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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台灣老年扶養人口比逐年上升，慢性病人之長期照護及耗用的醫療資源是

當前的大問題。本研究採隨機抽樣法對健保局台北分局特約醫療機構之

94 年 1 月 1 日起至 95 年 12 月 31 日止前往安養護機構支援之醫師、安養



機構、入住安養機構住戶隨機抽樣共計 5,519 筆，以自動互動檢視法

(CHAID)、卡方檢定、單及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對應分析、多重比較分

析、Kruskal-Wallis 檢定、T 檢定、邏輯斯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

結果顯示：醫療資源耗用群中第 19 群，其科別為內科、支援時段為每月

4-5 次、醫院層級別為地區醫院之人數最多；就耗用平均數而言，以第 14

群最高，其科別為其它科、支援時段每月 4-5 次、區域別為台北縣。另

外，分析結果顯示院所層級與醫師支援時段之交互作用會對總醫療費用造

成影響；區域級及公立醫院的藥費及醫療耗用最低，地區醫院藥費最高。 

就不同類型安養護機構之醫療耗用比較，以長期照護中心耗用醫療費用最

高，養護機構及身心障礙機構的醫療費用最低，評鑑表現優者的總醫療費

用高於評鑑表現劣者。醫療費用以台北市最低，住院天數男性高於女性，

給藥天數女高於男，科別以內科次數最多，申請金額、總醫療費用以其他

科最高，院民以中利用率居多但所耗用之總醫療費用不高，而給藥天數分

層為 15-28 天者以低利用率者佔最高，顯見醫療利用率愈高其給藥天數並

沒有愈高。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以基層院所之高/低度醫療資源耗用比為

醫學中心的高/低度醫療資源耗用比的 0.111 倍;外科之高/低度醫療資源耗

用比為內科之高/ 低度醫療資源耗用比的 13.132 倍;醫師每月支援 4-5 次之

高/低度醫療資源耗用比為每月支援 1 次之高/低度醫療資源耗用比的 2.003

倍；安養機構評鑑為劣之高/低度醫療資源耗用比為優之高/低度醫療資源

耗用比的 1.178 倍；高利用率之高/低度醫療資源耗用比為低利用率之高/

低度醫療資源耗用比的 0.816 倍。 未來如何兼顧老人就醫的便利與提供醫

療財務平衡，除建立規劃一套完善的長期照護醫療支援體系與財務制度

外，要如何有效抑制醫療資源的過度利用與避免創造醫療需求，為全民健

保制度設計與維持財務穩健的重要課題。  

摘要

(英) 

The scope of aging population has an obvious increase year by year in Taiwan, and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medical expenditure in the long-term care of chronic patients. 

This study used random samples from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tracted with the 

Bureau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from January 2005 to the end of December 

2006. The number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that provided health services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was 5,519.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includes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or (CHAID), chi-square test, one-way and two-way ANOVA,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ultiple comparison analysis, Kruskal-Wallis test, T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medical 

resources are used by the inter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utpatient visit: 2-3 or 4-5 

times/per month). In addition,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is in the district hospital, and 

the mean of the med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is other departments (outpatient visit: 

4-5 times/per month). The hospital level and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 visits have 

effected on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The total medical expenditure is very high in 

Taipei County. In the regional and public hospitals,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and the 

med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are lower; however,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in district 

hospitals is high. Furthermore, the highest medic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for long-

term care institutions and residents is in long-term care centers, and the lowest is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and disabled institutions. Hospital with good 

accreditation would spend more medical expenditures than those with poor 



accreditation. The lowest medical expenditure is in Taipei City, and the majority of 

residents have no social benefits. Females use more medical resources than males 

do, but males are hospitalized longer than females. The medication period for 

females is more than that for males. The majority of outpatient visits are at the 

internal department, but the highest amount of application and total medical 

expenditure is in other departments. The medical resource that is used by residents 

of long-term institutions is not high, and the length of medication period is usually 

15-28 days. It can be seen that more med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may not lead to 

longer hospitalization period or higher total medical resource expenditure.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dds ratio of the med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clinics to medical centers is 0.111; the odds ratio of the 

med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surgical department to internal department is 13.132; 

the odds ratio of the med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outpatient visits 4-5 times/ per 

month to the outpatient visits once per month is 2.003; the odds ratio of the med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by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with poor accreditation to those 

with good accreditation is 1.178; the odds ratio of the high med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to low utilization is 0.816. Future studies could probe into how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health service for the elder and medical expenditure, for 

building an integrated long-term care medical system, and reducing the waste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conclusion,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s to maintain a financial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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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12  

資料

建置

時間 

2008/7/17 

轉檔

日期 
2008/07/21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725249 2008.7.17 14:37 140.136.133.111 new 01 

異動

記錄 

C 495725249 Y2008.M7.D17 15:06 140.136.133.111 M 495725249 

Y2008.M7.D17 15:07 140.136.133.111 M 495725249 Y2008.M7.D17 15:18 

140.136.133.111 M 495725249 Y2008.M7.D17 15:18 140.136.133.111 M 

495725249 Y2008.M7.D17 15:19 140.136.133.111 M apst2935 Y2008.M7.D17 

15:19 140.136.133.111 M 495725249 Y2008.M7.D17 15:23 140.136.133.111 M 

apst2935 Y2008.M7.D17 16:12 140.136.128.148 M apst2935 Y2008.M7.D17 16:12 



140.136.128.148 M apst2935 Y2008.M7.D17 16:18 140.136.128.148 M apst2935 

Y2008.M7.D17 16:18 140.136.128.148 M apst2935 Y2008.M7.D17 16:29 

140.136.128.148 M apst2935 Y2008.M7.D17 16:29 140.136.128.148 M 030540 

Y2008.M7.D21 9:25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8.M7.D21 9:25 

140.136.208.55 I 030540 Y2008.M7.D21 9:25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10.M5.D19 15:12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