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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醫療技術長足的進步，國人平均壽命逐漸在增加，間接促使老年人口比

例持續上昇，面對高齡化的社會，各種社會福利、醫藥科技、老人安全等議題也

隨之被重視，我國近年來也著力推動長期照護體系，將「遠距居家照護服務」列

為我國2008年新興服務產業之一。居家環境下，遠距居家照護 (teleh- home care) 

可以提升被照護人的自我健康管理能力、整合社會資源並節省來回奔波的問診時

間與昂貴的醫療費用，還可提升被照護者的生活品質。 

本文首先論述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的發展、範疇、產業價值鏈、服務內容及產

品應用，接著針對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的生命週期、進入障礙、應克服的關鍵成功

因素和市場競爭力做分析，然後對此產業的市場(醫療器材)、廠商(緊急救援定位

設備、生理監測、睡眠監測)、環境(人口、科技)和策略(創新應用、推廣)做預測

與趨勢分析，最後以分析的結果和對此產業的了解做出評析與結論。 

 

 

 

 

 

 

 

 

 

 



壹、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醫學的進步和國民對於醫療保健的重視，使得平均壽命逐年延長，依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定義，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數比例達7%以上者，

稱之為「高齡化社會」，根據內政部2008年統計，我國戶籍登記人口之65歲以上

老人計有240萬2,220人，占總人口10.43％，老化指數61.51％如圖(一)所示，已達

WTO定義之高齡化標準(內政部統計處，2008)。 

 

圖(一)88~97年台灣年齡分配比例 

    對此龐大的照護需求，使得全球醫療照護產業呈現逐年成長趨勢，2001 年

全球居家照護市場約為 597 億美元，推估至 2010 年將達 796 億美元。其中整合

型資源系統應用於居家照護領域的比重將增加，2001 年為 15.6 億美元，至 2010 

年將增加至 33.26 億美元。換言之以資訊通訊等遠距科技滿足龐大醫療照護需

求，將是未來醫療體系的重大變革之一 (陳佳慧、蘇美如等，2004) 。 

由於社會經濟進步，人們營養過剩、飲食習慣不當及欠缺運動造成各類慢性

疾病持續增加，導致住院率的和醫療成本的提升，根據行政院衛生署歷年的統計

資料如圖(二)顯示，人們的死因主要都是因為慢性病所造成，在 2008 年死亡人

數共 142,283 人，十大主要死因的死亡人數占 75.6%，而根據研究顯示早期檢測

發現病狀，可以減少身體機能的衰退現象和良好的病情控制(蔡正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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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資料來源:衛生署統計處，88年~97年，前三大死因死亡人數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路的普及與寬頻時代的來臨以及各種相關技術蓬勃

發展如圖(三)所示，使其成為推動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的重要基礎，透過網際網路

與感測技術的結合，可以快速將病人的生理資訊傳送到養護中心或醫療機構。此

外透過資訊服務業、醫療服務業、醫療器材業、電信業、保全業、保健設備業等

異業結合，發展創新科技化照護服務，進而提升醫療作業效率，增加該產業在策

略聯盟應用上之優勢。 

 

圖(三)資料來源: 財團法人網路資訊中心，92~98年個人上網人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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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2-1 遠距居家照護定義 

    遠距居家照護通常被廣泛定義為所有的遠端健康照護服務，但不包含醫療

診斷項目，如果遠距健康照護發生是在病人家中的話，便稱作「遠距居家照護 

(teleh- home care，THC)」。早在1998年已有相關組織對於THC作定義，隨著科技

的進步與應用程度的不同，各學者對THC的定義也有不同，研究整理如下表: 

表(一)遠距居家照護定義 

學者/年代 定義 

Office of Health and 
Information 

Highway(1998) 

即利用資訊通訊科技，使能在病人家中有效地提供

並管理健康照護服務。 

Britton, Engelke, Rains 
& Mahmud(2000) 

遠距居家照護的定義是指利用電信技術，例如電

話、心臟節律器監視器、心律不整監視器等儀器，

提供照護、教學與教育給在宅接受者。而隨著科技

進步，目前更可透過影像傳輸，讓服務接受者與健

康照護者進行雙向交流。 

Masatsugu Tsuji(2002) 

遠距居家照護是指利用資通訊設備，將服務接受者

之醫療資訊從傳送端到控制端，提供家屬、護士、

居家照護員及醫療技術專家等皆能無障礙地操作此

系統，也因此遠距居家照護系統，目前僅能從事初

級照護和心理治療，並無涉及治療與處置。 

曾政光(2002) 
藉著資訊與電信技術已克服空間障礙，使得遠端的

服務提供者，得以對在家中或照護機構中的服務接

受者，傳送促進健康之服務的一種活動。 

Sabine Koch(2005) 
居家照護提供者使用電信通訊設備，如電話、電腦、

互動式電視或其他複合式居家照護儀器，來提供在

宅病患照護資訊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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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遠距居家照護的定義不盡相同，概括以上學者論述本文將遠距居家照

護定義為：遠距居家照護是用資通訊技術(互動式電視、電話、無線網路)來傳

送生理參數(血氧、血糖、脈搏、心律等)及醫療資訊(基本資料、衛教資訊)，

藉由網路的傳輸可打破空間障礙，提供服務者居家健康的照護與管理。 

2-2 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發展 

    遠距居家照護並不是一個新概念而是由遠距醫療演化而來的創新產業，早

在1900年代初期Willem Einthoven就發明一種遠距廣播圖形檔案的方法，1910

年紐約的Presbyterian醫院將該方法廣泛地應用於傳送心電圖，而在1959 年，

美國Nebraska 的Wittson 等人利用交互式電視(interactive TV)從事遠距精神科

的照會。同年加拿大的Jutra 也利用同軸電纜(coaxial cable)傳遞放射線X 光影

像。1970年後美國太空人身上就貼了心電圖電極等裝置，將太空人的生理狀況

即時傳回地球，此後太空總署(NASA)和國防部就成了遠距醫療科技的先驅。

美軍於1993年在喬治亞州的哥騰堡陸軍基地，展示了遠距醫療應用在戰傷急救

的成果：每個士兵手腕上配掛著人員狀態監視器(Personal Status Monitor)，是

個腕上電腦，內有全球定位系統GPS、敵我識別器、士兵個人病歷、和生命訊

號的感測器，可測量血壓、脈博、心率和血氧飽和度。指揮官在電腦螢幕上，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士兵的位置和傷重程度，來決定如何急救。隨後有遠距會

