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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前　　言

台灣自四月中旬發生第二波 S A R 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疫情在醫

院發生群聚感染，導致和平醫院封院，接連幾

家醫學中心相繼淪陷，暴露出醫療體系的重大

缺失在於民眾自由就醫、醫療院所間的缺乏聯

繫以及社區防疫能力之不足。

後S A R S台灣醫療體系改造工作，必須考

慮從基層醫療整合醫療衛生防疫體系、探討各

級醫院之定位及公立醫院之走向，整體規劃醫

院評鑑制度，結合健保及教育體系，全面提昇

醫療品質。進行建立以全人照護為依歸有效率

之醫療再造工程，以應付往後任何重大醫療衛

生事件挑戰，並作為9 4年起第五期醫療網之前

置作業。

台灣醫療體系現況與

分級醫療制度檢討

台灣自1 9 8 5年開始籌建醫療網計畫，以

五年為一期，目前已進入第四期。依照計劃，

以平均醫療資源而實施分級醫療為原則，建立

週全性及便利性的醫療照護體系；全民健康保

險提前於1 9 9 5年3月實施，醫療體制發生重大

改變，影響所及，導致醫療體系不堪 S A R S衝

擊。檢討過去以策將來，針對醫療網計畫實施

成效檢討如下：

一、在醫療資源方面

1. 醫療費用的主要財源來自全民健康保險，

全民健保的保險費由政府、雇主、及被

保險人三者分攤，其比率視被保險人身

分不同而分為六類。依據公元 2 0 0 0年的

統計，健保局核付的醫療費用約為新台

幣2 , 7 5 9億元，全國醫療費用約佔當年

GDP的5.5%。

2. 在醫療人員方面，公元2 0 0 0年執業的西醫

師人力為2 9 , 6 4 3人，每位醫師服務人口數

為7 5 6，每平方公里醫師數為 0 . 8 1人，與

歐美各國比較，比率尚低。

3. 在醫療設施方面，醫院分為醫學中心、區

域醫院、地區醫院、特殊功能醫院等

類，公元2 0 0 0年的資料顯示：醫學中心

有2 2家、區域醫院 6 9家，地區醫院 4 3 2

家，專科醫院 2 8家，其他醫院 7 4家，診

所數目為 9 , 0 9 6家，醫療機構合計 9 , 7 2 1

家。

二、在醫療經營管理方面

國家層次的經營管理由健保局承擔最主要

的責任，由於各個醫療院所均與健保局簽約，

健保局的醫療給付與審核制度支配整個體系的

管理，對於醫療資源的分配具有很大的影響。

三、在醫療服務組織方面

1. 衛生署採取醫療網規劃，依民眾自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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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醫師自由執業的原則來提供醫療服

