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專家委員會】蓋德科技—創新智慧手錶與政府共建長

照服務雲-以澎湖縣政府為例 

1 簡介 

1.1 專案背景 

 台灣的平均老年人口占 12.51% 

 在澎湖，老年人口占 14.9% 

加上澎湖島群眾多，醫療資源比例不均，尤其 2、3 級離島更為

缺乏。 

澎湖縣老齡化比例高，因二、三級離島眾多，加上產業結構等因

素，青年人口外流比例高居不下，截至 2016 年 2 月為止，全縣 65 歲

以上人口達 15,579 人，占總人口數 15％，其中獨居長者約 1,600 位，

占 65 歲以上長者十分之一，比例較他縣市為高，如何照顧長者，一

直是縣府的重要施政方向。(如圖 1) 

 

圖 1 

因此澎湖縣與蓋德科技合作，成立澎湖行動健康樂活島計畫，



 

 

 

導入行動穿戴照護科技照顧老人，領先全台，解決現行照護人力不足

問題。蓋德科技是台灣智慧手錶健康養老領域有多年研發經驗公司，

澎湖縣爭取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下，共同以行動科技建立

一項創新的計畫，名為：「澎湖行動健康樂活島」，彌補澎湖老人照護

人力不足的問題。 

計畫是發放具通話、定位、生理量測、跌倒偵測的智慧手錶給

澎湖縣的獨居長者，並結合澎湖相關管理單位，共同建立行動健康關

懷管理系統、行動護理醫療諮詢協助、即時安全關懷服務系統、健康

衛教開講頻道、生活內容服務等 5 大平臺，共同來解決澎湖正在面臨

的嚴峻養老問題。澎湖推動社會福利與便利性的腳步再升級。透過

4G 技術，澎湖 18 日率先台灣推出智慧型手錶結合長照計畫，未來透

過智慧型手錶的雲端監控，可以第一時間掌握長者基礎生理資訊，便

於政府提供必要協助或救援，讓子女可以放心外出工作，長者安心養

老。(如圖 2) 



 

 

 

 

圖 2 

為了因應在地老化，以生活迴圈健康概念，逐步運用科技產品

建構智慧型的長期照顧模式，雙方合作推動「澎湖 4G 型行動健康樂

活島計畫」。 

為了讓智慧型手錶發揮功能，利用菓葉小學裁併校後的閒置空

間，活化成健康園區，未來將陸續規劃複健中心、長期照顧諮詢分站、

輔具展示中心、行動健康辦公室等多功能服務空間，目前「智慧行動

健康辦公室」、「智慧健康照護客服中心」及「穿戴科技管理中心」已

於去年 12 月中旬先行進駐運作，因智慧化技術的導入，當政策力推

長照 2.0 計畫時，澎湖推的是更升級的【智慧長照 2.0i】，希望澎湖透

過創新智慧化，打造澎湖成為便捷、幸福的宜居之島。  

長照 2.0 計畫是今年政策最重要的施政方針之一，由於服務物件



 

 

 

擴大、服務專案增加，預期澎湖未來的長照需求倍增，陳縣長為此盤

點及整合縣內長照資源，做好萬全的準備，而運用資通訊智慧穿戴裝

置科技，克服澎湖離島眾多的健康照護困境，是澎湖建構高齡友善的

健康環境重要一步。  

未來【智慧長照 2.0i】透過名為「守護天使」的智慧型手錶可以

提供通話、定位、跌倒偵測、生理測量及一鍵通等功能，協助衰弱、

獨居、失能、失智的長輩利用穿戴式科技提供的遠距生理健康服務，

讓外出打拼的子女安心，把長者交給科技，專人傳呼、專人到宅服務，

讓照顧沒有距離。(如圖 3 與圖 4) 

 

 

圖 3：澎湖遠距居家照護服務推廣剪影 1 

 

 



 

 

 

圖 4：澎湖遠距居家照護服務推廣剪影 2 

 

