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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長期照護護理師的角色功能發展與政策倡議—
護理專業團體之實證政策建議
陳靜敏1
摘

游秋燕2

要： 護理專業團體為發展護理專業 、影響健康政策
須進行政策倡議研究。台灣護理學會因應我國人
口快速高齡化 、長期照護（ 長照）需求激增 ，為
充實長照護理人力持續提出台灣長照護理師的角
色功能發展之政策倡議規劃。本文首先說明倡議
長照護理師的必要與台灣護理學會的因應作為。
後續分別敘述國內外長照護理師的角色及核心能
力 、目前我國長照各執業領域的護理人員就其執
業的角色功能定位 、核心能力與培訓需求相關內
容 ，及學者專家研擬對台灣護理人員在長照護理
角色 、核心能力及長照護理專業發展與培育之看
法與共識。最後綜整政策研究發現 ，提出護理未
來參與長照政策制定的策略與方案 ，在教育 、職
場 、法規及專業團體各面向之政策建言。

關鍵詞： 護理專業團體 、政策倡議 、長期照護。

前

言

源自南丁格爾建立護理學校開始 ，護理發展一
直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 李 、黃 ，2006）。面對全球
健康議題帶來專業發展之衝擊 ，護理專業團體須發揮
保護護理人員權益 、影響健康政策 、為公眾提供高
品質照護的重要功能（Matthews, 2012）。據此 ，護理
公 / 學（ 協）會皆在其護理倫理規範（code of ethics）中
明訂倡議（advocate）之重要任務 ，因護理專業團體
由護理人員組成 ，需清楚闡明護理價值 ，真誠實踐
健康政策 ，持續因應社會脈動來捍衛護理及個案權
益 ，以保障全民健康（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2021a）。
台灣護理學會（ 以下簡稱學會）為我國歷史最悠
久 、會員數最多之護理社團 ，且為參與國際護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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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之唯一代表。其
宗旨包括發展護理專業 、促進護理學術研究 、提高
護理教育水準 、增進全民健康 、及提昇國際地位（ 台
灣護理學會 ，2021a）。因應我國人口快速高齡化 、
長期照護（ 長照）需求激增 ，學會於 2018 年提出台灣
長照護理師的角色功能發展之政策倡議規劃（ 台灣護
理學會 ，2021b）。本文旨在說明此實證政策研究發展
歷程 ，除序言及結語外 ，全文共分為 5 個部分：首先
說明倡議之必要與學會的因應作為；第 2 至 4 部分則
分別敘述國內外長照護理師的角色及核心能力 、長照
護理師自評角色功能定位 、核心能力與培訓需求 、
及政策菁英對台灣長照護理專業發展與培育之共識的
實證研究結果；第 5 部分則是綜整於教育面 、職場面
及法規面之政策建言 ，並在結語帶出專業團體倡議策
略。