診、遠距教學、簡單的生理偵測及健康照護的發展 (劉江彬，2005)。隨著科

技進步，增加遠距放射學、遠距病理學、遠距偵測及遠距照護等服務項目 (譚

秀芬等，2004)，且開始重視個人健康管理及預防保建，遠距醫療照護漸漸成

為降低人力需求及落實個人化健康管理的重要應用，也是目前數位健康照護產

業發展的重要主流之一 (黃棟樑，2007)。 

    高齡化是先進國家共同面臨的趨勢，因此醫療資源的投入應與照護並重。

根據工研院IEK 的估計，台灣照護醫療器材與健康照護服務產業規模於2008

年為新台幣1235億元，預估2010年成長至新台幣1696 億元，其中健康照護服



務產業產值為625億元圖(四)所示。而我國醫療保健制度普獲國際肯定，就醫

便利且效率高，醫療費用相形之下較歐、美、日等國低廉，如圖(五)為國人健

康支出較各國為低健康保健產業具發展潛力，輔以我國深厚的科技資訊能力，

將有助於開拓銀髮族整合照護與跨國際醫療之利基市場。 

國內於2006年起推動一系列的健康照護計畫包括「銀髮族U-Care旗艦計

畫」、2007年「健康照護創新服務計畫」、2008年「科技化健康照護創新服務

計畫」、2008「遠距照護（Telecare）試辦計畫」，另外2009由行政院宣佈六

大新興產業第四波「健康照護升值白金方案」，預計在未來4年內投入864億元

發展健康照護產業，期望於101年增加3,464億元產值，新增31萬人次就業機會。 

 

圖(四)2006~2010年台灣醫療照護產業規模-產值 

 
圖(五)國人健康支出較各國為低健康保健產業具發展潛力(行政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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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高齡人口眾多，銀髮產業開發甚早，政府與民間自1970年已發展相關

對策，從法令、保險、研發、住宅或是新產品開發等方面，針對高齡醫療照護

事業展開縝密的規劃，以期利用分散式醫療照護系統，提供無所不在的個人化

健康照護之服務。根據日本經濟產業省調查，預估2025 年日本銀髮產業市場

將高達147 兆日圓 (吳和融，2004)。英國2006年實施遠距統合服務，主要概

念是以長期照需求者為主軸，結合照護者、家人與朋友、自我處置能力、支援

與照護計畫、自我照護評估設備等，貼近教育與休閒，由政府津貼和個人預算

共同支持其運作。歐盟(英國、德國、荷蘭、瑞典、西班牙)推行的行動式健康

照護計畫，主要目的是藉由對病患更週全的照護與管理，以節約更多醫療資

源。此外還有倫敦市Newham區--遠距照護試辦，使用的是Motiva照護系統及

18項監測設備，目的為鼓勵居民獨立生活並減少疏離，培養生活與自我照護技

能，透過提升資源的可近性，降低生活及健康的風險。 

2-3 遠距居家照護服務內容 

   透過遠距照護與通訊科技的結合應用，衛生署將THC分為社區式、居家

式、機構式三種服務模式。社區式泛指運用各種社區資源，結合專業照護與在

地服務，為社區民眾提供多樣化的健康及生活服務讓民眾在自己熟悉的社區環

境中，就可以得到便利的照護服務；居家式則以民眾健康需求為中心，結合專

業照護服務與多元化在地資源，透過資通訊科技與電子醫療器材的輔助，由專

業護理師提供優質的會員健康管理服務；機構式的理念是整合跨專科、跨專業

之醫療照護服務團隊，透過遠距科技的輔助，為護理之家住民提供全方位照

護，並提升機構整體的照護品質。 

    其中我們針對居家式的遠距照護服務模式內容做探討。居家式遠距照護

服務內容是將服務擴展至居家生活環境，使行動照護管理科技化包括:生理資

訊監測、定位與緊急救援服務、照護服務的連絡與協調、健康諮詢與人互動

的協調，在開發多樣化生活支援服務的同時，亦建立服務品質控管機制，以



確保居家個案的權益。下圖(六)為居家式遠距照護服務方式內容。(許哲瀚，

2008) 

 

圖(六)遠距居家照護服務方式內容 

(1) 生理資訊監測 

 對患有慢性疾病的高齡者而言，藉由生理醫材進行生理資訊的監測，達到

健康狀況持續的偵測與觀察，以便在健康狀況惡化前提出警告。目前的基本生

理監測包含的項目有體溫、體脂、血壓、血氧、血糖、心電圖，美國加州以

Health Hero Network, Inc.是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之一，系統的監測工具包括該公

司開發的家庭主機“Health Buddy® Appliance”為主以及周邊搭配的血壓、血

糖、體重、尖峰吐氣流速(peak flow)等生理訊號量測裝置。 

(2) 定位及緊急救援服 

 緊急救援定位設備可協助戶外活動的被照護者，藉由其所隨身攜帶及配戴

之位址資料蒐集設備及生理訊號感測器，將被照護者之所在座標經緯度和生理

訊號傳回健康照護機構監控主機，並進一步結合其病歷紀錄進行分析，對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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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狀或需要提供緊急救援(何佳隆，2009)。例如:台灣中興保全為失智老人提供

的“MiniBond”是採用輔助全球定位系統(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GPS)，提供的服務包括位置查詢、定時回報、遠端守護、緊急急救、簡易通

話、派遣服務等。其服務架構是讓高齡者隨身攜帶“MiniBond”行動電話，藉由

AGPS即可確認位置。在緊急狀況發生時只要按下求助按鈕，會立即通知家屬

和確認高齡者目前所在的方位 (徐業良，2009) 。 

(3) 照護服務的連絡與協調 

 照護工作除了對生命的照護還要對生活照護。健康的生活需要一些人際互

動與社交活動，運用通訊器材的影音互動功能，滿足受照護者心理層面的互動

需求。 

(4) 健康諮詢與人際互動的協助 

 利用工研院研發的「遠距居家照護技術平台」、「居家訊息中心」、「家用

閘道器遠端管理系統」等設備，此層面技術服務功能可以直接提供被照護者、

照護者與醫護人員之互動介面及系統性諮詢服務，並可進一步規劃整合被照顧

者的生理資料與醫院內部傳輸網路，如：電子病歷、醫學影像等資料標準化，

達成預防醫學之健康管理(許哲瀚，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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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居家照護架構模式 

