五、六、七年級教育課程」。針對上述所屬議

題之研議與成果，進一步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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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醫事人員

強化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

現況分析

台灣近十幾年來醫療知識進步良多，醫療設備在國際堪稱一流，

然而醫學教育是否相對提昇，特別在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也有同等

的進步？以及醫療政策的規劃是否能配合現代醫學教育的需要？據估

計目前我國教學醫院每年需求的第一年住院醫師總額高達3,400名，

但是醫學系每年的畢業生只有1,300名，顯見醫師之不足，加上全民

健保給付標準，影響醫學生的價值觀，有些醫學生傾向於選擇工作較

輕鬆但卻是有較高收入之學科，造成各專科人力不均，對於整體醫療

制度更具負面影響。

隨我國醫學之發展，專科醫學於1950年代部分科別已開始培育

次專科醫師，並陸續成立次專科醫學會。因應此一發展現象，衛生署

於1986年12月26日開始正式頒發專科醫師證書並增訂醫師法。之後

衛生署推動專科醫師制度時，雖未建立次專科醫師制度，但各專科學

會自行分別研定次專科醫師培育制度，而培育醫院之評鑑及次專科醫

師之甄審及複審，雖然為非衛生署正式認定之制度，但公保，勞保及

全民健保卻都將次專科的資格作為支付制定資料之一。

此外，因各專科醫學會及次專科醫學會對於辦理專科及次專科醫

師甄審、其各學會都個別規定培育辦法及年限，培育師資及單位之

條件、以及其他審查辦法、甄審辦法及培育人數等，各學會間並無共

識，且所俱備的條件各有所差異。台灣的醫學會是屬於人民團體，按

人民團體之規定，理事要全體會員普選，各學會理事長的產生，陷入

嚴重的政治化，使學會的政策與運作失去連續性。而在權責的歸屬方

面，醫學院由教育部主管，而專科醫師培育則由衛生署主管。依上所

述，導致衛生署此項委託各專科醫學會主辦的工作，越來越失去共同

的機率，影響醫學品質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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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成立中立之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統籌機構，以制定與執行專科

及次專科醫師之培育架構，評估和研訂各科醫師人力分配、評鑑及甄

審制度等，以提升醫療衛生及疾病預防的水準。促使整合衛生署、教

育部、醫學院、醫學會及醫師公會等保持密切共商，以期提升醫學及

醫療之發展。

研議過程

為能提出完整之醫學教育改進方案，從1998年召開三場醫學教

育改進座談會系列，續於1999-2000年間分北、中、南之醫學院附設

醫院，召開住院醫師培育深度討論會。藉此系列活動，彙集醫院和住

院醫師對於整體醫學教育改革之相關意見和建議，作為撰寫本建言之

實證依據。另外，考量各醫學會對其臨床醫學教育最重要任務是在職

訓練、甄審各專科醫師，以及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然而目

前在內政部登記相關醫療及健康之學會，多達350個學會，如涉及上

述之權責歸屬，會相對增加整合學會間及管理學會之複雜性，因此，

邀請各學會代表於2001 年4月召開座談會，針對學會組織管理制

度、提昇學會於學術研究之功能，以利調整專科及次專科（住院）醫

師培訓等相關辦法。會議中進一步建議：衛生署與醫學會互相協商，

以統籌及統一規畫醫師之人力、各專科醫學會的管理等，此外會議之

諸多討論亦納入整體規劃與建言之參考。

經多次研議以及參閱美國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所編制之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Directory

（1999年），最後完成『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議書』。建議書

於2001年9 月經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諮議會審議通過，並轉呈衛生

署及相關單位作制定政策建言，此外，於2003年7月依據醫療法規修

正後出版建議書。

本案又因考量各科之培訓內容與執行需能具體改革，於2003年2 

月與台灣內科醫學會合作初步完成「內科培育示範計畫」，其內容詳

述示範計畫組織架構、執行方式、示範計畫委員會組織架構及職責、

以及完成培訓後，其內科住院醫師執業品質之評估；同時為更符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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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醫療狀況，進行書面調查並彙整內科之次專科醫學學會之培育人數

及甄審通過之人數情況，作為規劃醫師人力之參考資料。

另外，結合本案所提出之「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議書」及教

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於2003年所提「醫學教育改革方案」，建議強

化一般內科教學制度、加強培訓教師和改革醫療環境，進而提昇醫師

培育品質並符合『全人照護』之理念，為此，於2004年8月，邀集

國內具醫學中心資格之醫學院附設醫院代表、台灣內科醫學會、教

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及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全人照護』

理念，針對設置一般內科之規劃進行討論，期許醫院落實設立一般內

科病房，配置適當的病床數以及一般內科醫師與教師人數，以建立完

整培育環境，且依病人病情需要，以會診方式邀同次專科醫師參與看

診、提供醫療服務及臨床教學等，最後擬定『重整和強化一般內科醫

學及相關試辦計畫』之建議書，經由與會者同意和簽署後，轉呈至教

育部、衛生署和內科醫學會等作後續討論與匡助政策實施之參考。

具體成果

(1)政策建言書：

完成「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議書」

(2)政策之初步落實：

衛生署針對本案於2002年5月召開「研商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

計畫座談會」，邀請26科專科醫師學會針對本提案之培訓內容、培訓

機構之評審方式和醫師人力規劃等進行討論，多數醫學會認同本提案

之策劃，並將本案之理念納入規劃住院醫師培育內容，有助益於提昇

國內醫師培育品質和管控。

衛生署於2003年11月以本案所提之「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

議書」為主軸，規劃執行培訓細則要點，並設置『專科醫師制度暨繼

續教育諮議會』為專責單位，針對本研議案之規劃內容，後續深入討

論有關「醫師繼續教育」和「提昇醫療服務品質機制」等議題 。

配合衛生署「臨床醫學教育訓練改革會議」需要，於2004年2-3

月間協助比較與分析目前衛生署認定之專科醫師科別（26科）之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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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內容與本案所提出『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議報告書』之規劃

培育內容，作為調整整體臨床醫學教育培訓內容參考資料。目前已有

少數醫院開始重新規劃與設置一般內科病房，進而提昇教學和醫療服

務品質。 

推動專科護理師培育

現況分析

有鑑於各國護理界紛紛發展「護理進階執業」（Advanced 

Nursing Practice）制度，我國立法院已於2000年10月24日，通過

「護理人員法」第七條之一第三項修正案，將「專科護理師」、「護

理師」與「護士」一起，成為護理人員之法定名稱之一。此修正案業

已於2000年11月，經總統公告。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推動雖有

法有據，但因各醫院間未取得共識，且相關當局（包括教育部、衛生

署及護理學術團體）對專科護理教育與執業範圍亦未有檢視或監測的

機制，其「臨床專科護理能力」標準為何尚無任何規範，法律上也並

未加以定位，因此，如何進一步改進並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

與保健的照護服務的新方向，是亟需面對並謀求對策的問題。

目的

藉由釐清「專科護理師定位」、「執業範圍」及「研擬培育制

度」等相關議題，建立適合我國之專科護理師制度，及強化醫護合作

模式，提升醫療衛生及疾病預防的品質。

研議過程

2001年開始規劃專科護理師制度，邀請護理界、醫學中心醫療

部（科）、及護理部（科）代表，透過多次座談會，以及於北、中、

南、東部舉辦專科護理師研討會，與各界進行溝通協調、意見與共識

之交流，作為提供總結會議及調整建議書之參考。2002年11月完成

「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範建議書」草案。為能落實建議書所

研擬專科護理師制度，於2003年3月開始規劃「試辦計畫」內容，並

於2004年2月、4月邀請衛生署官員參與座談會，經獲衛生署同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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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案所提出之「專科護理師計畫暨執業規範建議書」為執行架構，

由衛生署制定行政法規之條文而後公告。本案於2004年6月完成「專

科護理師種子教師培訓計畫」及「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範」

建議書，並於7月提案至衛生署。衛生署相當重視本案，為尋求周延

與凝聚共識，衛生署曾召開多次會議針對提案計畫進行討論，並有意

參考本案的規畫內容，落實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置。

具體成果

「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範」建議書

內容包括專科護理師之角色定位、工作範圍、職責、培育計畫準

則、培育機構評鑑及人員甄審等相關議題，本案將「專科護理師」

的角色初步定位為：專科護理師係由機構聘請之執業進階護理師，其

主要的任務是與醫師共同提供連續及整合的護理與醫療照護。期許透

過建議書的規劃，以建立適合我國訓練「專科護理師」的標準，確保

「專科護理師」專業能力的品質及水準，進而提昇醫療照護品質、落

實醫療團隊的合作精神、改善醫病關係及重整醫護分工，期以醫師能

專注於醫療服務、教育與研究，進而提昇醫療專業的品質。

彙整「專科護理師研討會的問答小冊」

自2003年8月開始，分別以指導單位身分參與北區：台北市護理

師護士公會和國泰醫院、中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南區：高雄

護理師護士公會和高雄醫學大學、東區：花蓮慈濟醫院及花蓮縣護理

師護士公會等舉辦之專科護理師研討會，主要簡介本案所提出之規畫

內容，並聽取與會者之意見，將會中對於專科護理師相關培訓計畫、

醫療法、人力管理、制度等之意見，彙整成『全國北、中、南、東部

之專科護理師研討會的問答小冊』，作為提供總結會議及調整建議書

之參考。

「專科護理師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依據「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範建議書」所提及之培育師

資條件資格，先進行專科護理師種子臨床教師之培育，續而進行專科

護理師培育。計畫目的為: 1.建立我國專科護理師「種子」臨床教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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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訓練內容標準；2.培育具教學品質之專科護理師種子教師；3.協

助培育我國新制度下之專科護理師；4.作為未來建立我國專科護理師

培訓及種子臨床教師培育標準的參考。

「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模式試辦計畫」

依據本案之「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範建議書」的架構，

徵求衛生署評鑑審核通過之區域教學醫院（含）以上申請參與試辦計

畫，其目的為1.探討我國專科護理師作業模式之可行性；2.提出我國

專科護理師作業模式之實證效益；3.探討我國專科護理師培育與訓練

課程內容的全國標準原則；4.確認我國專科護理師執行臨床專業能力

之內容及範圍；5.作為建立我國專科護理師培育與甄審制度之參考。

此試辦計畫的結果將協助確認我國專科護理師培訓與作業模式之標準

及甄審制度之可行性，以建立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

促使衛生署成立「專科護理師諮詢委員會」

2004年2月、4月本案邀請衛生署人員參與座談會，會中決議衛

生署將依據本案所提出之「專科護理師計畫暨執業規範建議書」作為

執行架構，並由衛生署制定行政法規條文而後公告。且2004年9月

29日衛生署召開「專科護理師種子教師培訓、人員培育暨執業規範模

試辦計畫」專家諮詢會議，本案亦於會議上建議衛生署應成立一「專

責業務單位」，而衛生署於2004年12月設置「專科護理師諮詢委員

會」，作為日後負責、統籌規劃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並召開第一次

會議，針對專科護理師甄審原則、訓練醫院標準、課程綱要內容進行

討論。

預期成果

本案將繼續協助衛生署推動專科護理師制度，並期藉由培育計畫

實施的結果，協助確認我國「專科護理師」培訓與作業模式標準及甄

審制度之可行性，以建立全國專科護理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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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手術技術員培育制度

現況分析

近十年來，由於健保支付制度之影響及醫療政策、法令導致醫療

生態之改變，專科間消長不均衡，外科住院醫師人力不足的困窘，而

影響手術室內常規工作，使得醫療團隊中醫師與護理人員工作分配不

得不有新的思維與調整之措施。然而醫療法第五十七條中規定『醫療

機構不得設置臨床助理執行醫療業務』，也就是說除了一般民眾刻板

印象之「密醫」外，現行醫療機構中類似「醫師助理」的角色都不得

存在。此外護理界為釐清本身之定位，強烈提出「專科（進階）護理

師」是提昇我國護理人員臨床進階能力及專業自主性，而非「醫師助

理」。因此與醫界之實際需求落差很大，也說明「專科（進階）護理

師」的角色無法解決我國各醫院外科系住院醫師缺乏之困境。為解決

此項外科住院醫師人力的不足，乃建議規劃手術技術員培育制度。

目的�

透過整體培育計畫之執行，規劃及建立醫療團隊中之新角色及其

執業模式，進而適當運用此人力促進外科系醫療業務之順利進行，藉

以應用手術技術員人力以提高醫師人力之有效應用及整體醫療服務品

質。

研議過程�

基於國內醫療體系人力規劃有必要重新調整，於2002年10月

籌備本案並研擬「手術技術員培育研議案」內容，亦於2003年3 月

藉外科醫學會第18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62次學術演講會規劃

「圓桌會議（Round Table Discussion）」，針對『手術技術員培

育』相關事宜進行討論，會中認同所分析內容及目的，故擬設置「手

術技術員」一職，以手術室為主要工作場所，協助醫師進行手術醫療

行為，藉此能依據法源或提修法草案。後續邀請台灣外科醫學學之教

育委員會、品質管理委員會及甄審委員會代表參與，初步以「專科護

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範建議書」作為藍本並調整架構，草擬執業執

行管理內容，再更進一步討論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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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次與相關單位協商討論，將其所擬定初步共識，配合醫療

現況與現行醫療管理法之相關規定，於2004年2月至衛生署特針對

本案進行簡報，針對有關醫療管理法規作初步意見交換，為考量周全

性，對於可參與培育人員之『資格』遴選於2004年4 月進行書面意

見調查，同時針對衛生署對本案所草擬培訓人員資格和執業範圍之相

關建議分別於2004年11月和12月召開兩場座談會，邀請衛生署、

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護理學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

合會、台灣醫院協會、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台灣醫學中心醫院協

會、台灣地區醫院協會、中央健康保險局等機構代表參與，會中對本

案所研擬資格、執業範圍和模式等進行討論。

歷經衛生署、醫護界及醫療團體學會之熱烈討論，考量現有醫療

法已明定醫療機構不得置臨床助理執行醫療業務。倘若研訂新法規需

要長時間的立法程序。此外，醫師法和護理人員法都有其執業範疇的

規定，對於目前所謂手術技術員是否有機會可以正式且合法執行醫療

相關工作，須有法源依據。又依所列手術技術員之工作性質來看，目

前仍宜由護理人員來擔任，乃因手術技術員主要工作地點在開刀房，

其工作內容主要為協助醫師進行手術，若排除一般護理人員處理醫療

護理工作，可採『功能性』之方式區分，因此，將其改稱為「手術室

護理師」，此提案已轉呈行政院衛生署「專科護理師諮詢委員會」並

於2005年1月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討論。

具體成果�

手術之醫療協助係需符合醫療法規，經多次與醫、護界和衛生署

等相關單位溝通取得共識，認為其參與資格目前仍宜由護理人員來擔

任，工作地點是在開刀房，工作內容主要為協助醫師進行手術，不包

含處理病人手術後的護理工作。期望透過「手術室護理師」制度之建

立與完整的培訓計畫，能在手術室中協助醫師執行手術及相關特殊儀

器之操作等。並且於2004年1 月召開之衛生署「專科護理師諮詢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決議其訓練課程由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中

華民國護士護理師全國聯合會、台灣護理學會共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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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醫師研究人才之培育

現況分析

經2003年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總結報告中發現，近年來我國

醫學研究成果在國際上的優勢已漸不復在，並呈停滯或衰退的現象，

甚而有被其他亞洲國家超越的趨勢。以研究成果觀之，與南韓、中國

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其他國家相較之下，2002年台灣發表於臨床

醫學研究領域之SCI期刊原始論者篇數為1295篇，中國大陸為1208

篇，韓國為1066篇，香港為668篇，新加坡為276篇。以IF≧10的

SCI篇數來看，台灣發表15篇，香港為17篇，南韓為9篇，中國大陸

為14篇，新加坡為5篇，雖然台灣於2002年仍以些微篇數領先其他國

家，但以成長趨勢來看，中國大陸及韓國以大幅向上急速的成長趨勢

直追我國，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重視及深思。箇中的原因包括研究人才

的缺乏、臨床醫師投入研究的困難及研究體制的不健全等等。為解決

該問題，報告書中建議應建立醫師研究獎助制度、醫師/博士學生獎

助制度積極培育高級研究人才，特別是醫師研究人才，並改善研究環

境。

尤其，生物醫藥科技已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開，屬二十一世紀最

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加上國際市場自由化的趨勢，我國必須大力

推動科技產業，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生存發展，因此行政院在

1994年已將生物科技產業列為八大重點科技之一。然而，從近年來

我國醫學研究成果呈停滯或衰退的現象反映臨床研究相關人才極度的

短缺現象。因此，為推動生醫科技相關研究的發展，首應著重於強化

臨床研究的基礎建設，包括積極培育研究人才，建立研究獎助制度鼓

勵投入研究、改善研究環境等，才能突破困境，進而促進產業的發展

及增加台灣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目的

藉由探討醫師研究人才培育之議題，期能達到培育更多優秀臨床

研究人才，激勵醫師全力投入研究，提昇國家醫藥衛生學術研究地位

及水準，進而促進國人身心健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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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過程

鑑於研究人才缺乏等問題的重要性，本案特召開兩次討論會，針

對國內現況，包括醫師就讀醫學博士班研究所現況與畢業後之出路、

醫學研究環境與資源之現況、各校醫學研究所發展之差別、及國內外

研究環境之比較等議題進行討論，並於2004年6月開始此研議案的進

行。

本案於2004年以問卷方式分析全國醫學博士畢業出路及近七年

之成果，並對其生涯發展進行深度訪談，問卷成果將作為2005年研

議主軸及背景資料。另，2005年研議方向尚包括討論我國臨床醫學

獎勵措施與制度、醫師研究員培育與工作環境之改善，希冀藉由專家

會議、公開座談會等方式，整合各方學者專家意見，凝聚共識，以提

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具體成果

本次研究調查以國內歷年來臨床醫學研究所/組的博/碩士班畢業

生為研究對象，目前已完成問卷的描述性統計，其調查成果將作為

2005年計劃研議主軸，訂定未來政策重點及發展方向，摘要重要建

議如下：

(1)  建議醫學的專業發展，能將研究與臨床二個領域確實的區分，讓

有志於研究之醫師專心鑽研於研究，而不是需臨床、研究、教學

三者兼顧。

(2)   建議醫院能多重視研究，提供足夠資源，尤以非醫學中心之醫院

多有研究資源不足之研究限制。

(3)  建議應提高自由型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以避免目前進行研究時

面對計畫補助金額不足之經費問題，以及臨床醫師因計畫申請經

費不足，降低研究的意願。

(4)  建議健保政策能改善現行健保給付制度，以額外津貼補助研究，

使得醫院願意重視研究工作，也鼓勵醫師投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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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藉由國內醫師研究人才之培育計畫，協助建立一套完整的獎勵制

度，健全醫師研究人才培育環境，以鼓勵臨床醫師能多從事臨床研

究，並預期能讓各醫學院及醫院對醫師臨床研究加以重視，加強臨床

研究訓練進而每年培育更多研究人才。以目前我國各醫學院臨床醫學

研究所/組為例，每年平均錄取數十位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若其中每

年有一半至三分之一留在該臨床研究領域，每年即會培育出數十位以

上的優秀生物科技研究新血；如此推廣至國內十一所醫學院，則將可

培養出十一倍的研究人才，以提昇國內臨床研究風氣，如此，可提高

國內學術研究水準，達成提升國際學術地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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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醫療新制度�

提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之先遣示範

試驗

現況分析

目前在台灣，各醫院的主治醫師花費在門診擔任的第一線診療工

作的時間太多，造成其他診療時間不夠，導致主治醫師對其住院病人

無法充分了解病情並提供適切的照顧，同時對醫學生、實習醫師及住

院醫師之教學時間，則是在不充足的時間下提供教導內容，影響其教

學品質和成效甚鉅。

我國1999年平均每千人每年門診次數高達16次，是二十四個

OECD國家平均6.1次的兩倍多。而醫師在診療時，可以提供給病人的

時間，平均只有六分鐘，甚至不到五分鐘。在這麼短的診察時間內，

醫師在無法以足夠的時間詢問病史及進行身體診察瞭解病情及病人之

下，即作出表淺的診斷，使得誤診及併發症發生的機會增加。但是大

部分的民眾並不知另有其他的醫療照顧病人的方式，也不知道本身目

前所接受的診療方式，其實是在不符合醫療原則下提供。有百分之七

十以上的民眾均因上述之理由，仍表示對目前所接受到的診療及照顧

感到滿意。

這種醫療態度對於醫事人員來說，特別是醫師的培育，帶來嚴重

的負面影響，如病歷除對診療疾病為重要參考及紀錄之外，在教學醫

院是培育醫師之寶貴教材，但診療病人的時間短暫，會影響其病歷記

載之適切與完善；再者多數教學醫院之主治醫師在門診診療佔多數時

間，相形下瞭解住院病情及教導住院醫師和醫學生的時間變少，使得

醫學生及住院醫師的完整學習機會被剝削。 

此外，現行醫療費用支付不重視專業給付，影響醫師遵守醫療準

則的意願。因此有必要重新調整醫療支付原則及辦法，以成本計算制

度支付點數、醫療費用之分配把經費給付於刀口上及保費等。綜合上

述現象的分析，感認我國醫療人員培育與醫療制度的提昇，應要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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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性的改革，因為修改項目間多有相關性，須設定準備工作與施行方

案，並分階段推行，為此將先以『先遣試驗』來試辦，讓醫療人員與

民眾有機會發現不同的診療及照顧病人的模式，並了解所帶來的真正

效益。

目的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模式，提供符合醫療準則及現代醫

療品質的醫療，來提升醫療人員培育，供醫療人員培育改進之參考，

藉此示範計畫之執行，以吸引各界認同這種醫療方式對維持健康的

效益及經濟的效益，並為衛生署及相關單位日後推廣該執行理念之參

考。

研議過程�

為了提昇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之培育，在成立「醫事人員培育及

醫療制度委員會」之初，即提出『醫師培育先遣示範試驗』，建議在

教學醫院裡成立一『示範單位』，推行符合準則的醫療服務與醫療人

材培育之先遣試驗，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模式及其優點，

以吸引各界認同並確保合乎健康效益、人力效益及經濟效益。本示範

試驗計畫所規劃之示範單位的醫療服務須符合醫療準則，由健保局提

供適當的醫療給付，依照成本（包含合理的醫師費）支付，進行醫療

服務與臨床教學，並透過這種培育方式、醫療之實際作業及成果評

估，引導醫療界人士，民眾及全民健保單位，了解這種醫療服務及醫

療人員培育法的優點，以利本示範試驗計畫後續之推動與發展。

初期為深入瞭解問題，同時評估示範計畫之推動事宜，於1998 

年5、6月間陸續至台大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以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進行意見的交流與請益，而後召

開數次會議已針對提案內容作調整修改。並於1999年底提出『提昇

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之先遣示範試驗』之提案，於醫學中心內設

置「小型轉診醫院」，施行一般醫學照護及教育，成為改進醫療及培

育醫療人員的「示範單位」，提供良好的醫學教育環境，同時配合合

理的健康保險支付及給付制度，建立小型之轉診模式，達到整體示範

計畫之目的。規劃初期以一般內科或一般外科為主，隨後視情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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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科別。其參與人員涵蓋：內、外科主治醫師、特別聘任之會診

醫師、內外科住院醫師、實習醫師、病房護理人員、行政人員、門診

護理人員等，而在執行期間有持續評估及監測的機制，以控制醫療品

質。 

經過多次與相關醫療專家學者透過書面與會議討論，續於2000

年9 月邀請醫學中心院長參與該案說明會，期望各機構能了解並有此

構想者可自行規劃執行，但與會者考量當時國內醫療體制和現況，認

為推動該示範計畫需要克服的困難仍相當多。因此，於2003年10月

本案再次向衛生署建言，爾後，衛生署針對此案已向所屬「專科及次

專科住院醫師培育諮詢委員會」及「醫學教育改革委員會」之委員說

明該案之整體規劃內容，本案之目的和執行方針已獲得衛生署認同，

並進行籌畫辦理相關執行作業細則。目前初步完成「內科專科醫師培

育示範計畫」草案，不過該計畫先決條件必須先建立師資之培育，因

此該計畫將進一步討論。希冀該計畫作為未來評估專科及次專科醫師

培育之整體規劃的參考範本，以紮實內科專科醫師在一般內科領域之

基礎，提昇醫療品質，與世界並駕齊驅。

預期成果

建立國民對醫療及其品質的正確了解及觀念，提昇民眾對一般醫

療常識認知，加強宣導民眾正確就醫行為，避免無謂之醫療資源浪

費，同時改進醫療服務的方法與醫療制度，以提升醫療品質並促進國

民健康。

整合醫事人員培育

現況分析

整體醫事人員培育之相關業務，一向因衛生署均委託各專科醫學

會辦理，而各醫學學會間並無法達成共識，且醫學教育體制在全民

健保之衝擊下，各醫學會可運用之資源和可運用之設施的條件有所差

異，加上缺乏中立機構之統籌整合，所培育之專科醫師品質往往良莠

不齊，此外，國內護理界致力更高階之護理人力之培育，歷經相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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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包括教育部、衛生署及護理學術團體）等多次溝通協商，對培育