長期照護護理師發展之倡議
聯合國（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d.）自 2002 年起不斷疾呼扶老負
擔將成為主要的社會經濟問題 ，強調研擬老人長照
之必要。世界衛生組織（WHO Ageing and Health Programme & Milbank Memorial Fund, 2000）為建立老人
長照政策的國際共識 ，提出各國應有更完善的老人長
照政策制訂 、資源連結 、照護人員教育 、居家及機
構照護的提供等。國際護理協會（ICN, n.d.）亦指出 ，
老人長照是護理人員在職場 、醫療院所 、機構 、及
社區外重要的執業領域 ，護理專業團體為此應提升護
理人員相關專業知能及教育 ，捍衛護理人員在長照領
域之角色功能 ，才能因應高齡化的照護需求。近期 ，
因新冠肺炎肆虐對醫療及長照體系造成巨大衝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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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 護理人員於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的角色擔當」聯合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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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護理協會（ICN, 2021b）更公布「 護理為未來健康
照護引領發聲（Nurses: A Voice to Lead - A Vision for
Future Healthcare）」指引 ，指出應為弱勢之長照個案
提出照顧解方。
據 2020 年統計 ，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
率已達 15.5%，推估到 2025 年將達 20%，成為超高齡
社會 ，人口老化速度為世界之冠（ 國家發展委員會 ，
2021）。而根據衛生福利部（2018）調查 ，台灣長者
至少有 1 項日常生活活動或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困難
者分別占 13.0% 及 26.7%，需長期照顧人數已超過 90
萬 ，顯示高齡化亦帶來長照需求的增加。衛生福利部
（2015）因此在其「 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中提
出充實長照服務人力的必要 ，惟 2014 年盤點長照直
接服務人力中 ，護理人員計 10,826 人 ，以實施長照
保險（ 涵蓋率 70%）推估護理人力需求量 16,494 人相
比較 ，仍需再培訓近 6 仟人才能補足護理人力缺口。
時至 2020 年統計從事與長照相關工作且具執業登記
之護理人員仍僅有 10,952 人（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
2022），對比長照 2.0 服務人數已從 2016 年至今成長了
三倍以上 ，投入長照服務之護理人力卻不見增長。
縱觀影響護理人員投入長照服務意願包括政策
執行不確定性 、執業環境不友善 、工作待遇低 ，升
遷管道受限等；而我國現有護理養成教育未規劃老人
長照護理課程亦是主因（Hsieh et al., 2021）。當學
校未能隨社會需求調整課程規劃即可能影響畢業生投
入之就業市場（ 張等 ，2012；陳秀玫等 ，2013；陳靜
敏 ，2014）。且因長照護理人力不足 ，缺乏護理角色
典範 ，長照護理角色與定位未能被清楚規範 ，更因
此落入長照護理專業無法發展 、人力無法補充之惡性
循環 ，是以 ，了解台灣長照護理師的角色功能現況
與倡議長照護理專業發展政策極為重要。
台灣護理學會因應專業發展需求 ，於 2012 年增
設「 長期照護委員會」，以系統性發展長照護理專業
（ 陳麗芳 ，2012）。2014 年為積極參與長照相關政策
之制定及提昇長照服務品質 ，提出長照護理之立場聲
明（ 台灣護理學會 ，2014）。2015 年出版「 長照路漫
漫護理師相伴」一書 ，彰顯護理師投入長照服務之感
動故事（ 台灣護理學會 ，2015）。2017 年聯合台灣長
照護理學會及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
表「 護理人員於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的角色擔當」公
開聲明（ 台灣護理學會 ，2017），倡議護理人員因應
長照 2.0 政策（ 衛生福利部 ，2016），可提供的七項長
期照護服務（ 如圖一）。端此 ，2018 年學會即執行實

護理人員相較於其他醫事人員佔有執業人數與專業照顧本質上之
優勢，配合長照2.0之推動，展現下述長期照護場域之角色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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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急性醫療與後續
長期照護服務。

於門診、居家及機構提
供急性後期護理照護。

在社區關懷據點、巷弄長照
站等場域，提供預防照顧及
預防／延緩失能等之健康促
進護理服務。

氟
指導單位 ： 衛生福利部

提供居家個案直接健康照護
及安寧服務，並可配合居家
醫療團隊共同提供居家醫療
照護。

護理人員經老人照護及長期
照護之養成教育與進階訓練
後，發撣評估長照對象需求、
判定需求等級，整合轉介服
務，以及督導管理等功能。

於居家式、社區式、機
構式等照護機構提供直
接護理叩正。

，

為因應未來醫療與長期照護體系的
發展，長照專家須具備老人與長期
照護進階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複
雜情境決策丶教學丶諮詢丶協調丶
領導和研發能力等，方可執行長照
人才訓錬、長照機構督考，及長照
機構經營管理等。

主辦單位 ： 台灣護理學會 丶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丶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證政策計畫（ 台灣護理學會 ，2021b），期能統整長照
護理專業服務的角色功能與核心能力 ，並提出未來長
照發展之政策建言。計畫成果說明如下 ，相關研究執
行歷程將另有研究報告說明。

長期照護護理師之角色功能與核心能力
研究團隊透過文獻回顧國內外各國有關長照護理
師之角色功能及核心能力之定義 、分類及核心能力範
疇 ，並依照學會倡議之七個長照領域分析護理師的角
色功能及核心能力 ，說明如下。
一 、出院準備護理師
主要以個案評估與需求確認 、照護計畫擬定與指
導 、跨專業服務與協調及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利用與管
The Journal of Nursing ■ Vol. 69, No. 3, June 2022

