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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醫院能夠根據病人的狀況，提供合適的醫療程序。這些程序是希望提供最佳的服務

程序，減少對病人的治療延遲。因此各家醫院都計畫改善病人的醫療流程，使醫療服務

越準確越好，以免增加後續的醫療成本。然而在國內的大型醫院，常常會出現急診室擁

塞的狀況。因為住院單位沒有可用病床而新入院的病人正等待轉移，如何能讓住院日需

求和出院過程程序搭配，才能提供病床給最需要的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計劃是一種集

中、協調與跨專業醫療團隊服務的過程，透過醫療人員、病人與家屬的共同合作，確保

所有病人於出院後可獲得持續性的照護。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減少住院病人出院的延遲

並減少病人等待入院的時間，因此對於出院準備計畫程序，進行資訊系統的改良，能夠

有效提升出院準備服務率。 

利用本研究的資訊系統改善出院準備服務，轉介率、初篩率以及收案例均有

所提升。出院準備系統建置前全院的出院準備率轉介率年平均僅 20%，收案率年

平均 8.77%，初篩率及轉介遺漏時有所聞卻難以估計。導入本院的出院準備系統

後全院轉介率平均提升到 36.7%，全院的收案例年平均達到 11.8%，初篩率可以

達到 100%。不僅如此，更能夠增加成人加護病房、婦產科、小兒科、呼吸照護病

房的出院準備服務量。病人及家屬對於出院準備所提供的服務滿意度趨近 99%滿

意、院內同仁對於服務滿意度也近 99%滿意系統幫助他可以達成有效的服務。有

長照需求的病人，在資訊系統的協助下完成轉介，平均每個月 9-10 位病人，出

院後無縫接軌的獲得持續性照護服務。由於有足夠的訊息傳遞，使得病人可以適

當安排跟轉介，接受完整的照護服務，進而用來提高病床使用率，有效的控制醫

療成本。 

 

關鍵詞：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轉介率、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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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醫院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之建置與改善 

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 

105 年我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HE)為 1 兆 869 億元，較 104 年增加 4.7%，

增幅高於國內生產毛額(GDP)之年增 2.3%，致金額占 GDP(17 兆 1，521 億元)之比

重，即 NHE/GDP 升至 6.3%，較上年提高 0.1 個百分點；平均每人 NHE 為 46，219 

元，較 104 年增加 4.4%。 

當病人進入醫院系統開始，出院準備服務已經開始規劃，了解病人的病情給

予適當的照顧，預期病患的住院時間與並詳實記錄住院醫療紀錄，注意病人的需

求並提供醫療諮詢，隨著病人住院時健康情形改善，醫療的重點成為出院的關

鍵，完成出院後釋放出來的病床就能讓新的病患可以利用，提供給院方各醫療單

位利用。 

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是指將病人從一個護理設施中釋放到下一個病房所需的

決策過程。每一位住院病人出院都涉及四項關鍵決定: 1) 出院時間、2) 出院過

程、3) 患者處置地點、4) 出院後訪視。病人出院的規劃是複雜的，通常受患者、

醫療服務提供者和系統相關因素的影響。這些關於病人出院的計畫往往是可變

的，在病床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入院和急診科的擁擠。不良的出院準

備服務計畫與延遲與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 

在出院過程中，一個出院小組，通常由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和病例管理

人員組成，工作是讓這個病人離開單位和出院地點。這個出院計畫理想地跨越病

人的整個住院單位，從當他們進入醫療單位開始。作為出院過程的一部分，各種

支援服務，如實驗室工作，病理和職業治療都涉及到滿足每個病人的需要。這些

服務必須按照規定的順序完成，然後病人才從醫院單位和出院。出院的過程變得

特別重要，使病人離開單位，使以前被佔用的床得以清理，提供下個病人服務。 

美國國家衛生設施諮詢委員會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Health 

Facilities) 已 明確指 出 ：出院 準 備服務 是 病人的 權 益，在 1983 年 受 到

DRG(diagnosis-related groups)和預付制度 (p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 PPS)