3-1 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範疇 

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範圍相當廣泛，其應用幾乎隨處可見，包含食、衣、住、

行、育、樂等。相關產業大致有建築產業、資訊科技產業、保險產業、醫療器

材產業、照護產業、生物科技產業如圖(七)所示，以下將詳加說明各產業內容: 

(1) 建築產業：智慧化居住空間、科技房屋、智慧宅，例如:中興保全、遠雄。 

(2) 資訊科技產業：網際網路、無線網路、硬體、軟體，系統平台。例如:WIFI、

WIMAX、Zigbee、照護平台。 

(3) 保險產業：理財、保險。例如:郵局壽險-福安終身壽險、保誠人壽-歡喜安

康醫療養老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居家照護險。 

(4) 醫療器材產業：復健產品、監測設備、治療產品設備(呼吸機、噴霧器)、

輔具(電動輪椅及代步車、智慧衣)、生理量測設備等。例如:百略醫學股份

有限公司、天群醫療股份有限公司、品約醫療儀器公司、強生醫療儀器有

限公司。 

(5) 照護產業：長期照護中心、失智老人中心，例如:長庚養生中心、台中廣

達老人長期照護中心、翠柏新村老人居家照護中心、耕莘醫院日間照護中

心。 

(6) 醫藥生技產業：保健食品、化妝保養品。例如:西德醫藥生技、台鹽生物

科技、台糖生物科技、長庚生物科技、廣平草本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王。 



 

圖(七)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範疇 

 

3-2 居家醫療照護產業價值鏈  

3-2-1 價值鏈 

價值鏈（Value Chain）是由麥克．波特(Michael E. Porter)於1985年所提出。

所謂價值鏈是指企業創造有價值的產品或勞務以提供給顧客的一連串「價值活

動（Value Activity）」。價值活動不僅為顧客創造價值（產品或勞務），也為

公司創造價值（利潤）。而價值鏈是由許多價值活動所構成，企業在分析價值

鏈的個別價值活動之後，就可以瞭解企業本身所掌握競爭優勢的潛在來源。波

特將價值鏈活動區分如下圖(八)所示： 

 
圖(八)Porter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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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活動－涉及產品實體的生產、銷售、運輸、及售後服務等方面的

活動，只對最終產品組合有直接貢獻者，可分為下列五種：進料後勤

(物料處理、倉儲、存貨控制等)、生產作業(機械加工、包裝、裝配、

設備維修等)、出貨後勤(產品收集、儲存等)、市場行銷(廣告、促銷、

報價等)、服務(產品安裝、維修等)。 

(二) 支援活動－藉由採購、技術、人力資源、及各式整體功能的提供，來

支援主要活動、並相互支援，可分為下列四種：採購(產業投入要素)、

技術發展(改進產品與製程的有關 Know-how 或資訊)、人力資源管理

(人員招募、培訓、發展)、企業基礎設施(一般行政管理、資訊技術)。 

以上各活動在價值鏈中屬於連貫的線型關係。各個活動都能創造其附加價值，

但由於產業本身的策略不同，會影響各階段價值鏈活動的價值創造能力，因而

產生不同的企業競爭優勢 (唐群惠，民 90) 。 

企業若要保持競爭優勢，除了改善品質與提升效率之外，尚需有效整合相

關周邊資源，從上游供應商到顧客端，形成共生共存之虛擬整合企業體系，本

研究根據上述所提之 Porter 產業價值鏈，試圖描繪出 THC 產業的產業價值鏈

階段，遠距居家照護創造價值的過程是由一系列具有上下游關係的增值活動組

成的，包括照護端、營運端、系統端、設備端、居家端環節，歸納如下圖(九):  

 
圖(九)遠距居家價值鏈 

15 
 



(1) 照護端－可提供醫學諮詢與保健知識的單位，例如：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等。 

(2) 營運端－執行遠距居家照護的單位或機構。醫療機構、安養機構、社區健康 

照護中心…等。 

(3) 系統端－提供遠距居家照護溝通、傳輸與協同的資訊平台，網際網路、系統 

整合、通訊…等業者。 

(4) 設備端－THC 產業需要使用到的醫療器材，醫療保健器材、設備…等業者。 

(5) 居家端－任何有關 THC 產業的安全性、生活習慣等，保全、藥局…等。 

  經由醫學中心或地區醫院等專業醫療團隊的支援結合安養中心提供照護資

源，以網際網路為基礎架設照護網達成醫療資源共享，以健康器材、遠距量測設

備和其他健康生活事業為輔行成一個完整的遠距居家照護模式。 

              

 

3-2-2 魚骨圖 

本研究根據石川馨學者提出的魚骨圖為基礎，建立影響THC產業因素模型。

根據過去文獻整理得出，影響THC產業運作的因素可能包括：如圖(十)所示 

技術：監測技術、定位技術、通訊技術、網際網路、系統平台、量測技術。 

成本：軟體、人事、創新成本、硬體成本、設備成本、推廣、維護成本。 

營運商：保險、建築、生活事業、休閒育樂、安養機構、醫療事業機構。 

供應商：藥品、健康食品、儀器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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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遠距居家照護魚骨圖 

3-3 遠距居家照護產品應用  

    遠距居家照護產品的開發與應用，主要在於健康照護監測科技的發展，國

內外已有學者專題論述針對家庭中生理健康監測科技進行研究，亦有許多廠商

也開始從事遠距居家照護產品的研發，遠距居家照護產品以老年人和年輕人為

對象，長期性的收集其生理訊號，這些生理訊號資料會透過主控制器經由區域

網路傳至個人電腦儲存、分析，適時提供照護人員老人身體健康狀況之資訊

（Kawarada et al, 1998；Togawa et al,1998）。例如國內的百略醫療科技

(Mocrolife)的WatchBP Home血壓量測器，可以記錄250組的血壓量測值，並透過USB

連結將生理資訊傳送電腦上，能幫助醫師取得病患在復診前的居家血壓記錄，

而BP A100 Plus全自動血壓量測儀，內建心跳不規律偵測技術、服藥鬧鐘功能血壓危險等級指示功能，

透過儀器的顏色警示可以知道血壓是否超過標準值。另外還有品約醫療科技的

FUKUDA CardiMax FX 7402心電圖監測儀，量測結果可同步顯示、記錄 12 頻

道波形，內部可存儲 300個心電圖波形資料也可依使用者需求從中回顧所存儲

的資料並記錄，且可通過高速網路傳送ID、年齡、性別、身高、體重、血壓、

藥物、症狀、病房號碼等資訊。此外還有真茂科技與百略科技、歐姆龍、Intel

共同研發的”寶貝機”可結合醫療儀器提供智慧型生理指數管理，透過健康照護

服務平台可以隨時查詢相關生理參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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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產業分析 