長照護理發展之政策倡議

理 、出院持續性追蹤與諮詢及病人出院安全為主；其
核心能力應具有個案評估 、計畫擬定 、教育及指導
與溝通協調之能力（ 衛生福利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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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照顧管理專員
主要是擔任個案失能等級評估的角色 ，是長照服
務中很關鍵的角色。需具備個案發掘及轉介 、個案需
求評估 、計畫擬定與執行 、協調合作與溝通 、資源

二 、急性後期照護護理師
除擔任個案基本照護之護理服務 、衛教者外 ，

連結 、教育訓練與宣導及監督服務品質等職責；其核
心能力尚無相關對應文獻可供分析（ 朱 ，2019）。

也須擔任團隊整合照護 、教育 、復健及醫師輔助角
色；其核心能力更需具有專業 、倫理及了解法律之應

七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管理與長照專家

用及影響（ 中央健康保險署 ，2020）。

需具有個案照護 、個案管理（ 含評估 、計畫 、
措施 、協調及追蹤）、教育及研究 、溝通與危機處理

三 、居家護理師

及品質促進之角色功能；其核心能力應具備個案管理

具有基本照護 、個案與服務評估 、擬定照護計

（ 含評估 、診斷 、計畫 、執行與評值）、擬定計畫與

畫 、服務提供（ 含教導 、轉介 、諮詢 、代言 、健康促

服務提供 、協調 ，溝通和協作 、資源整合與運用 、

進）
、個案管理（ 含病情追蹤 、危機處理 、團隊監督與

社會需求規劃 、領航與代言及整合照護及促進管理等

協商 、藥物管理）
、預防與健康促進 、情緒支持及研

能力。如為長照機構創業者 ，除具有以上角色外 ，也

究者之角色功能；其核心能力應具備個案評估 、照護

應對於經營 、財務 、執業模式創新與開發 、營運與

與計畫擬定 、溝通與協調 、行政管理 、團隊合作 、特

領導進一步學習及鑽研 ，以因應現今社會的高齡照護

殊照護管理（ 含疼痛 、用藥 、傷口 、管路 、營養 、氧

及護理角色變化（ 朱 ，2019）。

氣使用等）
、失智症照護 、末期照護 、風險管理（ 含危
機處理 、緊急判斷）
、社會資源運用（ 含輔具資源）
、
品質管理及教育與指導等能力（ 呂 ，2018）
。

台灣長照護理師之角色功能及核心能力：
實務工作者之觀點

四 、社區與長照機構護理師

為瞭解長照護理師的角色功能與工作任務現況 ，

於社區型機構如 A 級單位擔任個案管理師 ，扮

續透過網路調查 1,006 位在上述七場域在職護理師的

演個案發掘 ，資源轉介連結的角色；或住宿型機構提

看法（ 相關調查結果請見表一 ，詳細研究報告另有

供直接照護。具有照護服務 、個案管理（ 含評估 、照

專文說明）。根據文獻整理的 17 項角色功能（ 含心理

護計畫擬定 、健康維護 、協調溝通）及出院評估與計

支持者 、危機處理者 、個案管理者 、倫理判斷者 、

畫協調 、跨專業合作服務；其核心能力包括行動力 、

疾病管理追蹤者 、健康教育者 、照顧評估 、計畫及

傾聽 、團隊合作協調 、思考力 、一般常識及溝通能

執行者 、經營管理者 、資源連結者 、實務指導者 、

力 、以及督導其他專業團隊 ，照顧服務員執行照護

監控服務者 、輔導諮商者 、領導者 、溝通協調 、臨

服務之能力；而於專業能力上應以服務使用者為中

床研究者）中 ，護理師自覺以扮演資源連結 、溝通協

心 、理解對方及具有照顧之專門知識（ 朱 ，2019）。

調及照顧評估者角色最為吃重；以經營管理 、臨床研
究 、疾病管理追蹤者之角色最少。進一步與執行長

五 、健康促進暨預防及延緩失能護理師
此角色並無對應文獻；長照 2.0 計畫新增此項服

照 2.0 服務之其他專業團隊成員比較 ，護理師自評依
序在提供健康教育 、研擬照護計畫 、以及照護評估

務期待長照服務向前延伸至預防階段 ，護理師可在社

及個案管理最具獨特能力；卻自評領導執行的得分最

區中的關懷據點 、巷弄長照站等場域服務 ，提供衛

低。

教及社區資源的轉介與聯繫 、管理駐點照顧服務員服

長照護理師評估應具備的核心能力依序為：實務
照護能力（ 照護執行 、照護評估 、照護計畫 、疾病
管理追蹤）、實務協調能力（ 溝通協調 、資源連結）、
實務教學能力（ 健康教育 、實務指導 、監控服務 、
疾病管理追蹤）、實務諮詢能力（ 輔導諮商 、心理支