的衝擊，其醫療機評鑑委員會更要求醫院對所有住院病人提供出院準備成為醫院的服務

項，是在受到慢性病患逐年增加、後續照顧需求上升以及全民健保的衝擊。 

 

二、出院準備服務之定義 

McKeehan(1981)認爲出院準備服務是一個由各專業人員共同組成之醫療團

隊，病人一起努力，促使病人順利地由醫院遷到如療養院、或是病人家裏。所有

照護團隊的成員，都有各自的責任去針對病人的照護需要，做系統性的評估計

劃。出院準備服務是一種集中性、協調性的過程；透過醫療照護的醫護人員、管

理人員、病人及家屬的共同合作，來有效的執行病人出院的照護計畫。計劃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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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包含病人及家屬在醫療及心理上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所能給予的支援。 

自民國 83 年起，行政院衛生署即補助並鼓勵醫院實施「出院準備服務」。

全民健保實施後，我國醫療體系的改變、醫療付費方式改變、保險制度的轉型、

醫院組織再造或轉型等原因造成了病人住院天數減少、病情嚴重度的增加。爲了

適應醫療的環境，醫療服務模式的轉變，促使了出院準備服務的重要與需要性。 

國內的出院準備服務是一項全院性的政策，可作為急性醫療及後續照顧之橋

樑，確保醫療品質和成本控制。出院準備服務不等同於是滯院處理策略，而是在

病人入院初期，卽進行高危險群篩檢，透過有系統、有組織的問題解決技巧，讓

病人能安心滿意的回到家中或轉到另一個照顧機構，以得到或保有最佳的健康狀

態和生活品質(行政院，2001)。 

 

三、文獻回顧 

病人出院過程，需要許多不同的出院小組成員輸入，包括醫生，護士，病歷

管理人員和社工。這一過程中有許多關鍵的部分，該過程的結果會影響整個醫院

的流程。有許多文獻研究了出院準備服務和可能的改進方法。研究更全面的方

法，以病人出院的過程和需要也成為一個有用的研究領域。 

Manning 等人(2007)研究了病人分配出院預約的使用方式。使用出院預約制

度四個月，結果顯示，60% 的病人在預定時間 30 分鐘內出院。然而這項研究，

沒有收集有關出院預約對病人滿意度和健康結果的影響的資料。 

Jack 等人(2009) 研究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程式，對出院病人服務成效的

影響。該研究為出院病人提供藥物指示及跟進預約安排。臨床藥劑師在出院後 2

至 4 天內，亦進行訪視，以檢驗出院計畫成效。參與這項研究的患者報告說，對

出院的準備服務感覺更良好，而且進入醫院再治療比率更低。 

Srivastava 等人(2009)研究兒童醫院發生的病人延遲。經由研究發現，不良

的出院準備服務計畫佔總住院天數的 9%，並產生 17 萬美元的超額費用。研究中

發現，近 25%的患者應該比實際出院時間更提前出院。 

Khare 等人(2009)採用電腦類比的方法對大型醫院進行建模。研究重點是急

診病床容量增加的影響,患者入院率的增加,以及就診人數的增加。發現急診病床

數目的增加，增加了平均停留時間 7 分鐘。轉住院率的增加減少平均停留時間 22

分鐘。探訪急診的病人數目增加,亦有類似的結果，結論是,對病人轉住院率的改

善,減少急診的住院時間,而不是增加急診床的能力。 

分析住院資料和目前在當地醫院的出院日過程，以確定和理解導致住院病人

出院延誤的可能因素。一般而言應對住院病人於住入病房的 48 小時內，就應執

行出院準備服務，以盡早發現有後續照護需求之危險群個案，並做出院後之準備

Waters (1987a)。理想的出院準備服務，應包括醫師、護理人員、社工師、營養

師、復健師、職能治療師等，並就病患之個別需要來提供專業性的服務，此外，

最好能在團隊中指定一位擔任協調者，這個人應當是病人、家屬及其他專業人員

都很容易接觸到的人，例如：病人的全責護理人員或是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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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出院準備服務的提供，是希望節省病人的住院日數，促進病人儘早出院，以