1.2 案例特點 

「澎湖行動健康樂活島」計畫項目整合多類技術、專業、服務

而形成五項核心服務，為澎湖場域提供 13 項行動服務專案。服務摘

要清單如下： 

核心服務 服務專案說明 

行動關懷管理平臺 

1.行動健康管理平臺 

1.1 數位資料搜集系統 

1.2 微資料庫記錄管理系統 

1.3 生理資料分析雲端系統 

1.4 即時關懷(APP)應用程式 

1.5 即時監控程式 

1.6 數位圍籬程式 

2.視訊教育服務平臺 

3.生活內容服務平臺 

即時關懷服務 

4.作業服務中心 

5.即時關懷(APP)應用服務 

6.即時監控與救援服務 



 

 

 

7.GPS 定位暨數位圍籬服務 

行動協助服務 

8.行動關懷服務 

9.行動護理之協助服務 

10.行動醫療諮詢之協助服務 

11.行動會診諮詢之協助服務 

視訊教育服務 

12.衛生教育視訊課程 

13.照顧服務數位課程 

生活內容服務平臺 

14.健康促進服務、提供生活內容訊息 

15.即時監控與健康促進互動方案之設

計 

16.持續調查研究更新長者生活內容訊

息 

 

健康照護模式，是與各方醫護單位共同聯合建置的健康照護體

系，目的是用以照護澎湖居民(參與健康管理服務／器材使用者，以

下簡稱：會員)；平日的居家健康生活養成，主以對象為獨居老人、

失智老人、需求民眾(eg.糖尿病患者、高血壓患者…等等)。而相關的

醫護單位像是地方醫院、診所和其他相關單位(eg. 衛生單位、消防單

位、社工單位…等)。 



 

 

 

在計畫執行前，需先與醫護單位訂立相關合作方案，各自設立

一互聯視窗，並與本公司之客服中心密切聯繫，且由客服中心協派行

動護理師到府服務，形成四方互聯網，強化健康照護的即時性與安全

性。 

 

為串聯網路執行，本公司將提供一隻智慧手錶給會員(其他選

配：藍芽體重計、血壓／血糖計、附視訊平板電腦)，由相關執行人

員協同本公司行動護理師前往至會員家中，進行設備配送與使用操作

教學，並說明智慧健康照護體系服務運作，且實地與客服中心連線，

體驗線上溝通畫面。在會員中，遇有行動不便者，服務中心可以協助

聯繫衛生所派遣護理師到府服務時；在醫療方面將可視情況而定，與

配合的醫院事前協助預約相關醫護專科醫師，為其架設線上健康諮

詢。會員配戴之智慧手錶，備有緊急求救按鈕與即時定位系統，當發

生危急或超出原設定區域範圍外者，客服中心將會聯繫相關單位

(注：部分離島沒有警消單位，但有社工人員)，前往至定點訊號位址

關懷會員。為讓會員能在生活上有更多的健康知識，將設立免費健康

線上講座，聘請各方專業醫師團隊，打造健康生活知識專家頻道，讓

會員們無時無刻都能享有尊榮的健康服務。(如圖 5) 



 

 

 

 

圖 5 

各參與單位之角色定位 

單位 角色/作業內容 

計畫辦公室 1.與相關醫護單位形成互聯網，為澎湖居民建

置完整的健康照護體系。 

2.與設備廠商前往會員家中進行配送設備與使

用教導。 

3.視訊接學使用，可透過平台與客服中心進行

相關預約服務 (eg. 護理師到府、隨需服務…

等) 。  

4.與健康照護體系密切聯繫。 

醫護單位與相關

單位 

1. 醫護單位：醫院(澎湖醫院、三總澎湖分院)、

診所、衛生單位、…等，相關單位：消防單

位、社工單位等 

2.形成一團隊中心，與客服中心密切聯繫。 

3.配合任務遣調援助會員(例：緊急救援、失蹤

協尋等)。 

客服中心 1. 網路聯絡中心。 



 

 

 