與執業規範已有初步的規畫。

另外，一般醫事人員均為了持續其執業資格而參與學會或醫療機

構辦理之繼續教育課程，卻往往流於形式並未落實親身參與課程學

習之目的，而其學會或醫療機構所規劃之繼續教育課程又各有差異，

無法達到繼續教育之實質效益。有關醫學教育改革涵蓋層面甚廣，且

跨及相關部會（包括教育部、衛生署、考試院等相關單位）的業務範

疇，目前對其規劃之整合仍處於共識凝聚的階段。此外，各主管部會

之行政人員職務常發生異動，導致整合之時機和配套措施遲遲未有結

論，為避免各主責機關因理念不同，致使研議之改革計畫或被束之高

閣或缺乏連貫性，故需結合相關單位進行徹底的溝通與協調，以利改

革計畫之推動。

目的

促成醫學教育改革與提昇醫療品質監控之機制，以宏觀具前瞻性

和可行性來規劃且執行醫事人員之培育，涉及跨部會之業務應需整合

協調和分工，促進整體醫學教育、研究與醫療效益，共同提昇醫療機

構之服務品質，最終目標為使每位病人獲得優秀醫事團隊合作所提供

之高品質醫療服務。

研議過程

初步彙整相關醫療單位及學界對於醫療服務體系、醫事人力結

構、健保給付及支付量和新穎醫療科技等相關資料，了解我國現行整

體醫療環境與醫事人員培育相關法規，目前分五大項進行籌劃：1.培

育課程內容含學校教育、繼續/終身教育，師資培育和甄審辦法；2.臨

床職業環境；3.行政體系整合；4.全民健康保險制度；5.提昇民眾醫

療認知；分別進行討論與提出相關建議。

預期成果

期藉由本研議案之推動，促使教育部、考選部與衛生署等相關部

會進行協調與規劃，以「前瞻及宏觀性」來分配有限資源，在一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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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益性」之組織架構下，建立一可落實規劃與執行之平台，以達

到「全人照護」之目標。

家庭醫師培育暨醫療網和轉診制度

現況分析

在現行的全民健保制度之下，我國的民眾可自行使用全民健保的

所有資源就醫，導致病人及家屬一直自行判定疾病種類而自行挑選哪

一科或哪一位醫師就醫及診療，造成重複就醫之情形相當嚴重。導致

我國整體醫療資源在無形中浪費；而如何引導民眾之正確就醫行為，

則需要透過提高家庭醫師之服務品質來說服民眾改變對家庭醫師之信

任，更要讓民眾瞭解其家庭醫師是擔任第一線醫療之醫師群；期能養

成民政及家屬良好就醫習慣，減少醫療資源浪費。

家庭醫師是擔任第一線醫療之醫師群，其對象是一家人，不是個

人，因此其培育制度的設立，需與其他學科特別是內科、小兒科、婦

科及外科的參與。但是在我國家庭醫學科是醫院的醫療科別之一，病

人可以像到其他醫療科一樣隨意就診，而當家庭醫學科的醫師診療病

人時，並未特別需要診療一家人。對於我國就醫方便之民眾來說並未

感受其不同。但在我國交通不方便的偏遠小鄉，若民眾因就醫需要轉

診之不便及費時，就更需要有能力診療一般內科、一般小兒科及外科

的家庭醫師。故首務之急，即是先建立家庭醫師之培育環境和培育課

程，藉以提昇家庭醫師之醫療服務品質，以符合擔任名符其實的家庭

醫師。以上所述，皆牽繫醫療網及轉診制度之規劃，因此，將這兩項

研議案一併作策劃。

目的

民眾接受正確的家庭醫師之觀念，推動有效之醫療資源分配，提

昇醫療效益及經濟效益，建立功能性之醫療網及轉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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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過程

為了達成培育家庭醫師和建立醫療網及轉診制度之目標，須針對

醫療費用的給付及支付層面深入研議，並依成本計算、重視專業費、

醫療品質、醫療經濟效益及人力效益，且在非營利的理念之下規劃。

此外，由於「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九十三年度試

辦計畫」之內容傾向「醫師聯合門診」（Group practice）而非基層醫

療規劃，建議設置一般成人（內科）和小兒科兩科之家庭醫師，藉以

提高家庭醫師之照護品質，以達到說服民眾建立家庭醫師制度，進而

促使轉診和醫療網制度更具有效益。

為了推動本案，邀請不同意見之代表共同研議，針對現行家庭醫

師之能力，評估其工作情形、工作理念、目標及準則、工作內容與培

育辦法等，並透過專案小組會議、座談會、公聽會方式，研擬具體改

革方案，同時需說服醫療界、政府及民眾，改進方案的工作可分階段

執行，或是以先遣試驗方式進行。

規劃中之政策建議

(1) 引導民眾接受並信任家庭醫師擔任全家人之健康照護管理者。 

(2)  建立名符其實之家庭醫師制度，並使家庭之病歷與健康資料之建

檔更具完整性。 

(3)  輔導民眾養成正確之就醫習慣，「小病看小醫院，大病看大醫

院」之觀念，落實轉診制度。

(4)  提高基層醫療服務品質及落實醫療轉診制度，而終於連結成一醫

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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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醫學教育

調整醫學生三、四、五、六年級教育課程

現況分析�

國內醫學教育近幾年改革呼籲不斷，然而僅有少數醫學院實際

推行重大改革，致使國內醫學教育內容及品質參差不齊。在世界醫

學教育制度之健全評鑑制度潮流下，為使國內陳舊醫學教育制度脫

胎換骨，台灣已成立一個具獨立性及中立性之機構-醫學院評鑑委員

會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TMAC) ，開始喚醒國

內醫學教育改革之省思；此外，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於2002 年曾提

出「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議書」，曾對整體醫學教育提出改革方

案，認為從醫學生之教育至臨床住院醫師培訓應是持續及具整體性，

且住院醫師在接受訓練之同時，亦擔任醫學生之臨床教師，秉持『教

而學』的理念而教學相長。尤其於2003年SARS疫情時期，相關醫療

主管機關更能體會醫學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已依據醫學教育委員會

2003年提出之醫學教育白皮書，要求各醫學院校個別提出如何達成

教改各階段之執行辦法，以作為往後 TMAC 評鑑醫學院時之標竿，

其中包括廢棄醫學生之見習，落實床邊教學，師資培育及整合基礎及

臨床醫學教學等。

而衛生署於2003年7月委由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辦理一場『全

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其中之一主題為「建構全人照護之健康體

系」，針對醫學教育改革提出相關建言，例如：調整醫學生課程安

排、注重人文醫學倫理及減少醫療糾紛、規劃各科醫師人力分配及

設立一中立性單位機構來統整住院醫師培育，與教師培育及成長等相

關改革，這些改革聲浪陸續也得到各部會主管機關的重視與關切，於

2004年4、5月由衛生署主導，邀集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醫學院

評鑑委員會、考選部及中央健康保險局等單位，針對醫學教育改革共

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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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促進國內醫學教育對『知識』、『技巧』與『態度』的傳授並

重，強化教師對醫學生及住院醫師教學、培育及評估目標和方法之

能力，提昇教學醫院之教與學功能，使醫學生能持以『行而學』之態

度，整合理論與實務，同時使住院醫師秉持『教而學』的理念，經由

參與醫學生教學而「教學相長」，以達最大學習效益，進而提昇臨床

實習品質及學習效益。

研議過程�

本案初期彙集相關資料，並彙整各校2004年度課程安排，邀請

各醫學院長/系主任針對各校之課程特色及未來規劃方針召開座談會，

並將會中所提相關意見或建議加以整理，其經彙整所得的課程及議題

包括：通識教育課程、基礎醫學課程、臨床醫學課程、教授時間、環

境和課程之設計、醫學生語文能力課程、師資培育中心、醫學教育之

監控系統、資源分享/國際醫學教育經驗交流、授頒理學士學位等不同

主題，相繼提出「問題分析」，與「策略規劃建議」，最後，將所研

定之內容及建言轉呈至教育部和考選部，以供政府相關單位制定未來

醫學教育改革之後續討論與匡助施策之參考。

規劃中之預期成果

(1) 促進國內11所醫學院系資源交流之通暢。

(2) 促進教育部和考試院對於整體醫學教育能落實改革。

(3) 提昇國內醫學教育之水準，使能與國際間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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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排序）

醫事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研議案：

委員會召集人：宋瑞樓

委員： 王乃三、王國照、余玉眉、李建賢、宋瑞珍、洪瑞松、

　　　施純仁、郭耿南、陳定信、黃文鴻、黃達夫、楊志良、

　　　蔡哲雄、藍忠孚、蕭美玲、廖運範、賴其萬、賴美淑、魏福全

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專責小組：

王乃三、朱真一、宋瑞珍、邱智仁、施純仁、郭耿南、許振興、

黃達夫、廖運範、鄧南雄、蔡哲雄

專科護理師培育專責小組：

余玉眉、蔡哲雄、洪瑞松、陳月枝、游麗惠、蔡秀鸞、賴明坤

手術技術員培育專責小組

王文彥、王國照、柯成國、張金堅、張承能、張聖原、賴春生

強化一般內科研議案專責小組

宋瑞樓、宋瑞珍、黃達夫、蔡哲雄、廖運範

醫事人員培育整合研議案：

黃達夫、賴其萬

醫師研究人才之培育研議案

李明亮、張仲明、郭耿南、陳定信、陳培哲、黃崑巖、黃燦龍、

賴其萬、蘇益仁

提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之先遣示範試驗

王乃三、宋瑞樓、施純仁、楊志良、黃達夫、廖運範、蔡哲雄、

藍忠孚

家庭醫師培育暨醫療網和轉診制度研議案

宋瑞樓

調整醫學生三、四、五、六年級教育課程研議案

王本榮、王有智、林其和、陳震寰、曾啟瑞、黃水坤、黃天祥、

黃燦龍、鄒國英、趙有誠、劉克明、賴其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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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分析
台灣最重要社會安全制度之一的全民健保剛度過10歲生

日，全民健保的開辦為一項極為重大的社會工程。然而，健

保開辦以來仍有許多問題亟待研議；首先，在公平與效率這兩

項基礎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空間，而醫療機構之間存在著非良

性的競爭與猜疑，民眾對健保局也漸漸不再那麼信任。不過，

品質一直都是健保的隱憂，因為各種統計與研究均証實，過多

醫療費用的投入，並不一定能讓民眾更長壽健康，保費的高低

固然影響民眾的荷包，但是民眾交了保費後，買到怎麼樣的醫

療品質，更是焦點所在。政府部門應該有責任列出品質監控指

標，使資訊透明化，才能讓全民共同監督，成為提升醫療品質

的原動力。 

其實，政府、雇主與民眾繳出保費的終極目的是要購買

「健康」，絕非「醫療」，因此，鼓勵不同類別的醫療院所整

合為健康管理組織，以照護全人為目標，將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之一。醫療院所妥善照顧民眾健康，讓他們少看病，讓醫療院

所與民眾共同把關，浪費自然能夠減少。對於健保的問題，政

府不能再避重就輕，不去思索問題本質，而只忙著四處滅火，

應將資訊公開，甚至與民眾面對面溝通，讓民眾真實認知到危

機何在，從而才能凝聚共識，謀求解決，讓健保下一個10年能

走得更順利，也希望我國的全民健保能在健全的體制下，全民

的愛惜下，一直永續經營。

二.目的
有鑑於全民健保為國家與民眾所帶來的深遠影響與衝擊，

而健保體制衍生問題所產生的沉重負擔，亦為國家的社會面與

經濟面帶來極大影響；為了化危機為轉機，並配合全民健保法

修法之時代背景，匯聚各界建言，提出具體改進方略。

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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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議過程
論壇於1997年1月設立「健康保險委員會」，從「健保財

務」、「健保體制」、「醫療品質」、「健保支付制度」等四

個面向，配合全民健保之政策與修法方向，透過專責小組的研

議方式，提出前瞻性與宏觀性之政策建言。參與研議的成員均

為對健康保險深有遠見之代表性人士，涵括政策制定者（衛生

主管機關代表、保險人代表、立法委員）、醫界代表 (醫療機

構管理者、醫療品質專家) 、以及學界代表 (衛生政策、健康保

險、財稅、社會福利、經濟學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設立專責

小組進行分組研議，各組以一年為基期，設定年度工作目標，

針對健康保險之政策規劃，檢視全民健保政策之擬定過程，提

出策略性建言，並配合時勢性議題，隨時機動調整研議方向；

透過各項學術活動之辦理，如公聽會、座談會、研討會、論

壇出版品之形式，除了發表各組具體研議成果外，亦聽取各界

意見，提供決策者做為擬定健康保險政策之重要參採依據與方

向。

四、具體成果
以下謹就「醫療品質」、「健保財務」、「健保體制」與

「支付制度」，分項簡述研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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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財務之政策建言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源籌措改進問題

針對「投保金額合理化」、「投保金額分級表」、「保費分擔比

率」、「眷口保費計算模式」、「補充性財源之籌措」、「山地、離

島及偏遠地區居民財務負擔與醫療問題」等七大財務議題進行研議，

就學理與國家財政宏觀觀點，逐一剖析現行健保體制，並提供前瞻性

的建議。於1998年11月出版「全民健保財源籌措評析」，以確實的

數據佐證，檢討全民健保的財務狀況，除考量當時健保財務的缺失，

提出改進芻議之外，並配合當時健保制度的走向，及多元化與民營化

相呼應，配合健保未來的發展趨向做了若干財務上的勾勒。

我國老年長期照護財務問題之探討

財源問題與財務體制之建立，為長期照護保險能否建立與永續之

關鍵。因此，專責小組針對長期照護財務機制之相關問題，分為八項

主題，進行探討與分析，包括：「長期照護財源籌措原則探討及財務

經費估算」、「長期照護各國財務制度之比較分析」、「長期照護各

種財務機制比較-公平面與效率面分析與對個人與政府之影響評估」、

「長期照護支付方式與給付範圍之探討與長期照護體系之研究」、

「非老人長期照護財務問題探討」。1999年9月18日舉辦「長期照

護財務問題--各國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會，以美、加、英、日、德

等國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及財務機制之剖析為借鏡，探討我國未來長

期照護財務規劃之財務經費估算、機制比較評估（經濟面、社會面）

與支付模式與給付範圍等議題，提供我國長期照護財源規劃之參考。

2001年3月出版『「長期照護財務問題--各國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

會』論文集，本書以原發表論文內容為體，參考各界所提建議，集

結彙編而成，從財經專業角度切入，探討長期照護財務未來之規劃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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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虧損之診斷與處方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前六年的執行成效進行評估，雖然在醫療資源

的有效利用與醫療品質的提升兩方面，仍有待努力；然而維繫全民健

保永續經營的財務制度，自第四年以來即出現年度收入不敷支出的現

象；甚且保費收入成長顯著低於醫療費用成長，顯示健保財務存在長

期收支失衡的基本問題。研議成員係依據相關主題，規劃系列相關學

術活動，簡述如下：

（1） 2000年11月18日舉辦「我國全民健保財務的診斷與展望」公

開討論會，並於2002年1月出版「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

診斷與展望文集」，針對各界所關心的健保財務問題，包括總

額預算制度之採行、投保薪資上下限差距之應否擴大、藥價基

準、政府欠繳健保保費應如何處理等問題，從理性與專業的角

度試提解決之道。

（2） 2002年4月20日舉辦「健保保費欠繳之成因、影響及解決之

道」座談會，相關建議為：1. 舊有欠費仍應繳交，對於財政

較為困難之縣市，則可考慮是否分期攤付以為解決，亦希望釋

憲結果能對地方政府欠費問題求得根本解決。2. 保費大赦或特

赦恐將引發後遺症，財務上是否建立失業者分期繳費之制度，

可由政府加以評估。3. 民間欠費之問題，如能維持經濟高度成

長，當可解決，但在高失業率成為常態、欠費亦為必然現象之

當今社會，政府應設立銜接基金以為因應。

（3） 2002年8月14日舉辦「從醫療費用部分負擔與保險費率調漲－

論全民健保的再定位」座談會，以醫療費用部分負擔與保險費

率的調漲為出發點，探討全民健保究竟該何去何從的問題，並

釐清全民健康保險之定位屬性。

（4） 2002年12月18日舉辦「從健保雙漲的決策過程－論全民健保

組織體制的改革」座談會，針對現行健保組織體制的問題，提

出三項政策建議︰1.明確界定體制內社會參與之權責，與會者頃

向成立公法人全民健保基金會，負責辦理全民健保；2. 指定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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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構監督評核醫療品質；3. 建立排定全民健保給付項目優先

順序之機制。

（5） 2004年8月9日舉辦「實施總額預算制度之影響成效檢討」座談

會，討論方向為︰總額預算之協商機制－原來設計理念vs.現況

的改變；總額預算制度對就醫可近性、醫療生態與資源分配之

影響；總額預算制度的醫療品質之確保與提升；醫院總額預算

對西醫基層的影響之未來發展、問題與對策；牙醫、中醫與西

醫基層總額與醫院總額未來之競爭/合作模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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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體制之政策建言

健保體制改革之建議方案

為落實社會共濟、風險分攤之精神、建立醫療市場多元化及良性

競爭，使被保險人獲得整體性醫療保健及照護，並得以維持財務平衡

與永續經營。研議有關於：建立健保體制改革方案架構、釐清主管機

關與承保機關之權責、劃分保費籌措與醫療給付由單一機構或分由不

同機構(carriers)執行之利弊得失、創造大環境誘因，促使民間業者加

入醫療保險市場、創立各carriers間可自行提供額外醫療服務項目、限

定各carriers之市場占有率上限等議題。並依據其相關主題，規劃系列

相關學術活動，簡述如下：

(1)   1997年4月19日舉辦「全民健保醫界生態研討會」，以醫療供給

者在全民健保所扮演角色為會議主軸，討論方向為：全民健保對

醫界的衝擊與影響；醫界對全民健保的展望與期望；全民健保對

醫療品質與支付制度之影響；全民健保對醫療服務與醫療教學及

研究之影響。

(2)   1997年10月14日舉辦「全民健保公辦民營座談會」，討論重點

為︰1.全民健保「公辦民營」的意涵與目的；2.全民健保現制與行

政院健保改制修法版本之異同與利弊；3.全民健保「公辦民營」

對組織體制、健保財務、支付制度、醫療品質等層面的影響。

(3)   1997年11月6日舉辦「全民健保差額負擔設計座談會」，討論方

向包括︰1.現行健保制度「差額負擔」的問題；2.全民健保實施

後，特約醫療院所差額負擔收費情形；3.全民健保修正案「差額

負擔」構想與實施範圍；4.健保「差額負擔」與全民健保體制調

整之相關性。

成立「健保基金會」之構思

以行政院送立法院版本為依據，建議未來設立健保基金會，統一

收取及支付保險費，基金會依風險論人支付各保險人為基本假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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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六項討論：(1)最適之保險人數目及各保險人下之保險對象人數之上

下限；(2)在規定各保險人為「非營利」下，如何創造誘因，鼓勵民間

創設；(3)各非營利性之保險人，僅為「財務管理機構」再特約醫療提

供者，或本身即應為醫療提供者，或二者皆可；(4)如何促使各保險人

達到有效率之競爭（增進可近性、品質及控制費用）；(5)各保險人應

提供之基本照護，如何訂定與範圍；(6)費用協商及爭議事項之辦理機

構，如何以達成財務平衡與公正裁決。

全民健保體制改革的時機與方向

針對此一議程，所進行研議的提綱包括：(1)多元化支付制度可否

有效提昇健保經營效率；(2)全民健保是否應該進行改革及其恰當時

機；(3)創造競爭的環境；(4)健保公共利益的確保。2001年12月14

日舉辦「全民健保體制改革研討會」，以「從各國醫療改革經驗看台

灣全民健保改革方向」、「健保體制改革方案之政策分析」、「再思

考全民健保的定位」、以及「全民健保體制改革下資訊科技的應用與

整合」等四大主題，會議重要結論為：

(1)  台灣醫療與健保體系應該有國民醫療保健計畫（NHP, National 

Health Plan）的整體性概念，除了醫療組織體系的設施與服務面，

還必須涵括全民健保與預防保健，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2) 全民健保體制仍有改善的空間，但具體的改善方案，及與二代健保

之間應如何接軌，尚待詳細規劃。

(3) 整合性醫療系統(IDS)與資訊系統的結合，將為未來健保發展之趨勢。

臺灣醫療制度的變革

台灣醫界存在的許多的問題，大部分是緣於醫療制度不健全所

致，因此於1998年研議提出，從半開放醫院制度(Semi-open Hospital 

System)與聯合門診（Group Practice）兩大方向來改革台灣的醫療制

度，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藉由文獻資料的蒐集彙整，透過研議成員規

劃與修正，建立模式作為「聯合門診制度」的先導範本，期望能由衛

生署主導，使之成為台灣基層醫療執業型態之主流。



48 ︱論壇十年︱ 49︱健康保險．醫療品質之政策建言︱

醫療品質之政策建言

醫療品質評量指標之明確定義與建立

設計包含門診品質、住院/手術品質、急診品質、預防保健品質、

整體品質五大類，共計91項相關指標的德菲法問卷，邀請公共衛生、

醫療管理實務與醫療管理行政界等20位專家，進行兩回合的德菲法問

卷調查。並以問卷調查結果為基礎，於1998年1月24日舉辦「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品質指標專家座談會」，主要針對「醫療品質專責小組」

於1997年下半年所進行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指標」德菲法專

家問卷調查結果，進行所有指標適用性與資料可行性進行逐項討論、

提出建議與意見交流。

「引進醫療照護品質評鑑計畫之前期研究

計畫」

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與本院簽訂為期三年之合約計畫，計畫目的

就加入美國馬里蘭醫院協會（Maryland Hospital Association）所發

展之品質指標評鑑標準計畫（Quality Indicator 〔QI〕Project），將

和信醫院所收集之資料和全球1400家醫院資料比較及分析，幫助醫

師及醫院管理者了解醫院問題所在，作為改善醫療品質之參考。並藉

由接受美國馬里蘭醫院協會醫療品質評鑑，吸取經驗以作為發展台灣

本土醫療品質指標評鑑之參考。本案研議成果獲得衛生署所採納，間

接促成「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之成立。另配合計畫之執行，

於1998年9月舉辦「醫療品質國際研討會」，目的為建立多層面之醫

療品質指標，以提升及改善醫療品質(Quality of care)，維護病患權

益，使保險機構及醫療院所能有所遵循，以利全體國民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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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醫療照護品質評鑑計畫之本土化

邀請衛生署、健保局及學界相關單位代表共同參與研議，藉由各

界之回饋以落實醫療照護品質評鑑計畫之本土化，提高各項醫療指標

之適用性，進而建立並推廣本土化醫療品質指標，提供品質、醫療

結果及醫院評鑑工作結合之依據。除維持醫療照護品質評鑑計畫之執

行，繼以品質指標之不斷修正，以下五點為重點工作項目：(1) 健保

支付制度與正確醫療之執行；(2)健保支付範圍與新醫療科技之有效

引入；(3)利用健保電腦資訊監督及改善國內醫療品質；(4)落實國內

醫療機構品質，將品質概念納入醫學生之養成教育；(5)延續媒體與實

證醫學之討論，與媒體保持更積極之溝通，促使其對醫療品質深入瞭

解，以全面提昇醫療品質。

1999年1月30日舉辦「媒體與實證醫學座談會」，討論方向為︰

1.了解學界、新聞界、消費者或其他有關團體對醫藥新聞公佈、報導

的認知與看法；2.建立醫藥新聞公佈、報導的執行準則；3.籌組相關

代表參與之委員會;4.探討適用於醫學界、新聞界、消費者或其他團體

的通用準則；5.以定期模式公佈、報導已被充分證明的醫學新知。

分析健保資料檔與醫療品質評估系統鏈結

之可行性

繼續加強與衛生主管機關及學界之互動及回饋，落實醫療照護品

質評鑑計畫之本土化、提高各項醫療指標適用性，進而建立並推廣

本土化醫療品質指標，提供品質、醫療結果及醫院評鑑工作結合之依

據。研議重點為以下四項：(1)持續探討運用健保資料檔建立醫療品質

評估系統之可行性，並透過網際網路介紹正確醫療準則與醫事人員及

提升民眾對正確醫療之知識。(2)現有醫療品質指標與健保資料連結之

可行性。(3)抗生素使用與醫療品質的改善。(4)建立慢性疾病（如糖

尿病、高血壓、尿毒症及肝硬化等）的醫療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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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支付制度之政策建言

訂定支付標準與成本分析、建立協商模式

及建立法源依據

全民健保開辦之初，在規劃未盡完善的情況下倉促上路，因而衍

生許多制度面與執行面上的問題，主要歸納為五項：

(1) 支付制度的設計不符合權責相稱的精神。

(2)  採用齊頭式的支付標準，加上專科間給付不公平，導致醫療生態

的不平衡發展。

(3)    未訂定確保品質的醫療作業標準，並在其基礎下依成本分析檢討

其合理的給付相對權值，導致醫界對於不合理的支付標準爭議不

斷。

(4) 支付標準的協商模式不健全，導致協商過程困難重重。

(5) 單一且缺乏競爭之保險機制，無法有效率的運用醫療資源。

針對上述問題，1998年12月9日舉辦「全民健保支付制度改革座

談會」，會議提出三項改善方針：

(1)  支付制度之變革：建議進行的研究方向包括：論量計酬支付制度

之研究、疾病診斷關係群(DRGs)或論病例計酬支付制度研究、健

康維護組織(HMO)或論人計酬支付制度之研究、總額預算制度之

研究。

(2)   支付標準的訂定與成本分析：透過參考各國的經驗值，訂出門診

與住院診療醫療費用支出的適當比率，依據此比率整合各專科間

的支付，並依照醫療項目別及醫療機構層級別訂出調整的優先順

序，以整體的觀點來調整支付，避免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

(3)   支付標準協商模式的建立及法源依據：藉由調整醫療費用協定委

員會的角色及定位為出發點，提出重新研擬費協會的職權、組織

架構、人員編制、任務範圍及功能的建議案，提高其位階並賦予

充分的法律授權及決議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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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支付制度之探討