提升急性病床的流動率，這反映出院準備服務在成本控制上的效益 Closs 等人

(1993)、Naylor 等人(1999)、Newby(1996)、Waters(1987b)。院病患持續性照護

的資源，包括在病人的家中、社區中的醫療保健機構等。因此，基層醫療服務、

居家照護機構、社會資源機構及其服務品質，都是出院準備服務成功的要素。病

人的家屬的參與，對出院準備服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效的出院準備服務，是

一種視病人爲一獨立個體的病人照護，要考慮每一位病人個別之生理、心理、社

會狀態、甚至病人一向的生活型態等方面的問題與需求，而病人也有權爲自己爭

取最好的醫療照護品質 Mullahy (2013)。出院準備服務應有效指導病人及家屬在

出院後的相關照顧措施，Rhoads 等人(1999)，盧純華(1992)特別是在藥物、飮

食、返診及居家照顧措施等方面，以減少病人及家屬的恐懼與壓力。「出院準備

服務計劃」統合了醫療、社會、財務資源，利用個案管理的原則，包括了評估、

計劃、執行與評價的完整過程。為讓持續性照護得以延續的重要機制；此服務包

括了病人和各種健康照護團隊所組成的，協調健康照護資源，將病人由一個照護

單位安全、滿意，維持或提昇最佳的健康狀態與生活品質。 

醫療照護系統本質上是複雜和動態的，正因為如此, 使用資訊系統已成為一

種有益的工具。資訊系統提供了一種作業環境, 對系統在一段時間內的變化來調

整流程，提供病患有效的治療。雖然這類資訊系統的設計需要有經驗的臨床護理

人員以及系統工程師的配合,在開發時往往需要不斷的修正，上線後又須要維護

的人力, 但對於出院準備服務的這些過程，能夠提升正確有效並迅速的流程。 

 

貳、 材料與方法 

一、出院準備服務的內容 

本文中之區域教學醫院，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實現社區全人照護，其出院準備

服務內容如下： 

（一）  組織 

出院準備服務委員會，結合醫療團隊中之醫師、護理人員、社工師、營養師、

復健師、呼吸治療師、藥師、居家護理師等專業人員提供出院準備服務;希冀於

個案住院期間及早介入，發覺個案照護問題、評估主要照顧者照護技能及資源，

以協助教導患者及家屬返家後自我照護技能;並透過社區資源的協調及聯繫，達

到轉介及安置的目的，以能減低病人和家屬返家照顧的焦慮和困難，提供病患連

續性的照顧。 

（二）  服務目的 

1. 使病人獲得適當之長期連續性照顧服務。 

2. 減少病人滯留出院現象，使急性床得到充分利用。 

3. 降低慢性病人短期內不當的再住院及急診的頻率。 

4. 提供適合之長期照護資源，成為主要照顧者的參考與協助。 

（三）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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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病人出院後的照顧需求。 

2. 與病人和家人共同擬定適合病人出院後的照顧計畫。 

3. 疾病知識的指導、主要照顧者對照顧技巧的教導。 

4. 院內醫療資源之轉介，如社工師、 營養師、呼吸治療師、復健師…等。 

5. 依病人的需要協助出院後轉介適合的居家護理、長期照顧機構。 

6. 病人出院後，以電話追蹤、關懷照顧執行狀況及提供醫療諮詢服務。 

7. 銜接長照 2.0 資源說明及申請評估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角色扮演的改進，出院準備服務模式已由過去社會工作者