4-1 居家醫療照護產業特性  

4-1-1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生命週期 

本研究以 Porter 提出的產業生命週期圖(十一)為基礎說明遠距居家照護產

業的發展狀況，首先遠距居家照護導入期從 1986 年~2004 年，在此期間政府

已推導醫療保健和長期照護體系為基準，其大型計畫如: 1986 年由行政院衛生

署推動「醫療保健計畫─籌健醫療網計畫」；1998 年「老人長期照護三年計畫」；

2000 年行政院衛生署研訂「新世紀健康照護計畫」；2001 年內政部、行政院

衛生署委託執行「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目標規劃建立中老年病防治

工作體系和長期照護體系為重點，教育輔助人們對健康觀念的重視，並推廣鼓

勵廠商的投入表(二)為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生命週期。 

成長期從 2004 年~2009 年在此期間強調居家照護服務的發展與推廣，大

型推廣計劃如：2005 年衛生署規劃「特殊照護模式暨失智老人居家照護模式

試辦計畫」；經濟部 2006 推行銀髮族 U-Care；2007 推行健康照護創新；2008

推行科技健康照護創新計畫以機構型、社區型或居家型的銀髮族的照護為主，

建置緊急照護服務體系、慢性病管理及育樂創新服務的營運規劃，提升服務內

涵，帶動設備與資通科技應用。此階段廠商依市場發展與需求，開創新產品，

進入廠商數增加，競爭激烈。 

成熟期-從 2009 ~未來，此期間強調照護產業的多元化與異業結盟，包括

觀光業、生技醫藥、保險業等…大型計畫如:2009 行政院推動的健康照護升值

白金方案，健康照護方案以三大主軸產業、七項體系強化作為整體策略執行準

則此方案預計 2012 年將有 1042 億元產值，新增就業人口 11.5 萬人。此階段

市場成熟，技術穩定，競爭較緩和。 

衰退期-此產業未進入衰退期-故本文則不獨斷衰退期之具體時程。 

 



導入期 衰退期 

1986 2009  

成熟期 

2004 時間  ~ 未來 

需

求 

成長期 

 

圖(十一)Porter產業生命週期 

表(二)遠距居家照護產業生命週期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整體 

競爭 

策略 

全球結構平均尚

屬低競爭度，廠商

數目少。 

依市場發展與需

求，開創新產品，

此時THC廠商數

增加，競爭激烈。

市場成熟，技術穩

定，競爭緩和 

尚未進入衰退期

 

推動 

方案 

教育輔助人們對

健康觀念的重視。 

政府對於THC的
推廣鼓勵與支持。 

教育使用者，降低

THC實行的成本。

結合廠商開發新

的THC技術。 

強調照護產業的

多元化與異業結

盟。 

尚未進入衰退期

 

使用

者行

為 

說服使用者接受

新技術 
使用者嘗試接受

不同新技術 
使用者會習慣某

些新技術 

尚未進入衰退期

 

技術 
技術差，尚未標準

化，不斷改變 

技術和功能上的

差異，簡單做操介

面為關鍵 

品質佳、差異化

低、技術穩定 

尚未進入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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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進入障礙  

我國發展遠距居家照護之主要障礙並非在於遠距技術的成熟度與法律上的

容許度，而是在於特殊的地理因素與人文因素的影響(曾政光，2002)，其主要的

內容可從就醫的便利與其文化、外籍看護工引用浮濫及醫謢人員的權責的角度探

討之。茲說明如下： 

(1) 就醫的便利與就醫文化 

我國有些特殊的地理與文化現象，對遠距技術的發展有實質重大的影響 。以

地理而言，依據行政院主計處公佈，94 年底台灣人口密度每平方公里 629 人，

在全球人口千萬以上的國家中，僅次於孟加拉，排名第 2，但台灣平原盆地約僅

佔全面積 30%，如扣除 70%的山林面積，台灣實質上的人口密度是世界第一。

由於大多數的人居住在台灣平地地區，到院就醫十分的便利。當距離不構成就醫

的障礙，病患抵達醫院的時間可以縮短在其可接受的範圍，遠距居家照護將不再

具有節省成本的優勢，多數病患會寧願選擇往返醫院從 事醫療照護的行為，而

降低對於遠距居家照護的需求。 

而在就醫文化部份，部分病患會有四處看診的習慣。台灣 77%以上的病患，

平均看診時間在 6 分鐘以內，醫生常常無法仔細問診，更不用說給予病患衛生教 

育，病患因此容易產生多看幾家醫院、多比較幾位醫師的心態。而這種病患的不

信賴感與四處看診的習慣，亦將造成使用遠距居家照護器材時意願的降低，形成

遠距居家照護發展的重大障礙 (曾政光，2002) 。 

(2) 外籍看護工引用浮濫 

外籍看護工引用浮濫，有礙國內照顧服務產業之建立，根據行政院衛生署調

查發現，如表(三)以 96 年為例失能人數與長期照護資源比較結果，失能人數扣

除各類機構實際收容人數後，竟少於外籍看護工之人數，顯示外籍看護工濫用情

形之嚴重，且即便扣除濫用之案例，亦可發現民眾在經濟允許情況下，多半會選

擇聘僱外籍看護工來滿足其照顧需求。在此狀況之下，社區中外籍監護功充斥，

雖然其品質一再受到質疑，且帶給社會莫大成本，但由於其價格低廉，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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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較之下，我國社區照顧競爭力低落。如外籍看護工仍維持現行政策，要發

展照顧服務產業，開發本國照顧人力，確實不易。 

表(三)96年失能、各類機構實際收容及外籍看護工之人數統計 

 失能人數 各類機構實際收容人數 外籍看護工之人數 

統計 172,000 46,000 159,702 

 

