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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健康是基本人權

「健康」維繫和保障，國際人權法承認的基本人權之一。

 (1)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適當生活標準的權利」

 (§25：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 包

括食 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

 (2)聯合國1966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可達
到最高標準健康的權利」(我國2009.4.22日制定公布同年12.10日

施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稱兩公
約) ，第1條：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3)聯合國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憲章前言→ 「享受可能
達到最高標準的健康，為基本人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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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權

1.197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召開「初級衛生保健國
際會議」發表「阿拉木圖宣言」(Declaration of 
AlmaAta)，以「健康是基本人權」呼籲各國於2000年
達成「人人有健康」目標，重視及解決民眾的健康問
題，並提供資源。

2.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5項規定：「國家應推行
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
展。」以實現健康權。

3.我國1995年3月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全民健康保
險法立法目的：解決民眾因病帶來的財務困境、保障
全體國民基本的健康權、落實「人人有保，就醫公
平」目標。民眾醫療人權獲得保障，國人平均餘命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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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權與醫療人權

8/9/2022
吳秀玲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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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785號
(2019.11.29) 會議→憲法法庭

人民之健康權，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
利。旨在保障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不
受任意侵害，國家於健康權之法律制度形成上，
負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法制設計不符健康權
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者，即為憲法所不許。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條文及名稱：憲法訴訟
法，2022.1.5施行。 2022.7.29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11號判決)

8/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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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老化對國家社會之影響

(1)國家重要功能：保護人民生命和健康、自由
及財產等基本權利。

(2)國家不得侵害「人性尊嚴」 ， 並有積極予
以保障的義務。

(3)高齡社會→面對少子化、人口高齡化的衝擊
的重要課題：國家兼顧民眾的醫療、照護需求、
政府財政負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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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65歲以上老人比率
(2020年死亡人數首次超過出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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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子化/台灣生育率世界之末

2021年4月美國中情局發布預測全球227個
國家(地區)的生育率，倒數5名都是亞洲國家：

香港1.22人、澳門1.21人、新加坡1.15人、
南韓1.09人。台灣僅1.07人排名世界之末，
少子化已成國安問題。

高齡化的社會，國家對於民眾醫療及照護需求，
必需妥為處理。如何使民眾「活得健康、老得
慢、病得輕、走得快」，更是重要議題。
 【台灣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一 專家揭二大原因〉，經濟日報，2021

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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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老化對醫療健保之影響

醫療的品質、安全、成效，攸關人類健康，人口
老化與新興科技的影響：

1.帶來醫療費用高漲的財務困境。

2.消費者意識抬頭，醫病關係緊張，出現對醫療
專業的信任危機。

3.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從初期的新台幣2千
億元左右，每年不斷成長，至2022年已突破
8095.62億元。 政府、雇主及民眾的負擔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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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疫情升溫仍有3.3萬人就醫逾90次 50多
歲男 1年看病839次(2021.11.15自由時報A01版)



(3)高齡者之保護
(日本「後見人「→監護人； 「着服「→ 侵占「)
在高齡社會，高齡者於交易、締約、財產處理或照

護服務之使用上：

→因：判斷能力的欠缺或不足，

→被詐欺、脅迫締結契約；→ 遭受虐待；

→ 財產被侵占等情形。

法律對高齡者之保護是否足夠？值得關切與檢討。
 〈弁護士の着服20億円超 3年で2 3人起訴」後見人「悪用な

ど〉，《読売新聞》，2015年12月20日，第1頁；〈戾らぬ財產
人生暗転 弁護士の着服.詐欺〉，《読売新聞》，2015年12月20
日，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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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醫療人權 1.醫療人權之意涵

醫療人權是否發達是國家進步的指標。

不同面向不同的內涵：

1.人民有權要求政府增進國民健康，普遍推行保健
事業及健全醫療制度。

2.病人得有尊嚴地獲得妥善充分的保健服務與醫療
照護，以及拒絕醫療之權利。

3.對於病人人格法益之隱私權，應予相當之尊重。
不得無故強制治療、強制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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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人權之意涵