爲主導的「社會工作服務模式」，到由護理人員爲主導的「護理服務模式」，及

未來發展趨勢的「醫療整合團隊服務模式」。美國護理學會(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 ANA)1988 年提出理想的出院準備服務過程：(1)儘早篩選高危險

群：住院初期即將病患出院後的照護 需求浮顯出來，讓病患及家屬有所準備。

(2)完整性需求評估：確認病患的需求與能力，給予病患及家屬最恰當的介入措

施。(3)擬定計畫：掌握各項資源、病患及家屬參與、各相關專業參與，並協助

病患及家 屬做好決定。(4)供應服務：包括病患及家屬的衛教、護理指導、用物 

準備與社區資源之轉介與聯繫等。各項說明如下 

 

（一）  出院準備服務過程是根據運用完整的評估找出病人特性，進行跨團隊的協

調步驟。訂定各項治療計畫，醫療人員提供不同的支持服務，如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和醫學檢驗等。另外社工和個案管理師，協助安排由醫院到提供

後續照護的位置之交通工具。但保險、文件審查和處理的流程，都可能導

致出院準備服務的延遲。 

 

（二）  出院準備服務基於使用完整評估來識別患者的特徵並執行跨團隊協調步

驟，以執行治療和體檢。此外，社會工作者和個案經理協助安排從醫院到

提供後續護理的地點的交通。出院準備服務流程中，保險、文件審查和處

理程序都可能導致延遲出院準備服務。 

 

（三）  制定護理計劃，服務安排和社區資源的使用。當醫生批准患者準備出院

時，如實驗室檢查，物理治療和各類服務必須完成，社會工作者的責任是

安排運輸工具並找到合適的患者的繼續護理機構（例如養老院，康復機

構）。並根據計劃的護理計劃進行處理。 

 

（四）  轉診後追隨患者的後續護理品質。提供轉診服務的患者離開醫院後，應繼

續跟進以確定相關醫療服務，明確告知病患是否在家中或醫療機構，並根

據護理計劃接受治療。若是需要進一步修改以滿足患者的護理需求，患者

是否在家中或在組織內得到妥善照顧，並監督轉診機構的服務質量，為未

來的轉診患者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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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 

（一）  出院準備服務是護理人員為病人準備的一項工作，大多是由護理師及出

院準備服務個管師來互相合作，依照不同的情況會有下述的處理時機： 

1. 如圖(圖 1) 為出院準備服務的流程，在醫院護理師在病人進入病院之後

或是轉入病房的 24 小時內要填具出院準備服務(圖 2)。 

2. 另外當有護理師於工作時發現病人具有轉介條件時 必須轉介給出院準

備服務個管師，由於舊有的資訊系統不完備這項轉介的工作經常會有

遺漏的情形。在正常的情況下個管師接到轉接案件時候，會進行複合

篩檢，複合篩檢時需要收集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填寫在表中，這部分

的工作並沒有資訊系統可以來承接因此常常會消耗時間且會有遺漏的

情形 (圖 3)，非常耗時。 

3. 依照正常情況進入住院第七天後，或是病情變化必須重新評估的高危險

群，也要再進行一次複篩，這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種情況，也會造成

轉介和收案遺漏，進而影響病人出院後持續照顧服務。 

 

（二）  本研究中所建構的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的特色 

1. 出院時出院後的持續追蹤部分，是以紙本的電話訪視單(圖 4)進行，之

後再用人工進行系統統計，並提報上級單位統計資料，增加出院準備服

務的轉介收案例及個轉介率，資訊化流程來改善原有的篩檢流程，提供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進行討論及蒐集資料，並且將出院準備服務表納入