(3) 醫謢人員的權責 

根據消費者文教基金會的統計，台灣醫療糾紛的案件在 1988 年為 93 件，逐

步上升到 1996 年的 145 件。醫師在病患抗爭活動日漸頻繁的情況下，為了避免

日後可能衍生的醫療糾紛，許多醫生容易以一種防禦性的心態來面對病患。面對

遠距技術可能引起的醫療糾紛，醫療人員往往容易採取保守的態度面對遠距的 

應用。除非有足夠強大的誘因可以促使醫療人員採用遠距的技術，否則在保守的 

治療環境中，遠距的應用將容易被醫療人員所排斥 。 

4-1-3需克服的關鍵成功因素  

 以國內外目前研發出遠距的網路、硬體技術與照護服務系統似乎已經成熟，

但推廣成效很有限。受照護者、主照顧者、居家照顧人員、醫療機構的配合度及

政府相關部門的配套措施等，對於THC的接受度都是關鍵之一，相關因素大致上

可歸納為下列四點進行說明： 

(1) 成本的考量因素 

 根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的資料顯示，因應照護型態不同，其照

護成本也不盡相同，依居家型照護 24 小時專人照顧一個月就需 70,000，平均每

月照護成本約為 30,000 元新台幣(張慈映，2002)，參考表(四)。除了照護成本外

遠距居家照護系統所需的首次設備費用較高，不論是網路傳輸、電腦視訊設備、

終端螢幕等，都需要可觀經費投入，此外若將日常生活所需的支出(一般需照護

人口包含輪椅、電動床、氣墊、特殊衛浴器材)等一次性支付項目等加上，一般

的照護成本費用相當高昂，並非所有的人皆負擔得起，因此在全面推行之前，更



嚴謹的實驗研究設計和經濟成本效益分析是必要的。 

表(四)每月照護費用估算 

 
(2) 使用者的習慣 

在一篇國內居家護理人員對THC需求認知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約有八成以上

的受訪者沒聽過THC服務，而且會擔心使用THC的設備是否容易學習、容易操作

及健保是否有給付等問題(張彩秀，2007)也有研究報告顯示，病患所期望使用的

THC服務功能是以操作簡單的項目為主 (Balas EA，1997) ，由此可見照護者透

過多媒體與陌生醫師或護理人員交談時會有些疏離感，特別是對老年人來說，科

技使用對於他們是很陌生的，要求他們學習如何使用遠距生理監測設備，是一種

很困難的事 (黃子儀，2002) ，而在醫療人員方面，則會牽涉照護人員可能已經

習慣過去以巡視、筆記的方式來追蹤患者的生理資訊，若突然轉變要學習新的資

訊技術也許會有困難或不適應，因此對於照護人員的教育訓練也是相當重要的。 

(3) 資訊傳輸安全規範 

相對紙本病患資料，電子記錄的資料容易未受權之人取用和傳佈，電子記錄

的病患健康資料與基本資訊也不例外，推動 THC 需要注重的關鍵因素之一即是

病患資料的安全性，在技術層面上應加強系統的控管、密碼保護、使用者身分驗

證、防火牆、防毒軟體、防止駭客入侵、資料加密解密等 (Chaffee, M，1999) 。 

在非技術方面，為患者生命安全，應確保病患資料的完整性以便日後研究和考

察，醫院內部應採取「權責分離」並訂定相關規範來避免病患資訊外流 (黃進興，

2006)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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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的整合 

THC是連結二個工作環境，一是被照護端的慢性病老人，另一環境則是系統 

端的醫療與照護業者。以照護端來看，透過電腦輸入基礎的生理訊號傳輸，所 

需考量的因素包含如何有效取得生理資訊的內容、轉換、編碼、儲存及上傳這 

些資料，並且運作的速度等都期望能整合一標準的系統語言以便利資訊的交換 

。而在系統端的業者，則是要如何將所傳輸的訊號轉換為文字、數據、圖形、 

影像、音訊或視訊等各種類型資料，並能有效地快速讀取，加上異常訊號的警示

功能等也都有待大量的資訊管理與資訊工程人員進行整合。目前國內的業者主要

是透過電信網路及有線電視的業者進行連結，其網路架構的品質、普及性 

、安全性、經濟性及操作便利性等都是發展THC的重要系統整合工作。除此之 

外，THC的業者與照護醫院或基層醫療單位之間的相互支援，建立成整合型區 

域緊急救護網，形成一個完善、便利的THC資訊網，都是迫切需要完成的項目。 

(許哲瀚，2008) 

4-2 競爭分析  

4-2-1五力分析   

（一）產業供需狀況  

(1)在供給量方面，政府於90年開始於社政及衛政分別加強各項鼓勵設置措

施後，機構式服務急速成長。截至97年12月底止，老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計有

1,074所，可供進住人數為6萬5,358人，實際進住者有4萬8,113人，均較96年底增

加，惟使用率73.61％，較96年底降低0.75個百分點。 

以長期照顧養護型機構949所占88.36％最多，可供進住人數4萬601人，使用

率為73.75％；安養機構60所次之，可供進住人數2萬878人，使用率76.90％；長

期照顧機構51所居第三，可供進住人數2,675人，使用率61.83％， 

見表(五)表(六)（內政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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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96年與97年長期照護及安養機構概況 

項目 96年 97年 

機構數 1,034 1,074 
可進駐人數 62,801 65,358 
實際進駐數 46,699 48,113 

用率 74.36% 73.61% 
 

表(六)96年與97年各類型照護概況 

機構類別 
96年 

養護機構

96年 
安養中心

96年 
長期照顧機構 

所數 922所 61所 37所 
可進駐人數 39,135人 20,610人 1,932人 
實際進駐數 28,824 16,193 1,205 
使用率 73.65％ 78.57％ 62.37％ 

 
97年 

養護機構

97年 
安養中心

97年 
長期照顧機構 

所數 949所 60所 51所 
可進駐人數 40,601人 20,878人 2,675人 
實際進駐數 29,942 16,055 1,654 
使用率 73.75％ 76.90％ 61.83％ 

 (2)在需求量方面，由於在地老化(Aging in place)一直是理想的安老形式，因

此政府在規劃長期照護的安養形式上，設定機構式照護在30%以下（衛生署，

1999），而且以中重度失能須較多技術性服務為主，因此近年來已不再鼓勵設

置機構式服務，而致力於推展社區形態的服務模式，然實施現況與理想狀態仍

有很大的距離。 

 在內政部94年台閩地區老人狀況調查報告指出，50~64歲國民認為未來老

年理想的居住方式以「與子女同住(含配偶、子女配偶及孫子女)」者占41.40%最

多，「僅與配偶同住」者占29.68%居次，「獨居」者占6.66%再次之，如表(七)。 

65歲以上老人認為理想的居住方式以「與子女同住(含配偶、子女配偶及孫子女)