病患醫療人權面向

 1.緊急救護請求權

 2.病人自主權

 3.知情同意權

 4.隱私權之保障

醫師(事)人員的醫療人
權核心

 1.獲得適當報酬。

 2.適宜工作時間及安
全執業環境。

 3.醫療糾紛責任合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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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師法 (1)醫師說明義務

醫師說明義務包含：

1.診斷的病名、病況。

2.治療方針、處置，及其他替代方案之
利弊分析。

3.治療風險：成功率、預後情形、併發
症、副作用。

4.醫院的設備及醫師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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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師其他義務

處方記明、藥劑交付應註明事項§13、14

法定傳染病處理及非病死報告§15-16

交付診斷書、出生/死亡證明書、死產證明文件§17

除正當治療目的，不得使用管制、毒劇藥品§19

合宜收取醫療費用§20、危急病人救治§21

受有關機關詢問或委託鑑定據實陳述、報告§22

保守秘密§23 、遵從特別指揮§24、製作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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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死亡前1個月平均醫療費用

社團法人日本醫學會「後期高齡者(年滿75
歲者)死亡前住院醫療費用調查分析」報告：
→估算高齡者死亡前1個月平均醫療費用，
每人112萬日圓。

→ 每年於醫療機構死亡人數約80萬人，推
估高齡者於死亡末期使用的醫療費用，1年
高達9,000億日圓。

 (佐藤貴久，医療.介護連携で実現する高齢者のため
の地域医療，幻冬舍，2017年6月，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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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穿用藥與手術的迷思

醫學迷宮中最大危害者→醫療過剩。

刻意為民眾施行的手術→三分之一是多餘的。

醫學的雙重標準→醫師愛惜自己不輕易接受手術，
患者資訊不足，以侵入性的方法被折磨。

接近生命終點之時，什麼是最重要的？美國40%
癌症專科醫師承認→曾提供癌末病人沒有幫助的治
療。

 (尤格.布雷希著.李中文譯，無效的醫療--拆穿用藥與手術的迷思，左
岸，2009年11月)(Atul Gawande著(葛文德).廖月娟譯，遠見天下
文化，2016.12.25 ，1版14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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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法第25條移付懲戒

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
機關移付懲戒：

1.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

2.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3.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

4.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

5.前四款及第28條之4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
正當行為。 8/9/2022 22



(3)遠距醫療

「遠距醫療」指非直接面對面，使用通信技術所為
之診斷、診察行為，及在宅健康管理等保健行為。

醫師法第11條第1項：「醫師非親自診察，不得
施行治療、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但於山地、
離島、偏僻地區或有特殊、急迫情形，為應醫療
需要，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醫
師，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為之診察，開給方劑，
並囑由衛生醫療機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執行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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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醫療效益

1.以AI問診減輕醫師的業務負荷

2.問診場所從醫療機構轉向家庭；縮短醫
護人員與病患之距離，使偏遠地區的病患
獲得良好、及時的醫療服務與治療。

3.提升醫療資源可近性（Accessibility） ，
節省醫療成本。

4.穿戴式醫療裝置可準確掌握病情，狀況
穩定患者不需常跑醫院，減少門診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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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診察治療辦法(2018年5月11日發布)

機構須事先擬計畫申請核准；放寬對象仍有限制

1.放寬5種特殊條件病人，得進行通訊診療，不限山
地、離島、偏僻地區(辦法第2條) 。

 (急性住院病人，依既定之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於出院後3個月內之
追蹤治療/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法令規定之病人，因病情需要家庭
醫師診療/認可之遠距照護或居家照護相關法令規定之收案對象，

醫療團隊醫師診療後3個月內追蹤治療)