(Call Center) 2. 每星期至少一次電話關懷。 

3. 量測資料紀錄，資料異常者，電話聯繫會員

追蹤狀況，如有特殊狀況，將協派行動護理

師並協同相關單位到府關懷。 

4. 設備操作技術排除指導。 

5. 轉介日常隨需服務(派遣服務、飲食看護、購

物修繕、生活照顧…等) 

6. 會員發出緊急求救訊號，協助聯繫相關單位

定位援助。 

7. 與醫護單位定期聯繫，量測報表提供。 

行動護理師 1. 定期與客服中心、醫護單位密切聯繫。 

2. 協助定期居家訪視關懷會員與記錄健康狀

況 

3. 接任客服中心相關會員關懷任務。 

4. 協助會員與專科醫師預約諮詢服務。 

器材用戶 

(會員) 

對象：獨居老人、失智老人、需求民眾 

必備：智慧手錶(語音報時、電子圍籬超出警

示、親情電話、緊急求救按鈕…等功能) 

選配：藍芽體重計、血壓／血糖計、附視訊平

板電腦 

健康開講頻道 提供會員免費線上健康講座(視訊課程) 

 

2 需求分析 

(1) 台灣高齡照顧現況 

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未來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人口老齡化

的現像是最被關切的議題，目前各國的老年政策方向強調「在地贍

養、在地安老」，透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讓長者在自己熟悉的環境

裡享受健康的退休生活，並藉由交誼活動、醫護諮詢等，延長其健康

的狀態與年數。 

2011 年台灣醫療保健支出為新臺幣 9,102.67 億元，相較於 2010



 

 

 

年的 8,868.34 億元，成長了 2.64％；此外，2011 年醫療保健服務業

營業額達到新臺幣 39.11 億元，相較於 2010 年的 36.97 億元，成長了

5.79％。從上述資料可知，台灣健康照護服務業，呈現了持續成長的

趨勢。 

據統計，台灣 2006 年醫院數約為 547 家，至 2011 年遞減為 507

家。診所方面 2006 年診所數為 19,135 家，至 2011 年已增加為 20,268

家。許多私立小型醫院逐年減少，而診所家數逐年增加；其中大型財

團法人醫院朝向集團連鎖化與多角化經營，而診所方面則往特色的專

科方向經營發展。 

「健康照護服務業」為政府積極發展的重點產業之一，如國際

醫療化行動方案、長期照護十年計畫等，極具產業前瞻性。  

本團隊提供「健康管理」、「行動關懷」是健康促進的產業，在

產業鏈的銜接上還在醫療院所的健檢、醫療、照護產業之前，且可與

三者簡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2) 大陸高齡照顧現況 

大陸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總數多達 2.2 億人，至 2050

年前，60 歲以上的老人將超過總人口的 40%。英國廣播公司(BBC)

日前刊出一篇名為＜誰來照顧中國的老人＞的文章。文章中指出，大

陸的傳統觀念是重視孝道，願意跟父母同住一處，但隨著大陸社會的



 

 

 

變遷，許多年輕人因為家庭因素或者經濟能力不佳，離開家鄉，獨留

父母在故鄉生活。中美研究人員 2013 年的調查顯示，有 38%的 60

歲以上老年人與子女同住，超過半數的老人是接受子女的資助單獨生

活。在大陸，一般成年子女會住在父母家的附近，但最可憐的是大陸

農村家庭，許多子女離鄉背井謀生，獨留父母在鄉下生活。根據調查

顯示，超過 65%的農村老人，是在「貧窮線」以下生活，且一旦喪失

勞動力會被視為是家庭負擔。 

 經濟學人資訊部「死亡品質」(quality of death)調查顯示，大陸缺

乏老人贍養機構、醫療照顧及社區支持，在 80 個國家中排名僅為

倒數第 10。 

 世界銀行(World Bank)統計，大陸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

全國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多達 2.2 億人。預估到 2050 年，

60 歲以上的老人數量將超過總人口的 40%。 

大陸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基本特點 

 規模大(老年人口絕對數)；  

 速度快(老齡化倍增時間比發達國家短)；  

 城鄉不平衡(農村高於城市)；  

 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發達地區。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b5/tag/ç��æ´