護理評估中，一旦有病人入院時，進行同步出院準備服務，有重大事情

時也填具出院準備服務系統中，查檢出有出院準備服務的人，並進行個

管師條件評估算，這是本系統的目標。 

2. 本系統在收集資料時，發現成人加護病房、婦產科、小兒科、早產兒、

疾呼吸照護病房等並未參加準備服務中，因此將這幾個單位納入收案單

位中，重新定義出院準備服務流程，將原本身份的出院準備計畫表，進

行整合併資訊化修改，出院準備服務流程(圖 5)。 

3. 以 WINDOWS 系統開發工具，建置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圖 6)。當病人

入院或轉入 24 小時內主護依護理資訊系統上之出院準備服務篩檢表評

估。不符合轉介條件者，資訊系統會於住院第 7 天提示護理人員再評估；

符合轉介出服收案者進行出院準備服務照會系統複篩評估，由單位個管

師 48 小時內評估是否收案。不符合收案條件拒絕收案後，資訊系統會於

住院第七天提示護理人員再評估。  

4. 以病人中心的概念建置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整合照護系統，團隊人員可利

用此系統互相溝通及討論病人出院後的照護方案，達到平行雙向的有效

溝通。院際個管師更可利用此系統了解目前病人所得到的醫療服務項

目。(圖 7) 

5. 初篩表銜接長照、居家服務、喘息服務項目，讓有長照需求的病人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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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後，可馬上接軌到照管中心照顧。 

 

（三）  本計畫的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的功能： 

1. 符合收案條件者，醫療團隊利用出院準備服務系統，進行評估和確認個

案照護所需的計畫，量身打造出院計畫。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整合照護團

隊人員，包含營養師、復健師、呼吸治療師、社工師、牧靈人員、藥師、

癌症個案師、居家護理師、糖尿病護理衛教師、造口護理師、洗腎室、

呼吸照護病房、癌症資源中心。  

2. 院際個管師依照系統中各團隊所訂定的出院計畫，提供病人社福資源及

後續照護安置機構等相關資料，依需求決定後續照護單位，等病情穩定

許可後醫師准許下轉，他院醫療團隊主動轉銜相關資源病人，出院 7 到

14 天內，院際個管師是以利用資訊系統上的名單進行追蹤關懷並結案 (圖

8)。  

3. 出院準備服務系統同時可提供報表資訊及品質監控，如月報表內容涵蓋

轉介來源、轉介率、收案率、服務量 (總管案數、結案數、成功服務數)、

所提供的服務項目統計、電訪統計、後續追蹤出院後照護狀況等。指標

報表的部分則提供收案個案平均住院天數、非計畫性 3 天再入院率、非

計畫性 14 天再入院率、超長住院率及明細(圖 8)。出院準備服務系統架

構詳見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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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出院準備服務舊流程 

 
圖 2 原紙本初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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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原紙本複篩表 

 
圖 4  紙本電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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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出院準備服務新流程圖 

 

 

 
圖 6  出院準備服務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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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團隊整合照護系統 

 

 
圖 8  出院準備服務系統_出院後追蹤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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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出院準備服務指標報表 

 

 
圖 9 出院準備服務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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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果與討論 