2.除「偏鄉、急迫情形及國際患者」外，初診病人不能
接受通訊診療；3.且除偏鄉或有急迫情形，醫師不得開
給方劑，用藥限制亟需突破。

4.疫情期間，另有放寬規定。
8/9/2022 25



(4)密醫管制-密醫罪及例外
(第28條，2022.6.22修正公布)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外，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

1.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
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2.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
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3.合於第11條第1項但書規定。

8/9/2022 26



密醫罪及例外
(第28條新增第5-6款，2022.6.22修正公布)

4.臨時施行急救。
5.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

證，且符合第41條之6第2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
定。

6.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
練或從事短期臨床醫療教學，且符合第41條
之7第4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可之地點、期間
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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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醫療法

台灣光復後，政府對於醫事人力無適切規劃，
管理鬆散、密醫盛行。1986年11月24日醫療
法制定公布，賦與衛生主管機關管理醫療機構
的法源依據，促進醫政改革；保護醫療人權。

醫療法於2004年4月28日全文修正公布，條文
增為123條：計修正72條、增訂37條。自
2005年2月5日至2020年1月15日，再修正13
次。

8/9/2022 28



(1)告知說明及同意(告知對象？事項？)

1.病情告知：「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
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醫療法第81條)

2.手術原因、風險說明：醫療法第63條第1項：「醫
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
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
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
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如情況緊急，不在此限。」

8/9/2022 29



(2)告知說明及同意

3.侵入性檢查、治療之說明

醫療法第64條第1項：「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
意書後，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4.病理檢查結果告知

醫療機構對採取之組織檢體或手術切取之器官，應送
請病理檢查，並將結果告知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親屬或關係人（醫療法第65條第1項）。8/9/2022 30



(3)危急病人處理與轉診

※醫療法第60條第1項：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
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
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

醫師法第21條亦有相同規定。

※醫療法第73條：醫院、診所因限於人員、設備
及專長能力，無法確定病人之病因或提供完整治
療時，應建議病人轉診。且須填具轉診病歷摘要
交予病人，不得無故拖延或拒絕。

※應轉診而未轉診，法院判決認定有過失。 31



(4)隱私保護

 隱私權「獨處的權利」，屬個人消極性權利，保障
個人的人格和尊嚴，是精神上的利益。

 ※醫療法第72條：「醫療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
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不得無故
洩漏。」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
條例第14條、 ※醫師法第23條、 ※藥師法第14
條等有相同規定。

32



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行政命令)

 衛生福利部2015年1月30日修正「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
規範」，全院適用，門診、手術或住院皆納入，確保民眾
醫療隱私。包含：

 (1)診療過程中，醫病任一方如需錄音或錄影，均應先徵得
對方之同意。(2)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應至少有布簾隔
開，且視檢查及處置之種類，儘量設置個別房間。(3)診療
過程中呼喚病人，應顧慮其權利及尊嚴。病人接受醫療、
診治或檢查時，有權要求不相關之人不得在場，但若教學
醫院依醫療法第96條規定，接受醫學院、校學生臨床見
習、實習，而有實習醫師在場，病人不得予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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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醫療暴力規制

※醫療法第24條第1項：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
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
嚇、公然侮辱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
執行。 (第24條第2項)

※違反第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5
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
關辦理(第10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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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醫療暴力規制

※醫療法第24條第3項：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
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

※違反第2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排除或制止之；如
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第4項) 。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
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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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2022.6.22制定公布，尚未施行)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於2022年6月22日制
定公布，全文45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醫
預法建立醫療糾紛非訴訟處理機制，以「保障病
人權益、促進醫病和諧、提升醫療品質」為目
標，強調「醫療事故即時關懷」、「醫療爭議調
解先行」、「醫療事故預防提升品質」三大原
則，改善緊張的醫病關係、訟累煎熬、避免醫療
人才流失，落實病人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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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懶人包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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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懶人包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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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重點
 1. 醫療事故關懷小組/說明、溝通及關懷服務