在財源有限，醫療支出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健保收支出現赤字已

是意料中事，而支付制度影響健保財務甚鉅，因此全民健保支付制度

應全面檢討，設計更多元化且富有彈性的支付體系，為促進各方意見

的交流及整合，於1999年開始以舉辦研討會的方式，由各界代表提

出各自的版本並表述其立場及觀點，藉由充分的意見交流及溝通，促

成全民健保制度改革的整合與推行。其相關活動，簡述如下：

(1)   1999年10月15日舉辦「病患湧入大型醫院就醫問題座談會」，

討論方向為︰如何從醫療制度面根本解決「病患湧至大型醫院就

醫」之問題，以及如何在全民健保的機制下，從制度面引導病患

回歸合理的就醫模式；會議之重要結論為實施差額負擔制度與提

升重症醫療的支付標準。

(2)   1999年12月18日舉辦「健保支付制度多元化」研討會，討論方

向為︰1.健保政策制定的省思；2.全民健保多元化支付制度之規

劃；3.全民健保現行各種支付制度對醫院經營之影響；4.健保支付

制度下醫療品質之檢討與改革之芻議；5.全民健保支付制度之興

革規劃；6.總額支付制度之發展與探討。

重大支付議題

由於總額預算制度在全民健保法中已有明確規範，為健保之既定

政策，目前牙醫及中醫體系已實行總額，未來西醫體系也將逐步納入

總額，因此2001年以西醫總額為研議重點，探討總額的分配方式、

可能引發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法等相關議題，為政府決策單位提供建

言，以使總額制度得以順利推行。並且考量現行支付與審核制度不盡

理想，藉由討論針對審查的方式、審查委員的產生等相關議題做廣泛

性的討論，以期為建立公平、合理的審查制度。由於支付的方式及金

額會影響醫療提供者之醫療行為，進而影響醫療服務品質，因此探討

支付制度與醫療品質之間的關係及所可能引發的相關議題，以導引支

付與品質之間的關係能朝正向循環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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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排序）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研議案

委員召集人：藍忠孚、陳聽安、黃達夫

委員：王德宏、吳忠吉、李丞華、邱清華、洪啟仁、洪毅一、

張茂松、張錦文、莊逸洲、陳孝平、黃文鴻、賴美淑、戴東原、

鍾國彪

健保財務體制專責小組

王正、朱澤民、江東亮、吳凱勳、吳運東、李丞華、沈富雄、

辛炳隆、周麗芳、邱清華、徐偉初、梁正德、莊逸洲、郭明政、

陳孝平、麥朝成、葉秀珍

醫療品質支付專責小組

王德宏、江東亮、李丞華、張上淳、陳孝平、陳昱瑞、游明國、

黃文鴻、黃月桂、楊志良、葉金川、劉梅君、鄭鴻鈞、盧瑞芬、

鍾國彪、羅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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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分析
伴隨醫療衛生與國民生活水準的提昇，國人的十大死因

已由急性傳染病、肺炎等轉為惡性腫瘤、事故傷害及腦血管疾

病、心臟病、糖尿病、慢性肝炎及肝硬化等慢性疾病。由於早

期發現早期治療的預防保健乃是慢性疾病防治的重要工作，使

得民眾對於健康需求也因而轉變，影響我國衛生政策的走向，

從以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代替傳統的診斷與治療。由此可見，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工作的責任日趨重要。

研究實證指出許多慢性疾病是由不當的生活型態所引起，

包括：飲食失衡、運動與體能不足、以及使用菸、酒和藥物等

不良習慣。從1986年渥太華（Ottawa）、1988年澳洲阿德萊

德（Adelaide, Australia）、1991年瑞典松茲瓦爾（Sundsvall, 

Sweden）、1997年雅加達（Jakarta）和2000年墨西哥城

（Mexico City）五次健康促進全球會議的結果，以及2000年

促進健康部長級宣言與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

公約》的完成簽署，皆為陳述健康促進和健康的生活模式的重

要性。而世界衛生報告（The world health report）更指出危害

全球人類健康並迅速加重慢性疾病的負擔，主要來自不健康飲

食、缺乏身體活動、菸草消費和有害使用酒精等危險因子。

二.目的
為了確認我國當前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之重要問題與評估

國人的相關現況，探討有關工作之優先次序，並希望藉由科學

實證（evidence-based）之方法，提供可依循與信賴的證據作為

研究、實務與政策擬定過程之重要參考。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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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議過程
初期之研議工作以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的方式進行。

文獻回顧研析主題之選定係以疾病與危險因子(即不健康飲食、

缺乏身體活動、菸草消費和有害使用酒精等)交叉之方式選定，

研議內容包括流行病學與證據醫學之分析、發生之機轉以及防

制之現況與未來等。我們公開徵求有志參與年度專題文獻回顧

工作之專家學者，進行相關議題之國內外文獻回顧研析計畫。

申請者之資格限於具國內外各醫學相關科系之博士學位，並從

事臨床、教學研究工作兩年以上者。在這些應徵專家撰寫文獻

回顧書面報告的過程之中，另邀請資深專家參與撰寫之輔導與

審查工作，並於報告書完成後各主題另邀請五至十位專家召開

專家任務小組會議(task force)並給予評論及意見。最後並請專

人對報告書在文字上作一校訂與潤飾，增加了這一珍貴學術文

獻的可讀性。

四.具體成果
經文獻回顧，針對引起慢性疾病的各重要危險因子進行研

析，結果特分成：嚼食檳榔對健康的危害、身體活動與健康、

吸菸或健康、飲食與人體健康、過度飲酒的健康危害以及藥

物不當使用的健康危害等六大領域所造成之影響，分別介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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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衛生署資料（1996年）顯示口腔癌已躍昇為國人十大癌症死

因，而其死亡率更高居第七名，如單就男性而論，口腔癌的發生率甚

至進到第四名，而死亡率則為第五名。在台灣嚼檳榔與口腔癌的關係

極為密切，約九成口腔癌患者都有嚼檳榔的習慣。據估計台灣的嚼檳

榔人口約230∼280萬人，且年齡亦有下降的趨勢，可見其危害的嚴

重程度，絕不可繼續予以忽視。

有鑑於此，將文獻回顧從檳榔引起之口腔癌、檳榔相關口腔癌前

病變以及對健康之危害，分別從流行病學、致病機轉、嚼食行為之預

防與戒斷等層面研析，回顧國內外文獻共948篇，撰寫過程經過六次

嚴謹的專責小組會議、委員會的初審複審、專家任務會議等，對不同

階段的文稿進行討論與建議，直至成果發表會，才完成文獻回顧研析

的團隊創作，相信這對決定如何防制及處理檳榔危害與防治口腔癌及

其他相關疾病時，必能發揮其參考價值。這些結果證實嚼食檳榔者會

罹患口腔癌的機率頗高，且比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在1985年

所認定者（謂需與菸草合嚼或同時有吸菸習慣，其致癌性才算明確）

更進一步，更早認知即使僅有嚼檳榔單一習慣，其致癌之科學證據已

經是確定而充足（sufficient）。以下即從檳榔與口腔癌、檳榔相關口

腔癌前病變以及對檳榔的其他健康危害等三個方向，分別從文獻回顧

之重要發現與政策建議，進行摘要介紹：

文獻重要發現

不含菸草的檳榔嚼塊同樣導致口腔癌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在1985年已指出檳榔塊加菸草或有

抽菸習慣者與口腔癌之相關性，在那次報告之後，近十多年來台灣

及印度研究皆顯示出，台灣不含菸草的檳榔塊與口腔癌具相關之證

據，且台灣口腔癌的發生率與印度差不多，甚至遠高於東南亞其他

嚼食菸草檳榔塊的國家，由此看來台灣的檳榔塊雖不加菸草，但其嚼

嚼食檳榔對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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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行為所造成之危險性並沒有減少。至於台灣盛行檳榔與不同配料

(荖葉、荖花及硬荖藤)中含可能致癌因子包括：(1)檳榔子中的生物鹼

(alkaloids)；(2)檳榔子生物鹼的硝化衍生物(nitroso-compounds)；(3)

檳榔子中多酚類化合物所釋出的活性氧，(4)紅灰、白灰，以及5.荖花

或荖葉中的黃樟素、hydroxychavicol等。此外也發現嚼食檳榔會使

ras 癌基因發生突變與過度表現，導致口腔癌的發生率。

研究還進一步指出民眾對口腔癌及口腔黏膜病變的知識錯誤或不

足是口腔癌延遲就醫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推廣口腔癌的正確知識

以防治口腔癌。其次為了能有效瞭解病變盛行率及嚼食率，台灣須進

行全面性的調查及口腔黏膜病變篩檢。另外介入性研究有其必要性，

各國資料顯示嚼食率的降低連帶降低口腔黏膜得病率，故針對檳榔嚼

食率高的族群研擬戒除檳榔之對策，以降低檳榔嚼食率與罹患口腔癌

之危險，相當重要。

口腔癌前病變比口腔癌更常見於檳榔嚼食者

嚼食檳榔引起的健康危害與疾病，並不限於口腔癌一種，還有

普遍發生的各種癌前病變（precancerous lesions，如口腔白斑、口

腔紅斑、疣狀增生等），而WHO歸類為癌前狀態（precancerous 

condition）的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症，惡性轉變率可能高達7.6%，且比

口腔癌更常見，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症幾乎全因嚼食檳榔所引起。口腔

白斑症及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症為主要的癌前病變(或狀態)，但若能及

早發現及適當治療癌前病變，則預後極佳。因此經由教育宣導，是阻

斷檳榔致癌之最基本方法，及早進行化學預防（chemoprevention）則

可減少癌前病變之惡性轉變。此外，口腔癌前病變之復發率及惡性轉

變率高，應密切追蹤，而將來可利用關鍵的分子病變特徵作為標誌，

以作輔助診斷及治療。

嚼檳榔可引起其他非口腔癌相關的疾病

嚼食檳榔除了與口腔白斑、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症以及口腔癌有密

切的關聯之外，還可引起其他非口腔癌相關之疾病，包括局部口腔中

的齲齒與牙齒的咬耗、牙周病、顳顎關節病變等；另外嚼食檳榔與許

多系統性疾病，如：氣喘、糖尿病、女性生殖危害、神經反應、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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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變差、食道癌、肝癌等也有許多的研究報告。其中，雖然造成國

人肝癌主要因素是肝炎病毒，但嚼食檳榔的加強作用不可忽視，因為

檳榔塊中有肝臟的致癌物質黃樟素及其他肝臟致癌物質，但仍需更多

的研究來加以證實，才能使嚼食檳榔對全身各組織器官的影響能有更

明確的瞭解。目前嚼食檳榔除與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等有明

顯相關外，其他與胃癌、肝癌、膀胱癌、子宮頸癌等之關聯性是未來

急待進一步研究的主題。

政策建議

(1)  未來此一領域的學術研究，需考慮台灣嚼食檳榔在質與量之獨特

性（台灣檳榔塊主要為整顆、新鮮的且未成熟的檳榔果實，從來

不加入菸草或切片嚼食），並統一各研究對嚼檳榔的定義(包括定

性及定量)，以利研究間之比較。

(2)  推動全面性的口腔癌與口腔黏膜病變調查及篩檢，是最有效的方

法，以瞭解病變盛行率、嚼食率，並可研究各種癌前病變的發生

率，惡性轉變率，以及不同種類檳榔嚼塊的相對危險性與惡性轉

變率。

(3)  鼓勵利用檳榔嚼塊之成分，研發生物指標與化學防治藥物，以及

改變檳榔嚼塊之組成或研發檳榔替代品等。

(4)  檢測ras癌基因的改變，發展口腔癌早期診斷與Cyclin D1過度表現

與否作為評估預後的指標。

(5) 利用抑癌基因發展腫瘤的基因治療。

(6) 發展新的口腔癌治療方法，改善整體存活率及生活品質。

(7) 藉由戒除檳榔嚼食之介入研究，以發展戒除檳榔之有效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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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訂定明確的政令規範，限制購買年齡；以及評估是否限制高花費

口腔癌治療之健保給付，以做為戒除嚼食檳榔的手段。

(9)  借鏡臺北市的「檳榔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推廣到全國各縣

市，並落實執行有關檳榔管理的法令，以營造無檳榔危害的環

境。

(10)  規劃打斷檳榔的種植與產銷之機制，限制檳榔種植面積、販售與

嚼食檳榔之地點。

(11)  成立專責部門以規劃口腔癌防治等全國性口腔醫療政策，改善與

控制持續升高的口腔癌死亡率及發生率。

(12)  推動衛生教育宣導口腔癌的正確知識，避免民眾對口腔癌及口腔

黏膜病變的知識錯誤或不足，導致導致對口腔癌及其相關病變之

延遲或逃避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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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報告（2002年）指出，全球每年有200多萬人的死

亡原因可歸咎於缺乏運動。無論在已開發國家或發展中的國家，普遍

存在著「身體活動不足」的問題。而由於身體活動(運動)量減少，相

對的罹患癌症、中風、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骨質疏鬆、憂鬱症

等疾病的比例也逐年增高。根據衛生署1999年之統計，我國十大死因

之前五名為惡性腫瘤（癌症）、腦血管疾病（中風）、心臟病、意外

傷害、糖尿病，而高血壓則為第九位死因。男性及女性之平均壽命已

分別高達72及78歲，體能欠佳再加上自然老化的現象、身體活動(運

動)習慣之改變、以及疾病傷害之影響，將對中老年人健康及體能影響

更大。經常適當的身體活動不僅可改善心肺耐力及肌耐力、減少骨質

流失、增加柔軟度及關節活動度，更可減肥、預防高血壓及心臟病等

慢性病。因此，經常適當的身體活動(運動)不僅可增強體適能，更可

促進身心健康及預防疾病。 

因此透過文獻回顧，希望能為國人改變普遍欠缺身體活動與體適

能的概念、認識身體活動對身體老化以及疾病預防的益處。經進行較

大規模文獻的深入研究與探討，回顧國內外文獻一千餘篇，並再經過

六次嚴謹的專責小組會議、委員會的初審複審、專家任務會議等，進

行對不同階段的文稿進行討論與建議，至成果發表會方以完成。以下

即從身體活動與心肺耐力及身體組成、身體活動與老化、身體活動與

疾病預防等三個方向，分別從文獻回顧之重要發現與其政策建議，進

行摘要介紹：

文獻重要發現

身體活動改善心肺耐力及身體組成

身體活動或運動可以改善耗氧量、氧的使用、血壓、血膽固醇、

身體組成、凝血因子與心跳率等生理特性，因而提升了心血管適能，

進而降低心血管的罹患率與死亡率。由於身體活動產生能量的消耗，

身體活動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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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影響身體組成的變化，甚而改善肥胖，消耗過多脂肪的堆積。文獻

回顧中發現大部份的研究皆指呈身體活動與肥胖症有顯著相關。身體

活動可以減輕體重，也可減少體脂肪與減緩體重下降時「去脂質量」

之減少，並可改善肥胖者之心肺耐力。此外也發現合併飲食控制與身

體活動介入措施，則會比單獨飲食控制有較佳的減重效果。

同樣地，所有的文獻均指出兒童青少年肥胖盛行率也有愈來愈高

之趨勢。研究顯示肥胖症可能與兒童青少年身體不活動伴隨之行為特

徵更有直接關係，如觀看電視之靜態活動所造成多吃高糖、高脂的零

食，以及降低身體基礎代謝率。研究大多發現非高強度的身體活動介

入，即可有效的改善肥胖兒童青少年短期和長期的心肺耐力，其效果

甚至比改善身體組成更早出現或更明顯。增強日常生活活動，尤其是

採用降低坐式生活的活動策略並搭配飲食控制，不僅有顯著之短期改

善效果，也可以有顯著1至10年之長期效果。

身體活動可減緩老化造成之功能退化與提昇生活品質

老化會造成身體功能的退化，若伴隨疾病則不但影響健康，提高

失能的機率，降低生活品質，並可能妨害家人正常生活。亦會造成社

會照護成本增加與國家整體醫療資源之高耗用。研究認為對於老人的

健康照護應當朝向壓縮疾病發生的時間，盡可能讓老人維持健康，提

高其功能，讓生病的時間點往後擠壓到死亡前短暫的時刻。因此可藉

由身體活動減緩因老化的身體功能退化進而提昇生活品質。身體活動

對肌肉骨骼系統的益處最為明顯；且年輕時養成運動習慣，會有較高

的骨質密度、較少有退化性關節炎、肢體的協調與應變能力較佳，以

致比較不容易跌倒骨折。但若年紀大時才開始運動，也仍然有相類似

的益處，甚至若是骨質疏鬆、退化性關節炎及臥病在床的病人，只要

選擇合適的運動，仍然可以得到病情的緩解、健康的提升及生活品質

的提升。然而對於老人多為靜態的生活型態，除平日既有的活動型態

外，對於進一步的身體活動須考慮是否會造成的傷害以及是否有心臟

血管合併症的危險，需要經過適切的健康及理學上的評估與選擇，並

可發展適合中老年人及患者保健與復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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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活動可以改善高血壓、血脂異常及氣喘與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

身體活動總量、跑步、重量訓練、步行以及其他方式的身體活

動，皆可降低血壓、改善血脂狀態。研究建議，增加身體總活動量，

將「有氧性」身體活動強度由低至中、由中至高的循序提升，以及進

行抗阻力型的肌肉適能訓練，是減少冠狀動脈心臟疾病和高血壓、血

脂異常的最佳策略。

身體活動對於氣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之患者而言，常因患者害

怕引發症狀而採取靜態生活，惡性循環的結果使得身體活動功能逐漸

低下。其實氣喘患者若避免刺激原，並妥當的使用氣管擴張劑，藉運

動訓練增加氣道對收縮的抗力等措施，也可有活躍的日常生活，甚至

成為運動好手。文獻更發現，持久的中等到劇烈程度的有氧訓練可促

進氣道擴張，且隨運動強度之增加，兒茶酚胺（catecholamines）分

泌增加，可促使呼吸道通暢。但身體活動或運動對氣喘患者之挑戰

主要在於運動誘發性氣喘(exercise-induced asthma; EIA)的預防與控

制，為避免EIA的發生，運動前必須使用氣管擴張劑，運動後需監控2

小時。

慢性阻塞性肺疾則是因為其不可逆的氣道狹窄，患者可明顯感受

因運動引發的呼吸困難，加上骨骼肌肉病變，活動耐力更為不佳，

造成身體活動功能低下，影響生活品質。藉由呼吸訓練合併運動訓練

可以增加患者的活動能力、減輕呼吸困難的現象。不過，給予運動訓

練之前，宜先調整呼吸方法，改善橫膈活動失能與氣道早期扁塌。此

外，給予上下肢肌力與耐力運動訓練，有助於改善周邊骨骼肌細胞病

變，使走路距離增加，呼吸困難感減輕，生活品質改善。進行高強度

的運動可以提高患者的最大運動強度，中度運動可以改善活動時的代

謝反應，提高活動的能力。若是重度與老年的慢性阻塞性患者可能無

法參與高強度的運動訓練，則採低強度的運動訓練增加其肌力、柔軟

度、移動性及平衡感，以達到促進健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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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1)  建議我國四十歲以上人口的健康檢查中，將運動測試檢查列入檢

查之項目，以瞭解在較大心臟負荷下的潛在疾病，更能確保運動

時的安全。

(2)  加強醫療人員對運動生理學與運動處方的知能，使開立之運動處

方能有效執行，以提昇健康效益。

(3)  推動依據國人個人興趣，規劃運動具生活化與趣味化，並富地方

性或全國性運動之活動，使之成為習慣，達到國人透過健身以促

進健康的目的。

(4)  發展適合國人的中、低強度運動方法，配合中老年人及患者保健

與復健之用。

(5)   推動醫界與運動界之合作模式，共同規劃慢性病人的體能復健內

容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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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是造成全球成年人提早死亡 (premature death) 最主要的單

一原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01年的統計，全世界目前約

有11億吸菸人口，每10秒鐘就有一人因吸菸而喪失生命，每年有超

過400萬人因菸害而死亡；而到西元2030年時，每年將有1000萬人

死於吸菸相關疾病，超過因愛滋病、肺結核、車禍、自殺及謀殺而死

亡的人數總合。我國目前有400多萬吸菸人口，自從1987年洋菸開放

進口以來，吸菸率不斷上昇，雖然在政府及民間的努力之下，近幾年

稍有降低，然而青少年及女性吸菸比率卻有增加的趨勢，而國人開始

吸菸的平均年齡亦有逐漸年輕化的傾向。吸菸行為如流行疾病般，在

世界各地快速擴散，世界衛生組織更將吸菸所引起的疾病稱為「可以

預防的最嚴重生理疾患」，可見菸害及禁菸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的重

要課題。

吸菸是一個相當廣泛的問題，牽涉到健康危害、疾病治療、行為

分析、人格特質、社會文化、環境管理、政策法規、經濟效益等各種

不同的層面。為此回顧國內外文獻共1千餘篇，經過六次嚴謹的專責

小組會議、委員會的初審複審、專家任務會議等，對不同階段的文稿

進行討論與建議，直至成果發表會才完成。以下即從吸菸之流行病學

與行為研究以及吸菸對心臟血管與肺部之影響等二個方向，分別從文

獻回顧之重要發現與政策建議，進行摘要介紹：

文獻重要發現

高吸菸盛行族群及其行為特質

我國成人吸菸盛行率以具中小學學歷者，藍領階級及原住民吸菸

盛行率較高，顯示弱勢族群吸菸盛行率較高。1980年以來，我國成

人吸菸率有微幅下降的趨勢，而以男性及中老年族群下降最多。然而

青少年吸菸人口卻是增加且開始吸菸的年齡層亦逐漸下降當中，國中

生吸菸者常自國小五、六年級開始吸菸，且青少年吸菸的比率隨就讀

吸菸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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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增加而有提高的現象，惟中途輟學的青少年並未涵括在內，因而

造成我國在青少年吸菸率可能有低估的現象。

為進一步瞭解國人之吸菸行為，文獻歸納出以下6種因素，可藉

此發展出有效的介入策略。(1)人格特質：具有外控、外向、反叛及低

自尊者易有吸菸行為。(2)認知因素：民眾對菸害及菸害防制法之認識

有待加強。(3)情意因素：應強化民眾（尤其是兒童與青少年）之反菸

態度、提高其健康信念，並進一步澄清其價值觀，強化其自我效能。

(4)行為因素：吸菸、飲酒及嚼食檳榔等不良習慣有聚集現象，是吸

菸的高危險群。應從這些高危險群著手，發展長期、階段式的拒菸教

育及壓力調適訓練。(5)家庭環境因素：吸菸行為可能受到家庭參考對

象的影響。(6)學校社會環境因素：同儕壓力、學校及機構之行為規範

會影響個人吸菸。因此應將影響個人吸菸的「同儕鼓勵」轉化成不吸

菸的有效資源；訂定並落實學校、工作場所及公共場所無菸環境之目

標；規範不當之菸品廣告及促銷活動；限制吸菸的方便性及菸品的易

近性。

吸菸危害心臟血管與肺部健康

吸菸可加重且加速血管壁上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是造成冠狀動

脈心臟病最重要的危險因子。吸菸者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危險性與

吸菸量呈劑量-反應相關，其死亡率較不吸菸者高出70%。吸菸者因

冠狀動脈心臟病而死亡的危險性是終生不吸菸者的2倍；如戒菸一年

後，可將危險減少50%，之後逐年遞減；戒菸15年後，危險性與不吸

菸者相近。此外，吸菸者腦血管疾病危險性以50歲左右最明顯，隨年

齡增加而遞減；65歲以上則與不吸菸者無差異。戒菸可降低發生缺血

性中風及蛛網膜下腔出血的危險；戒菸後中風的危險在5至15年內回

復到等同於不吸菸者。此外，吸菸也是造成動脈粥樣硬化性周邊血管

疾病最強的危險因子，因主動脈瘤破裂的死亡機率遠大於不吸菸者。

戒菸顯著降低了發生阻塞性周邊血管疾病的危險性。

近十年來，肺癌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一直名列國人十大死

因。吸菸與二者之盛行率和罹病率均有顯著相關。吸菸更被認為是引

起肺癌的最主要原因。根據香菸煙霧致癌成份分析證實，吸菸與二手

菸是引起肺癌的最主要原因。組成二手菸成份最主要的側流煙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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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甚至比主動吸菸吸入的主流煙致癌物濃度高。台灣地區有關肺癌

與主動吸菸的流行病學研究與國外的研究結果類似，包括吸菸者比不

吸菸者得到肺癌的危險性為高，吸菸得到鱗狀上皮癌與小細胞肺癌的

危險性較高，每天的吸菸量、菸齡、吸菸頻率與深淺都具有劑量效應

等發現。此外，也發現一般認為二手菸是造成不吸菸者得到肺癌的重

要原因。

吸菸是造成COPD最重要的危險因子，但吸菸誘發COPD的機轉

迄今未明，較重要且被接受的理論有蛋白酵素和抗蛋白酵素的失衡、

氧化物和抗氧化劑的失衡、肺部neuroendocrine細胞和bombesin-like 

peptides的增加、纖維母細胞主導的組織修復有瑕疵等。除戒菸外，

COPD的治療迄今仍無有效、能緩和病情惡化的藥物治療。由於文獻

指出：吸菸被確認與肺功能的衰減有顯著相關，吸菸量愈大者，衰

減愈快，因此必須正視青少年日趨嚴重的吸菸問題。青少年肺部由

於仍處於發育階段，吸菸會減緩發育速度，縮短肺功能的高原期，致

使甚在二十歲之前就開始衰退，並造成呼吸道症狀和疾病增加；往後

該青少年若成為年輕的吸菸家長，二手菸更使胎兒和兒童受到菸害。

而吸菸的青少女成為母親後，若在懷孕時吸菸，將會影響胎兒肺功能

發育。文獻探討也發現所謂淡菸、低尼古丁及低焦油的成份並非真的

降低對身體的危害，並且希望未來能探討量化二手菸的暴露造成的危

害，以上文獻發現更可作為公共場合禁菸更有力的論點。

政策建議

(1) 援引國外實例加強對香菸廣告的限制。

(2) 利用媒體廣告加強宣導菸害，並強化對弱勢族群的保護。

(3)  定期監測吸菸行為的盛行情形，有效推動菸害防制之活動並評價

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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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菸害防制教育應從小學開始，教職員並應以身作則，避免吸