出院準備服務是醫院的重要政策，是延續住院醫療，提供病患後續照護的一

個重要橋樑。為了保持良好的醫療品質，並且控制成本，一個好的出院準備服務

計畫應該以病人及家屬為中心，減少出院返家後併發症的發生，減少病人反覆出

進醫院，減少家人和病人的身心負擔。一個良好的醫院，在病人入院時就要進行

出院準備服務，入院時就要進行高危險群的篩檢，透過系統有組織的問卷填答和

問題解決技巧，找出最佳的照護解決方案，讓病人能夠回到家中，或者轉介一個

完善到醫療照護機構，得到後續完善的醫療照護狀態並保持健康及生活品質。 

本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的特色在病人入住時就提供了高危險篩檢，在病人

出院之後能夠進行同步轉介居家或長照機構，個案管理師能夠利用此資訊系統隨

時知道目前的轉介人數，透過系統上的資訊連結進入醫療資訊系統，了解病人現

在的狀況，並進行收案評估，然後可以依照病人的需求啟動團隊照會醫療團隊，

醫療團隊同步在線上進行意見回覆及追蹤，專責護理師可以利用共照系統即時得

知病人目前所得到的照護內容及團隊支援，提供病人最佳的健康照護方案，提供

出院後持續照護進行安排或是衛教訓練，而不再利用紙本和電話來通知醫療團隊

人員。增加醫療團隊各專業人員彼此間的合作，減少陌生感與緊張度，有效整合

醫療專業人力資源。 

院際個管師利用出院準備資訊系統進行個案管理，明瞭醫療團隊及社工服務

及其他人員對個案所進行的出院安排計劃，透過個案跟家屬聯繫，並且安排出院

後的醫療照護，持續追蹤個案恢復的狀況。所聯絡的狀況只要上傳資訊系統，辨

認完整收集病人的後續照護情形，報表管理能讓院際個管師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

在人工資料的輸入打字，進行統計減少工作負擔，能夠有更多的時間用在病人的

出院準備工作上。 

本區域教學醫院在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建置和改善前，全院出院準備服務

轉介率年平均僅 20%，全院收案率年平均 8.77%，初篩及轉介遺漏情況難以估計。

出院準備服務資訊系統建置後，全院轉介率年平均提升至 36.7%，全院收案率年

平均 11.8%，且初篩率達 100%，同時還增加成人加護病房、婦產科、小兒科、呼

吸照護病房這幾個單位，大大地提升出院準備的服務量。 

病人及家屬對於出院準備所提供的服務滿意度趨近 99%滿意、院內同仁對於

服務滿意度也近 99%滿意系統幫助他可以達成有效的服務。於 106 年下半年配合

長照 2.0 計畫，如有長照需求的服務對象，出院前即完成評估並取得長照服務，

評估結果無縫接軌，協助民眾及時獲得所需服務資源，使病人及其家屬獲得完整

性及持續性的長照服務。在資訊系統的協助下轉介率，平均每個月 9-10 位病人，

達成計畫案中轉介個案數的要求且更高。 

本研究利用的資訊科技，建置出院準備服務系統，大大提升出院準備服務量

並改善出院準備服務的流程，提升個案管理師的工作效率。醫療團隊人員使得轉

介其他醫療醫院的病患資訊能夠完整的收集，加強社區醫療的協調整合，簡化醫

院的準備程序。對醫護人員的工作量以及個案管理師的輔導量，能夠有效的整合

應用，提供出院後續的追蹤管理計畫，大大地縮短病人住院日數並提高床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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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效的與長照機構銜接照護，並達到成本控制及增加營運績效的目的。進而

提升整體的醫療服務品質，為本系統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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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spital can provide a variety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provide good medical 

procedures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patients. These programs are intended to 

provide the best service procedures and reduce the dela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The 

discharge preparation service plan is a process of centralizing, coordinating and 

inter-professional medical team services.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medical personnel, 

patients and families, it ensures that all patients receive continuous care after discharg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duce the delay of hospital discharge and reduce the waiting time 

for hospital admission. Therefor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ischarge 

preparation progra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scharge preparation service rate. 

Before this discharge planning system, the whole hospital discharge preparation service 

referral rate is only 20% of the average annual hospital and the average annual recorded rate 

of hospital cases is only 8.77%, It is hard to estimate screening and referral omission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harge planning system, the hospital-wide referral rate increased to 

36.7%, the average annual rate of 11.8%, and the screening rate of 100%, while increasing 

adult intensive care unit,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ediatrics, respiratory care unit, greatly 

enhance the discharge planning services. It provides adequate information to patients for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and referrals, so that patients can receive continuous and complete 

care services, to improve hospital bed utilization and effective control of medical costs. 

 

Keywords: discharge planning information system, referral rate,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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