 2.醫療爭議調解會/限期調解

 3.通知到場/未到場效力

 4.民事訴訟前應申請調解/視為起訴

 5.刑事案件應移付調解/視為告訴

 6. 調解不成立發給證明書/調解成立送請法院核定

 7.法院核定調解之效力

 8.不收費用/通報機制/建立資料庫/採證限制

 9.分析重大事故原因/提出改善方案/通報主管機關

 10.組專案小組調查醫療事故/提出調查報告/不究責個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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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病人自主權利法(2018.1.6施行)

(病人自主做決定→自主善終權)

2016年1月6日制定公布，為亞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權
利專法(共19條)， 公布3年後施行。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並得隨時
以書面撤回或變更之（第8條第1項）。

核心重點：具完全行為能力之意願人→在清醒/健康
時，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事先立下書面之
「預立醫療決定」 → 可選擇未來符合一定情況下接
受或拒絕醫療。保障符合條件病人善終權益。

 (例如： 不電擊、不插管、 不洗腎、 不用葉克膜、不輸血、
不用人工插管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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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種臨床條件(第14條第1項)

1.末期病人、 2.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3.永久植物人狀態、 4.極重度失智(施行細則第11-13條補充定

義)

 5.其他經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
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
之情形。(衛福部公告：多發性系統萎縮症、囊狀纖維化症、亨丁頓氏舞蹈症、遺

傳性表皮分解性水泡症等11類疾病)

每項條件認定，應由2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醫師確

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2次照會確認。

(※拒絕用人工的方式維持生命→人生善終的抉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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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及預立醫療決定
(AD ) (知情→選擇→決定；必備的法定程序)

ACP及AD 是病主法(第9條第1項)重點：

1.須由醫療機構(200床以上/經評鑑通過)提供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專科醫師/護理人員/心理師或社工師)，並在預立醫療
決定上核章證明。 (避免爭議需二親等親屬1人及醫療委任
代理人參加)

2.再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2人以上在場見證。

3.最後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IC卡，才完成「預立醫療決定」
而具有效力。(※民眾「預立醫療決定」人數不多，醫療機
構收取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費2,000-3,500元是最大障礙)42



預立醫療決定書 ≠ 不急救意願書(DNR)

預立醫療決定書

不僅癌末病人/範圍較大。
是一種法律文書。

經一定程序，由本人自己
簽訂。

特定情況時，決定採取、
或拒絕不實施特定維持生
命治療(醫療行為)，或人
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不急救意願書

限癌末病人/範圍窄。

本人自己或家屬簽訂

不實施特定的醫療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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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責規定/無處罰明文

1.不施行→醫療機構或醫師因專業或意願，無法
執行病人預立醫療決定時，可不施行。 (§14條
第3項)

2.啟動執行→ 醫療機構或醫師依預立醫療決定
執行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之全部或
一部，不負刑事與行政責任；所生之損害，除有
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外，不
負賠償責任。 (§14條第5項)

3.無處罰規定→病人意願涉及倫理、專業判斷及
個人信仰等，以處罰強迫醫師、病人或親屬依法
律的規定，不利本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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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療委任代理人要件/權限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成年且具行
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病主法§10
條第1項)

意願人之受遺贈人、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
贈人、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除意
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10條
第2項），以避免利益衝突。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2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
人（§10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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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長期照顧權益

我國民眾一生中長期照顧需要時間，約為7.3
年（男性6.4年，女性8.2年），大多由家人照
顧、機構照顧或聘用外籍看護工。

照顧內容複雜化、照顧時間長期化等問題，
我國於1998年起陸續推動「建構長期照護先
導計畫」、「新世代健康領航計畫」、…「我
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08-2017年)」及「長
期照護服務網計畫」等各項方案，以積極因
應高齡化社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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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改以稅收取代長期照顧保險

2015年6月4日行政院院會通過「長期照顧
保險法（草案）」，草案共10章81條，規定
強制納保並有罰則。

2016年5月新政府上臺，政策自次月起改弦
易轍，暫緩保險制度之選擇，改以稅收取代
長期照顧保險，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2017-2026年），使有長期照顧需求者獲
得基本服務。但長期照顧財源仰賴稅收，難
保永續、穩定，政策應有檢討必要。8/9/2022 47