 

 

 

 

 

 

 

大陸養老服務的基本現狀：在大陸，居家養老至今仍占絕大多

數，社會養老(尤其是機構養老)的比例還較低；在人口老齡化快速發

展的同時，養老機構的床位仍然供給不足，2005 年在城鎮養老機構

的床位有 41 萬，在農村有 89 萬，在城鄉養老機構中僅僅共住 養



 

 

 

了 108 萬人。 據統計，截至 2008 年底，台灣有各類老年福利機構 

37,623 個，養老床位 245 萬張，僅占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 1.5%，

不僅低於發達國家 5%-7%的比例，而且 也低於一些開發中國家的 

2%-3%的水準；據統計，在北京市，全市共有 60 歲以上 常住老年

人口 243 萬，預計到 2020 年將達到 349 萬。 

 

目前大陸城市老年人失能和半失能的達到 14.6%，農村 已經超

過 20%，這部分老人需要專業的護理和照顧，按照老年人與護理員

比例 3： 1 推算，台灣至少需要 1000 萬名養老護理員。而目前台

灣老年福利機構的職工只 有 22 萬人，取得養老護理職業資格的也

不過 2 萬多人，不僅與台灣幾千萬失能老人的潛在需求相差甚遠，

而且由於服務隊伍的整體素質偏低，其專業水準、業務能力、服務品

質，在一定程度上無法滿足老年人的護理需求。 

(3) 潛在的國際市場商機 

台灣具有醫護水準、數位科技、創新服務的強項，且有優勢的

整合能力；在具有相當實務經驗後，即可採取技術授權或整廠輸出的

模式進軍國際市場。 

營運項目 服務內容 地方政府提供 

健康管理 提供會員健康資料行動量測與管 支持以澎湖縣為實施



 

 

 

理；引領健康管理產業進入更實

務應用的範疇 

場域 

行動關懷 

為會員提供行動關懷的到府服

務，讓更多人享有貼心的關懷～

引領健康照護的主動健康促進服

務 

協調衛生單位參與協

助行動關懷專員之建

構 

電話關懷 

由系統回饋訊息，或會員主動呼

叫～可以為會員提供電話關懷或

至居家進行行動關懷的到府服

務，讓更多人享有貼心的關懷 

協調衛生單位參與並

協助 Call center 建構

(場地規畫、人員招聘

等) 

特殊個案

生命資料

即時監控

緊急救援  

適用於獨居或寡居民眾～由穿戴

裝置定時監測生理資料，並回饋

回管理系統；若無訊息回饋，則

主動電話關懷；再無法聯繫時，

則由通知行動關懷專員或社工人

員前往探視。 

協調配合單位參與緊

急救援事宜 

GPS 全球

定位暨數

位圍籬服

適用於失智症患者～當會員反應

迷路或親友報之會員走失時，即

可由管理系統查詢得知會員所在

協調配合單位參與緊

急救援事宜 



 

 

 

 

 

務 位置(GPS 定位)，並通知親友或

警消人員前往協助。 

視訊教育

服務 

建置健康樂活入口網、學習平臺

與數位影音課程。提供民眾衛生

教育、照顧服務之數位課程資

訊。 

同步視訊服務平臺，適用於想要

快速學習正確照護的親友，便於

建立醫療健康救育知識庫，促進

健康教育知識的提升。 

協調衛生單位參與並

協助相關數位課程規

劃安排、講師遴選、

教材等事宜 

生活內容

服務 

提供生活內容訊息，例如健康、

照護短訊息，退休理財、旅遊行

程、最常有的活動訊息的提醒建

議(唱歌、煮飯煮菜、抓魚、年輕

時的活動、廟會、魚季、補網串

門子、練習走路)等 

受照護者即時監控與健康促進互

動方案之設計 

成立專責視窗協助提

供縣府的活動訊息。 



 

 

 

 

 

 

 

 

 