務提供等；且長期照顧需求之出現 ，多來自獨自生活
無人協助諮詢 、未有足夠社會參與機會及鮮少接觸健
康促進或預防跌倒等提升活動與方案之民眾 ，應進一
步探討其角色職務與核心能力（ 朱 ，2019）。
護理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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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綜整文獻回顧及在職長照護理師的角色功能與工作任務調查結果
文獻綜整結果
項目

角色功能

實務工作者調查結果
核心能力

執行頻率 執行角色功能

職場在職教育

出院 • 個案評估與需求確認
準備 • 照護計畫擬定與指導
• 跨專業服務溝通與合作協調
• 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利用與管理
• 出院持續性追蹤與諮詢
• 病人出院安全與成效評估

•
•
•
•

個案評估
計畫擬定與管理
教育及指導
溝通協調

• 最高

急性 • 基本個案照護
後期 • 團隊整合照護角色
• 照顧過程之教育者
• 復健照護整合者

•
•
•
•
•

日常生活照顧指導
專業知識與整合能力
教育與指導
倫理概念
法律應用及影響

• 最高

居家 • 基本照護
護理 • 個案與服務評估
• 擬定照護計畫
• 服務提供（ 含教導 、轉介 、諮
詢 、代言 、健康促進）
• 個案管理（ 含病情追蹤危機處
理 、團隊監督與協商 、藥物管
理）
• 情緒支持
• 研究者

•
•
•
•
•
•

個案評估
• 最高
照顧與計畫擬定
溝通與協調
行政管理
• 最低
團隊合作
特 殊 照 顧 管 理（ 含 疼 痛 、 用
藥 、傷口 、管路 、營養 、氧
氣使用等）
失智症照顧
臨終照顧
風險管理（ 含危機處理 、緊急
判斷）
社會資源應用（ 含輔具資源）
品質管理
教育與指導

• 健康教育者
• 實務指導者
• 資源連結者
臨床研究者
經營管理者
倫理判斷者
領導者

• 實務研發能力 • 臨床研究者
• 實務領導能力 • 經營管理者
• 實務諮詢能力 • 領導者

核心能力：
• 最高
• 行動力
• 傾聽
• 團隊合作協調
• 最低
• 一般嘗試
• 溝通能力
• 文化照護
• 照護支持
• 資訊能力
• 人際關係技能
專業能力：
• 評估與直接照護
• 特殊照護能力（ 含疼痛 、失智
症 、皮膚 、尿失禁 、營養 、
藥物管理等）
• 擬定照護計畫與執行服務
• 教育與照護指導
• 組織運作與管理（ 包括法令 、
財務及預算規劃 、督導 、監
測等）
• 提升個案健康促進與健康維護
• 安全與風險管理
• 建構社區服務網路與資源能力

• 健康教育者
• 溝通協調者
• 實務指導者

• 實務照護能力 • 實務指導者
• 實務教學能力 • 照護執行者
• 危機處理能力 • 健康教育者

長期 • 照顧服務
照護 • 個案管理（ 含評估 、照護計畫
機構
擬定 、健康維護 、協調溝通）
• 出院評估與計畫協調

•
•
•
•
•
•

• 最低

• 最低

• 資源連結者
• 溝通協調者
• 照顧評估者

執行核心能力

• 經營管理者
• 領導者
• 疾病管理追
蹤者
• 溝通協調者
• 個案管理者
• 健康教育者
• 經營管理者
• 臨床研究者
• 疾病管理追
蹤者

•
•
•
•

•
•
•
•

臨床研究者
經營管理者
倫理判斷者
領導者

• 實務照護能力 • 照護執行者
• 實務協調能力 • 實務指導者
• 實務教學能力 • 健康教育者
• 實務領導能力 •
• 實務研發能力
• 實務諮詢能力 •
•