」者占59.95%最多，「僅與配偶同住」者占20.01%居次，「獨居」者占11.32%再

次之。若與目前實際居住狀況比較，目前未與子女同住但想和子女同住者約有四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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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歲以上老人目前對安養、養護機構服務狀況之瞭解有限，惟未來願意進

住安養機構者有15%，願意進住養護機構或護理之家者有28%，均遠高於目前實

際進住數。50~64歲國民未來老年願意進住安養機構者占34.45%；願意進住老人

住宅者占47.95%；未來健康不佳時願意進住養護機構或護理之家者占51.13%。

高教育程度、無子女進住意願明顯較高。 

表(七) 台閩地區老人狀態調查 

項 目 別 總計 
與子女同住(含配

偶、子女配偶及孫

子女) 

僅與配偶同

住 
獨居 

91 年調查 100 60.19 18.98 8.17 

94 年調查 100 59.95 20.01 11.32 

性別     
男 100 53.33 25.78 11 
女 100 66.58 14.24 11.65 

年齡別     
65~69 歲 100 61.75 22.11 7.76 
70~74 歲 100 59.32 22 9.93 
75~79 歲 100 57.41 20.12 15.06 

80 歲及以上 100 60.67 13.59 15.06 

 

(二)進入者威脅 

 由於政府政策以經費預算補助與利息貼補增加供給誘因，在財務面大大降

低進入障礙，加以遠距居家照護需求高市場潛力無限，專業技術層面不似一般

醫療業來得高，產品差異化不大，無論是社政或衛政的進入障礙均不高，因此

競爭者不斷湧入。雖然社政朝向基本福利的建置、基本品質的維持、收住較輕

度失能者，相對的經營成本較低；而衛政有較多的專業涉入、較高的品質確保、

收住須高度技術之失能者，所以經營成本較高。兩者本應屬不同的市場區隔，

然目前市場混住情形普遍，容易在同區域形成價格戰，侵蝕利潤並影響品質。(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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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恩，2007) 

（三）替代的威脅 

養生村的出現是因應經濟結構的改變衍生的家庭結構變化，高度都市化的地

區由於高房價的影響型塑造出小家庭的家庭結構，而小家庭為主的家庭結構衍生

出對養生村的需求者群。就銀髮產業整體來看，養生村這一概念僅在於老年照護

服務為主，雖僅為整體產業一角，但由於當前各企業所推出的養生村多為獨立於

都市外的獨立社群，可壟斷相關產品之銷售亦可獲得相當之利益(2008，孟慶

華)，因此許多財團積極進入，可能成為未來遠距居家照護替代之威脅，不過前

國內觀念尚未突破，一般子女大多不願意讓他人知道自己將老邁的父母送到養生

村，還有台灣這幾年整體經濟狀況不佳，老人家多會錢財留給第二代，並未規劃

進住養生機構，整體而言替代威脅為中。 

依內政部 92 年底之統計，外籍監護工人數已達 115,724 人，其中 64.04% 

為看護老人、19.57%為看護身心障礙者、37.42%為看護病人，外籍監護工總額 

支出成本在 91 年已達近 300 億元（李佩芳，2004）。如此龐大的市場，使外籍

監護工成為遠距居家照護另一替代之威脅。 

（四）消費者的議價能力 

研究發現（邱美琪，2004），有超過五成民眾傾向選擇居家式照護類型、支

持在地老化的觀念趨勢。影響民眾選擇長期照護的態度，除了性別因素外，年齡、

父親籍貫、宗教信仰、婚姻狀況、教育程度、全家每月平均收入、城鄉居住別、

職位與就業等項都呈現相關性。年齡愈大、小學教育程度、全家每月收入三萬以

下及居住鄉村者，最贊同居家式照護。 

由於目前此產業市場趨於成熟，消費者的議價能力通常不高，也發現在家庭

結構和經濟產生變化後，民眾會選擇偏向接受高品質價格合理的智慧宅入住。 

一般而言，以照護型態不同，其照護成本也不相同，平均每月照護成本約為 30,000

元( )。一項以雲嘉南地區護理之家住民及家屬的調查研究發現，民眾可接受的價

格每月約 24,141-26,120 元之間（彭安娜，2003），雖然服務品質常是民眾非常重



視的要件，但除非經濟能力許可，否則多數民眾仍是以價格為主要考量。 

（五）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對遠距居家照護而言，供應商來自物料供應及住民來源的開發，而後者

更具影響力。研究顯示，遠距居家照護進行策略聯盟，可以提高產業競爭優勢。

同業聯盟可透過聯合產銷採購等合作，降低小型養護機構的成本，彌補其資源

缺口，提高競爭力。而異業聯盟可產生互補機制，改善服務品質，穩定客源，

增加產業競爭優勢（盧振華，2003）。對醫院附設型態的機構而言，其先天優勢

即在於策略聯盟取得的便利性，尤其醫療資源越強大，彼此互利的狀況越佳。

當顧客的轉換成本高，則忠誠度相對也會較高。(林慈恩，2007) 

 

圖(十二) THC五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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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產業預測與趨勢分析  

4-3-1市場分析  

工研院院長李鍾熙博士(2007)表示，目前全球遠距健康照護服務每年以 20%

的幅度成長，其中台灣市場規模預估至 2010 年可達新台幣 70 億元。目前台灣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已達 229 萬人，因此對於銀髮族的居家照護更是需求殷

切。而台灣成熟的資通訊技術正有利於促進遠距照護服務應用的發展。 

我國再遠距居家照護市場的發展目前亦處需要政府支援運作的階，不過可從

美、日現今已發展出的市場規模，來推估我國遠距居家照護潛在市場的大小(曾

政光，2002)。台灣居家照護產業潛在市場的範圍相當大，包括土地、地上建築、

設備設施、軟體等，在服務產業方面的投資利基則包括輔具租賃服務、智慧型醫

療監控服務、維修服務；訪視照護、日常生活服務、客房服務、送餐/交通服務、

緊急通報服務；日間養護、短期養生照護、情報提供服務。設施供應方面的投資

商機，包括基地計畫、建築設計、景觀設計、家具與室內設計、工程建設、環境

控制系統；輔助設備、復健與預防照護設備、運動休閒設備、醫療設備器材；IT

設備、安全及保全系統等…. (醫療照護產業分析及投資機會，2008)  