大陸正進行積極的醫療改革、對台灣的優惠相關政策、二岸語

言文字的相容性，並且台灣健康照護相關產業有優惠條款，具有進入

大陸市場優勢。 

相較於日本、韓國及新加坡，台灣國際醫療價格較為合理，且

服務與醫療技術先進，且產業上下游資源整合更為完整。以龐大的華

人市場而言，若相較於香港及新加坡，台灣腹地較廣且市場發展空間

相對較大；若與韓國和日本相比，台灣則佔有語言及文化上的優勢。 

 



 

 

 

3 解決方案  

3.1 總體技術架構 

3.1.1 行動關懷管理平臺 (圖 6) 

 

圖 6 

整合性平臺，提供雲端化、行動化之作業支援環境。主要由以

下平臺所組成： 

(1) 行動健康管理平臺：行動健康資料管理系統 (圖 7) 

 

 



 

 

 

圖 7 

 

本管理系統，進行會員生理資料的量測、傳送、接收、記錄、

儲存、統計、分析等作業，並進行異常回饋；另搭配特殊功能的智慧

手錶，亦可以單鍵達成「緊急求救」的功能。會員生理量測資料，亦

可於特定的醫療程式中，提供資料供醫師參考。部分個案會員，配置

適當器材：特定功能之生理量測器材、附視訊功能的平板電腦，憑藉

這些器材可有效與系統搭配，達到整合性服務的功能。 

(A) 數位資料搜集系統 (圖 8) 

本系統之主要功能為「資料搜集」，針對會員的生理資料

進行量測、傳送、接收的作業。並可細分為： 

 系統端：接收前述資訊；伺服器，並配置備援系統。 

 會員端：配置智慧手錶(特殊個案需搭配其他裝置)，

可以定時進行生理資料的量測、傳送 GPS定位資訊(個

案)、緊急求救訊號(會員主動模式)；再搭配電信門號，

可將前述資訊傳送至系統。 

 



 

 

 

 

圖 8 

 

透過本團隊實行產品與服務的整合平臺可以降低照護機

構的人力資源、時間成本及物料耗材資源，便可以改善醫

療照護的流程，進而提升照護機構的服務品質及產能效

率。 

(B) 微資料庫記錄管理系統 (圖 9) 

本系統之主要功能為「資料管理」，針對會員的生理資料

搜集後進行記錄、儲存、管理的作業。 

 



 

 

 

圖 9 

 

(C) 生理資料分析雲端系統 

本系統之主要功能為「資料分析」，針對會員的生理資料

資料庫進行統計、分析、異常回饋的作業。 

 後臺：資料統計、分析、管制(異)判定）作業。 

 前臺：依管制異常訊息、會員主動緊急求救訊息，自

動對服務中心提出警示訊息。 

(D) 「即時關懷 APP」程式設計 

本程式由我團隊自行研發的即時關懷應用程式(APP)，透

過 APP 可以瞭解會員生理量測資料的推移圖、GPS 定位

資訊等。 

(E) 「即時監控」程式設計 

本程式由我團隊自行研發，利用穿戴裝置(智慧手錶)，進

行主動式的定時生理資訊檢測，並經由通訊裝置回傳訊息

至資訊管理系統(服務中心)。 

(F) 「GPS 定位暨數字圍籬」程式設計 

本程式由我團隊自行研發，利用穿戴裝置(智慧手錶)，進

行互動式的定位檢測，並經由通訊裝置回傳訊息至資訊管



 

 

 

理系統(服務中心)。 

(2)  視訊教育服務平臺 

本服務項目標成為健康樂活培訓招生/報名入口管道。吸引廣大

的年滿 20 歲以上想從事相關工作者、對銀髮照護、旅遊陪伴有興趣

者。 

這個入口網站有助於建立健康知識的交流平臺，促進健康教育

知識的提升。 

由於具備跨平臺與因應頻寬的多寡來調整影片檔案的傳輸品

質，所以可以讓衛教影音、行動醫療諮詢、個案特殊救援的互動，得

到最佳的應用體驗。 

健康樂活服務平臺建立健康知識的交流平臺，促進健康教育知

識的提升，暫訂構想功能如下： 

學員 培訓機構 講師 

個人資料 

訂定學習目

標 

課程記錄 

學習記錄 

成果記錄 

課程管理 

班級管理 

講座管理 

學員管理 

結訓管理 

評價記錄 

講師資料 

教授課程 

評價記錄 

諮詢記錄 

班級作業管理 

社群 



 