菸行為對學生產生不良示範。

(5) 加強吸菸長期性研究，並以既有原始研究成立資料庫。

(6)  分析造成吸菸環境的因素，藉由立法、稅收、教育等方式減低個

人吸菸行為的養成。

(7)  統一國人吸菸行為及吸菸率之定義，釐清不同環境因素所引起之

交互作用的研究限制。

(8) 結合吸菸盛行率調查，瞭解與掌握吸菸對國人疾病的影響。

(9)  加強醫事人員戒菸諮商之訓練並規劃未來提供菸癮治療之給付制

度。

(10) 規劃與推廣菸癮復發預防介入課程。

(11)  修訂菸害防制法與監督其執法上的落實，全面推動公共場所禁菸

政策，並配合警察機關加強取締違規民眾，以促使吸菸者戒菸。

(12)  鼓勵企業界設立或贊助戒菸研究公益機構，專門執行菸品防制的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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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是健康的基礎，由於經濟之發展，國人營養已相當豐富，營

養不良情況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飲食不當導致的營養結構失衡。

常見的肥胖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慢性病都與飲食不當有關，飲食的正確

與否決定了我們的健康。體重過重或肥胖問題更是目前國人極為關心

的議題且其對健康影響甚鉅，在近十年來衛生署公佈的國人十大死亡

原因中，超過一半以上的疾病與過重或肥胖有關，據衛生署1992年

至1997年之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BMI大於26.4之盛行率在

男、女各為14.6%及15.8%，而各年齡層之體重均較1986年至1988

年之調查增加2-5公斤。飲食不當除了肥胖問題，也是一些慢性病的

主要成因，如何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真正促進健康的飲食觀念，的確

是目前國人極為關注之問題。為此回顧國內外文獻共一千餘篇，經過

六次嚴謹的專責小組會議、委員會的初審複審、專家任務會議等，對

不同階段的文稿進行討論與建議，直至成果發表會才完成。以下即從

飲食與生長發育、體重控制，以及對疾病的預防等二個方向，分別從

文獻回顧之重要發現與政策建議，進行摘要介紹：

文獻重要發現

飲食影響生長發育、體重控制

飲食與國民健康關係極為密切，而飲食對國民之生長發育、兒童

體位的發展影響甚鉅，尤其是營養過剩造成之兒童肥胖，將來有極高

機率發展為成人肥胖及發生與肥胖相關疾病。因此先就兒童正常體位

評定標準來探討，再就兒童期肥胖與預防，從兒童肥胖的定義、標準

認定、在臨床上如何應用、以及如何進行體重控制等問題予以討論。

體位測量所獲得之資料可做為嬰兒或兒童生長發育的重要指標。二次

大戰以來，台灣地區兒童身高、體重的成長情形已有改變。此外，母

親子宮內的環境、母親懷孕時的體位、嬰兒出生體重、母乳哺育與副

食品添加、素食與社經地位等因素對兒童正常體位生長有極大影響。

飲食與人體健康

�������



68 ︱論壇十年︱ 69︱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飲食與人體健康︱

成人肥胖的標準並不適用於兒童，因此在訂定兒童肥胖的標準之前應

確定何種體位評定方法有較高的體脂肪測量效度。就公共衛生篩檢的

目的而言，身體質量指數似乎是目前較適合做為台灣地區兒童肥胖的

指標；而在臨床使用上，或需以三頭肌皮脂厚度，配合身體質量指數

來共同使用。

兒童低活動量是造成兒童肥胖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看電視時不

動、並且伴隨吃高脂肪、高熱量食物。輕度兒童肥胖的治療只要少攝

取汽水、飲料、零食即可達到目的。中度肥胖者採1200-2000卡均

衡飲食，如此1星期減0.5公斤體重，是安全的減重方法。嚴重肥胖者

採1天800卡、高蛋白、低醣飲食，減肥效果雖大，但由於副作用也

大，減重或減肥均應由專業人士指導。然而肥胖對成人會造成多項慢

性健康問題，雖然其成因相當複雜，但飲食與體重控制仍有極大的關

聯，可利用飲食方法來控制體重，但須斟酌其成效及危險。

飲食可維持最佳免疫能力、預防腫瘤與骨質疏鬆

營養素的缺乏會使免疫力減弱，容易感染疾病或延緩疾病的痊

癒。如何藉由飲食以維持最佳免疫力，乃是研究者極欲解開的謎題，

根據目前相關研究的成果，日常飲食宜適量且選擇蛋白質品質高的食

物、避免高量油脂的飲食形態並均衡攝取飽和油脂、單元不飽和油

脂與多元不飽和油脂，與維持低量魚油的攝取。在維生素與礦物質方

面的攝取，宜在每日營養素建議攝取量的範圍內，達增進免疫力預防

疾病的效果。另外，食物中的抗氧化物與類胡蘿蔔素等的成分具預防

腫瘤的機制。天然的抗氧化物包括：黃綠色蔬菜、水果、黃豆(含染

料木黃酮；genistein)及茶葉(含兒茶素；catechin)。天然類胡蘿蔔素

包括：β-胡蘿蔔素、蕃茄紅素、葉黃素、玉米黃素和隱黃素等。紅

酒中含resveratrol和quercetin等多酚類均有抗氧化物質。此外具抗氧

化功能之食品添加物包括：維生素C、維生素E、硒、類胡蘿蔔素、

turmeric等。至於非抗氧化物之預防癌變機能性食品則包括：膳食纖

維。

此外有關國民營養健康的調查結果顯示，國人鈣質每日攝取量低

於建議攝取量則會影響體位或骨質密度而造成骨質疏鬆。飲食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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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疏鬆症的形成與預防扮演一個顯著角色。維生素D及鈣合併使用可

有效預防老年人的骨質流失。植物性雌激素可預防停經後之骨質疏鬆

症，黃豆製品即富含植物性雌激素。此外，適量的體能活動及攝取足

夠之維生素K、鉀、鎂及維生素C等皆與增加骨密度有關。食物中之植

酸及草酸皆使鈣不易吸收，而降低鈣的利用性。

政策建議

(1)  整併現有兒童體位資料，完成我國0至18歲之各種體位生長曲線

表製作。

(2)  建議將我國青少年肥胖的定義，建議以超過身體質量指數26作為

標準，幼兒與兒童之肥胖標準則以該年齡、性別之95百分位身體

質量指數為標準，並可用三頭肌皮脂厚度來輔助。

(3)  對肥胖治療及預防的介入研究，可依年齡層區分並將行為改變的

理論放進肥胖管理，並瞭解如何預防體重減輕時肌肉的流失與長

期成功的控制體重的主要因素，以及其他如手術治療、藥物治療

的長期成效。

(4)  鼓勵對體脂肪組成的分佈與健康相關性的研究，發展可精確計算

熱量攝取與消耗的方法。

(5)  規劃確實達成體重控制的指引，訂定防治目標，建立各衛生教育

單位的實施之措施，達到整個社會對肥胖的預防和治療有正確的

觀念。

(6)  提昇有關肥胖症研究的素質，以誘導產業界加速在肥胖症及與肥

胖相關疾病之診斷試劑及治療藥品之研發製造。並建立肥胖症及

其相關疾病之DNA資料庫，以提供基因研究對肥胖症及與肥胖相

關疾病之預防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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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防治骨質疏鬆症之大規模且長時期的追蹤研究，包含各年齡

層之營養、體能活動、遺傳及其他生活型態因子，及骨密度之變

化與建立最大骨量之資料。

(8)  以科學方法探討具防癌效果的機能性食品所宣稱之療效，並統一

由國家專責單位發布與管理。

(9)  設立國家級非營養素植物化合物資料庫，清楚瞭解食用的蔬菜和

水果中所含之植物化合物的確實種類。

(10)   訂定國家標準之飲食指引，促進正確的飲食調整以達到疾病預

防，減低慢性病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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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飲酒的健康危害

飲酒會造成許多身體疾病、精神疾病及意外傷害，為公共衛生的

重大課題之一。在全球疾病負擔研究中，全世界因疾病造成失能的危

險因子中，酒精排名第三，在已開發國家中更是高居第二位，約佔所

有疾病失能人年損失的9.6%。雖然國內缺乏酒精造成死亡或罹病的全

國性資料，但是在十大死因中有許多疾病是直接或間接與酒精有關。

雖多數醫學研究報告指出-適量之飲酒有益心臟血管疾病，然國際癌症

研究中心(IARC)很早就將酒認定為一級致癌物，而人類過量飲酒造成

健康危害的證據亦相當充分。瞭解飲酒的流行病學及相關因子，進而

預防酒精引起之相關傷害是刻不容緩的。為此回顧國內外文獻共347

篇，經過六次嚴謹的專責小組會議、委員會的初審複審、專家任務會

議等，對不同階段的文稿進行討論與建議，直至成果發表會才完成。

以下將從文獻回顧之重要發現與政策建議，進行摘要介紹：

文獻重要發現

從流行病學發現影響飲酒行為的相關因子素中，兒童期之氣質因

素，如行為失控或行為抑制、追求新奇或傷害迴避等，是酒精使用問

題的重要預測因子；其他家庭、社會因素，例如父母或同儕吸菸或飲

酒，也會影響青少年的飲酒行為。而酒精代謝　的活性會影響酒精進

入人體內的代謝，與飲酒後臉部潮紅等副作用有關。飲酒對健康之危

害已證實與消化道癌症相關，而罹患口腔癌、咽癌、喉癌、肝癌的危

險性甚至與飲酒的劑量呈正比。目前雖然有些證據指出飲酒與胃癌、

胰臟癌、結直腸癌有關，但尚未受到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的確

認。近幾年的研究結果也還是支持IARC在1988年的報告，有關消化

道癌症方面，只有食道癌與肝癌和飲酒有強烈的相關，胃癌、結直腸

癌和胰臟癌證據均不足以證實和飲酒有關。

對飲酒問題的預防與介入，國外證實：最低飲酒年齡之限制、降

低酒後駕車與短期戒酒介入，對於飲酒問題的減少有較明確的影響；



72 ︱論壇十年︱ 73︱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過度飲酒的健康危害︱

酒品警語標示對飲酒行為卻沒有影響。國內有許多法令與飲酒相關問

題有關，例如限制青少年飲酒、販賣酒品給青少年、限制酒後駕車及

酒品促銷或廣告的警語標示等。然而，仍有待法令的繼續落實並且進

一步探討其降低飲酒之相關研究。

政策建議：

(1) 建議更進一步對國人飲酒量與飲酒相關傷害的實際情形，進行本

土研究。

(2)  推廣低危險的飲酒行為之資訊與教育，並定期實施全國性飲酒普

查，以瞭解國內的飲酒趨勢及盛行情形，以便做為日後相關法令

制定、政策執行成效之評估依據。

(3)  建議進行酒癮基因之研究等，應以家族成員為對照組，避免採用

傳統的病例對照法，以免造成偽陽性。

(4)  需落實合法飲酒年齡之法律、確實執行減少酒後駕車之法律、在

社區或基層醫療單位實施飲酒篩檢，針對危險性飲酒的個案施予

短期介入，有效降低酒精相關傷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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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的海洛因，安非他命（amphetamine）以及

相關衍生物如甲基安非他命、MDMA（3,4-methylenedioxymetham

phetamine）等物質，雖然開始都有醫療用途，但是很快引發普遍濫

用，而成為世界各地非法藥物主流。據聯合國2000年的Drug Report

估計，全世界在1990年代末期15歲以上的人口約共有1億8千萬 

(4.2%) 的人使用毒品，亞洲地區佔了三分之二，特別是在泰國、中

國、緬甸、菲律賓、日本、南韓、台灣等國家。近年來藥物不當使用

在台灣青少年族群相當普遍且嚴重，使用俱樂部毒品(club drug)，如

MDMA(搖頭丸/快樂丸)、ketamine (K安)、笑氣等毒品於2000年開

始在年輕族群大量流行，形成藥物不當使用的另一個次文化，此突顯

藥物濫用在台灣的嚴重性，成為當今公共衛生上重大挑戰。

由於藥物不當使用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牽涉到健康、家庭及

社會危害、疾病治療、行為分析、人格特質、暴力及走私、政策法

規、經濟效益等各種不同的層面，不僅挑戰我國醫療界的應對能力，

更突顯出防制上必須跨領域合作的強烈需求。透過國內外文獻共394

篇的回顧，並經過六次嚴謹的專責小組會議、委員會的初審複審、專

家任務會議等，對不同階段的文稿進行討論與建議，直至成果發表會

方告完成。以下便針對國人藥物濫用或依賴的行為以及藥物濫用或依

賴行為的防制等二個方面，從文獻回顧之重要發現與政策建議，進行

摘要介紹：

文獻重要發現

國人藥物濫用或依賴的行為

研究指出藥物濫用或依賴會產生中毒、戒斷等身體疾患，亦可能

引發諸多精神疾病，而許多研究更指出，即使少量的快樂丸也可能產

生神經毒性而致損害記憶以及認知等功能，並非安全的聚會藥。尤其

安非他命類藥物成癮會導致的精神疾病以及對原有精神疾病的影響，

藥物不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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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醫療上面臨的一大挑戰。精神病狀態包括妄想、幻覺、情緒障

礙、重複行為等，嚴重時可能會有癲癇、中風或心血管方面病變甚

或死亡等身體傷害。長期使用中樞神經興奮劑會對心理造成焦慮、沮

喪、阻礙人格正常發展。甚而造成社會問題，影響社會治安。

藥物濫用或依賴行為的防制

由於藥物濫用問題涉及層面甚廣，因此有效的防制措施必須結合

犯罪學、經濟、社會、心理、教育、醫療、以及公共衛生等各領域。

藥物濫用防制工作以減少毒品需求、供應、降低毒品相關問題或傷害

為主要目的。同時需能掌控流行趨勢、建立監測系統，進而探討藥物

濫用相關問題。對藥物使用的原因、型態及長期對行為的影響，應作

較長時間的監控調查，才能有利於相關政策的擬定。在防止非法藥物

製造、販賣等非法行為，如何掌握正確可靠的非法藥物的消耗資訊以

及價格變動的資料也是相當重要的。另防制工作可從經濟層面切入，

對於非法藥物之需求防制政策，增加患者治療的可近性使其需求減

少，也是防制對策之一。供給面之管制係指禁止使用、對毒品犯定罪

等政策。

政策建議：

(1)  建立國內藥物濫用監控系統，以及推廣「電腦輔助式自我訪談」

以提升藥物陳報率，掌握藥物濫用之現況。

(2)  毒品宣導教育應強制納入學校課程，並加強其學習如何拒絕各種

藥物引誘的技巧，學校應設置提供初步諮詢與輔導的專責單位。

對合法的成癮物質，例如香菸、酒精、檳榔等這些入門藥物，也

應加強宣導，降低使用。

(3)  建議醫療單位應針對不同濫用程度者，開發各種治療處置方案，

並以實證醫學之方法評估不同療法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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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育更多戒毒相關的專業人才，擴充醫療設施與鼓勵醫院或慈善機

構投入成癮戒治的業務，引進與開發適合本土的戒毒模式。

(5)  建議可在健保體系外，仿目前戒菸門診的模式，由政府單位部分補

助非法物質成癮的治療費用，包括藥物與心理諮商的治療項目。

(6)  引進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BPN)作為維持療法的藥物，以

治療長期嚴重慢性化的成癮者。

(7)  結合司法與醫療的力量修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可以參照一

些國外相關的法律條文，將初犯或輕犯者處以社區勞動刑罰，或由

法官勒令入院治療與輔導等替代方案，嚴重成癮者，除強制勒戒之

外，可判以更重的刑責。

(8)  充實勒戒與戒治處所的軟硬體的設施與配備，並且落實出所後的繼

續驗尿作業，以發揮司法的牽制力量，減少再犯的可能性。

成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序)

委員會

召集人 賴美淑

委員  丁予安、江俊斌、李蘭、宋鴻樟、周碧瑟、林正常、姚克明、

陳俊忠、陳建仁、張美惠、郭壽雄、黃伯超、黃青真、

 葛應欽、潘文涵、韓良俊 

飲酒專責小組

王正一、宋鴻樟、吳登強、林瑞雄、胡海國、郭鐘隆、陳為堅、

陳喬琪、陳俊興、張家楨、葛應欽、蔡世盟、鄭博仁

檳榔專責小組

王東堯、王俊秀、王敏瑩、朱迺欣、江正陽、江俊斌、李景美、

李 蘭、邱清華、柯政郁、林立民、洪百薰、施伶宜、徐茂銘、

高壽延、許銘能、陳秀熙、郭彥彬、黃振勳、張國威、張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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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評、靳應臺、湯月碧、楊奕馨、劉宗榮、劉滄梧、葉琇珠、

蔣連財、蔡吉政、蔡森田、蔡銘修、閻愷正、鄭景暉、賴美淑、

韓良俊、謝天渝、鐘景宏

身體活動專責小組

丁予安、王亭貴、王鐘賢、方進隆、吳清平、吳英黛、吳文豪、

吳慧君、吳姿瑩、李寧遠、李世代、李淑貞、周正亮、季瑋珠、

林正常、林啟禎、林貴福、林曼惠、林麗嬋、邱艷芬、祝年豐、

卓俊伶、卓俊辰、洪建德、陳文英、陳俊忠、陳思遠、陳相榮、

陳偉德、高毓儒、張振崗、張蓓貞、曾春典、許樹淵、黃新作、

黃伯超、黃瑞仁、黃德揚、黃彬彬、郭志輝、郭壽雄、劉建恆、

劉慧俐、羅鈞令、湯馥君、蔡熒煌、蔡敏忠、衛沛文、賴金鑫、

鄭綺、謝伸裕、蔚順華、謝錦城、蕭光明

飲食專責小組

王志堯、王果行、王朝鐘、江伯倫、何橈通、李燕晉、李宏昌、

余俊強、余家利、呂紹俊、呂鋒洲、林仁混、林清淵、林薇、

林璧鳳、邱正芬、胡淼琳、高美丁、許金川、莊立民、郭集慶、

陳偉德、陳曉鈴、曾明淑、游素玲、黃天祥、黃伯超、黃德揚、

黃青真、黃璟隆、張美惠、郭明良、楊榮森、楊偉勛、葉松鈴、

鄭安理、鄭啟清、蕭水銀、顏國欽、潘文涵、蔡克嵩、蔡敬民、

盧立卿、蕭寧馨、謝明哲、簡怡雯

藥物濫用專責小組

宋鴻樟、宋維村、呂淑妤、李志　、李蘭、林式榖、林信男、

姚克明、陳志根、陳為堅、潘俊宏、蔡尚穎

菸害專責小組

丁予安、王家弘、江啟輝、江漢聲、朱信、宋鴻樟、李蘭、

沈建業、林幸榮、周碧瑟、周桂如、胡淑貞、高森永、許昺奇、

吳聖良、陳淳、陳育民、陳震寰、郭壽雄、郭鐘隆、曾春典、

曾淵如、黃松元、黃怡超、黃淑貞、黃嵩立、張西川、楊泮池、

姚克明、陳誠仁、陳麗華、黃明賢、劉潔心、劉祥仁、劉紹興、

蔡俊明、蔡誾誾、蕭光明、謝文斌、謝豐舟、嚴道



78 ︱論壇十年︱ 79︱長期照護︱

長期照護

一.現況分析
1993年我國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之後，至今老年人口佔

總人口數之比例仍持續快速成長中，預計在28年後，也就是約

2020年時，老年人口就會倍增到14%，這意涵著需要長期接受

照顧的人口將隨之快速遞增，社會的照顧成本也將持續上漲。

政府雖然也意識到我們即將面臨的高齡化問題，積極地推動

各項政策措施，但是整個政策導向一直不夠明朗，負責的政府

部門也分由衛生署、內政部、經建會、退輔會等各司其政，實

有必要建構一個橫向溝通平台，提供相關專業人士進行意見交

換，凝聚共識。

二.目的
因應人口高齡化之重要課題，提供國內專家多面向溝通的

平台，1999年於論壇設置長期照護委員會，期針對當前重要之

長期照護相關課題，凝聚國內專家共識，提供建言。 

三.研議過程
研議方式主要為邀請相關領域專家不定期召開研議主題會

議，以宏觀與前瞻之角度，深入探討當前長期照護相關政策與

實務問題。由於長期照護所涉略的領域相當廣泛，本委員會歷

屆皆盡可能邀聘所有相關領域之資深專家學者代表擔任委員，

再由委員延攬相同領域之國內外學者專家，針對不同之專業主

題分別進行小組之研議活動，或以深度專家座談、或規劃大型

公開研討會議等方式，凝聚共識，提供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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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體成果
已完成之研議活動包括長期照護復健服務模式之探討、台

灣長期照護機構經營問題與展望、長期照護評估工具MDS之實

務與應用國際研習系列、長期照護財務制度規劃、社區化長期

照護之發展策略、台灣精神障礙者社區照護之發展等主題，而

長期照護營養服務則是目前刻正執行中之研議活動。詳細內容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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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復健
服務模式之探討

長期照護主要照護對象之病情多半處於穩定狀態，形成長期照護

服務具有「以生活照顧為主，醫療照護為輔」之特質。為維持個案生

活品質、提升其生活能力，復健服務是不可或缺的。鑑於此一需求，

本案針對長期照護復健服務個案定義、服務團隊、輸送體系及給付等

相關問題，於2000年規劃辦理「建立長期照護復健服務模式座談系

列」。本座談系列共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專家學者之書面意見

交換與相關論述之撰寫；第二階段則為核心座談會，共分四個場次辦

理，各場次議題與討論重點摘錄如下：

第一場  長期照護復健個案之定義與認定標準：(1)長期照護復健個案

之定義、(2)長期照護復健個案認定方式及標準之建立、(3)收

案標準、結案標準之建立與參考之評估工具。

第二場  長期照護復健服務團隊之組成、資格認定與分工：(1)長期照

護復健服務團隊成員之組合、(2)服務團隊之運作模式及權責

劃分、(3)長期照護復健服務內容之規範、(4)個案認定權之歸

屬。

第三場  長期照護復健服務輸送體系之建立、提供與管理：(1)長期照

護復健服務體系之單元及組成、服務提供與管理方式之建構、

(2)服務提供之時間與申請延長治療之限、(3)復健服務提供次

數之設定、(4)日間照護、居家照護、機構照護職能治療或物

理治療之收案流程。

第四場  長期照護復健之給付範圍與合理標準：(1)全民健保給付項目

中應增加之職能治療的服務項目、(2)健保給付原則。

以上系列活動所得成果及文章論述已彙整成報告書─「長期照護

復健服務模式之探討」，本出版品為國內長期照護復健服務領域罕見

之著作，提供產、官、學界相關政策擬定或研究時之參考。由於復健

的專業分類多，本案僅專注在物理治療與職能治療，事實上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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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團隊仍需其他更多復健專業的成員加入，本案僅能盡力達到拋磚

引玉之效，帶動更多復健領域團隊加入長期照護之行列，以健全我國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並提升其照護品質。

台灣長期照護機構
經營問題與展望

我國長期照護機構經營者常認為法令規定過於嚴苛，導致經營困

難，該問題為普遍現象或是僅存在於某些特性之機構，實有更進一步

瞭解之必要。因此於2000年12月15日舉辦座談會，邀請各類型長

期照護服務機構主管、學者及行政體系代表，共同針對長期照護機構

之經營困境及未來發展、長期照護服務品質管理與發展等議題進行討

論，藉此瞭解問題所在，作為尋求改進方針之參考。

本座談會分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介紹如下：

長期照護服務需求面

以照顧者負擔的觀點來思考病人長期依賴對家庭造成的衝擊，以

及家庭照顧者所面臨的困境，引申對我國長期照護體系的期望─可獲

性(availability)、可近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另

外也從總體面與個體面的觀點切入討論財務應如何配合的問題。

長期照護服務供給面

居家照護系統面臨的困境最主要在於健保制度未考慮實際照護成

本，導致給付不足、且未依照護程度不同給予合理的給付、忽略對個

案的復健及營養需求、市場的惡性競爭、以及對長期投入照護工作者

缺乏獎勵措施。針對上述問題所提出的建議歸納如下：研擬合理的

給付及評鑑制度、獎勵措施、以及整合多元化居家服務補助條款。另

外，台灣目前護理之家成長速度驚人，且發現大部份的醫院附設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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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的佔床率和收費皆較獨立型護理之家高，因而建議未來可以將照

護人力比做為照護品質指標。

成本效益與照護品質的迷思

經專家分析長期照護機構的人事費用，因發現其佔總成本費用中

的比率相當高，建議若由醫院經營附設護理之家，應以舊有的醫院房

舍改建，且和現有的醫院結合，才得以節省費用，符合經濟效益並兼

顧品質。另外，本單元中亦指出目前品質管理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業

者惡性削價競爭及挑選個案，針對這些問題可能之應對策略包含：培

訓照護人力、研發適當的護理之家評鑑表、不定期評核並審查敦促品

質之改善等。

長期照護評估工具MDS之
實務與應用國際研習系列

照護品質能否提昇，其關鍵之一在於是否有良好的工具以評量優

質的照護計畫。有鑑於此，本案特與長期照護國際研究組織interRAI 

Corporation合作，辦理國際跨國性研習會議系列。

第一年度邀請該組織會長美國密西根大學Brant E. Fries教授，

以及亞洲區域負責人日本慶應大學池上直己教授至台灣，分別於

北、東、南三個地方各舉辦研習會，讓國人首先認識長期照護評估工

具：RAI (Resident Assessment Instrument)及MDS (Minimum Data 

Set)。接著第二年度則邀請interRAI所有會員來台灣現身說法各國的

實際運用狀況，由於interRAI所發展的評估工具保留5%的修改空間

讓使用的國家可依該國的民情修改內容，因此建議台灣可儘早建構

合適之RAI/MDS。interRAI也在訪台期間，舉辦了該組織之年度會

員大會。本研習系列結束後，在獲得interRAI授權後出版了「台灣版

MDS2.1機構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冊」與「MDS-HC2.0居家照護評估

工具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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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習系列活動所獲效益包括：(1) 台灣正式加入interRAI亞洲

地區會員國，與世界同步獲得RAI/MDS之最新研究更新資料，以及國

際發展最新資訊。 (2)間接提升照護提供者對於照護品質監控重要性

的認知。(3)獲得授權出版「台灣版MDS2.1機構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

冊」與「MDS-HC2.0居家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冊」，促進長期照護品

質評估之學術研究與臨床運用。

活動內容分述如下：

長期照護評估工具與實務應用國際研習會

本研習會邀請二位國外講者分別為美國密西根大學Brant E. 