疾病管理追
蹤者
經營管理者
照護評估者

• 實務照護能力 • 實務指導者
• 實務教學能力 • 照護評估者
• 實務協調能力 • 健康教育者
• 實務研發能力 • 臨床研究者
• 實務領導能力 • 監控服務者
• 危機處理能力 • 心理支持者
• 實務照護能力 • 實務指導者
• 實務教學能力 • 照護執行者
• 實務協調能力 • 健康教育者

• 實務研發能力 • 臨床研究者
• 實務領導能力 • 經營管理者
• 實務協調能力 • 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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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綜整文獻回顧及在職長照護理師的角色功能與工作任務調查結果（ 續）
文獻綜整結果

實務工作者調查結果

項目

角色功能

核心能力

健促
及延
緩失
能

—

—

• 最高
• 最低

照管 • 個案發掘及轉介
專員 • 個案需求評估
• 計畫擬定與執行
• 協調合作與溝通
• 資源連結
• 教育訓練與宣導
• 監督服務與品質
長照 • 個案照顧
經營 • 個案管理（ 含評估 、計畫 、措
者
施 、協調及追蹤）
專家 • 教育及研究
• 溝通與危機處理
• 品質促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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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
• 最低

• 個 案 管 理（ 含 評 估 、 診 斷 、 • 最高
計畫 、執行）
• 擬定計畫與服務提供
• 協調 、溝通和協作
• 資源整合與應用
• 社會需求規劃
• 最低
• 領航與代言
• 整合照護及促進管理

持 、倫理判斷）、緊急應變及危機衝突處理能力（ 危
機處理）、實務領導能力（ 經營管理 、領導）、及實務
研發能力（ 臨床研究）。但於探討執業單位是否為護
理師準備切合之在職教育時發現 ，單位以提供照護
執行 、健康教育及實務指導的課程為最多；以經營管
理 、臨床研究及疾病管理追蹤相關教育為最少。
由表一比較可知 ，各類護理師自評角色功能與單
位培育現況之落差發現 ，出院準備服務 、急性後期
照護 、健康促進暨預防延緩失能照護 、長照管理及
長照機構經營管理的護理師都認為長照護理師的角色
功能皆以溝通協調者及資源連結者得分最高 ，然其單
位在職教育皆偏重於照護執行及實務指導。而居家護
理師 、社區衛生護理與長照機構護理師評估以執行健
康教育及實務指導為多 ，其單位亦以提供實務指導相
關在職教育為最多；且不論在自評角色功能及在職教
育提供得分最低項目皆為臨床研究者 ，顯示其工作屬
性著重實務。
護理雜誌

執行頻率 執行角色功能

執行核心能力

職場在職教育

• 溝通協調者
• 照護計畫者
• 資源連結者

• 實務照護能力 • 照護執行者
• 實務教學能力 • 健康教育者
• 實務協調能力 • 照護計畫者

• 資源連結者
• 溝通協調者
• 照護評估者

• 實務照護能力 • 照護評估者
• 實務協調能力 • 資源連結者
• 實務諮詢能力 • 照護計畫者

•
•
•
•
•

溝通協調者
資源連結者
照護評估者
照護計畫者
危機處理者

• 危機處理能力 • 照護執行者
• 實務照護能力 • 健康教育者
• 實務教學能力 • 實務指導者

臨床研究者
個案管理者
照護執行者
倫理判斷者
經營管理者
疾病管理追
蹤者

• 實務研發能力 • 經營管理者
• 實務協調能力 • 心理支持者
• 實務諮詢能力 • 倫理判斷者

• 經營管理者
• 疾病管理追
蹤者
• 臨床研究者
• 領導者

• 疾病管理追
蹤者
• 經營管理者
• 臨床研究者

•
•
•
•
•
•

• 實務研發能力 • 經營管理者
• 實務領導能力 • 輔導諮商者
• 危機處理能力 • 臨床研究者

• 實務領導能力 • 臨床研究者
• 實務研發能力 • 疾病管理追
• 實務教學能力
蹤者
• 經營管理者

台灣長期照護護理專業發展與政策倡議研究
根 據 公 共 政 策 過 程 的 菁 英 模 式 理 論（ 丘 ，
2013），後續進行北 、中 、南分區產官學界專家焦點
團體訪談 ，討論前整理文獻系統回顧及在職長照護理
師的角色功能與工作任務調查結果（ 表一）供與會學
者專家參考後 ，彙整出在養成教育 、在職教育 、考
選 、聘用 、政府倡議 、及專業團體等六大層面之建
言。後續以德爾菲預測術調查 24 位專家意見 ，經三
回合整合分析 ，建構出護理參與長照政策制定的策略
與方案之共識。研究報告將另有專文說明 ，因篇幅限
制 ，僅羅列相關建議方案如附件。