在醫療器材市場方面，1992年營業額僅為新台幣72億元，2005年我國醫療器

材產業為國際重要產品供應商台灣出口之家用電子血壓計供應量占全球市場第2

名，至2006年已成長到新台幣697億元，廠商約500家，平均每家營業額約新

台幣1.38億元，包括電子體溫計、數位血壓計、電動代步車、呼吸治療器具等

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占有率達到30%以上。出口值為新台幣293億元，進口值則為

新台幣447億元，如表(八)所示。台灣主要醫療器材廠商與具有國際市場地位代

表性醫療器材如數位血壓計代表廠商合世生醫，電動代步車廠商代表必翔，耳溫

槍代表廠商熱映光電，載藥注射器代表廠商瑞健，電子體溫計代表廠商百略、傑

威，呼吸急救器代表廠商雃博、崇仁在其產品項目、產量、產值與全球市場佔有

率是如表(九)所示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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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2005~2006醫療器材產業發展現況 

產業別 醫療器材 

年份 2005 2006 

廠商數 484 500 

營業額 590 697 

出口 270 293 

進口 395 447 

內銷:外銷 54:46 58:42 

國內市場需求 715 851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醫療工業技術發展中心新台幣:新台幣億元 

表 (九)台灣醫療器材廠商與具國際市場代表性產品(產品主力) 

廠商名稱 產品項目 產量(x1,000)
產值 

(美金$百萬元) 
全球佔有率 

合世生醫 數位血壓計 7,150 209 42% 

必翔 電動代步車 160 142 30% 

熱映光電 耳溫槍 2,730 115 30% 

瑞健 載藥注射器 33,000 106 50% 

百略、傑威 電子體溫計 27,500 52 60% 

雃博、崇仁 呼吸急救器 2,300 50 30%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工研院，2007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彙整提供) 

在2009年醫療器材第一季預計可達130億元新台幣、第二季預計可達133億元

新台幣，2009年產值估計可達556億元新台幣，較2008年成長3.9%表(十)為2009

年醫療器材產值 (王榛驛，2009) 。目前我國療器材上市、上櫃及興櫃的廠商共

22家，分析各公司在2009年第一季營收，較2008年同期成長幅度高的有合世生

醫、泰博科技、聯合骨科、五鼎生技、聯上生技、台欣生物、邦拓、太醫、東貿、



大學光等公司。而在2009年第一季營收較2008年同期衰退較大的廠商有百略、優

盛醫學、紅電醫、必翔實業、晶宇生技、弘如洋等公司表(十一)為2009年第一季

上市、上櫃及興櫃醫療器材公司營收(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8) 。 

表(十)2009年第一季我國醫療器材產業產值(王榛驛，2009) 

 

表 (十一)2009年第一季上市、上櫃及興櫃醫療器材公司營收(王榛驛，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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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廠商分析  

遠距監測器材和照護服務的聯絡與協調是發展遠距居家照護的重要主力，以台灣

來說致力於THC發展的相關廠商有，中興保全、生命連線基金會和金立盟安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真茂科技公司、百略科技、歐姆龍、Inte、等…。 

(1) 緊急救援定位設備 

    台灣以中興保全為失智老人提供的 “MiniBond” 輔助全球定位系統

(AssistedGlobalPositioningSystem，AGPS)，其服務架構是讓高齡者隨身攜帶

“MiniBond”行動電話，藉由AGPS即可確認位置，在緊急狀況發生時只要按下

“MiniBond”上求助按鈕，便會立即通知家屬和確認高齡者目前所在的方位，必要

時家屬可請求中興保全派遣人員前往支援。此外還有生命連線基金會與金立盟安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了地區社會福利團體主要以年滿65歲的人為服務對象

且患有猝發性疾病及失能的獨居年長者，提供含個人緊急救援之外，也提供定期

居家訪視服務等項目，更提高系統的附加價值而在照護服務的聯絡與協調方面，

目前仍以有線傳輸通信方式為主包括有傳統的電話撥接、區域網路ISDN傳輸、

光纖網路等傳輸方式再搭配遠距監測系統建置，將使用者即時狀況通知連結醫療

單位、照顧人員、家屬等，已達到遠距居家照護服務的效益。 

(2) 生理監測廠商 

目前的基本生理監測包含的項目有體溫、體脂、血壓、血氧、血糖、心電圖，

國外美國加州以Health Hero Network, Inc.是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之一，系統的監測

工具包括該公司開發的家庭主機“HealthBuddy®Appliance”為主以及周邊搭配的

血壓、血糖、體重、尖峰吐氣流速等生理訊號量測裝置。國內真茂科技公司與百

略科技、歐姆龍、Intel等多廠共同研發的“寶貝機“具有血壓/脈搏/血糖/體重/體脂

/溫度/心電圖/尖峰吐氣流速計/血氧生量測功能並符合HL7的資料傳輸標準，使用

者可透過網路檢視自己的健康資料或由醫師讀取這些資料以做精確的健康評

估。另外寶貝機還有異常生理通報的機制，當使用者的生理資訊超過正常範圍

時，將會以簡訊或電子郵件方式立刻發出異常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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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睡眠監測廠商 

    工研院運用血氧飽和濃度單一訊號分析技術，開發一系列新興睡眠呼吸照護

系統，「居家睡眠檢測儀」只需將脈動血氧計感測器夾在手指上超過6小時，儀器

就能記錄睡眠時的狀況，隔天再將資料提供給醫院進行分析，打破傳統醫院的診

斷式睡眠檢查床位有限，求診患者往往必須等候半年以上、並需到醫院過夜的檢

測方式。傳統的無線電波治療是以針刺的方式對於軟顎進行燒灼、或是選擇一種

適合鼻型的面罩，臨睡前將面罩戴在臉上，翻身時需小心避免拉扯到機器，工研

院醫材中心新研發的「簡易睡眠呼吸照護系統」，使用上就像牙套，利用口部界

面，在口腔內造成負壓，藉以維持舌頭不會在仰躺時往呼吸道方向掉落，造成呼

吸道阻塞。這項安全且有效治療的創新方案，可以減少睡眠呼吸中止的發生機

率，對於打鼾族群、及年老或因疾病造成喉部肌力控制力不足、易造成舌頭阻塞

呼吸道者，也能有效治療，而讓患者安心一覺到天明。(時報資訊，2009) 

(3) 日常生活活動監測設備 

    老化使老年人之感官系統退化、肌力降低、平衡與步態之功能明顯下降，增

加意外跌倒之風險。國民健康局指出2005年台灣地區約有46萬65歲以上老人跌

倒，發生率為20.5%，其中約12萬5千人有跌倒相關之傷害(蔡益堅等，2006)；國

外文獻報告65歲以上之老年人每年每3人中有1人曾經歷跌倒(Tinetti ME et. 