Fries教授(interRAI會長)及日本慶應大學池上直己教授(interRAI日

本委員會會長)，其演講內容以介紹發展長期照護評估工具之國際

組織─interRAI及其所開發之評估工具RAI (Resident Assessment 

Instrument)及MDS (Minimum Data Set)、與此工具目前在全球各地

之實際運用狀況為主題。此外，邱亨嘉委員也特別介紹基本資料庫─

護理之家(MDS-NH)中文版在台灣之發展與應用情況。

新世紀長期照護政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

本研討會獲得interRAI Corporation、慈濟大學的協助及國科

會、內政部、衛生署、外交部、長庚醫院、耕莘醫院的經費補助

下於2002年3月8日至12日召開，本次會議共分三個部分進行：

(1)Payback Session：國內與會人士來自產官學界共達三百多人，研

討議題包括1)Policy Session: 主要介紹香港、韓國、英國、德國之長

期照護制度；2)Users Session: 分別從醫師、護士及管理者的角度來

看MDS於長期照護之運用；3)專題演講：日本慶應大學池上直己教授

以日本為例，論述長期照護政策於國家政策之重要性。(2)Close Door 

Meeting：針對長期照護政策專題，與德國、日本、香港、韓國、英

國之專家進行對談，參與討論的國內代表，除內政部、衛生署官員

外，還包括經建會及農委會主管，以及專家學者等。(3)interRAI年

會：interRAI自1992年成立10年以來首次在台舉行會員大會。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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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要針對長期照護評估工具的發展與改進進行討論，並且針對科

學性問題進行跨國性比較，各國會員代表也於會中報告評估工具於該

國的最新發展狀況。承各界專家學者共聚一堂，進行學術交流，意見

交換，對於我國長期照護策略之國際交流、實務經驗之提昇，並對早

日建立符合台灣的長期照護評估工具之基礎奠定，深具意義。

出版「台灣版MDS2.1機構照護評估工具使

用手冊」與「台灣版MDS-HC居家照護評估

工具使用手冊」

此兩套工具是基於提升照護品質的理念而發展出來的。前者主要

是針對護理之家而設計，當個案入住機構時首先可對個別狀況進行全

面評估，並進一步建立多面向之基本資料庫，此資料庫即可成為照護

計畫訂定之準則，並可督導服務品質之改善，乃至作為給付標準之參

考依據。而居家照護不同於機構式照護，照護人員無法在一天24小時

中，隨時親自掌握個案的狀況，因此MDS-HC之設計不但可以評估並

訂定照護計畫，也可以藉此清楚掌握個案的狀況及變化。除此之外，

還可依個案的疾病、照護需求，制定適合個案的照護計畫，並使工作

人員在執行面更加徹底、更加有效率。

長期照護財務制度規劃
面臨人口高齡化問題的國家，幾乎皆同時背負著總醫療費用與長

期照護費用高漲的問題。像是德國、瑞典、法國等人口老化來得較早

的國家，在1980年代末期，即開始針對這問題進行了相關的政策研

擬與改革。德國對於原有的醫療保險結構進行改革，並增加了長期照

護服務的給付項目。其後，於1995年1月開辦了長期照護保險，正式

將長期照護的費用從醫療保險中獨立出來；約在同時期，瑞典也針對

照護給付有所行動，開始了照護津貼的補助方案，將高齡者的居家照

護服務普及化；其他如法國、奧地利、荷蘭等也陸續開辦照護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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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補助方案；而鄰近的日本則參考德國的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為高齡

化率已經超過14%的日本社會量身訂做了一套獨特的介護保險制度，

並於2000年開辦，倍受台灣全國上下矚目與參考。我國產、官、學

各界也意識到我們即將面對這樣沉重的負擔與壓力，各方專家學者亦

積極從事高齡者的醫療或照護費用相關的研究、研討工作。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也同樣意識到我國人口老化

所可能引起的照護財源壓力，於2000年設立之初，立即成立財源與

支付小組，以便與服務體系的建構能有所呼應。本案歷經多次專家會

議、參訪長期照護機構與實驗社區、並舉行多次與業者的座談，目的

是希望實地了解國內長期照護服務之運作、人力的配備、照護的方式

與設施、激勵機制、以及收費情況等，其最終的目的是期望能對台灣

未來的長期照護財務制度盡一番心力，提供相關之基礎資料。

本計畫歷經專家會議、問卷調查、專家論文撰寫、召開研討會、

匿名審稿等過程，最後提出建構我國長期照護財務制度相關議題之

論文集。其內容包括： (1)德國、日本等已開辦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國

家之開辦經驗與效益評析，並評估我國建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的適切

性。(2)我國若開辦長期照護保險未來50年所需費用之概算。(3)分析

現今長期照護住民耗用健保資源情況，直接反應我國另建構長期照護

保險制度之必要性。本論文集已於2004年8月完成出版。

社區化長期照護之發展策略
近十幾年來，我國的長期照護資源已有明顯成長，且多屬於機構

式照護體系。然而，先進國家因應高齡化人口所衍生之老年人長期照

護的問題，已轉為以「原居養老(ageing in place)」為目標，並紛紛提

出落實「社區照護」政策。為推動「發展社區化長期照護之策略」研

議計畫，由學界、業界專家組成研議小組，歷經六次專家會議，規劃

出發展社區化照護系統可能需要之相關資源，分別以七篇具共識之論

述呈現出研議成果。此成果已出版成冊，有系統的由社區化照顧理念

基礎談起，並將高齡化先進國家社區照護的歷程與發展做詳盡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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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然後進一步討論我國近年來長期照護的發展與面臨的問題，

最後並提出將來發展社區照護體系的策略。

本案建議由於目前長期照護相關法令相當零散，為因應人口老

化，在短期內應整合現行相關規定及標準，如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

法，搭配緊急醫療救護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等法令，並加強照護過

程或結果之規範，以確保整體的品質。另一方面，國內應早日確立長

期照護服務法，以提昇國內長期照護相關服務之品質。至於長期照護

的相關財源，無論從附加保險、長期照護保險或年金籌措，必須及早

規劃，以保障失能者接受照護的權利與能力。由他國的經驗得知，充

權（empowering）強化服務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的責任，是未來社區

化服務發展的方向。為真正落實『公民參與』與『照護責任轉移至個

人』的目標，應對社區民眾不定期舉辦有關長期照護的最新知識與照

護技術的教育講習或座談會，加強宣導自我照護的責任，以及推廣社

會互助的精神，進而強化認識及參與長期照護社區化的觀念。

成果中也將本研議案所舉辦之「發展社區化長期照護之策略」全

國座談會之紀要附錄於後，其中所討論與建議之內容，除來自專家學

者外，亦有社會行政、衛生行政代表，包含各縣市衛生局、社會局的

正副首長，說明我國的社會行政、衛生行政已朝向融合的目標前進，

也證實各方對於完成建構長期照護體系之大業的關心與重視。希望本

案成果能提供各界於規劃或建構社區化照護服務時的重要參考。

台灣精神障礙者社區照護之發展
台灣近幾十年來精神照護的發展，一直以住院療養為優先。在健

保給付偏低、一般民眾對精神疾病仍存有污名化的印象，以及社會資

源匱乏等情況下，台灣社區精神照護的發展，一直是進展有限。無論

就人權觀點、社會整體價值、以及理想照護模式而言，社區精神照護

的發展是世界潮流，時勢所趨。然而，要如何建構未來社區精神醫療

與照護模式，才能體現連續性、完整性的全人照護，並兼顧台灣本土

特色、家庭價值及鄰里網絡系統，實為值得探討的一大課題。再者，



86 ︱論壇十年︱ 87︱長期照護．台灣精神障礙者社區照護之發展︱

我國亦有必要積極為規劃適合台灣本土特色的社區精神醫療與照護模

式而努力。有鑑於此，為加速推動相關體制之建構，論壇長期照護委

員會成立「台灣精神障礙者之社區照護發展」專責小組，每年度訂定

一相關議題主軸，逐項勾勒社區化精神照護體制之藍圖。本案成果包

括：(1)藉由辦理公開研討會，建立精障者及其家屬與產官學界溝通的

管道。(2)藉由專家小組討論會議，分析、釐清我國精神照護的現況問

題，提出合適的解決策略分析，供有關單位參考。(3)成果報告之出

版，適時提供決策者重要參考。各年度進行之主題與重點內容分述如

下：

台灣精神障礙者之照護發展

精神病患社區照護模式相當多元廣泛，為能呈現目前各種具有代

表性的照護模式，本計畫除舉辦公開討論會介紹目前各種社區照護模

式的介紹，進行各種社區照護模式的評析，並且針對未來理想社區照

護模式的規劃進行深度探討。期待能探討與規劃未來適合台灣本土，

兼顧理想與現實，具有特色的社區精神醫療與照護模式。同時期待能

實現完整且連續的全人照護，營造安全及充滿關懷的社區照護環境，

供國人、醫療行政、福利行政、民政行政與研究單位之參考。 

本計畫於召開多次內部專家會議後，舉辦公開研討會，與會人士

包括產官學界、病人及家屬共達200人。研討會主要探討內容，第一

個主軸名稱為「台灣精神障礙者照護之現況分析與未來發展」，分別

從衛生、社會福利、就業等三個政策層面，以及醫療、全民健保、家

屬與病友的角度探討我國現有之精神照護現況，與未來可能之發展；

另一個主軸名稱則訂為「台灣精神健康照護模式之探討」，分別介紹

目前較為成功的政府部門、民間部門、基金會之照護模式。第一個研

討主軸下共以六篇主題論述詳述各個層面應有的因應準備措施，第二

個主軸則以三篇主題論述分別介紹現有較為成功的精神照護模式，以

上九篇論述，加上研討會當天的討論重點摘要已彙整至「台灣精神障

礙者照護發展研討會彙編」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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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精神照護發展之理想與實務

以精神病患之病理與主要照護家屬負擔之實證資料為基礎，探討

台灣本土人文特性環境中理想之台灣社區精神醫療模式，並以精神醫

療目前人力與健保制度之實況，探討台灣社區精神醫療之實務，以發

掘理想與實務間之差距與可能之社會代價，供國人、醫療行政與研究

單位之參考。本計畫歷經二次籌備會議縝密規劃，於92年10月舉辦

「台灣精神障礙者之社區照護發展：理想與實務研討會」，會中除了

以各國精神障礙者社區照護之比較探討為題，邀請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外，其他研討主題內容還包括(1)建構精障者社區照護服務體系、(2)

結合社會資源發展、(3)豐富精障者社區生活內涵等三部份。參與對象

包括產官學各界專家，以及病友、家屬等共達280名。研討會所得成

果已彙整成「台灣精神障礙者之社區照護發展：理想與實務研討會彙

編」。

家庭照護與就業服務

精神病患之社區照護模式相當多元廣泛，本單元經由社區化照護

最主要的兩大主軸─「家庭照護體系」與「就業服務體系」探討目前

社區照護的現況問題，及其可能之解決方案，以協助我國建構最符合

國人期望、最具人性化之社區精神醫療與照護模式。期待能體現連續

且完整的全人照護，營造安全及充滿關懷的社區照護環境，同時期待

能促進我國早日營造安全及充滿關懷的社區照護環境，供國人、醫療

行政、福利行政、民政行政與研究單位之參考。

從本單元之討論中發現，我國目前之家庭照護服務之現況與問題

包括：(1)病患社區支持服務不足導致家庭孤立無援，(2)社區病患無

所是事、復健機構無法提供多元性或個別化服務方案，(3)家屬的照顧

能力有限、負擔沉重，(4)家庭經濟負擔沉重，(5)醫療可及性問題難

以落實以病人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之理念；針對這些問題，專家建

議應從政策之制定、資源方面之建構、教育面之推廣等多方面著手改

進。另外，推動就業服務體系之成功關鍵包括：(1)個案本身，(2)雇

主，(3)就輔員，(4)醫療機構之醫事人員；為探究其個別所面臨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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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或其需要政府提供何種協助，本單元分別召開焦點團體座談，其結

果於公開研討會中發表。

台灣地區長期照護營養服務
根據國內老人營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國內27%老人有過重

（24<BMI　27），16%老人有肥胖（BMI　27），43%老人有中央

肥胖（男性腰圍　90公分，女性腰圍　80公分）。同時，國內老人

在營養素的攝取上顯現不均衡的現象，飲食中蛋白質攝取比例稍微偏

高，而鈣質、維生素B6及維生素E的攝取均未達建議攝取量。至於老

人骨質疏鬆的情形，發現約有50%的老人有骨質疏鬆症，而41-45%

老人有骨質不足的現象。調查結果發現國內老人有營養知識不足、飲

食行為偏差、營養素攝取不均、肥胖、貧血、營養素缺乏、以及骨質

疏鬆等情形。進一步探討老人的營養態度與飲食攝取的關係，發現老

人在疾病和飲食營養的知識不足，雖然營養態度相當正向，但普遍存

有飲食禁忌的行為，且傳統飲食禁忌愈多者，其飲食品質愈差。

無論是居家的健康或是罹病老人，以及機構內慢性病患，營養的

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營養狀況不僅可以促進健康，更是疾病

治療與恢復健康的基石，甚至可以節省國家醫療資源的支出。但綜觀

國內無論是居家老人或是機構內慢性病患，其所獲得的營養支持常受

制於老人本身的營養知識、觀念、身體生理狀況，或是機構本身的結

構或是成本的考量而有許多不足的現象。在需求者眾，而營養服務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就長期照護者營養需求訂出良好的營養服務模

式，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本計畫的目的是針對各種不同長期照護對象、營養支持目的與居

住型態，訂定不同營養服務模式，提供政府訂定相關政策之參考。有

鑑於國內尚無前例探討我國相關營養照護模式，擬配合我國現有長期

照護體制分別針對(1)護理之家與養護機構、(2)精神療養機構、(3)身

心障礙機構、(4)送餐服務/老人住宅建議方案、(5)居家護理服務等

五個不同照護模式提出營養照護之建議方案。因此將依此五個主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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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組討論，或以問卷方式、或以焦點座談方式，首先擬出該主題之

國內現況基礎資料，同時蒐集、分析國外現有資料，而後不定期召開

小組討論會議，共擬最完整之照護模式建議書。最後再辦理公開研討

會，發表共識成果，再依研討會中所獲建議修改共識建議書內容，預

計於2005年出版。

藉由政府衛生、社政機關、學者、醫療機構、長期照護機構、健

保單位等相關人士的參與，研討台灣地區需長期照護民眾之營養狀況

與需求，探討不同需求民眾之營養服務優先順序，尋求可能之營養服

務模式與系統，以作為政府研擬長期照護營養服務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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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序)

委員會

委員召集人：藍忠孚

委員：江宏哲、吳淑瓊、李世代、李悌愷、李貴榮、杜敏世、

阮玉梅、林光華、林維言、邱亨嘉、胡海國、張苙雲、陳孝平、

陳武宗、陳美津、陳素春、陳琇惠、陳惠姿、陳景松、陳聽安、

曾明淑、黃文鴻、楊明仁、劉在銓、蔡淑鈴、蔡誾誾、鄧世雄、

賴惠玲、戴玉慈、戴東原、譚延輝、蘇淑貞

復健服務小組

王瑞瑤、呂淑貞、林光華、林昭宏、林清良、胡名霞、徐阿田、

高麗芷、陳美津、張志仲、曹昭懿、黃曼聰、楊國德、詹美華、

廖華芳、潘璦琬、羅鈞令

發展社區化長期照護之策略研議小組

吳肖琪、李世代、黃源協、陳惠姿、張美珠、張淑卿、葉莉莉

財務制度小組

朱澤民、李光廷、周麗芳、林志鴻、徐偉初、陳聽安、高森永、

鄭文輝

台灣精神障礙者之社區照護發展研議

曲同光、吳文正、吳英璋、呂淑貞、金  林、胡海國、郭振昌、

陳彥丞、湯華盛、楊明仁、劉蓉台、魯中興、簡以嘉、蕭淑貞

長期照護營養服務

李世代、李蕙蓉、杭極敏、林佳蓉、金惠民、高美丁、陳素春、

陳惠姿、陳惠櫻、曾明淑、游春梅、藍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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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暨醫療倫理

一.現況分析
隨著醫學科技快速發展，將人類原本「適應」自然的生

存能力，轉變為「改造」自然的能力，接著更進一步將人類

帶入具備「創造」自然的能力。「人」與「自然」之關係，就

在科技無止境下，進行快速轉換與調整，因此也對人類的生存

與生活引發巨大無比的衝擊。例如：近來才完成繪製之「人類

基因圖譜」在國際間已引發一系列其對「倫理價值」所引發衝

突之現象，包括對於「生命」與「人的生存」的定義，以及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及行為規範，發出需要重新認識、重新界定與

再探討的呼籲與因應對策。寥舉數例說明，美國於1974年成

立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開始制定保護受試

（訪）者的權益的規範與法規（如IRB），之後又於1980成立

直屬總統的President’s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Ethical 

Issues in Medicine and Bioeth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更

由於憂心基因科學的新發現與新發展將對整體社會可能帶出負

面的影響，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Genome Research成立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ELSI)的組織。

這種重視生物醫學倫理的趨勢在全世界皆有相同之反應，

丹麥、法國與英國等國也效法美國，陸續於各國中央政府的體

系，設置有關生物醫學倫理的委員會。其他如世界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等醫學專業組織也訂出Code of Ethics作為

會員可依循的指引，民間組織(如:美國的Hasting Center)及宗教

組織，更紛紛提出重視生命暨醫療倫理的呼籲，並起而帶動反

思人類在價值觀、行為規範以及原則上的衝突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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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1) 推動國人重視醫療倫理之議題

(2) 加強國人對台灣醫療道德演變之了解

(3) 促使國人重視醫學倫理教育課程

(4) 提升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功能，落實受試者保護之精神  

三.研議過程
有鑑於當前「生命暨醫學」領域所發生的倫理價值改變、

衝擊及所面臨之「倫理決策兩難」問題，國家衛生研究院論

壇於2001年4月成立「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聘請醫

學、護理學、倫理學、法律學、社會學等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以宏觀的角度來審視什麼是合乎倫理的「醫療執業」、「醫學

研究」及「新基因科技的應用」，闡述台灣社會及醫界所必須

追求並堅持的道德價值，進而制定生命暨醫療倫理相關規範、

守則與法律，以凝聚共識，落實全民健康福祉。為有效推展

本委員會生命暨醫療倫理相關工作，成立『智囊及專責工作小

組』，藉常態之研商與腦力激盪，為委員會所交付之各項目標

與任務、形成具體有效之執行方案。並藉由召開委員會議、專

責小組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專家訪談、以及舉辦座談會及研

討會等活動，廣納各界高見，凝聚共識，研擬建議報告及出版

品，提供衛生主管單位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四.具體成果
本委員會共同分析出國內醫療臨床及研究之倫理發展現

況，並確認重要且急迫之議題，這些議題包括： (1) 台灣醫療

道德之演變；(2) 知情同意的倫理困境；(3) 醫學倫理教育課

程；(4) 人體試驗委員會─受試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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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道德之演變

舉辦「台灣醫學史的傳承與醫療道德演變」

專題演講

醫學人文的傳承與經驗的指導是同樣重要，為喚起醫界對昔日先

賢風範的重視，於2001年舉辦台灣醫學史的傳承與醫療道德演變專

題演講，該專題演講特別邀請到多位經歷日據時期至今的時代見證

者，林國煌教授、梁　琪教授、施純仁教授等與其後輩作跨越時代的

對話，主題包括：(1)教會醫學歷史演變中的道德觀；(2)協和精神概

說；(3)日據時期台灣醫學的精神傳承；(4)瘧疾研究所呈現醫療專業

的時代意義；(5)醫院管理經營與醫德的維持。會中藉由回顧清末、日

據時期、戰後、光復至今日一百年來，不同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來探

討醫療倫理意涵。由於講者多半為經歷醫療道德演變的見證者，內容

難得可貴，且國內相關醫學倫理歷史書籍仍十分有限，因此編輯其演

講論文成「台灣醫療道德的演變-從若干歷程及個案的探討」乙書，希

冀增進我國年輕一輩的醫事人員及學生們了解台灣這一百年來所發生

的重要醫學歷史事件，及在道德上與倫理上所意涵的價值有所幫助。

出版「台灣醫學史的傳承與醫療道德演變-

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

本書乃依據「台灣醫學史的傳承與醫療道德演變」專題演講做進

一步的申論，內容回顧過去若干歷程及事件，淺談醫療道德意涵，期

待今日的我們，傳承智慧，繼往開來。內容描繪台灣教會醫療史中道

德觀的演變，呈現西學東漸之時，醫療傳教士不畏不同時期本地人民

或是殖民地政府對他們的偏見與仇視，在惡劣的環境中秉持服務奉獻

的工作精神，樹立了令人景仰的醫者角色，贏得大眾信賴。表現超越

人群藩籬的大愛，是教會醫療所傳承醫療道德的重要內涵。其次藉由

描述協和醫學院的時代背景來介紹協和精神的淵源。另外亦探討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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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台灣醫學所留下的「本土」精神及瘧疾研究所代表的台灣醫學

倫理發展意涵。最末文中主張台灣醫界必須針對醫師專業倫理進行積

極反省與再定位，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與醫院經營事業之間合作且抗

衡的適度緊張關係。文中提出醫學會及專科醫學會重視與實踐專業倫

理、重視「臨床」醫學倫理教育、發展公正有效的違規懲戒制度等建

議，希望藉此拋磚引玉，為這些至關重要的議題開啟討論的場域，邀

約大眾共同尋找具體實踐醫師專業精神及醫療組織倫理的方向，開創

理性文明的新台灣醫療文化。

知情同意的倫理困境

舉辦「生命暨醫療倫理討論會」

我國近年來隨著醫學快速進步，醫療照護環境越趨複雜，加上人

權提昇，民眾對於知的權利之意識日漸抬頭，然而，醫療人員與病

人或家屬的溝通技巧及民眾的教育卻未能與時俱進，因此，在醫病雙

方對「知情同意」的真正意涵瞭解不足的情況下，常導致醫病認知

差距，而引發了大大小小的醫療紛爭。何況，長期以來，醫療人員在

「知情同意」的課題上並未接受到適當的教育，面對臨床上錯綜複雜

的情境常覺無所適從，以致於扭曲「告知」的真正本質。甚而往往將

所謂「告知」不僅淪於形式化，更流於保護醫療人員自身而非尊重病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自主權。此外，在我國特殊的文化與民風下，家

族主義超越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仍然相當普遍，因此醫療專業人員時

時需面對到底「告知」病人抑或「告知」家屬的兩難抉擇，如何在我

國文化風俗下適切地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將「知情同意」加以推展，

是我們這樣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因此本委員會於2002年舉辦「生命暨醫療倫理討論會」，會中

邀請醫學倫理博士、醫界、護理界、宗教界、民眾代表等與會共同探

討告知後同意之議題，主題包括：(1)左右兩難∼病情告知對嚴重的

病患為何是一種倫理困境？(2)台灣民眾不能談死亡∼「死亡」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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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的禁忌？(3)我有知道及選擇的權利嗎？--病人的難題；(4)燙手