2.制定長期照顧服務法/長照定義

2015年年6月3日制定公布長期照顧服務法，
共7章全文66條，自公布後2年施行。

長照法定義「長期照顧」：身心失能持續已達
或預期達6個月以上者，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
之需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
與、照顧及相關之醫護服務 (§3第1款) 。

「身心失能者」指：身體或心智功能部分或全
部喪失，致其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第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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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書面契約/機構隱私權保護

長照機構於提供長照服務時，應與長照服務使用
者、家屬或支付費用者簽訂書面契約（§42Ⅰ）。

未經長照服務使用者之書面同意，不得對其進行
錄影、錄音或攝影，並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
資訊；…（ §43Ⅰ）。長照機構於維護長照服務
使用者安全之必要範圍內，得設置監看設備，不
受前項之限制，並應告知長照服務使用者、其法

定代理人或主要照顧之最近親屬（§43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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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得有差別待遇歧視行為

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性
傾向、性別認同、婚姻、年齡、身心障礙、疾
病、階級、種族、宗教信仰、國籍與居住地域有
差別待遇之歧視行為。(長照法§1Ⅱ)

台灣已是高齡社會，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老人
的照顧與保護，需全民共同重視盡力處理。

老人家暴案上升與外在經濟及家庭因素有關→長
照做得好，家庭照顧者因長照壓力而生的家暴事
件→ 將會減少。

 (老人家暴案上升反映出長照失敗的一角，2019年11月27日，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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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長照十年計畫2.0擴大服務對象

在人力不足情況下，長照十年計畫2.0(2017-
2026年)仍擴大服務對象：

→ 納入50歲以上失智患者；→ 55-64歲失能平
地原住民；→ 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65歲以上僅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
衰弱老人。長照需求人口增至73.8萬人(成長44
％)，照顧人力需求更為迫切。

 衛福部資料：2022年1月臺灣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
老人公寓/住宅構，計1,080所，入住人數61,3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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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1.0(四類)與2.0(八類)服務對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照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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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長照服務(1966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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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訂應收取部分負擔/不得減免

長照法2021年6月9日修正公布明定未立案長照
機構違法樣態及罰則、

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增訂§8之1：照管中心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8 Ⅱ之評估結果，
按民眾失能程度核定其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
給付額度(Ⅰ)。民眾使用長照服務，應依前項核
定之長照服務給付額度自行負擔一定比率或金額
(Ⅱ)。長照特約單位應向長照服務使用者收取應
自行負擔之長照服務給付額度比率或金額，不得
減免(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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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長照服務要付多少錢？ (吳秀玲，醫護健保

與長照法規，三民書局，2022年9月，第2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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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本介護事故-原因

1.人的因素：職員注意力散漫、機械操作錯誤、
違反契約注意義務或作為義務。

2.環境因素：利用者的體質問題、介護人力不足
或訓練不夠等。

3.設備和消防問題：設備欠缺或老朽化、物品的
瑕疵、火災。

4. 其他：管理疏失、感染、洩露隱私、虐待、
違法身體拘束，交通接送意外等情事。 57



介護事故受傷或死亡前三大原因
(吳秀玲，醫護健保與長照法規，三民書局，
2022年9月，第2版第七章)

誤嚥(3.5%)

摔落(11.5%)

其他(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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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醫學倫理觀的蛻變-臨床方法改變

老人容易罹患多種疾病，醫療使用次數偏高，
重複用藥、 藥物種類偏多、藥量偏高

臨床方法改變，探討：病人疾病及生病經驗、
瞭解病人感受和期待。

老年最大的恐懼→病痛的折磨。

老年醫護人力短缺，有些照護員把受照護者
當病人， 不問：梳頭方式、食物切的大小 、
扶的方式、穿衣方式等，受照護者是否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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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視老年醫學/調整、簡化藥物