1998)，此研究現象都顯示高齡者的跌倒頻率相當高，所以適當之跌倒預防及防

範是相當重的。 

     Tunstall公司於1975年在英國成立，於2005在正式成立了台灣分公司，針對

高齡者跌倒推出了一套居家跌倒感應器以及三種居家環境感測裝置包括:床位感

應器、空椅感應器、PIR動作偵測器。跌倒感測器內含加速規，可感測因跌倒而

產生的劇烈加速度變化，可判定是否發生跌倒事件。是，則立即以無線方式 與

居家環境中的Lifeline主機連線，發布緊急事件通報至指定人員。 

 

 



4-3-3環境分析  

隨著人口結構變遷，「高齡化」問題已是全世界共有的人口學現象，在人類

的社會環境中，「家庭」一直擔負著老年人安養的角色，老年人的照護也一向被

視為家庭責任，但受到出生率降低、家庭人口數變少、勞動人口遽減，加上職業

婦女增加，可擔任家庭照護者的人數也將逐年遞減，因此未來照護人力將呈現嚴

重不足，這將影響到高齡者的生活品質。基於高齡人口增加已成為不可逆轉的趨

勢，龐大高齡人口帶來的照護需求也亟需解決，因此運用科技照護堤高照護品質

與減輕人力負擔，將是協助老年人獨立自主生活的良好方案之ㄧ。 

根據 WinterGreen Rearch 對 於全球居家照護市場的分析，面對龐大老年人

口所帶來的居家照護的需求將日益增加，因此推估至 2010 年將達 796 億美元。

整合型資訊系統應用於居家照護領域的比重也將增加至 2010 年的 33.26 億美

元。這意味著運用資通訊等遠距科技來滿足龐大的居家醫療照護需求，將是未來

的重點發展方向(張慈映，2002) 。遠距居家照護應以使用者需求為基礎來建立

平台，並收集資訊，但居家照護系統平時雖可收集很多訊息，但是如何利用這些

資訊，而讓使用者因而可得到最 好的照護，是一重點，外平台技術傳遞訊息時，

將牽涉到個人資訊的保密問題 ， 因此輸送的平台在對於資料的保全、保護等，

皆是需要思考的重點圖(十三)為未來遠距照護系統建置方向。 

 

圖(十三) 未來遠距照護系統建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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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策略分析  

我國目前遠距居家照護發展趨勢是朝向水平整合的方式，透過勞力資源的水

平整合與不同公司間的互利合作網路來擴大產品線並降低成本，並深化及廣化產

品及服務的內容，也較容易創造出產業的附加價值。如美國的 AARP 協會，便

是建立此種合作網絡成功的實例，其此協會網站服務內容包羅萬象包含有健康

(醫療保險、長期看護)、財富(工作、個人財務)、休閒(旅遊、遊戲、活動)、特殊

(政治呼籲、援助與服務)及居家(子女養育、看護)。 

在未來因應高齡化社會之需求產業類別相當多，可以服務為核心，IT 平台

為主軸，整合並串連各產業，形成產業價值鏈，以提升產業的核心價值。 

主要藉著台灣 IT 產業所具有的彈性化設計能力的優勢，建置整合各項產業

服務之「資通訊平台」，並依照護需求設計出適合的產品，再將相關產品與設備，

以策略聯盟方式與資訊平台串連，以平台建立後所導入的服務層面，創新發展出

核心服務的機制，將可創造出極大的產業價值。 

政府目前正努力建置無線網路環境，因此在此大環境的配合下，將使得資訊

化網路的應用更為便利，照護服務鏈為例，可以服務為核心，IT 平台為主軸，

串連起照護重要的產業，如輔具產業、醫療產業、遠距照護、遠距醫療、居家照

護與照護服務等相關產業，些廠商的異業或同業聯盟策略，將可以帶動整體照護

服物產業的發展 (趙蘭英，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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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評析和結論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來臨，世界各國無不積極推動以居家式、社區式為主的

照護服務模式，利用遠距監控的方式，來建構 e 化、新型態的遠距醫療照護服

務，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其在醫療照護上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 

 「遠距居家健康照護服務」是一個跨多領域之應用服務產業，在漸漸邁入

成熟期的國內市場環境中，整合各領域需求，建構一個適合國內居家健康照護

服務的全新應用服務模式，推動居家照護產業市場，是欲從事該產業之相關領

域CEO須面對的課題。 

 未來政府將預先發展健全醫療照護體系促進醫療資源合理分布，拉近城鄉

差距，弭平健康不平等，藉由開辦多元化長期照護保險機制，引進民間資源並活

絡周邊產業，協助長期照顧服務科技的引進與發展。其次提昇國人健康促進之意

識及投資，帶動民間資源投入健康產業的發展，協助國人落實健康生活。藉由倡

導「健康體能、飲食」議題，鼓勵民眾參與癌症篩檢服務，進而帶動健康產品及

癌症篩檢生技產業的發展。再者加速發展智慧台灣醫療服務，以RFID結合醫療

照護與資通訊科技，發展社區式、居家式、機構式三種遠距照護服務模式，簡化

操作、登記流程，使全民得以輕鬆使用醫療資源與服務。積極推動國際與兩岸醫

療觀光建立國際醫療品牌形象，並強化國家衛生安全，以維護國家衛生安全為最

高指導原則，確保國產疫苗、管制藥品及血液製劑之安全、品質及穩定供應。 

 而在整體產業部分，居家端蘊含的商機包括生理偵測儀及感應產品；照護端

則需要醫療院所和急難救護網的參與；至於監護端的角色，則非常適合如大哥大

手機等系統業者或保全公司投入，提供網路通訊平台建設的公司也是必要的。此

外，整體大環境和配套措施如網路建設的腳步、法律法規的配合、保險給付政策、

醫療糾紛的處理以及經濟成本效益的考量，都是發展遠距居家照護服務的必要條

件；另外，遠距居家服務涵蓋範圍深廣，需透過多元專業的發展組合，因此政府

機構、民間產業、科技醫療研發人員、及臨床醫護從業人員等均需積極參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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