山芋丟給誰∼醫師如何承接告知病情的重責？(5)愛你在心口難開∼病

人與親屬相互偽裝的孤獨與痛苦；(6)教我如何分擔你的憂愁？--家屬

的難題。藉由台上醫病對話，引領台下醫療專業人員及一般民眾共同

思索及探討告知後同意及醫病關係二議題，由於大家對於這些議題爭

議頗多，並與我國傳統文化影響有關如大家庭制，病情告知多半為家

中掌權者等，因此，本委員會彙集一些倫理困境之議題並研擬相關建

議，收錄於「知情同意常見問答集」，提供臨床醫療工作者面臨知情

同意之倫理困境時的參考。

舉辦「病情告知的倫理、法律與實務」座

談會

醫療人員善盡知情同意的義務可以保障病患的權益、促進良好的

醫病互動、並提高病患對於所接受醫療服務的滿意度；反之，則可

能引起醫病雙方認知的歧異與溝通的問題、造成衝突與糾紛，並可能

涉及違反醫學倫理與醫療法律。引起醫療爭議常見的原因當中，許多

便是與醫病雙方的認知差距有關，而其中牽涉到的便是醫護人員執行

「知情同意」的方式與內涵。另一方面，在進行臨床人體試驗或其

他醫學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須獲得受試者有效的知情同意，乃是

法律的要求，亦是落實受試者保護的重要步驟。有鑑於此，於2003

年舉辦「病情告知的倫理、法律與實務」座談會，分別從「倫理學與

社會習俗面向」、「法律規範面向」、「醫療實務運作與醫學教育面

向」三個主題，進行現況分析及進一步提出檢討與評論，藉由座談會

討論發現病情告知的倫理困境及法律問題因人時地不同而處理方式各

異，另外必須促進醫療照護機關對此議題的重視，及共同研擬改進方

案，以提昇醫療照護品質、促進醫病關係。會後本委員會彙整醫療人

員於取得病人或家屬同意的程序中常見的問題，以及因應這些問題之

建議事項，將之納入編輯「知情同意常見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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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知情同意常見問題問答集」

此一問答集乃集結「生命暨醫療倫理討論會」及「病情告知的

倫理、法律與實務」座談會之重要結論，並參考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出版的《同意工具書》，以醫學倫理之實務應用

為出發點，及參照我國民情文化、醫療常規及相關法律(本國相關法規

詳見附錄)而擬定，以問答的方式呈現。本冊子共有八個主題，包括：

(1)為取得診療同意的告知 (2)行使同意能力的評估 (3)癌症末期病情

之告知 (4)安寧緩和醫療 (5)緊急狀況下之告知 (6)醫學研究 (7)臨床

教學及 (8)愛滋病之相關告知。其目的是希望闡明知情同意之醫學倫

理基礎、釐清醫病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以求確保病患及受試者之權

益，提升醫療服務與醫學研究之水準，進而促進國民健康。

醫學倫理教育課程

舉辦「醫學倫理教育課程之價值與反思研

討會」

我國的醫學教育體系在各醫學院的課程中，一直安排有「醫學倫

理」的課程，然而，此一課程並未受到師生們充分的重視，而使得預

期效果未能落實。為了解醫療倫理教育對醫學生畢業後執業的影響，

本委員會於2001年舉辦醫學倫理教育課程之價值與反思研討會，本

研討會特別邀請目前於醫院工作的住院醫師擔任講者，我們發現過去

這些醫學子所接受的醫學倫理教育都是片面及應付學分，而執業後就

再也沒有倫理課程，倫理的判斷僅憑藉個人主觀的認知及臨床資深醫

師的態度，因此希望藉由本會議彙集各專家之高見，連結各校既有的

教學相關經驗，建立一系列倫理研習，以培養同學們面對未來時代的

挑戰，有著務實地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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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試驗委員會─
受試者保護

舉辦「醫學研究受試者保護機制-人體試驗

委員會之再提昇」座談會

隨著生物科技時代來臨，全球醫藥研究迅速發展，面於日益增

加的醫藥衛生及臨床研究，牽涉人體試驗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逐漸增

加，人體試驗委員會之角色相形重要。近年來各大醫學中心、醫院

及機構皆成立人體試驗委員會或倫理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這些IRBs之組織章程大同小異。然而，國內IRB委員多

為醫學專業人員，對於審查計畫書時應關注之重點多為科學層面的審

查，反而忽略了倫理審查才是人體試驗委員會的主要任務，造成無法

落實IRB的原始立意。因此於2002年舉辦「醫學研究受試者保護機制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再提昇」座談會，與會專家一致達成共識之建議事

項包括：(1)釐清IRB之定位及作業範圍；(2)強化IRB之組織及功能；

(3)辦理IRB委員之講習；(4)建立IRB之管理、報備等。爾後依據建議

事項編輯人體試驗委員會常見問答集。此外，建議報告更受到衛生署

重視及採納，做為草擬「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

之參考，以及延伸出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準。

舉辦「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講習內容之規

劃」座談會

由於「醫學研究受試者保護機制-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再提昇」座

談會中許多專家的報告及討論都充分突顯出國內IRB缺乏一套一致的

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之講習內容，導致委員在審查時所依循的標準不

一；事實上，國內的IRB成立至今，由於沒有建立一套人體試驗委員

會委員之講習課程及制度，也因此委員對於本身職權，及審查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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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應關注之重點，常常不完全清楚；非醫療專業人員在審查時，礙

於不熟悉醫學專業，而常常沒有聲音。

因此於2003年舉辦「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講習內容之規劃」座

談會，會議邀請國內各醫中心及準醫學中心之IRB主委，及非醫療背

景委員與會說明其對於IRB委員的講習內容之看法，並就如何舉辦委

員講習提出想法或建議。透過座談會彙集國內專家對於IRB委員講習

內容的想法，並規劃一套適用於國內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的講習課程

內容且建立其制度，非但委員能清楚了解其任務及應關注之焦點，新

加入之IRB委員也有依循的標準。與會專家們對於辦理講習課程之看

法近乎達成共識，一致認為建立一套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之講習課程

及制度刻不容緩。會後彙整會議所得之言論及建議送交衛生署，受到

衛生署長官重視及採納，因而決定後續由JIRB執行人體試驗委員會委

員之講習。

舉辦「護理研究者對IRB之認知」座談會

近年來牽涉人體試驗之研究增加，因此，在人體試驗受試者保護

之規範以外，有許多相關人體試驗的法規也因應而生。根據「赫爾辛

基宣言」第13點（2000年10月第52屆世界醫學會通過之版本）要

求所有以人為對象的研究計畫都必須經過倫理審查委員會（Ethical 

Review Committee）審查及核准，此項宣示被國際上視為設立人體

試驗委員會的依據。而我國作為國際社會之成員且為世界醫學會之

會員，自然負有遵守宣言內容之義務，因此在「藥品優良臨床試驗

規範」第六十三條中，即明定臨床試驗之執行，應符合「赫爾辛基宣

言」的倫理原則，並且更在2003年11月12日公告醫療機構人體試驗

委員會組織及作業基準。國內亦為呼應國際上日益重視受試保護的倫

理議題，對於加強醫師研究員對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倫理審查的認知舉

辦多次座談研討會。不過礙於醫療法第八條規定：「人體試驗，係指

醫療機構依醫學理論於人體施行新醫療技術、藥品或醫療器材之試驗

研究。」，而國內護理研究計畫較無牽涉到此範疇，因此護理界對於

人體試驗之倫理審查的認知與了解較不受國人重視。然而，誠如前所

述依據「赫爾辛基宣言」，凡以人為對象的研究計畫都必須經過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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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會（Ethical Review Committee）審查及核准，而一些護理

界的研究計畫亦與人有關，如問卷、訪談...等等，理當應遵守「赫爾

辛基宣言」。

因此，為加強國內護理研究者對於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基本概念，

特別於2004年9月舉辦「護理研究者對IRB之認知」座談會，本會議

邀請國內專家學者介紹我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及報告人體試驗委

員會(IRB)的運作現況、面臨困境與未來改變方向，並說明護理研究

之科學誠信指引(Scientific Integrity Nursing Research)，以及由從事

臨床試驗之護理人員報告研究護士的職權與研究倫理的考量，會議討

論許多護理研究所關懷的倫理困境之處，如告知後同意、著作權或抄

襲、資料所有權、學生權益，尤其是著作權最受大家爭議，尚無共識

產生，因此未來仍需進一步探討及釐清。在眾人的期待下，未來將進

一步探討及釐清這些議題，並出版問答集作為護理研究者之參考，以

強化我們護理研究在落實保護研究對象以及培養出負責任的護理研究

者。

出版人體試驗委員會常見問題問答集

文中所舉例的問題及回答乃為回應「醫學研究受試者保護機制-人

體試驗委員會之再提昇」座談會及「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講習內容之

規劃」座談會各專家所呈現的問題及困境，因此本委員會參考國際上

先進國家之有關規範，並依據我國衛生署所制定的各項基準，擬定本

人體試驗委員會常見問答集，內容包括(1)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宗旨、

定位、權限、法律依據；(2)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組成；(3)人體試驗委

員會之審查作業；(4)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決議；(5)試驗過程之追蹤；

(6)人體試驗委員會紀錄之保存及其他。希望對於提昇我國醫藥研究

倫理能有所貢獻。本問答集於2004年3月發行，不僅在極短之時間

內被索取一空，更接獲許多同樣關心受試者保護議題的熱心人士的寶

貴意見，顯見國內醫學研究倫理獲得重視之程度。繼而於5月發行第

二版，內容針對各方意見進一步修改而寫成，亦已榷鑿一空。有鑑於

此，本案亦參考專家學者之意見出版第三版，期望能在各方先進與新

血之鞭策之下，亦步亦趨地推升我國相關領域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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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之建立」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相關議題一直受到的廣泛討論與重視，且人體

試驗委員會之評鑑已成為國際趨勢，然而從「醫學研究受試者保護機

制-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再提昇」座談會及「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講習內

容之規劃」座談會之結論發現，目前國內缺乏一套評鑑標準，因此各

委員會於審查研究計畫書時對於受試者保護之重要性有明顯的認知差

距。為了強化我國IRB組織功能及運作，落實IRB之受試者保護的基本

倫理原則，必須透過有系統的評估並於通過評鑑標準後授予認證，才

能提昇IRB的功能運作，達到受試者保護，因此論壇受衛生署醫事處

之委託辦理「建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研議案」，邀請醫學界、

護理學界、法律界、社會歷史學界及倫理學界等專家共同研議與制

定，並進行相關推動事宜之研擬。期間召開多次會議，草擬「醫療機

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準」草案，此一草案之訂定精神，主要

是基於自發原則、實地訪查原則與榮譽與鼓勵原則，期藉由此草案之

規劃以落實保護醫學研究受試者權益之目的，並確保醫療機構人體試

驗委員會之品質。

草案內容主要規劃為評鑑之運作方式，包含評鑑委員會的成立、

評鑑的申請程序、進行方式、評鑑之標準與結果認定等，共二十六條

條文；此外，草案中亦設計評鑑作業流程圖及評鑑申請書和自我評量

表。其中，自我評量表分成十四大項及其細項：組織章程及書面作

業程序之完備性、人體試驗委員會組成之適法性、經費及人力之充裕

性、審查程序之完整性、計畫審查之確實性、試驗風險評估與監測之

充分性、受試者納入及招募流程評估之嚴謹性、保護受試者隱私及機

密程序評估之嚴謹性、受試者同意書取得程序維護之確實性、決定程

序之適法性、監督及管理之妥善性、審查及監督多中心研究程序之

完備性、資料建檔之完備性以及利益迴避原則之遵行情形，來評估

申請評鑑之人體試驗委會其運作方式是否遵照自己所訂定之標準作業

程序，並且重視實地訪視過程及立即給予受評單位建議與說明重要發

現，以利受評單位之改進。

另外，為吸取國外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之相關經驗，促進國際間

交流，培養國內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人才，「建立人體試驗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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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制度研議案」於初步完成「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

準」草案後，於2004年11月4日至6日舉辦「人體試驗委員會輔導認

證」研習會，會中邀請三位國外專家來台進行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之

經驗分享及技術指導，包括美國OHRP(Offi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官員Dr. Melody Lin,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Dr. Juntra 

Karbwang Laothovarn 及 美國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IRB Director Dr. Karen Hansen，會議中藉由赴各IRB實地

模擬評鑑的過程，使評鑑訪視成員了解如何評鑑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

員會，以期於未來評鑑制度上路時，能協助評鑑訪視工作以真正達到

輔導國內人體試驗委員會及提昇其水準，熟悉認證標準及作業程序，

使得我國的臨床試驗能同時兼具保護受試者及追求醫學進步的雙贏局

面。

「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準」草案目前已呈給衛生

署醫事處，期能作為未來衛生署實施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之參

考，並由醫事處進行相關規劃及推展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

度之工作，如本作業基準能順利上路，我國將繼美國與荷蘭，成為世

界上第三個藉由IRB評鑑來協助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落實保護醫

學研究受試者權益的國家。

政策建議

(1) 針對國內各IRB的委員應建立一套一致的講習制度。

(2) 建立IRB評鑑制度，並由非官方單位來推動評鑑工作。



102 ︱論壇十年︱ 103︱生命暨醫療倫理．成員名單︱

成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序）

委員會

召集人：余玉眉

委員：王乃三、邱清華、余玉眉、林秀娟、林志六、林世嘉、

陳怡安、陳恆德、張心湜、楊榮宗、趙可式、蔡甫昌、蔡墩銘、

蔡篤堅、戴正德、瞿海源、蘇益仁、謝博生

建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研議案

主持人：郭耿南

毛潤芝、余玉眉、何善台、呂紹凡、車參莉、林志六、林錦麗、

孟慶樑、吳浚明、郭英調、郭耿南、許蒨文、彭汪嘉康、黃三榮、

黃小文、黃儀君、游宏樞、張苙雲、楊志新、楊秀儀、劉仁沛、

劉克明、蔡篤堅、蔡甫昌、謝燦堂、薛瑞元、顏秀瓊、魏耀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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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全國衛生
醫療政策之發展

一.現況分析
近年來，我國醫藥衛生的發展已有許多具指標意義的成

就，包括男女平均餘命的增加、嬰兒死亡率的下降、B型肝炎

帶原率的全面控制、事故傷害死亡率的下降、成年人吸菸率

的下降、老人負向自評健康盛行率的下降、山地離島整合性醫

療照護比率的提升，以及各類有關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之健康指

標的進步等等(行政院衛生署『台灣地區2010年衛生指標白皮

書』)，均顯示出國人健康品質的改善、衛生專業的進步與施

政成效。然而，隨著醫藥衛生、社會、經濟環境日新月異的進

步，促使我國的人口結構也踏隨其他諸多先進國家的節奏快速

地產生變化。為此，人們對於健康的概念與需求也有所不同，

我們不僅要面臨少子高齡化等社會層面的挑戰，疾病型態的改

變更賦予醫療衛生領域乃至國家社會更多嚴苛且複雜的專業課

題。長期以來，以提昇公共衛生水準、延長平均壽命為主的醫

療意識型態，已不敷國人更高層次的醫療衛生需求，究竟我們

該如何因應這種時代的考驗，我國醫療衛生政策又應如何領導

相關團隊接受這新醫療時代的挑戰，實有待重新思考及展望未

來。

二.目的
藉由召開「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邀集醫藥衛生相關

領域之先進、專家一同籌組研議團隊，透過完善之會議研商架

構來集思廣益，共同為我國的衛生醫療政策，提供前瞻性的看

法，就國家未來十年之衛生政策發展，提供指標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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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議過程
行政院於2003年初成立「行政院衛生署衛生政策諮詢委員

會」，以強化跨部會之協調動能與提供施政參採。2003年2月

20日該諮詢委員會之會議中，鑑於國家衛生政策之規劃方向與

原則有待建立，特將此重任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期能藉

由論壇之智庫運作模式，協助衛生署在日後能夠將學者專家的

理想、理念與實務結合，更進一步的提供對民眾有利的衛生醫

療服務。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協調衛生署企劃處、國家衛生研

究院醫保組及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等單位，共同合作籌

備「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之前期規劃，並進行邀請具宏觀

思維之學者專家組成籌備會，議定共識運作架構、建議報告書

架構、期程規劃與任務目標；並同步展開重要衛生政策課題之

意見徵詢，以釐定「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之主題及研議成

員之籌組。

在議題的選定上，特以書面方式徵詢上百位專家學者之

意見，包括：各醫學院院長、各級醫院團體理事長、全國醫事

團體全聯會理事長、各專科醫學會（含醫事法律）理事長、公

共衛生學院所長（含系主任）、醫改會、醫教會，以及國內外

相關專家學者...等，經籌備會審慎評估後，選定：「新興傳染

病之防治」、「醫藥衛生研究之強化」、「病人安全」、「建

構全人照護之健康體系」及「衛生政策與資源配置」等為本會

議之五大主題，並就各組主題方向邀請有關專家擔任分組召集

人、副召集人與研議成員。研議期間各組分別召開多次小組會

議，進行共識討論，並召開二次會前會及大會，邀請各界先進

針對研議團隊初期成果進行意見交換，提供寶貴建議，並辦理

總結會議確立建議報告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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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體成果
「2003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總結報告書」於2004年3月

完成並出版，除廣發各行政機關、醫學院及相關系所、醫院與

醫事團體、學會等，亦歡迎索取。書中諸多建議將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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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傳染病之
防治與政策建議

隨著2003年3月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流行，影響遍及全國甚至衝擊國人的生

命財產安全，頓時政府及國人才深刻體悟新興傳染病的威脅性之大及

防治工作之重要與急迫。由於受到SARS重挫，全國上下群力動員，

政府、軍方及民間團體紛紛草擬相關因應策略及方法，令人感動。然

而，資源分散且牽涉亟廣，尚未有通盤整合規劃，以台灣現有的組織

架構、人力編制、人才培訓及法規，皆無法應付新興傳染病的偵測及

應對。因此，政府必須作全面性思考以應付未來新興傳染病的流行。

就新興傳染病之防治組將防制的功能，劃分三大系統進行剖析

（包括：指揮系統、偵測系統及快速反應系統等），並提出44項原則

性與系統性之建議，建立一個由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之指揮系統、

監測系統及快速反應系統之整合架構，協助政府因應未來新興傳染病

之挑戰。茲就建議重點摘錄如下：

(1)  強化行政系統與國軍系統的支援合作，並規劃整合一靈敏且有效

率的疫情應變指揮體系，及加強平時之演練；

(2)  儘速增強檢疫人力與能量，並強化海巡署等相關檢疫單位之合

作；

(3)  強化各監測系統間之串聯整合，建立即時偵察預警系統與完整

之標準作業程序，並能有效快速動員專業流行病學家與微生物學

家，及加強檢驗研究能力；

(4)  有效整合醫療及公共衛生體系，成立國家及感染症醫學中心，建

立感染症防治醫療網，以增強各醫院之院內感控措施，並能於疫

情發生之早期，可即時啟動分級感染控制；

(5)  善用社區民眾參與力量及資源，並將防疫概念與社區營造活動及

社區動員機制結合；

(6)  修法以強化防治體系、防疫制度、患者人權保護與科技研究等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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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拓展國際合作管道，藉由國際經驗之交換，提升我國傳染流

行病學專才及感染症專才之培育，與取得即時之國際疫情資

訊。

醫藥衛生研究之
強化與政策建議

「全面促進人類健康品質與健康生活環境」是發展醫藥衛生研究

之本質與終極目標；對於國家本體而言則是強化國力的根本建設。以

我國用在醫療照護的支出為比較標準，所佔GDP百分較其他OECD國

家低。由於醫療照顧的開支與醫療照顧體系及人口結構有密切關係，

我國的醫療照顧的開支是否適當，是否影響國人健康，為一有爭議性

的議題。不過從近十幾年來國人重大死因的發展趨勢、及平均餘命增

加率的減緩，國人的健康情形仍然有改進的空間。有一點值得我們警

惕的問題是我國老化社會的快速發展。老化社會所帶來的慢性病及龐

大醫療照顧費用，對國家將是一大負擔，如何藉由研究而達到預防疾

病之效果，不但可降低老化社會所帶來對國家經濟之衝擊，也可普遍

提升國人生活品質，將是我國醫藥衛生研究界的一項重大責任。

醫藥衛生研究之強化組藉由探討國人的健康狀況、醫藥衛生研究

之範圍、研究經費來源與分配、研究投入人力與成效等現況，發現我

國醫學研究成果優勢已呈現停滯及衰退的現象，甚被其他亞洲國家如

大陸及韓國等國家超越，因此，該組就醫藥衛生研究補助與評鑑、醫

藥衛生研究人才與改善醫藥衛生研究環境與基礎架構，分別提出13項

建議。茲就其重點摘錄如下：

(1) 合理提高公私部門的研究總經費與研究計畫之經費規模；

(2) 增加年輕研究者之研究獎助；

(3) 審慎規劃國家型計畫之發展；

(4) 健全研究評鑑制度；

(5) 系統化培育我國高級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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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強延攬海外具經驗之研究人員；

(7) 建立醫師研究獎助制度；

(8) 建立醫學博士學生獎助制度；

(9) 改善研究所教育制度；

(10) 建立研究主題形成及審核機制；

(11) 推動大學研究與教學雙軌制度；

(12) 落實研究成果之應用與推廣；

(13) 設立資深研究技師或助理人員制度。

落實病人安全之
維護與政策建議

近年來病人安全的議題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歐美等先進國家皆

已針對病人安全進行許多相關研究，甚至成立專責機關、建立醫療疏

失通報系統或明訂法案等措施以維護及促進病人安全，並從政策、醫

療機構及民眾各層面來推動病人安全運動。然而，台灣則是從2002

年底爆發了打錯針、用錯藥事件後，醫界及社會大眾才開始注意到這

個問題，且將問題全部指向醫療人員之人為疏失，指責醫護人員因粗

心造成失誤，使人民的就醫權益受到挑戰，造成民眾對於醫療體系失

去信心；媒體也爭相報導醫療過失事件，對於衛生機關及醫療機構更

是嚴重指責。行政院衛生署於2003年2月成立病人安全委員會，醫療

體系也開始有了變革，除了政府相關單位與醫療機構對於病人安全的

重視，並規劃許多策略以配合增進病人安全外，社會大眾也漸漸意識

到自身醫療安全的重要，開始爭取自身之就醫權利。

「病人安全組」指出：國內推動病人安全尚存在的問題包括：國

人對於所謂「醫療疏失」與「病人安全」尚未給予清楚的定義、醫事

人員與病人本身對於「病人安全」有認知及態度上的差距、醫療機構

的風險管理意識不足、媒體與社會大眾認知不足造成在相關事件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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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與解讀差距；此外，政府亦尚未建立醫療過失通報系統，無法藉此

作有效的政策規劃與提供醫療機構評鑑之參考。

病人安全組以研究、行動與教育三個構面，分別探討及規劃政府

機構、醫療機構及社會大眾針對病人安全之各項因應策略，並導入資

訊科技，以有效率的系統保障病人安全；並提出「醫療的首要前題為

病人安全，醫界應透過學習及監視機制，減少醫療錯誤的發生，提

供全國民眾安全的就醫環境」為其宣言，作為全國共同努力的中心目

標。針對落實「病人安全」之因應策略建議如下：

(1) 全面設置病人安全專責單位及人員；

(2) 建構以學習和改善為目的之醫療錯誤通報系統；

(3) 研發病人安全指標及指引；

(4) 重視病人權益的文化，加強醫病溝通；

(5) 推廣病人就醫權益之指引；

(6) 加強醫事人員的病人安全教育與研究；

(7) 建構病人安全資訊體系；

(8) 建立用藥安全機制；

(9) 加強院內感染管控措施；

(10) 強化醫療程序與設施安全。

建構全人照護之
健康體系與政策建議

健康與疾病的概念建立於生命的開始與結束之間的一個互動連續

之過程，就預防醫學的觀點所強調的「全人照顧」，其精神與意義所

在，即為全面性（病人與非病人）的「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建構

整體性、持續性與方便性的醫療健康服務系統。然而，台灣這幾年來

在醫療上已出現一些嚴重的問題，「建構全人照護的健康體系組」指

出：國人的就醫行為、健保給付制度所誘導的醫療生態變化、 醫療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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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過度專科化、醫療機構間欠缺合作機制所導致的轉診制度難以落實

等問題，在在突顯出現行醫療照護體系的缺口與困境。

建構全人照護之健康體系組認為「建構全人照護之健康體系是矯

正我們當前醫療困境的重要策略」，並針對推動預防醫學的全人照

護、全人照護的醫學教育與臨床培育之改革、基層醫療與社區醫療之

發展及團體醫療模式之導正四個面向建構我國「全人照護之健康體系

願景」，並分：

(1)  建立強調產、官、學、研之合作機制，特別是：公共衛生專業與

醫療團隊之合作、第一段預防與全民健保合作，以及研究人員與

實際預防及醫療工作者之合作；

(2)  全面推行全人醫學教育、強化所有健康照護體系教育培訓課程計

畫；

(3)  醫學會、教學醫院及醫學院應確實負起教育民眾及媒體的任務，

提供正確的醫療觀念；

(4) 重整本土化基層醫療體系，提供全方位完善醫療服務；

(5) 推動及落實社區醫療與公共衛生群體，以執行防疫及保健功能；

(6) 落實公共衛生防疫體系；

(7) 建立良好社區性健康管理制度與健康醫療網絡；

(8) 發展社區醫療體系資訊平台；

(9) 結合醫療資訊與衛生行政資訊體系；

(10) 形成基層醫療團隊，推廣聯合執業；

(11) 重建跨專業醫療團隊之合作機制；

(12)  結合社會福利與醫療照護，建構一全人化並兼具家庭及社區為中

心的老人醫療照護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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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政策與資源配置與
政策建議