 

 

評價記錄 

諮詢記錄 

評測記錄 

討論區 

資料統計 

 

(3) 生活內容服務平臺 

本服務專案目標成為健康樂活內容提供的平臺管理管道。 

這個入口網站有助於建立健康樂活資訊，以推播方式提供生活

內容訊息給會員，促進生活內容的提升。 

 

3.1.2 即時關懷服務 

年老的會員，需要的是「關懷」！ 除了醫護協助外，本平臺

更可以運用科技達成一些特殊的服務，達到即時關懷、行動關懷、個

案緊急救援、GPS 定位協尋的多元化、貼心化服務 

(1) 作業服務中心(會員服務中心運作) (圖 10) 

由專業人員組成，搭配前述資訊管理系統(前臺、後臺介面)，可

經由系統回饋異常訊息或會員主動提出需求(緊急求救鍵)，可為會員

提供即時的關懷服務。 



 

 

 

服務中心可提供的服務包括：內勤類的來電諮詢、必要的回診安

排、藥品宅配聯繫協助、即時電話關懷、緊急協調聯繫(救援、協尋)，

外勤類的行動關懷、行動護理之協助服務…等，並為會員進行設備器

材的操作使用與說明。服務中心的設置，可以整合其他服務平臺與服

務專案，並且深化其加值服務內容。 

配合單位的協調與運作：在澎湖場域的個案中，由於離島資源分

佈特性，及部分服務涉及不同的限制，故必須與相關配合單位進行協

調與運作，以期能達到量身訂做的服務。相關的配合單位，包括：醫

療院所、衛生單位、社工單位及消防單位、…等。 

 

圖 10 

(2) 即時關懷 APP 應用服務 (圖 11) 

本應用程式計畫採取免費提供的模式，可供會員親友自行下載、

安裝與使用。使用者透過即時資訊，可以時時瞭解會員狀態，並依狀

況與會員進行電話聯繫，表達關懷之意。 



 

 

 

 

圖 11 

(3) 即時監控與救援服務 (圖 12) 

本服務專案，適用於獨居老人；當生理資料檢測異常(無訊息回

饋時)，先由健康照護服務中心聯繫會員進行關懷；若無法有效聯繫

會員時，將通知護理師或社工員前往探視與關懷；若確有事故發生，

亦將能於最短時間內進行處理。 (注：本場域曾發生獨居老人於家中

身故而無人知曉之案例。) 

 

圖 12 

(4) GPS 定位暨數位圍籬服務 (圖 13) 



 

 

 

本服務專案適用於失智老人，當會員超出設定的數字圍籬範圍，

或會員因迷路而主動提出需求，或其親友通知會員走失時，可由健康

照護服務中心檢視其 GPS 定位，並通知其親友或協請警消人員、社

工人員前往協助。注：「即時關懷 APP」的服務專案，使用者亦可直

接透過顯示裝置，直接瞭解會員的 GPS 定位所在。 

 

圖 13 

 

3.1.3 行動協助服務平臺 (圖 14) 

在本計畫中之會員，因交通或身體之因素而不方便前往醫院接受

醫護服務時，我團隊將可派遣行動關懷專員到府進行醫護之協助服

務。 

服務平臺可透過關懷管理系統的提示，或會員的主動要求，為會

員提供行動化的醫護協助服務(護理、醫療諮詢、跨科會診)。透過「行



 

 

 

