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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長照2.0實施3年來所生之給付面實務問題，以及
長照2.0升級版之試辦措施，透過德國實施25年來之長
照給付經驗，認為長照2.0下一步可從改善住宿型機構
照顧給付、增加長照金錢給付方式、訂定長照家庭照

顧假法、將長照給付與支付法制化，以及統一照顧品

質審查規範等面向，繼續努力。

The 10 Years Long-Term-Care Project Part II ( “LTCP 2.0”) 
has come into effect for three years in Taiwan, ye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the benefit system that 
cannot be solved by LTCP 2.0. To this end, the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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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of LTCP 2.0 was introduced. However, those 
problems still remain unsolved. Hen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adopting Germany’s 25 
year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experience for the next 
steps of the reform of LTCP 2.0, which includes improving 
accommodation in home, creating the in-cash benefit 
system, establishing time for Family Care Leaves, creating 
Long-Term Care Benefit and Payment Law and building 
uniform quality assurance.

壹、問題的提出

2015年5月15日立法院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下稱長照服

務法）立法，2017年6月3日該法開始實施，內容主要包括長期

照顧（下稱長照）服務內容和體系、長照機構管理、長照人員

管理，以及接受長照服務者權益之保障。至於人民因具照顧需

要性，而可請求長照給付之依據，則為2017年開始實施之長照

10年計畫2.0（下稱長照2.0）。

長照2.0係因延續2007年行政院所推動之「長期照顧10年

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下稱長照1.0）而

來，目的在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

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為

基礎之照顧型社區，建構綿密之照顧資源網絡，提供人民整

合、彈性且具近便性之照顧服務1。

然，長照2.0雖強調建立人人找得到、看得到、用得到之

長照服務，惟實施近3年來，雖透過試辦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1  衛生福利部，108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修正公告
版），https://1966.gov.tw/LTC/cp-4511-50216-201.html（瀏覽日期：
2020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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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項服務於居家和社區照顧，但對許多家庭而言，卻是找

得到、看得到，但用不到。例如，截至2019年10月，長照2.0

不給付住宿型機構照顧，許多長照機構住民因而用不到長照

2.0；此外，長照2.0僅依照顧需要者之照顧等級與需要，由長

照人員對之提供不同時數和內容之服務。然，居家照顧和社區

照顧等實物給付無法提供24小時照顧，許多家庭仍須仰賴外籍

看護或家人提供照顧。即使長照2.0針對家庭照顧者提供喘息

服務、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2，以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規

定7日之家庭照顧假，也仍不足夠。因而，婦女新知基金會、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等社會福利

團體，共同發起「爭取長期照顧安排假」連署行動，呼籲政府

制定家庭照顧者「30天有薪假+150天無薪彈性請假」之照顧

安排假法，期待藉此使家庭照顧者得以照顧不離職3，維持家

庭、照顧和職業的衡平。

德國長照給付採社會保險獨立立法方式，實施25年以來，

照顧需要者得透過實物給付、金錢給付或混合給付方式，受領

居家照顧、社區照顧或住宿型機構照顧之服務內容；居家照顧

者4則享有提供喘息服務、照顧課程、社會保險保費補助，以

及對於照顧近親之家庭照顧者提供留職停薪之照顧假及帶職帶

薪之家庭照顧假。

按長照服務之提供，包括長照機構與人員之管理、長照

給付與支付、給付財源、對長照服務受領者之權益保障等面

2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核定本，自版，2016年12月，
69-70頁。

3  婦女新知基金會、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台北市產業總工
會，推動「30 天有薪假+150天彈性請假」長期照顧安排假，2019年
5月15日，https://www.familycare.org.tw/news/11350（瀏覽日期：
2020年1月12日）。

4  德國居家照顧之照顧者不限於具近親關係之家庭照顧者，也包括鄰
居、朋友，甚至志工。本文因而以居家照顧照顧者統稱之，家庭照顧
者則限於照顧者與照顧需要者具近親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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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文僅針對長照2.0所提供之給付現況，以及長照2.0升級

版所提供之給付方案，借鏡德國長照給付經驗，討論我國長照

給付制度之下一步可能性。

貳、長照2.0概要

根據2016年12月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公布之長照

2.0核定版，其為因應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照需

求，對於行政院於2007年所核定並實施至2016年之長照1.0進

行改善。考量照顧服務需求多元，亟待各類新興照顧服務模式

以回應不同族群需求，同時為減少失能照顧年數、壓縮失能期

間，長照2.0延續長照1.0，以稅收作為給付財源，發展各類預

防保健、健康促進等減緩失能之預防性服務措施，整合在宅安

寧照顧、在宅醫療等服務，以期達成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之多

元連續性服務之服務體系5。

一、服務對象

原長照1.0之服務對象為65歲以上失能老人、55∼64歲的

失能山地原住民、50∼64歲的失能身心障礙者及僅「工具性

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IADLs）失能且獨居之老人。長照2.0則擴大服務對象，

除延續長照1.0之服務對象外，也納入50歲以上輕度失智症

者、未滿50歲失能身心障礙者、65歲以上衰弱老人、55∼64歲

失能原住民等6。

二、照顧需要性

依長照服務法第8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前述對象欲申請

5  衛生福利部，同註2，48頁。
6   衛生福利部，同註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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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給付，首須由各地照顧管理中心（下稱照管中心）照顧管

理專員（下稱照專）對之進行照顧需要性評估，經確定具備照

顧需要性之後，始得領取給付7。照專進行評估，係以多元評

估量表進行，評估結果依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第一節第1點之

附表1所示，共分8等級。

三、給付內容

長照1.0提供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及家庭照

顧）、交通接送、餐飲服務、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家居護理、居家及社區復健、喘息服務，以及長照機

構服務等八項服務。

長照2.0強調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推動

試辦社區整體照顧模式，於各鄉鎮設立「社區整合型服務

中心（A）」—「複合型服務中心（B）」—「巷弄長照站

（C）」之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建構綿密照顧資源網絡，提供

整合、彈性，且具近便性之照顧服務8，其中，A單位依長照給

付及支付基準，提供照顧計畫之擬定與服務連結，以及照顧管

理；B單位專責提供長照服務，如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

托顧、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交通接送、餐飲服務、輔

具服務、喘息服務等；C單位則提供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

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具有量能之C單位可再增加提

供喘息服務（臨時托顧）9。

具照顧需要性等級一者，僅能使用健康促進等預防給付；

7  關於臺灣照顧需要性評估，請參閱林谷燕，照顧需要性之評估—從
長期照顧服務法與長照實務談起，月旦裁判時報，54期，2016年12
月，64-72頁。 

8   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模式，https://1966.gov.tw/LTC/cp-3636-
42415-201.html（瀏覽日期：2020年1月12日）。

9  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修正對照表，
https://1966.gov.tw/LTC/cp-4006-42523-201.html （瀏覽日期：2020
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