回顧台灣健康照護體系的建構歷程，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背景之演

進，主政者採行之衛生政策皆配合時代需求，而使衛生醫療資源的配

置展現出四種階段的樣貌：1.公共衛生時期，2.醫療體系發展時期，

3.健康照護體系整合期，4.健康照護服務與財務整合期。演進至此，

如何在面對資源有限，需求無窮的情況下，建構公開且公平的資源配

置極為重要。因為衛生行政主管機關負責將其施政目標轉化為計畫，

透過預算的編製，而決定了資源之配置與優先次序；故預算可謂以貨

幣價值作為政府施政的具體表達項目之一，亦可為檢視政府施政是否

符合民眾需要與社會價值的指標。「衛生政策與資源配置組」藉由剖

析我國衛生醫療的預算架構與內涵，指出我國總體衛生醫療資源的配

置現況問題包括：衛生主管機關所能掌握的資源非常有限、衛生資源

配置重醫療輕保健、國家醫藥衛生支出佔GDP之比例不能完全反映總

體醫療保健服務資源、基金預算籌編存在困境、地方缺乏衛生績效考

核機制，且衛生單位不被地方政府重視、衛生計畫與執行人才進用管

道有待改善，缺乏願景與創新計畫等。茲將有關具體政策建議整理如

下：

(1) 應藉由共識會議，塑建當代全民衛生願景；

(2) 建立輔導機制，鼓勵創新計畫的呈現；

(3) 建立專業訓練機制，提昇政策的執行力；

(4) 增加民眾參與的管道，以強化政策之形成與落實；

(5) 強化評價機制以達到課責（accountability）的目的；

(6) 檢討與重置國家衛生預算，以便開源節流； 

(7) 依現實需求，改革公共衛生人員考用制度流程；

(8)  洞察衛生醫療資源配置，除剖析預算外，應更全面性、系統性，

專案體檢臺灣衛生醫療資源配置過程與決定因素。



112 ︱論壇十年︱ 113︱21世紀全國衛生醫療政策之發展．成員名單︱

成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序）

計畫主持人︰李明亮

籌備委員會

石曜堂、李明亮、郭耿南、楊漢　、謝博生

新興傳染病之防治組

何美鄉、金傳春、周碧瑟、施文儀、郭耿南、劉鴻文、張上淳、

張珩、黃崑巖、蘇益仁

醫藥衛生研究之強化組

石曜堂、朱伊文、余玉眉、吳成文、胡幼圃、許須美、陳振陽、

張仲明、楊泮池、梁賡義、梁春金、魏耀揮

病人安全組

石崇良、李友專、邱文達、邱清華、周照芳、侯勝茂、郭耿南、

陳杰峰、陳昭姿、張苙雲、楊秀儀、薛瑞元

建構全人照護之健康體系組

宋瑞珍、李明濱、林其和、林國明、吳運東、陳美霞、陳榮基、

陳慶餘、溫啟邦、楊弘仁、楊敏盛、楊漢　、賴其萬、戴玉慈

衛生政策與資源配置組

石曜堂、江東亮、姚克明、陳東升、郭旭崧、張武修、張瑋、

趙坤郁、黃月桂、黃旭明、葉金川、楊志良、賴士葆、賴幼玲、

賴美淑、賴勁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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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健康危機事件
之國家指揮體系
及因應策略

一.現況分析
2003年SARS無預警在台灣爆發流行時，全國頓時陷入一

片恐慌與不安，造成國家經濟、社會、與民生等各方面的衝

擊，甚至影響我國國際形象，這讓我們深深體會到，醫療問題

和國家安全體系是如此息息相關。此外台灣所處地理環境之特

殊性以及自然環境變遷之效應，自然災害因應無法避免，往往

造成災區民眾與整體社會重大的損失，如集集大地震、桃芝、

納莉及敏督利颱風等大規模災害。另外，生態變遷、物種變異

及國際間往來頻繁之改變，以及如SARS等生物病源所造成之致

命性災難，亦儼然成為另一股強烈之威脅，凡此種種，皆讓我

們認識到我們的醫療防衛體系需要更進一步強化。 

檢視此次抗SARS的過程，在指揮體系上，中央地方各自應

變，條理互異，指揮系統紊亂，形成依循之矛盾；在角色分工

方面，角色重疊造成重複作業、溝通不足等問題；在程序法規

上，條文未臻完備又欠缺引用原則，造成應變之採用與依從關

係上的困境；而資訊整合之不足，也造成行政與通報方式之拙

緩與人力與生命損耗的問題。總括來看，此事件最大的問題是

在於我們缺少一個有整合的因應制度來協調各單位的功能。因

此亟需在緊急應變上有一個完整且統一的因應機制，讓大家使

用同一種語言、使用同一種指揮系統，共同來因應災害所帶來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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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論壇於2003年10月開始著手研擬規劃台灣的醫療體

系災防應變計畫，重新全盤性檢視我國災害應變、救援等工作

的需求、探求其中醫療衛生界應扮演之角色，並建立適合我國

國情文化的緊急災難之國家災防應變體系與因應策略。

二.目的
由於我們深刻體認到任何災難的形成、災難的發生、災難

的過程、災難的後續或延伸效應，均可能構成生命與健康的威

脅，某些嚴重的災難衝擊甚至有傷及國本的可能。因此，「重

大健康危機事件之國家指揮體系與因應策略研議案」之目的係

針對我國重大健康危機事件建立『以維護生命安全及健康品質

為核心價值』的災防醫療體系策略與應變的系統。

三.研議過程
為了汲取各方經驗與建議使研議成果更加完善，本案於

執行期間邀請各領域之學者專家加入，成立五個專責小組；並

召開多次國內外專家顧問會議；同時也赴美國、英國及日本請

益，汲取國際經驗，以建構完善之災防醫療體系策略與應變計

畫。本研議案之具體實施方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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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研議團隊

邀請國內外對災難醫學、緊急醫療政策、感染症臨床醫學、公共

衛生政策、國家安全、社會安全防禦、政策法規、危機溝通、社會

動員、新興與再浮現傳染病之管控與政策制定，及處理生物恐怖攻擊

危機事件等領域，具專精學識與經驗之學者專家、相關政府官員代

表及國際權威，共同籌組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國內外專家顧問

群等，並將研議重點訂為五大方向，依此五大方向設立了五個專責小

組：「國家應變計畫組」、「國家指揮體系組」、「法規組」、「培

訓組」及「資訊組」，進行研議討論及分組報告之撰寫，共同來推動

本案之研議工作。

辦理國際研討會及專家會議

為使本案之研議方向將能更切合潮流所趨，並有助於規劃出能因

應實際需要之前瞻性危機應變體系，因此在研議期間邀請國外專家學

者來台，舉辦多次研討會及座談會，首先於2004年3月17至18日假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因應重大健康危機事件

國際研討會」。與會專家就國際經驗進行簡報並與本案研議成員針對

台灣衛生醫療與災難應變體系進行討論。其後並召開一連串國內外專

家顧問會議，包含2004年9月6日之「緊急應變時期之政府規範與專

業倫理座談會」，2004年9月13日之「緊急應變體系座談會」，以及

2004年10月19日及20日之「緊急應變管理研習會」。透過與國際學

者專家之互動討論，使研議成員及相關專業人員獲得緊急應變管理之

最新資訊與技術，一方面挹注本案之研議，另一方面促進緊急應變知

識觀念之國際交流及提高災難管理實務能力之精進。

進行國際考察

配合整體計畫任務，於2004年4月15日至5月1日以及2004年6

月20日至6月24日分別安排美國及日本重要機構及研發等單位進行觀

摩考察，深入了解他國的災難應變作業及災難管理學術發展現況，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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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國際經驗來補強及改善我國的緊急醫療應變體系及災防應變計畫，

做為本案研議之重要參考。

建議報告書

重大健康危機事件的因應是一項複雜多元的重要課題，需要全方

面的考量才能制定出一套可以適用於全國的、統合的完整應變計畫。

本研議案最終之建議報告書內容主要包含以下重點：(1)國家災害應變

計畫、(2)災難指揮系統、(3)資訊管理、(4)災防法源、(5)教育及訓

練。期望這本匯集了各個領域專家的智慧結晶，能給執政當局作為後

續討論及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

四.具體成果

國家災害應變計畫之研擬

各國之災害防救體系均有其特殊之發展與運作機制。國家災害

防救之分工除了以災害原因作為分門別類之架構外，以應變功能分

工亦是先進國家近年在制度上調整之方向。為了補強台灣的應變體

系，我們參考了各國的應變系統，包含美國1979年的聯邦緊急應

變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體系、

1992年的聯邦應變計畫(Federal Response Plan, FRP)，2002年的

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系統之國家應

變計畫(National Response Plan, NRP)、英國的健康保健局(Health 

Protection Agency, HPA)及日本以防災基本計畫為主的國家災防應變

體系等。以各國災防體系運作及衛生醫療單位在災防體系中所扮演之

角色為基礎，建構適合台灣的緊急災難應變計畫。

台灣的災害防救體系因過去歷史與政治上的特殊性，非常複雜，

除法源及負責單位糾纏不清外，尚有災害防救法規缺乏整合協調造成

體系衝突、中央與地方缺乏災害防救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中央與地

方權責無法落實、災害防救之結合能量不足、災害的應變管理工作較

少重視結果、災害防救與危機管理之共通資訊尚未建置完成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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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案對台灣整體災防體系做初步檢討並提出下列建議：整合

各類災害防救、危機管理相關的法令；設置災害防救之專責機構，如

圖一，並確立其組織定位並充實專業專職人員；落實中央與地方在災

防體系之權責；增設區域層級之災害防救、危機管理機制；強化地方

政府之災害防救能力，並建立全民災害防救之體系；建立符合台灣之

災害危機事件管理與指揮系統；整合建構可共通使用的資料庫與資訊

平台；有計畫展開災防人才之培訓。

在災防醫療體系方面，在經過深入檢討之後我們認為台灣的醫療

的防禦體系應該是一個三級三防而結構完整且全方位的體系。因此在

中央，除了上述統一的中央指揮體系需具備跨部會整合之機制外，我

們建議要有中階層以區域聯防為觀念的災防機制，並依健保之六分區

將全國分為六區區域聯防，分區因應，明確劃分中央及地方在災防體

系中的角色，將醫療指揮體系區域化，至於區級化之詳細規劃，擬於

後續研議案深入研擬。在鄉鎮地方(地方級)之災防工作上，未來必須

大力增強，我們也建議以社區為主(community-based)之災害防救機

制，並提供包括教育系統之詳細災害防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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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組織架構建議圖

災害防救諮詢委員會

兼任副執行長二名
︱環境資源部次長

︱內政及國土安全部

　次長兼任

主任委員 ︱一人 行政院副院長兼任

副主任委員 ︱政務委員

 ︱環境資源部部長

 ︱內政及國土安全部部長兼任
（三人）

專任副執行長二名

執行長 ︱一人 政務委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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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指揮系統之建置

在研擬如何建構我們的指揮系統時，我們主要參考美國事故指揮

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的架構來規劃台灣的災害防

救醫療體系。其指揮及功能之分群包括：(1)指揮：綜合計畫組的研判

及各組的運作情況，進行應變策略的決策；(2)執行：執行應變流程，

確保所有傷患獲得最適當的處置，將傷害減到最低；(3)計劃：蒐集

危機或是健康衝擊的相關訊息及資訊、針對現況進行各種災害威脅評

估與災害原因分析及擬定各種應變行動計畫；(4)後勤：提供執行部門

在應變中所不足的後勤援助，包括設備、物資、運輸、人力及維修技

術；(5)財務行政：協助緊急應變時各種行政程序的支援及經費財務方

面的支持及災後紓困。該事故指揮系統之架構如圖二所示：

行政院
指 揮 部

指揮官

資訊官

連絡官

安全官

執行部 計劃部 後勤部 財務行政部

圖二：事故指揮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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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架構概念應用至醫療院所，發展醫院統一的應變系統，則

稱為醫院緊急災難應變體系(Hospital Emergency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HEICS)。為了能和國際接軌，我們對台灣醫院使用之指揮

系統做了全盤性的調查，也建議我國採用修正後之台灣版HEICS的

組織架構應用於國內各醫療院所。另外醫療災難指揮系統中，我們

建議在上述區域聯防為主的緊急醫療的體系內成立災難醫療志願服

務隊(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t Team, DMAT)以及災難遺體辨認隊

(Disaster Mortuary Operational Response Team, DMORT)。

在災難指揮系統中一個重要機構之設置便是緊急應變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EOC)，為事先設置好的單位，在資

訊的收集、分析、確認方面能供決策者作明快的判斷及有效的發號施

令。此外，在醫療體系之應變動員上宜建立一致的啟動體制。有鑑

於指揮體系與資訊系統整合對醫療衛生災難應變之重要，衛生署已配

合本案決定著手規劃國家衛生指揮中心(National Health Command 

Center, NHCC)之建置，整合中央緊急醫療災難應變中心、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生物病原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反生物恐怖攻擊指揮

中心等功能成為一完整之中央醫療衛生體系防災啟動機制。

健康危機事件應變之資訊管理

在資訊管理的部份，本計畫針對現況、問題及需求先做分析，進

而規劃資訊系統的整合。對整合架構我們提出的原則有二，即集中管

理及分散處理；另在架構方面應包括：資料架構、應用系統架構、及

共同資訊平台之架構。我們發現救災中常發生的問題為缺乏即時且正

確的情報、資源運用管理不足、沒有預測的能力，且台灣目前指揮中

心的共同問題，就是資訊的分析能力薄弱；而防疫資訊交換之需求包

括：通報資訊交換、電子病例與檢驗資訊查詢、醫院防疫資源相關資

訊報告。

因此我們規劃的目標是於使用面上，能支援各級緊急災難作業單

位，在作決策時所需要的資訊；在管理面上建置共通資訊平台，從中

央到地方，不論是處理緊急醫療或疫災，均用一套資訊系統，集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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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散處理；在技術面上則作權限管理、電子簽章、單一入口等資

訊安全，網際網路WEB化系統，以及訂定資料通報（交換）標準，透

過網路、傳真、電話等方式傳輸通報，有效整合系統。在資訊整合方

面醫療資料庫之架構的重新確認也是必要工作之ㄧ。其資料範圍應包

括基本疫病相關基本資料，應變資源狀態，罹病的流行病學分析，以

及報告追蹤等。

本計畫也建議建置健康危機事件應變之資訊整合系統，以支援

全國緊急醫療應變指揮中心於作出決策時所用之資訊；設立常設之

「緊急醫療應變指揮中心」之共用資訊中心，以統籌建立國家健康

危機事件之相關資料庫；全國各層級緊急指揮中心之共通資訊平台，

協同建立資料共用作業；設置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GIS)作業部門，以建立地圖及空照圖資料庫；持續性投資資

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於緊急醫療及防疫領域，以建立

共通資訊平台；訂定資訊整合規劃篩選條件，以預算額度內排定先後

順序，依序開發；訂定醫院緊急醫療資訊之整合規範及建立資訊回饋

機制，並加強醫院針對自身的危害分析；研擬如何於醫療資源不足地

區利用高級救護技術員（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Paramedic; 

EMT-P）於到達醫院前(如在救護車上)與醫師保持通訊及生命徵象暨

影像之諮詢；加強災難初期的通報與控制、加強災難應變準備的流程

管理，建立平日運作到緊急事件過渡之標準作業流程；藉演習的方式

評估各項措施之效果，並測試資訊整合系統如何配合指揮系統，以有

效地聯絡中央、地方、醫院之指揮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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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之法源

法源也是緊急災難應變中十分重要的一環，在法規方面，以中央

防災組織為定位，經針對現行中央防災組織(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之沿革、組織架構、工作任務及現行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之定位問 

題做全面的分析探討，發現我們台灣極度需要將各種災防法規加以統

合，如災害防救法第7條、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第9點等，

並就未來中央防災組織之定位提出可行的建議，建議以現行行政院

「災害防救委員會」為基本架構，而將其提昇為部會層級之行政院直

轄機關之ㄧ，如圖三，中央災防組織的權責應明確訂定，並建議中央

災防組織定名為「中央災防委員會」。

本計畫也探討了地方災防組織之定位，以及區域性應變組織之定

位，建議在地方災防組織方面，緊急應變中心應直屬地方首長(縣市

長)之下，非屬主任秘書。至於建議之區域性應變組織因屬新增組織，

尚需要法界人士進一步釐清並定位之。至於健康災害之區域聯防，其

實台灣早已行之有年，在功能上已有統一之基礎，但其區域組織之組

織結構、權責劃分及資源調配等，仍需以法律明確規定之。

最後，根據憲法第107條、108條、109條、及110條，地方制

度法第18條、19條、及20條，及個別行政法規關於中央地方權限劃

分之規定、中央地方權限劃分之理論、以及決定具體劃分中央地方權

限基準之順序。並試從法律面的觀點，就中央與地方啟動應變機制之

權責劃分方面建議以事件性質作為劃分基礎、及將應變權責明確訂於

法條中。而在整個法源的釐清上，建議台灣要有一災防基本法，基於

此法，再衍生出適合於各方面災難之子法，唯有如此，災害防救才不

致陷於權責不明之現象。

圖三：建議之行政院部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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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應變管理之教育及訓練

人才儲備是健全災難管理系統整備最重要的環節，如無法落實培

植演訓，針對災難事故時之指揮應變體系最終將因缺乏第一線之執行

力而面臨沙灘城堡之窘境。因此培訓計畫應為架構「重大健康危機事

件之國家指揮系統」之基礎。

本案除了分析災難教育的現況外，並針對寬廣度錯綜複雜之災難

範疇，首先建構觀念性架構以簡化及釐清事件之本質；並設定災難

醫學範疇、災難應變層級、災難培訓大綱以及學習方法，詳如圖四所

示；同時也探討並提供了國內師資現況以及培訓發展計畫，規劃詳

細教學內容，如進行全民教育，對各類專業人員進行在職教育授與緊

急醫療救護系統、高級心臟救命術、緊急醫療相關之專科醫師制度、

生物反恐教育訓練、災難醫療救護隊等知識，以培育全民教育種子教

師、種子教官指導員及災難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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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觀念模型圖

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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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計畫也提出設立災難醫學教育網站、建構數位學習平台

及數位學習學校流程，突破傳統教學方式，打破時間、空間限制，達

到持續且深化之教育效果；並建置演習模式，以演習情境去測試及衝

撞現行機制，以期發現缺隙並補足現行機制之缺失，藉此晉級深化教

育成果，以培育出真正能實際執行救災工作及運籌帷幄的優質之應變

人才，從而架構更完善之系統性應變及培訓體系，因而建構標準演習

流程，將災難演習分為簡報導引型、技術演練、桌上演練、功能性兵

棋推演、及全面性演習等五種，並進行演習流程規劃。最後訂定階段

性災難管理與災難醫學教育之進程為短、中、長期，近期以醫療救護

相關團隊特性、建立電子學習工程、教學模組化、證照制度化為主，

中期以災難醫學師資培訓、設立專業訓練機構、教學系統化為主，長

期以建立危機及策略管理專業教育、全民教育、教學制度化為主。

教育訓練之最終目的即為在「建構國家重大健康危害事件因應體

系」之系統下，研究出一個培訓的系統性架構，以建立災難醫學之教

育培訓機制。鑑於我國防災人員之缺乏，尤以高層人員之不足，我們

建議即時展開人才之長期培育，並建議以派遣高級防災人員赴國外接

受實地訓練。此外本計畫也擬定短、中、長期階段性災難管理與災難

醫學之進程，並列相關課程以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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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序）

計畫主持人：李明亮

研議諮詢委員會

王西田、石曜堂、李海東、林芳郁、胡勝正、張中勇、張榮豐、

陳定信、陳亮全、陳建仁、賴明詔、賴美淑、魏耀揮

研議執行委員會

石曜堂、李明亮、李建良、周志浩、范長康、胡勝正、涂醒哲、張珩、

張聖原、張中勇、郭耿南、陳亮全、陳美伶、熊昭、薛瑞元、顏慕庸

分組共同召集人

國家指揮組—石曜堂、張珩 國家應變計畫組—陳亮全、張中勇

法規組—李建良、陳美伶 培訓組—顏慕庸、薛瑞元

資訊組—熊昭、范長康

研議成員

王立敏、王先震、王永衛、王宗倫、王宗曦、王偉中、王建東、王寰峰、

丘昌泰、石富元、石崇良、朱奕嵐、江東亮、何秉聖、冷家宇、吳木榮、

吳和生、吳成文、吳運東、吳昇源、吳德朗、吳秀英、宋華聰、李建賢、

李友專、李臨鳳、李宜恭、李雪津、沈希哲、汪平雲、周志浩、周雍華、

周素珍、林秀娟、林錦麗、林豐田、邱文達、邱展賢、哈多吉、姜毓華、

施邦築、紀煥庭、胡秀娟、胡幼圃、胡勝正、胡秀娟、唐大鈿、徐永年、

徐祥明、徐嫦娥、袁啟亞、馬惠明、涂醒哲、張上淳、張中勇、張立偉、

張峰義、張國頌、張啟明、張世平、張珩、張啟明、張榮豐、張德明、

張聖原、張秀儀、曹君範、梁乃仁、莊哲男、莊佳璋、許志成、許敏靖、

許須美、陳文龍、陳為堅、陳建智、陳炳林、陳光雄、陳石池、曾憲雄、

黃信彰、黃進興、黃英傑、黃國峰、黃豐締、黃輝珍、黃信彰、黃季敏、

楊大羽、楊忠憲、楊志良、詹長權、廖崑富、熊光華、劉鴻文、蔡光超、

蔡明哲、蔡龍居、賴幼玲、賴政國、賴其萬、賴明詔、賴美淑、謝博生、

謝奕國、魏耀揮、羅瑞卿、羅慶徽、蘇益仁

工作團隊

王冠懿、田月枝、吳慈珮、李桃森、李錦岱、林美華、洪大植、范毓婷、

許亦琪、翁慧昌、郭美貞、陳郁安、陳映達、陳泰佑、勞賢賢、詹慧玲、

蔡淑娟、蔡宛容、蔡維恬、賴香伶、羅勻佐

〔註：以上為本案研議期間曾經參與或協助相關工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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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菸害防制
策略會議

一.現況分析
鑑於吸菸行為戕害國人健康至鉅，且其耗損之醫療成本、

生命代價、經濟損失與社會成本等難以估算，為凝聚世界各

國的反菸力量，並有效控制菸害造成全球性的健康、社會、

環境與經濟問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遂號召全球菸害防制專家學者共同擬定「菸草控制框架

公約」（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簡

稱FCTC），此一公約業經第五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於2003年5

月21日決議通過，公約中揭示締約國應透過立法、行政及國際

合作的方式遏止菸害。至2004年11月30日止，WHO已受理來

自40個會員國於其國家的立法框架下，完成批准、接受、正式

確認或加入FCTC之文書，WHO乃於2005年2月27日正式宣佈

該公約生效。

我國的菸害防制運動可追溯至1984年起，由民間團體開

始著手進行反菸及拒菸運動，期望能喚起國人對菸害問題的重

視。1987年國內開放洋菸進口及菸品廣告促銷，造成青少年

及女性吸菸人口的大幅攀升。鑑於菸害問題日益嚴重，行政院

衛生署陸續推動「不吸菸運動三年計畫」及「台灣地區菸害防

制五年計畫」，正式結合政府部門及民間的力量，積極推動各

項菸害防制工作。為使各項菸害防制工作能有法源上的依據，

1997年通過「菸害防制法」；且為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2000年立法通過「菸酒

稅法」，亦於同年完成「菸酒管理法」之立法；鑑於提高菸品

價格為控制菸品消耗量及青少年吸菸率之最有效策略，「菸酒

稅法」第二十二條增列附徵菸品健康福利捐之規定，其中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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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經費專款專用國內的菸害防制工作。至此，我國的菸害防

制工作正一步步的與世界潮流接軌。

當此之際，我國雖非WHO會員國，但基於保護國民健康及

恪盡國際社會成員之責，勢必以實際行動向國際社會宣示加入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的意願與決心，有鑑於此，我國一方面

以積極之立法行動，於2005年立法院第五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

會議決議通過該公約；另一方面由行政院衛生署積極籌備成立

跨部會層級的菸害防制委員會及菸害防制工作小組，並由行政

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辦理「全國菸害

防制策略會議」計畫。

二.目的
希望藉重政治、經貿、外交、法律、傳播、醫療衛生、財

政、環保、農業、文化、教育、公益團體等專家學者之專長與

經驗，逐一檢視台灣菸害防制政策、立法、教育宣導、基礎建

設及資源配置等現況，並對照FCTC的精神及內容，集思廣義研

擬前瞻性之菸害防制策略建言，以提供相關單位做為未來菸害

防制政策規劃之重要參考依據。

三.計畫過程
為清楚瞭解台灣過去菸害防制工作的成效，在規劃本計畫

初期，特參考國民健康局歷年菸害防制工作相關研究及工作計

畫成果、菸害防制工作經費配置，及2001年葉金川教授主導

規劃的「菸害防制方案建議書」內容，並徵詢長期從事菸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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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國際趨勢分析及國內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意見，訂出「推動

我國符合國際趨勢的政策規劃」、「預防菸害與媒體傳播」、

「菸害防制法規之充實與落實」、「菸害防制基礎建設與資

源」等四項兼具整合性及前瞻性之研議主題。為使各組之研

議內容、形式更加具體化，特以共識營的方式先行徵詢國內菸

害防制相關領域權威之意見，再以分組討論及跨組座談會的形

式，逐一針對國內菸害防制重點議題及批准FCTC後之政策轉變

做出政策因應建議，之後並邀請國際間菸害防制政策之翹楚與

國內專家學者召開「全國菸害防制策略會議」，使各項政策建

議不但能順應台灣民情，亦符合國際潮流的趨勢；最後，將來

自各領域的見解集結成冊，出版「建議報告」以提供各界做為

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

四.預期成果
以下僅就前述之四項研議主題與其方向，分別簡述預期成

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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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主題與方向