長期照護護理發展之政策建言
綜合上述實證研究結果得知 ，長照護理師於經
營管理 、領導能力 、臨床研究及實務研發能力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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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增能與投資 ，故如何因應政策的發展 ，發揮並
擴展護理角色功能 、積極推動長照護理專業的角色定
位與人才之培育 ，以提供長照個案及家屬所需的照
護 ，尚須具體在教育 、職場 、法規與專業團體的策
略與政策建言。
由於長照個案會因健康狀況改變於不同場域接
受服務 ，如從醫院返家 、從家中可能又回到醫院或
入住機構 ，護理師常是個案唯一或是最密切的第一
線人員 ，如何於急 、慢性的照護過程中提供連續性
照護 ，護理師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長照個案
需求 、對其家庭狀況與照護措施的評估 ，必須要奠
基於完整長照相關課程訓練的基礎上。建議未來於：
（ 一）養成教育應：(1) 將老人長照學納為必修 ，並 (2)
對應長照場域之專門職務規劃所需核心能力 ，進而設
計相關課程內容；(3)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研擬老人
長照教育推動之內涵與規劃；(4) 師資建議能有長照
實務為背景或經在職培訓取得資格者專才專用。
（ 二）
在職教育層面建議：(1) 衛生福利部於長照 Level I、
II、III 課程應增加由急性單位轉銜至長照人才培育所
需之教育規劃 ，(2) 將社區經營 、法律 、資源開發與
連結 、照顧者需求 、財務管理等課程納入 、亦可補
充長照專業復能服務內容 ，並 (3) 廣邀產 、官 、學界
代表 ，制定出臨床最迫切常見議題 ，發展我國長照
服務指引。(4) 執行中應確保護理人員實際參與發展
過程 ，回饋使用成效 ，進而 (5) 透過研究設計了解其
臨床效益 ，此教育政策面建議亦可補足現長照護理人
員在研發能力較為缺乏之部分。
在職場政策面 ，針對現有不同長照執業場域之護
理人員 ，強化其專業能力是提升護理品質和效能的最
基本改革要項。因應不斷滾動修正的長照政策與快速
轉變的醫療照護服務需求和護理學制層級提升之期待
下 ，建議整合各長照服務專業團隊（ 例如居家服務 、
居家護理 、家庭醫學 、社會工作 、職能治療 、物理
治療 、藥事服務 、心理服務 、營養服務等）建構各專
業團體共同合作與照護平台 ，研擬跨團隊合作之機制
與模式。
而提升職場環境、資源、薪資福利、升遷管
道 、願景 、專業性及自我價值感 ，誘發護理人員投
入老人長照產業為當務之急 ，據此 ，在法規面建議
應能就現有「 長期照顧服務法」
（2021）進行檢視 ，規
範建立我國長照人力的培訓機制 ，包括相關人力的分
級培養 、考試證照 、薪資福利 、工作條件與環境等
制度 ，才能早日建構出我國的長照人力照護網。未來

可從短 、中 、長期規劃 ，逐步提升專業定位 ，進而
帶動人力投入。短期應將長照護理師服務範疇與角色
明確化 ，提升受眾對長照護理師的尊重與期待；中期
應提升薪資水準 、生涯發展進路 ，使其生涯發展充
滿願景；長期應推動教育單位培育長照護理人力 、由
專業團體推動相關專業證照認證 ，讓長期照顧體系管
理專業化。以上建議除能補足現實務工作者缺乏之能
力外 ，亦能讓我國護理人員依不同專業領域需求 ，
於各自執業場所 ，繼續強化其執業能力 ，回歸專業
責任本質。