務。三級醫療設計的醫療網計畫自 1 9 8 5

年至2 0 0 0年分為三階段推展，原來規劃

由各社區的診所提供一級醫療，由地區

醫院及區域醫院提供二級醫療，由醫學

中心提供三級醫療，但因民眾可以自由

到各級醫療院所就醫，各家醫院都競相

擴充門診，各級醫療之間的垂直分工及

照會轉診制度無法建立。

2. 台灣的醫院不但提供一級醫療（門診醫

療），而且在量的方面極為龐大，門診收

入往往佔了全部醫療收入的三分之二，

主要的原因是： ( 1 )在民眾方面，一般人

喜歡到大醫院看診，一方面是迷信於大

醫院的專科醫師，一方面是因大醫院可

提供較多的檢查及藥品，而國內過度發

展的專科醫師制度及健保的醫療支付制

度則造成此種趨勢越來越嚴重。 ( 2 )在醫

院方面，由於健保給付在住院醫療方面

偏低，須由門診醫療彌補；另一方面，

由於經營趨向商業化，藉由增加門診量

來增加績效、提高競爭力成為各醫院爭

相採取的措施。上述的兩種因素交互影

響，造成民眾就醫習慣改變，各醫院門

診不斷擴張，互相競爭吸引病人，基層

醫療診所則不斷萎縮，無法建立週全

性、持續性、協調性的醫療照護，而醫

療資源浪費的情況日益嚴重，三分鐘看

診拿藥的醫療方式導致醫病之間的互信

日益降低。

3. 台灣的基層醫師幾乎都採取單獨執業，而

英、美等國的基層醫師則以聯合執業為

主；台灣的醫院幾乎都採取封閉式經

營，而美國的醫院則採取開放式經營。

在台灣，基層醫師的單獨執業及醫院的

封閉經營造成開業醫與醫院之間的聯繫

不佳；在美國，開業醫師多與醫院訂定

契約，將需要住院的病人轉至醫院，同

時也到醫院診療病人，指導年輕醫師，

並照會醫院內相關的專科醫師共同照顧

自己的病人，很少單獨執業。在醫學迅

速進步的今日，單獨執業的形態已無法

提供高品質的醫療，台灣的基層醫療實

有必要朝向聯合執業並與醫院合作的方

向轉型。

整合性醫療體系建構策略

一個醫療體系的健全與否端視「分級醫

療照護制度」的落實程度而定，需要中央與地

方的充分分工與合作，一般急慢性醫療照護需

求依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分局所配合之行

政區域將台灣劃分為六大醫療照護區域，由各

縣市衛生局與各健保分局負責區域醫療網內二

十一縣市各自的醫療保健業務，而由行政院衛

生署與健保局負責區域醫療網之間的整合以及

防疫體系之指揮。醫療體系以醫療功能區分，

可包括第一級急慢性病醫療照護、第二級區域

醫療以及第三級急重症醫療。以醫療體系架構

而言，分別以基層診所（基層醫師團隊）和社

區醫院、區域醫院以及醫學中心為代表，其中

基層醫師團隊可與社區醫院合作組成社區醫療

群；在衛生行政管理上，中央可由衛生署與健

保局管理醫學中心，地方可由縣市衛生局與健

保分局管理基層診所、社區醫院以及區域醫

院，增加醫療組織與行政單位互動交流機會，

才能打破長期以來醫療組織與行政單位失衡現

象。（圖1）

三級醫療架構的醫療功能劃分清楚，照

顧的群體依醫療功能導向而有不同，可落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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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眾有健康問題時找第一級急慢性病醫療照

護體系處理，必要時才轉介至區域醫院做進一

步診治（圖2），至於特殊疾病或是重症的病人

主要由醫學中心處理（圖 3）。後S A R S時期，

醫療衛生重建應配合健保給付改革措施，讓醫

學中心專心於提供重症醫療與醫學研究教育訓

練，不再以績效導向增加門診量而降低醫療品

質；社區醫療群也可以經由團隊合作，進行以

家戶為單位的個案健康管理，透過雙向轉診機

制，以品質保證之服務和關心民眾健康福址的

態度；同時，負起社區公共衛生之責任，重拾

民眾對基層醫師的信賴，改善民眾重複就醫或

越級就醫的習慣。

社區醫療體系之建構與

家庭醫師制度實施展望

社區醫療體系即是以社區為主體的醫療

體系，在此一體系中，醫療照護以社區民眾為

對象，重視社區的特點，強調社區醫療資源的

整合，鼓勵基層醫師和社區醫院暨衛生單位共

同合作，經由密切的聯繫與組織，成立社區醫

療群及社區公衛（防疫）群，將社區中的醫療

設施體系化，充分開發和利用社區資源，提昇

社區民眾的整體健康水準。

健保局於9 2年3月1 0日公告「全民健康保

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試辦計畫」，內容

以同一地區特約基層醫療院所醫師若干人（以

5至1 0人為宜，其中一半以上須具有內科、外

科、婦產科、小兒科或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

格）組成「基層醫師團隊」，並與該計畫涵蓋

地區之特約醫院為合作對象，共同組成「社區

醫療群」。為達下列目標，在基層醫師團隊與

合作醫院之間，應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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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面，開設基層醫師團隊與合作醫院的「共