65歲以上高齡者→認知能力、筋力測定 、視
力 、聽力、血管年齡 ，日常生活動作的評價，
約只有20歲時的二分之一。

高齡者內臟機能 →較年輕人低落，卻依20-30
歲體重50公斤的「成人」劑量給藥，未加以調
整。

老年醫學→簡化服用藥物、不作肺部切片、背
部手術、不安裝去除衰弱機器。

 (村上智彥，最強的地域医療 ， KKべストセラ-ズ，2017
年4月 ，第70-7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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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齡照顧觀念 (1)不要讓人倒下去

北歐長者在離世前，臥床時間只有2個星期，台
灣8-10年，差距極大；北歐的思惟：根本就不
要讓這個人倒下去。

當有臥床病人被送到機構時，通常是剛剛動完
大手術，如何讓病人回復以往的生活為目標，
不只傷口處理， 一定要做到「復能」。

末學在此呼籲：強調「復能」，必須訓練、幫
助病人：起床、站立、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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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適當的支持環境和體系

丹麥不談照顧計畫、不計算臥床時間→ 談生活目
標，計算「復能」時間。

高齡照顧觀念，不使用「照顧」字眼： →強調建
立適當的支持環境和體系，讓每個人在選擇的居
住地獨立自主和有尊嚴的生活。

→大量資源讓後端的醫療照顧更加完善→ 不如發
展前期多元社會參與和個人化生活支持。

丹麥→ 人必須自立自強才能受人尊敬。
 楊寧茵，〈比起憂心長照，不如一開始就別讓人倒下去 死前最多臥床2週目標，丹麥人

如何辦到？〉，《遠見雜誌》，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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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語

1.「健康是基本人權」，國家有保障人民身體健
康權的義務，衛生醫療法規規範醫事人員職業之
資格與範圍，明定業務上的醫療照護義務。

2.人工智慧醫療迅速崛起的新科技時代，兼顧科
技的便利、可近性，保障病患的醫療人權，達到
「預防發病、診斷準確、照護貼心」的目的。

3.重要提醒：老人預防衰弱， 必須每日喝足
水、吃得營養，並且多參與社活動， 還要好好
刷牙(80歲還有20顆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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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語

國人每年平均看診次數逾15次，為美國5倍，看病愈
多浪費資源，引發更多併發症/藥物副作用/醫療錯誤。

人工智慧時代，精準化醫療系統應運而生，各大醫院
間進行醫療軍備競賽：一台質子價值新台幣20幾億
元/重子粒42億元/達文西逾1億元。

臺灣擁有密度，為全球最高，頂尖雜誌《次胳針》評
估該昂貴儀器，結果認為看不到好處。精準醫療費用
高昂，難期待由健保給付，並不利於經濟弱勢族群，
衍生分配正義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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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語 長期照顧核心/倫理議題

長期照顧制度的規劃、推行、資源分配，涉及：
人權、健康權 、醫療人權等議題，核心為，以
民為本/對人的尊嚴。

長期照顧同樣須兼顧三個面向：照顧者/被照顧
者/照顧機構的權益。

尤其失智者的照顧倫理議題，更須獲得重視。

吃藥無法預防失智，或僅能極小效果減緩失智的
快速惡化。失智者最需要的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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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補貼護理之家提供機器人

日本2020年「認知症」(即失智症)410萬人，預估
2025年470萬人(高齡者12.8%) 。

日本積極開發和補貼在養老院設置機器人，解決長
期照顧工作人員的勞動力短缺和高流動率問題。

機器人對於減輕照護者壓力有很大的成效，2025

年，日本估計將短缺38萬至50萬名照護人力，服務
型機器人仍有非常高的市場潛力。日本政府自2015

年向護理之家提供機器人補貼。2016年全國約15%

護理之家採用機器人。對隱私、保密和自主性構成
了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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