結

語

護理是一門專業 ，而專業發展需要有專業團體做
後盾。護理專業團體除肩負學術領導 、提升服務品質
之使命外 ，也扮演爭取合理權益與改變護理形象之功
能；也唯有護理人員之共同參與 ，才能加速護理專業
之成長與茁壯。
本政策倡議依實證政策研究結果於專業團體政策
面建議應強化國內護理專業團體之專業能力及行政功
能 ，推動長照護理專業形象塑造 ，協助全國護理人
員了解及掌握現今護理在長照領域的執業環境及相關
政策 ，並應主動凝結共識 ，推出可行的策略方案 ，
提供政府做參考。亦建議衛生福利部和護理專業團體
共同邀請國內權威性專家規劃長照護理師資之培訓課
程與專業認證考試 ，以提升長照護理之品質。最後 ，
專業團體更能提供「 培訓 、仲介媒合 、輔導開業」等
一條龍輔導就業服務 ，鼓勵離職者回流 ，如此不僅
可補充我國所需長照護理人力 ，更為護理終身職業與
專業發展發揮關鍵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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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參與長期照護政策制定的策略與方案之共識

一、養成教育方面
1. 各級護理學校納入 2 學分老人長期照護學為必修學分並開設相
關老人長期照護學實習
2. 明確規範老人長期照護學之實習場域，需含括連續性照護（ 醫
療到長照）之服務體系
3. 學生在學期間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證照後之實習年資可開始
累積長期照護臨床年資之計算
3. 規劃開辦專技護理實習學生 5+2 產學合作留任計畫，學生在學
期間即可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證照，透過工讀薪資提供，吸
引人才提早接觸長照產業
4. 明確規範各學制層級在老人長照之教學核心能力
5. 明確規範各學制層級所期待培育老人長照專門職務（ 如照服
員、照專、督導、個案管理師等）之工作職掌，據以規劃該職務
需具備之核心能力，進而設計相對應的核心模組課程
6. 師資能以護理或長照實務為背景專才專用，避免各校老人暨長
照相關科系師資專長差異大，進而影響開課走向課程規劃、培
育及證照發展
7. 輔導各校教授老人長期照護教育之教師接受相關在職教育（ 含
學理及臨床實務等）之教學能力培訓與認證
8. 各級護理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檢視老人長期照護課程含跨領
域教學師資之規劃
9. 訂定業界專家與學校老人長照相關科系共同規劃、教授課程之
機制，避免養成與臨床專業訓練差異化
10. 鼓勵在學期間課程規劃對應政府規範，讓在學期間即可申請抵
免相關學分（ 例如 Level I、II），可增加學生修課誘因
11. 明訂老人長照相關科系核心必修課程之標準，擬定課程規範、
內容大綱及指引，讓各校訓練老人長照專才之課程更趨一致
12. 各級護理暨老人長照相關學校，於學生在學期間評估其特質，
離校前透過就業媒合適合學生之老人長照職場
13. 媒合國內外長照相關機構或學校，透過實習或雙聯學位，提升
學生長照學習視野，建立實作與學業並重之機制
二、考選、銓敘方面
1. 依長照專門職務工作職掌規劃考選制度
2. 鼓勵急性醫療機構附設長照機構，以利護理人員原薪轉任，進
而能拉抬長照領域護理人員薪資
3. 規範新進人員須同時具備急性醫療機構與長照 Level I 完訓資格
4. 規範護理師證照考試納入老人長照相關課程及內容
5. 推動對應長照專門職務及認證考試，如照專、個管及長照師之
國家級證照考試
三、在職教育方面
1. Level I、II、III 課程應增加由急性醫療專業人員規劃轉銜至長照
人才培育所需之在職教育規劃
2. 針對不同場域護理人員應發展老人長照核心能力之在職教育內
容
3. 在職教育課程內容宜補充長照專業復能服務內容，如進食、吞
嚥、如廁、營養、輔具等
4. 長照 Level I、II、III 課程內容宜將社區經營、法律、資源開發與
連結、照顧者需求、財務管理等課程納入
5. 照專與個管課程內容宜加入專案與個管之派案知能
6. 各機構宜明訂激勵措施如升遷，加薪，以鼓勵護理人員參與進
階教育（ 如二技相關老人長照模組化或碩班老人長照專科之在
職進修）
7. 機構定期辦理或參與機構外在職教育或學術研討會以提昇護理
人員老人長照能力
四、職場聘用方面
1. 營造友善工作職場，規範長照機構「 顧病比」
（ 護理人員及照顧
服務員照顧個案人數）、修正報備支援之陋規
2. 配合政策發展擬訂老人長照執業場域護理人員角色與任務
3. 針對老人長照機構經營者（ 機構負責人）宜規範提升法律識能之
在職教育
4. 規劃長照護理人員應有之升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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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藉由在職教育、學術研討會來提昇護理人員之問題發現與解決
能力
6. 推動醫療 長照機構持續性照護體系之發展，鼓勵體系將人力
進行輪調，以保障護理人員之專業發展與薪資保障
7. 提供福利金制度及紅利分紅獎金，增加護理人員留任
8. 提供特殊職能認證（ 例如社區護理師、居家護理合格護理師、
老人長照完訓認證等）之加給獎金，提升護理人員成長及留任
9. 規範特殊職能認證（ 例如社區護理師、居家護理合格護理師、
老人長照完訓認證等）為相關職位聘用之必要條件
10. 實施老人長照單位彈性班別制度
11. 提升職場環境、資源、薪資福利、願景、專業性及自我價值
感，誘發護理人員投入老人長照產業
五、專業團體方面