同照護門診」，以及建立以社區為範疇、以民

眾為對象的「社區照護網絡」。本計畫經由台

大醫學院社區醫學研究群積極教育宣導，獲得

各縣市基層醫師之認同與回響。計畫公告截止

日止共有二十多個社區醫療群提出參與試辦計

畫，經健保局第一階段審核通過1 6個社區醫療

群於7月1日起執行試辦計畫，並委由學術單位

進行試辦計畫評估。

在S A R S疫情期間，檢討疫情相關之處理

缺失，緣由社區防疫體系失靈，導至民眾恐

慌，醫療體系調度不當。輿論對基層醫師應負

擔社區防疫責任之建議，成為健全社區醫療體

系之策略，因此，由基層醫師團隊與衛生所組

成社區公衛群，配合衛生署於地方成立社區防

疫篩檢站，並結合社區醫療資源，執行社區防

疫業務，建構週全性醫療照護體系。

為全面培養後S A R S時期基層醫療人才，

配合醫學教育改革，推動「畢業後一般醫學訓

練」做為專科醫師基礎訓練，由衛生署編列經

費和訓練綱要，由各教學醫院提出計劃申請。

自9 2年8月開始，第一年住院醫院須接受三個

月的一般醫學訓練課程；爾後將逐步延長訓練

時間為一年。

此外，將以垂直整合社區醫療群、合作

醫院與醫學中心間之資料交換機制，以建立雙

向轉診轉檢之資訊系統，依健保六大區域分區

實施，以做為衛生署社區醫療體系推廣中心建

置之基礎。（圖4）

健保與醫療體系之結合

健保改革方向，由總額朝向區域地區，

最後落實以人為單位之整體性照顧規劃。配合

健保給付配套措施，提高醫學中心重症病人住

院醫療給付，可讓醫學中心專心於提供重症醫

療與醫學研究教育訓練，而不再以績效導向增

加門診量而降低醫療品質；社區醫療群也可以

經由團隊合作，進行以家戶為單位的個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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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透過雙向轉診機制，改善民眾重複就醫

或越級就醫的習慣，對於所因而節省下來的健

保給付，健保配套措施也要給予適當回饋與鼓

勵，並漸進式由論量計酬制走向區域總額或論

人計酬制。

重新調整醫院分類分級與評鑑制度

目前的醫院分類制度，將西醫醫院分成

綜合醫院、醫院、專科醫院、慢性醫院及精神

科醫院五類。但因為民眾喜歡往大醫院就醫的

習慣及人口老化、疾病型態轉變等問題，醫院

之型態亦隨之變遷，加上醫院設置相關法規之

要求，使小醫院之經營日益困難，而大醫院亦

未能完全發揮其功能，凸顯出現行之醫院分類

或已不符合現階段之醫院型態，而有修改之必

要。另外，在醫院評鑑時亦發現，許多特殊功

能醫院為了符合相關醫療機構設置法規之規

定，必須發展其他專科以符合醫院評鑑及相關

設置標準之要求，此亦是醫療資源的浪費。

現行之醫院分級制度方面，係以床數做

為醫院分級之依據。加上健保給予醫院之給付

隨醫院評鑑等級不同而不同之作法，導致目前

醫院多亟力擴床。不僅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

更使部分醫院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忽略其所處

層級醫院之角色與功能，例如教學醫院忽略其

提供住院醫師完整教學訓練的責任。若以現行

之醫院分級方法，將無法確實審核及分類醫院

所應具有之角色與功能，亦可能無法適應未來

多元化發展的醫療環境。

目前的方向是希望由醫院分類著手，重

新調整醫院之分類分級制度，逐步朝功能導向

之醫院分類及分級制度發展，除涵蓋現階段存

在之醫院型態外，亦為未來醫院型態之變遷保

留彈性。另外，醫院評鑑作業亦可隨未來之醫

院分類及分級架構改革，設計各分類分級醫院

之評鑑標準，使醫院評鑑得以充分反應醫院之

特性（表1）。

結　　論

後S A R S時期醫療體系的改造工作，必須

兼顧醫院醫療體系和社區醫療體系均衡發展，

以品質、效率、全人及全民之醫療保健照護為

依歸，並配合9 4年第五期醫療網之實施，採取

之行動計畫。其應用策略總結如下： ( 1 )後

S A R S時期，應思考整體醫療體制內之改革，

從基層結合社區醫療與衛生防疫體系紮根做

起； ( 2 )為發揮醫療體系之特色，必須探討各

級醫院之定位與公立醫院之走向； ( 3 )整體規

劃醫院評鑑之改革，結合健保與教育體系，全

面提昇醫院評鑑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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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評鑑分級原則：功能導向、品質導向（而非規模導向、設施導向）。

* 社區醫院之教學評鑑：以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為評鑑重點。

（專科醫師訓練由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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