推動我國符合國際趨勢的政策規畫

FCTC的正式生效，意謂著國際社會決心攜手合作向菸品及菸商

宣戰，若台灣置身於這股世界潮流之外，將可能成為跨國菸商大規模

傾銷的對象，對國民健康將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我國必須積極調整

菸害防制相關政策，因應國際趨勢，才能與世界共同抵制菸品危害。

為彙集各方意見並廣邀各界共同參與菸害防制工作，並瞭解我國各

政府單位對批准FCTC後之因應措施，研議小組積極與各政府單位合

作，蒐集政界對菸害防制政策推動現況、批准FCTC後之對策、修法

建議及業務轉變等相關資料，並加入菸害防制相關之非政府組織對健

全菸害基礎教育及提供多元化戒菸服務之建議，及國際間研究菸害防

制趨勢之專家學者的意見，對台灣未來之菸害防制工作及政策走向提

供完整的建議。

預防菸害與媒體傳播

面對菸商有組織、有系統的行銷策略，菸害防制勢必相對發展出

更積極、更主動的反菸宣傳、教育策略，讓民眾由日常生活中自然而

然的意識到菸品的危害，因此本議題將以營造不吸菸文化風潮與社會

風氣為研議主軸，分從吸菸者角度避免二手菸影響別人健康及非吸菸

者立場拒絕二手菸的危害的觀點作切入，並以共同營造無菸環境為願

景。經幾次會議後，確定未來的傳播策略研發必須特別針對近年來菸

商特別重視的女性及青少年族群，訂出明確之保護策略，並將針對菸

商市場行銷的手法作蒐集以提出具體的反制策略。

菸害防制法規之充實與落實

菸害防制法規的主要任務是保障民眾免於受菸品危害的權利，隨

著民眾對自主權觀念愈加重視，相關法規必須不斷的呼應民眾需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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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潮流，隨時檢視落實層面的成效，並配合修法調整，才能訂

出最符合我國民眾需求的法規。依循著這股精神，研議內容將針對：

(1)我國於立法批准FCTC後，現行菸品相關法規修訂之必要性及其應

行修訂之方向；(2)現行菸害防制執法方式、內容及執行之困境；及

(3)提昇社會整體法制精神，我國在菸害防制法律教育師資、教育方

式、內容等三個面向，分別做全方位之檢討與改進建議。

菸害防制基礎建設與資源

整合現有資源及建構菸害防制基礎建設，是現階段菸害防制最基

本也是最重要的兩項工作，為使菸害防制政策推動能更有效率，首

先必須將目前現有各種資源做整合，建立全國性的資源網絡，使資源

更容易取得；而紮實的基礎建設，才能使菸害防制工作能建構在穩

固的基礎上持續推動。為使研議方向更為明確，本議題主軸特依據

世界衛生組織(WHO)出版之菸害防制工作手冊內容，訂出五大研議

主題：(1)衛生行政體系內之資源整合（infrastructure）；(2)菸害防

制調查監測機制之規劃(Monitoring, Surveillance and Reporting)；

(3)菸害防制相關學術研究之規劃及整合（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4)菸害防制人力培訓(Training and Education)；(5)建立

非政府組織間之合作機制(Forming Partnership)，最終希望對跨部會

菸害防制之資源整合、衛生行政體系之整合及產、官、學界、非政府

組織之資源整合做出明確的建議，並對菸害防制之人才培訓規劃、學

術資源之規劃、開發及效益評估等基礎建設做完整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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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
1.  以菸害防制工作重點為基礎，做跨領域的意見交流，將不同的見解

引入各組的研議內容中，使各組的建議更臻完善。

2.  在各組陸續建構出具體之政策建議後，將召開「全國菸害防制策略

會議」，邀請國際間菸害防制專家與國內專家學者做面對面的資訊

交流，將國際間目前菸害防制的最新趨勢與動態介紹給台灣，並以

國際性的觀點針對各組所提之菸害防制政策提供建議。

3.  將國內各領域之專家學者及國際學者的精心見解集結成冊，出版

「全國菸害防制策略會議建議報告書」，提供相關衛生及政策單位

做為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為台灣建構未來菸害防制工作之藍圖。

成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順序）

主持人︰郭耿南

協同主持人︰徐祥明、陳紫郎

推動我國符合國際趨勢的政策規劃

徐祥明、溫啟邦、黃嵩立、政府單位及相關團體機構代表等四十名

預防菸害與媒體傳播

邱高生、吳宜蓁、紀雪雲、徐美苓、許安琪、張卿卿、張錦華、

陳世敏、陳宗仁、陳玲玲、郭良文、韓柏檉

菸害防制法規之落實

吳志光、李郁強、林信和、林誠二、姚思遠、陳怡樺、陳盈君、

黃怡碧、葉文裕、劉建宏

菸害防制基礎建設與資源

江東亮、江博煌、周穎政、祝年豐、張景然、張德聰、陳品玲、

陳富莉、葉錦瑩、劉潔心、蔡憶文



論壇大事紀/編年史
附錄一

1996年

初

為設立一平台機制，以促進醫界與學界相互溝，達成

共識，提供國家制定衛生政策之建言，吳成文院長邀請

宋瑞樓院士共同指導設立論壇，並請藍忠孚教授協助規劃

論壇之籌組。

1996/07 國衛院第一屆第一次諮詢委員會建議設立「國家衛生研究

院論壇」。

1996/09 召開國衛院論壇第一次籌備會議。會中決議由宋瑞樓院

士與藍忠孚教授，分別擔任論壇總召集人與執行長，並以

「論壇諮議會」為論壇最高決策單位。（1996/09/13）

1996/12 以功能組織之形式於院長室下成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

壇」，並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諮議委員會會議。會中決議通

過設立「論壇醫護人員培育與醫療制度委員會」及「論壇

健康保險委員會」，並請宋瑞樓院士與藍忠孚教授分別擔

任委員會之召集人。（1996/12/18）

1997/01 正式成立「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及召開第一屆第一次委

員會議。（1997/01/15）

1997/02 正式成立「論壇醫護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及召開

第一屆第一次委員會議。

1997/04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體制組】舉辦「全民健保醫

界生態研討會」。（1997/04/19）

1997/07 召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第一屆第二次諮議委員會會議。

會中決議通過「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作業要點」，以及第

一屆論壇執行委員會選任案。（199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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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7 召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第一屆第二次諮議委員會會議。

會中決議通過設立「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及

「論壇臨床醫師訓練改進委員會」。（1997/07/04）

1997/07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著手研議「引進醫療照護品質評

鑑之前期研究計畫」。（1997/07~2000/06）

1997/10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體制組】舉辦「全民健保公

辦民營座談會」。（1997/10/14）

1997/11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體制組】舉辦「全民健保差

額負擔設計座談會」。（1997/11/06）

1998/01 正式成立「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由賴美淑

教授擔任委員會召集人及召開第一屆第一次委員會議。

1998/01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醫療品質組】舉辦「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品質指標巡迴座談會」。（1998/01/24）

1998/02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醫療品質組】著手研議「診療指

引之編訂與診療效益評估計畫」。（1998/02~2000/06）

1998/02 【論壇醫護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召開三場「醫學

教育改進系列座談會」。（1998/02~1998/03）

1998/06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出版「全民健保之評析與展望」

文集。

1998/09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醫療品質組】舉辦「醫療品質國

際研討會」。（1998/09/11~12）

1998/11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出版「全民健保財源籌措評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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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2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支付制度組】舉辦「全民健保支

付制度改革座談會」。（1998/12/09）

1999/01 召 開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論 壇 第 一 屆 第 五 次 諮 議 委 員 會

會議。會中決議通過設立「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

（1999/01/16）

1999/01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舉辦「媒體與實證醫學座談

會」。（1999/01/30）

1999/04 正式成立「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由藍忠孚教授擔任委

員會召集人及召開第一屆第一次委員會議。

1999/05 【論壇醫護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著手推動「專科

及次專科醫師培育研議案」。（1999/05~2004/12）

1999/07 陳聽安教授接任第三屆「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召集人。

（1999/07~2002/01）

1999/09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財務組】舉辦「長期照護財

務問題－各國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會」。（1999/09/18）

1999/09 【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研議案】召開五場「專科及次專

科醫師培育深度討論會」。（1999/09~2000/09）

1999/10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支付制度組】舉辦「病患湧入大

型醫院就醫問題座談會」。（1999/10/15）

1999/12 【 論 壇 醫 護 人 員 培 育 及 醫 療 制 度 委 員 會 】 正 式 推 動

「提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之先遣示範試驗」。

（1999/12~2004/12）

1999/12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支付制度組】舉辦「健保支付制

度多元化研討會」。（1999/12/18）

2000/01 姚克明教授受聘擔任論壇副執行長。

（2000/01~2001/04）

2000/01 【論壇醫護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更名為【論壇醫

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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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5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規劃辦理「建立長期照護復健服

務模式座談系列」。（2000/05~2002/06）

2000/08 【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出版「第一期文獻回

顧研析計畫報告書」一套11冊。

2000/09 召開【提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之先遣示範試驗研議

案】說明會。

2000/11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財務組】舉辦「我國全民健

保財務的診斷與展望公開討論會」。（2000/11/18）

2000/12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舉辦「台灣長期照護機構經營問

題與展望座談會」。（2000/12/15）

2000/12 召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第二屆第三次諮議委員會會議。

會中決議通過設立「論壇生命暨醫學倫理委員會」，並請

余玉眉教授擔任委員會召集人。（2000/12/16）

2001/01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著手研議「全國疾病負擔量化分

析技術之引進與本土化計畫」。（2001/01~2002/12）

2001/01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辦理「長期照護評估工具MDS：

實務與應用國際研習系列」（2001/01~2002/12）、「長

期照護財務制度規劃研議計畫」（2001/01~2004/08）

與 「 台 灣 精 神 障 礙 者 之 社 區 照 護 發 展 研 議 計 畫 」

（2001/01~）。

2001/03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出版「長期照護財務問題－各國

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會論文集」。

2001/03 【論壇健康與疾病預防委員會】之第一期文獻回顧研析計

畫報告書榮獲衛生署「90年政府出版服務評獎」之最佳學

術獎。（2001/03/15）

2001/04 【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召開「醫學會之

組織管理及相關條例」座談會。

2001/04 正式成立「論壇生命暨醫學倫理委員會」及召開第一屆第

一次委員會議。（200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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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5 醫療保健政策研究組石曜堂組主任兼任論壇副執行長。

（2001/05~2002/12）

2001/06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進行「發展社區化長期照護之策

略研議案」。（2001/06~2003/03）

2001/07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建立「生命暨醫療倫理資

料庫」。

2001/08 【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出版「第二期文獻回

顧研析計畫報告書」一套11冊。

2001/10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出版「台灣長期照護機構經營問

題與展望座談會紀要」。

2001/10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舉辦「台灣醫學史的傳承

與醫療道德演變專題演講」。（2001/10/20）

2001/12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體制組】舉辦「全民健保體

制改革研討會」。（2001/12/14）

2001/12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出版「全民健康保險年度邀稿彙

編」、「全民健康保險深度訪談彙編」。

2001/12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舉辦「生命暨醫療倫理討

論會」（2001/12/07）與「醫學倫理教育課程之價值與反

思研討會」。（2001/12/22）

2002/01 黃達夫教授接任第六屆「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召集人。

2002/02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出版「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

診斷與展望文集」。

2002/04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財務組】舉辦「健保保費欠

繳之成因、影響及解決之道座談會」。（2002/04/20）

2002/05 【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成立「專科護理

師培育研議案」。（2002/05~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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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5 【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之「專科及次專

科醫師培育建議書」獲衛生署「研商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

育計畫座談會」認同，並將本案之理念入規劃住院醫師培

育內容。

2002/06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出版「長期照護復健服務模式之

探討」。

2002/07 國衛院第三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成為院內正式單位。（2002/07/22）

2002/08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財務組】舉辦「從醫療費

用部分負擔與保險費率調漲—論全民健保的再定位座談

會」。（2002/08/14）

2002/08 【 論 壇 生 命 暨 醫 療 倫 理 委 員 會 】 舉 辦 「 醫 學 研 究 受

試者保護機制－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再提昇座談會」。

（2002/08/17）

2002/10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舉辦「病情告知的倫理、

法律與實務座談會」。（2002/10/18）

2002/12 李明亮教授受聘擔任論壇總召集人。

2002/12 【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成立「手術技術

員培育研議案」。（2002/10~2004/12）

2002/12 【專科護理師培育研議案】編著「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

執業規範建議書」。

2002/12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舉辦「醫療競爭壓力之下

的專業團體倫理自律座談會」。（2002/12/14）

2002/12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財務組】舉辦「從健保雙

漲的決策過程－論全民健保組織體制的改革座談會」。

（200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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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出版「台灣版MDS 2.1-機構照護

評估工具使用手冊」、「台灣版MDS-HC 2.0-居家照護評估

工具使用手冊」。

2003/02 著手辦理衛生署委託之【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

（2003/02~2004/03）

2003/03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出版「社區化長期照護之發展策

略」。

2003/04 【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出版「台灣精神障礙者發展研討

會彙編」。

2003/05 完成93年度各論壇委員會轉型研議案之函告作業。

2003/06 郭耿南教授受聘擔任論壇副總召集人兼執行長。

2003/06 依據「論壇運作決策體制計畫」之規劃，增設「論壇執行

委員會」。

2003/07 【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出版「專科及次

專科醫師培育建議書」、「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暨執業規

範建議書」、「提升醫療人員培育與醫療制度之先遣示範

試驗」。

2003/09 涂醒哲教授受聘擔任論壇副總召集人。

（2003/09~2004/07）

2003/09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舉辦「人體試驗委員會委

員講習內容之規劃座談會」。（2003/09/20）

2003/10 著手辦理衛生署委託之【重大健康危機事件之國家指揮體

系及因應策略研議案】。（2003/10~2004/12）

2003/10 【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之「提昇醫療人

員培育與醫療制度之先遣示範試驗」獲衛生署認同，並進

行籌畫辦理相關執行作業細則。

2003/10 任命羅勻佐管理師兼任論壇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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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 衛生署以【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之「專

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議書」為主軸，規劃執行培訓細則

要點，並設置「專科醫師制度暨繼續教育諮議會」為專責

單位。

2003/11 【 論 壇 生 命 暨 醫 療 倫 理 委 員 會 】 舉 辦 「 疫 病 與 社

會 ： 台 灣 歷 經 S A R S 風 暴 之 醫 學 與 人 文 反 省 」 。

（2003/11/14~16）

2003/11 召開【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2003/11/28）

2003/12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出版「台灣醫療道德的演

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

2003/12 【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出版「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

診斷與展望文集」。

2003/12 【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研議案】出版「第三期文獻回

顧研析計畫報告書」一套10冊。

2004/01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委員會】出版「人體試驗委員會常

見問答集」第一版。

2004/02 著手辦理「建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研議案」。

（2004/02~2004/12）

2004/02 【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協助衛生署針對

目前署內認定之專科醫師與「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建議

書」之培育內容進行比較與分析，作為調整整體臨床醫學

教育培訓內容之參考資料。（2004/02~2004/03）

2004/03 【論壇醫療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委員會】修正為【論壇醫

事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研議案】。

2004/03 出版「2003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總結報告書」。

2004/03 著手推動【醫師研究人才之培育研議案】。（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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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3 國衛院第三屆第七次董事會提案通過成立「衛生政策研發

中心」。（2004/03/23）

2004/03 【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之第三期文獻回顧研

析計畫報告書榮獲衛生署「93年政府出版服務評獎」之優

良政府出版獎圖書組第一名。

2004/04 【論壇長期照護研議案】出版「台灣精神障礙者之社區照

護發展：理想與實務彙編」。

2004/04 【論壇長期照護研議案】執行「台灣地區長期照護營養服

務研議計畫」。

2004/05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研議案】出版「人體試驗委員會常

見問答集Q＆A」第二版。

2004/06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研議案】協辦「第四屆生命倫理學

國際會議」。（2004/06/24~26）

2004/07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研議案】出版「知情同意常見問答

集Q＆A」第一版。

2004/08 【論壇健康保險研議案－健保財務組】舉辦「實施總額預

算制度之影響成效檢討座談會」。（2004/08/09）

2004/08 【論壇長期照護研議案】出版「長期照護財務制度規

劃」。

2004/08 【 論 壇 醫 事 人 員 培 育 及 醫 療 制 度 研 議 案 】 推 動 「 重

整 和 強 化 一 般 內 科 醫 學 及 相 關 試 辦 計 畫 研 議 案 」

（2004/08~）、「家庭醫師培育暨醫療網及轉診制度研

議案」（2004~）、「調整醫學生三、四、五、六年級教

育課程研議案」（2004~）與「醫事人員培育整合研議案

（2004~）。

2004/08 著手辦理【全國菸害防制策略會議計畫】。

（2004/08~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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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9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研議案】舉辦「護理人員對IRB之認

知座談會」。（2004/09/05）

2004/09 【論壇生命暨醫療倫理研議案】出版「人體試驗委員會常

見問答集Q＆A」第三版、「知情同意常見問答集Q＆A」

第二版。

2004/09 【專科護理師培育研議案】在衛生署召開「專科護理

師種子教師培訓、人員培育暨執業規範試辦計畫之專家

諮詢會議」，會中建議衛生署成立一專責業務單位，以

負責統籌規劃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該建言獲衛生署接

受，並於2004年12月成立「專科護理師諮詢委員會」。

（2004/9/29）

2004/11 【論壇醫事人員培育及醫療制度研議案】召開「手術技術

員培育研議案」二場座談會。（2004/11/05, 12/10）

2004/12 【建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研議案】編著「醫療機構

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準草案」。

2004/12 【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研議案】出版「第四期文獻回

顧研析計畫報告書」一套9冊。

2004/12 【調整醫學生三、四、五、六年級教育課程研議案】召開

「醫學系教育課程座談會」。（2004/12/15）

2005/01 衛生署「專科護理師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依據國家

衛生研究院論壇【手術技術員培育研議案】之建議，決

議以「手術室護理師」為名較宜，並予以N4護理人員

進階專業訓練，訓練課程由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中華

民國護士護理師全國聯合會、台灣護理學會共同規劃。

（2005/01/06）

2005/02 【論壇長期照護研議案】辦理「日本Clinical Pathway學會

來台參訪活動暨台日臨床路徑交流座談會」。

2005/03 【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之第四期文獻回顧研

析計畫報告書榮獲衛生署「94年政府出版服務評獎」之優

良政府出版獎圖書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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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出版品
本系列出版品提供銷售服務，歡迎訂購，請接洽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

附錄二

▌ 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
基準草案  
出版年月: 2004-12  
單冊 / 定價: 非賣品

▌第四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報告書  
GPN: 1009302754  
出版年月: 2004-12  
套書 / 定價: 1170元

▌人體試驗委員會常見問答集  
GPN: 1009302504 
出版年月: 2004-09  
單冊 / 定價: 25元

▌知情同意常見問答集  
GPN: 1009301013  
出版年月: 2004-07  

單冊 / 定價: 50元

▌長期照護財務制度規劃  
GPN: 1009302551  
出版年月: 2004-08  
單冊 / 定價: 240元

▌ 台灣精神障礙者之社區照護發展—
理想與實務研討會彙編  
GPN: 1009300963  
出版年月: 2004-04  
單冊 / 定價: 110元

▌2003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總結
　報告書  

GPN: 1009300892  
出版年月: 2004-03  
單冊 / 非賣品

▌第三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報告書  
GPN: 1009200810  
出版年月: 2003-12  
套書 / 定價: 840元

▌ 台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
個案探討  
GPN: 1009203269  
出版年月: 2003-11  
單冊 / 定價: 180元

▌ 台灣精神障礙者照護發展研討會彙編  
GPN: 1009200939  
出版年月: 2003-04  
單冊 / 定價: 140元

▌社區化長期照護之發展策略  
GPN: 1009200775  
出版年月: 2003-03  
單冊 / 定價: 200元

▌長期照護復健服務模式之探討  
GPN: 1009101407  
出版年月: 2002-06  
單冊 / 定價: 120元

▌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診斷與展
望文集  
GPN: 1009100276  
出版年月: 2002-02  
單冊 / 定價: 120元

▌全民健康保險深度訪談彙編  
GPN: 1009001781  
出版年月: 2001-12  
單冊 / 定價: 160元

▌全民健康保險年度邀稿彙編  
GPN: 1009001784  
出版年月: 2001-12  
單冊 / 定價: 140元

▌第二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  
出版年月: 2001-08  
套書 / 定價: 990元

▌長期照護財務問題—
　各國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會論文集  

GPN: 2147483647  
出版年月: 2000-12  
單冊 / 定價: 440元

▌第一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報告書  
出版年月: 2000-07  
套書 / 定價: 890元

▌全民健保財源籌措評析  
GPN: 2147483647  
出版年月: 1998-11  
單冊 / 定價: 250元

▌全民健保之評析與展望  
GPN: 2147483647  
出版年月: 1998-06  
單冊 / 定價: 325元

144 ︱論壇十年︱ 145︱附錄二．出版品︱



▌第四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報告書  
GPN: 1009302754  

出版年月: 2004-12  

套書 / 定價: 1170元

▌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作業基準草案  
出版年月: 2004-12  

單冊 / 定價: 非賣品

▌人體試驗委員會常見問答集  
GPN: 1009302504 

出版年月: 2004-09  

單冊 / 定價: 25元

▌知情同意常見問答集  
GPN: 1009301013  

出版年月: 2004-09  

單冊 / 定價: 50元

144 ︱論壇十年︱ 145︱附錄二．出版品︱



▌2003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總結報告書  
GPN: 1009300892  

出版年月: 2004-03  

單冊 / 非賣品

▌第三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  
GPN: 1009200810  

出版年月: 2003-12  

套書 / 定價: 840元

▌ 台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  
GPN: 1009203269  

出版年月: 2003-11  

單冊 / 定價: 180元

▌ 台灣精神障礙者之社區照護發展—
　理想與實務研討會彙編  

GPN: 1009300963  

出版年月: 2004-04  

單冊 / 定價: 110元

▌長期照護財務制度規劃  
GPN: 1009302551  

出版年月: 2004-08  

單冊 / 定價: 240元

146 ︱論壇十年︱ 147︱附錄二．出版品︱



▌長期照護復健服務模式之探討  
GPN: 1009101407  

出版年月: 2002-06  

單冊 / 定價: 120元

▌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診斷與展望文集  
GPN: 1009100276  

出版年月: 2002-02  

單冊 / 定價: 120元

▌全民健康保險深度訪談彙編  
GPN: 1009001781  

出版年月: 2001-12  

單冊 / 定價: 160元

▌第三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  
GPN: 1009200810  

出版年月: 2003-12  

套書 / 定價: 840元

▌社區化長期照護之發展策略  
GPN: 1009200775  

出版年月: 2003-03  

單冊 / 定價: 200元

▌ 台灣精神障礙者照護發展研討會彙編  
GPN: 1009200939  

出版年月: 2003-04  

單冊 / 定價: 140元

146 ︱論壇十年︱ 147︱附錄二．出版品︱



▌第一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  
出版年月: 2000-07  

套書 / 定價: 890元

▌全民健保財源籌措評析  
GPN: 2147483647  

出版年月: 1998-11  

單冊 / 定價: 250元

▌長期照護財務問題—
　各國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會論文集  

GPN: 2147483647  

出版年月: 2000-12  

單冊 / 定價: 440元

▌第二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  
出版年月: 2001-08  

套書 / 定價: 990元

▌全民健康保險年度邀稿彙編  
GPN: 1009001784  

出版年月: 2001-12  

單冊 / 定價: 140元

148 ︱論壇十年︱ 149︱附錄二．出版品︱



▌全民健保之評析與展望  
GPN: 2147483647  

出版年月: 1998-06  

單冊 / 定價: 325元

148 ︱論壇十年︱ 149︱附錄二．出版品︱



活動照片
附錄三

1997.11.06
「全民健保差額負擔

設計」座談會

1999.12.04
「健康福祉服務體系

興革」研討會

150 ︱論壇十年︱ 151︱附錄三．活動照片︱



1999.02.24
第一期文獻回顧研

議計畫成果討論會

2000.11.18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

財務之診斷與展望」

公開討論會

150 ︱論壇十年︱ 151︱附錄三．活動照片︱



2000.08
住院醫師培育

深度討論會於

成功大學

2000.07
第二期文獻回顧研

析計畫—報告書撰

寫說明會

152 ︱論壇十年︱ 153︱附錄三．活動照片︱



2000.09.25
專科及次專科醫師培育

專責小組成員

2001.12.14
「醫學倫理教育課程之

價值與反思」座談會

152 ︱論壇十年︱ 153︱附錄三．活動照片︱



2002.10.19
專科護理師研議

座談會

2001.03
「醫學會之組織及相關管理

條例」座談會

154 ︱論壇十年︱ 155︱附錄三．活動照片︱



2002.10
專科護理師培育專責

小組成員

2002.12.18
「從健保雙漲的決策過

程—論全民健保組織體

制的改革」座談會

154 ︱論壇十年︱ 155︱附錄三．活動照片︱



2003.11.28
全國衛生醫療政策會議

2002.08.17
「醫學研究受試者

保護機制—人體試

驗委員會之再提

昇」座談會

156 ︱論壇十年︱ 157︱附錄三．活動照片︱



2004.11.4-11.6
人體試驗委員會輔導

認證研習會

2004.02.13
全國衛生醫療政

策會議總結會議

156 ︱論壇十年︱ 157︱附錄三．活動照片︱



宋瑞樓 院士

2004.09.23
「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

員會評鑑作業基準」說

明會台北場

158 ︱論壇十年︱ 159︱附錄三．活動照片︱



2002.08.14
「從醫療費用部份負

擔與保險費率調漲—

論全民健保的再定

位」座談會

2004.10.30
「台灣社區

精神照護研討

會—家庭照護

與就業服務」

研討會

158 ︱論壇十年︱ 159︱附錄三．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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