1. 推動長照護理專業形象塑造
2. 鼓勵離職者回流，扮演培訓、仲介媒合、輔導開業等一條龍輔
導就業服務
3. 鼓勵離開職場的護理師回流，輔導進入長期照護領域，或擔任
機構負責人
4. 發展護理人員老人長照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5. 辦理臨床護理人員及護理教師老人長期照護能力認證
6. 做為長照護理之聲，使社會大眾了解長照護理人員的角色與功
能
7. 整合護理界資源，提升專業團體的影響力
8. 發行書面及電子刊物、成立網站，傳遞各項老人長照政策相關
訊息
9. 參與電視或電台、網站，開闢論壇節目，並提供專業諮詢
10. 輔導護理人員開業，多角經營
11. 推動新進人員訓練須同時至急性醫療機構與長照機構接受在職
訓練（NPGY）
12. 由護理專業團體辦理在職教育或學術研討會來提昇護理人員老
人長照能力
六、政府政策方面
1. 教育主管機關部輔導各級學校研擬反映該校經營特色之各學制
教育目標
2. 教育部邀請長照科系與業界代表共同討論、制定對應老人長照
專門職務之核心能力（ 術科與臨床實習），強化畢業生核心識能
3. 教育主管機關成立專職委員會審核、輔導、追蹤訪視各校老人
長期照護教育推動狀況
4. 於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護理組負責護理與長照之研究發展工作
5. 支持對健康和長照護理的立法，保護護理執業者
6. 成立相關研究資訊中心—建立長照護理研究人口及護理研究結
果的資料庫
7. 定期舉辦各項法案推動之研討會及公聽會
8. 進行國內長照護理研究人力、資源及獎勵等方面的研究
9. 推動對應老人長照專門職務之學制層級，制定不同之薪資福
利、工作職掌及進階制度
10. 增進國際性合作的研究，刺激長照服務相關產業及品質提升
11. 建構一套標準化居家護理服務與作業模式資訊系統，以簡化記
錄和作業程序，增進行政管理效能
12. 建構退休護理人員回流就業機制，並鬆綁投入長照業務之公務
體制退休就業制度
13. 建構全國性長照護理人力登錄平台，讓二度就業或具護理師證
照有兼職意願從事相關長照工作者，可依照需求媒合相關產業
14. 建構長照資訊系統，讓全國長照資源可與人力進行有效連結
15. 提出學校養成教育與長照繼續教育法規規範課程之抵免制度，
增加護理人員修課及學習之動機
16. 改善長照機構管理及評鑑制度，避免機構負責人掛名及不實照
護之狀況
17. 整合各領域居家照護服務（ 例如居服、居護、家醫、藥事等），
建構居家各專業團隊共同合作與照護平台
18. 發展長照教練，培育各地方長照人力培育顧問、建構出各地方
長照地圖及人力薪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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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nursing organization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nursing profession to
influence health policy, represent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nurses, and advocat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 Facing the rapidly increas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emerging needs of
long-term care in Taiwan, the 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 launched an integrated project to propose
policy adv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 long-term care. In this paper, the relevant finding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re summarized to better define the role function and core
competence of long-term care nurses. In addition, the current tasks, perceived competence, and
training needs of nurses working in long term care settings are presented, and the consensus on
various advocacy strategies are summarized. The finding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may be referenced
when developing evidence-bas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lated to education, practice, legal /
regulatory amendment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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