動健康資料管理系統」能提供健康狀況追蹤與監測與緊急就醫轉介與

醫療諮詢執行內容的服務等人力與運作成本較高的服務。本計畫利用

資訊設備，進行主動式的資訊收集，長期追蹤平時的病況。生活起居

的日常生活的各項服務需求，由各類服務業者與單位協同運作提供服

務。各項監測儀器與設備，則由儀器業者提供各項設備與技術之支援。 

 

醫院遠距照護模式

健管員/家訪員

護理師

運輸業者

醫師

•備藥狀況追蹤
•藥局備藥通知
•領藥作業規劃

•病情狀況評估
•回診需求評估
•門診掛號作業輔助
•門診提醒

•病症記錄
•生理量表評估作業輔助
•病患狀況更新與通知

•生理訊號量測與追蹤
•生理訊號記錄與傳送
•生理訊號異常檢測

健康狀況追蹤與監測 回診安排

行動關懷訪視

居家
緊急就醫轉介與
醫療諮詢服務

•病情追蹤與評估
•緊急就醫作業處理

值班中心人員

醫院值班醫師

領藥協助

救護車

居家系統設備

 

圖 14 

 

(1) 行動關懷服務 

本服務專案，可依會員主動呼叫尋求協助或由資訊管理系統回饋

訊息，由服務中心聯繫會員以先行表達適當的關懷。 

行動關懷服務，是由服務中心聯繫行動關懷專員(若離島無衛生

所時，則由社工人員前往探視)前往探視會員，依需求提出適當的關

懷與服務。 



 

 

 

服務內容包括探視並瞭解會員的狀態以提供適當的關懷，相關護

理諮詢及協助取得必要的服務安排（如：行動醫護協助服務、…）。 

註：設置衛生所之離島，可直接由護理師到府訪視或服務；若未

設置衛生所之離島，將先由社工員到府訪視，若有需求及聯繫護理師

或相關單位人員協助。 

 

(2) 行動護理之協助服務 

本計畫中配合澎湖場域將配置行動關懷專員，能夠連系衛生所人

員到府服務為會員提供行動護理的協助服務與專業的護理諮詢服務。 

當有特殊狀況發生時，還能透過服務中心的設施，進行緊急就醫

轉介或醫療諮詢，同時通報家屬的服務提供。 

其他，透過服務平臺的建置，邀約具有資格(符合法令規範)的配

合單位，尚可提供藥品宅配、必要之門診安排、…等之服務。 

 

(3)行動醫療諮詢之協助服務 (圖 15) 



 

 

 

 

圖 15 

當會員因為身體或交通因素，不適合前往醫院就診時，可提供此

類協助服務。 

當會員需要行動醫療諮詢服務時，可安排遠距醫療門診；在會員

端可經由衛生所人員與行動關懷專員之平板電腦(附視訊功能)，可提

供的服務包括：追蹤病情、協助進行藥品及居家照護相關用品配送，

並節省照護者與病患的時間花費與交通成本。 

 

(4) 行動會診諮詢之協助服務 (圖 16) 

當會員遭遇較重大或特殊疾病時，配合醫療院所可以透過遠距視

訊系統，施行遠距、跨科別的行動會診服務。 

澎湖場域屬於離島特性，醫療資源不如本島豐富～此項服務可以

稍微緩解成相資源不平衡的窘境。 



 

 

 

 

圖 16 

3.1.4 視訊教育服務 

透過本頻道的整合，讓關心親友需求、關注健康管理需求的民

眾、或欲從事照護職業者，能有個完整系統化的學習平臺，達到學習、

健康、衛生、樂活的交流教育環境。 

(1) 衛生教育視訊課程 (圖 17) 

本服務專案將建置衛生教育同步視訊平臺，透過此模式於雲端進

行網路直播的縣民衛生教育之服務，初期將規劃衛生教育同步收視課

程共計 24 小時，且可持續擴充內容。          未來整合平臺包含：

VidyoReplay™ Vidyo 直播暨媒體錄影伺服器、服務網站管理伺服器、

VidyoPortal™ / VidyoRouter™ Vidyo MCU 管理伺服器、

 VidyoGateway™ Vidyo 整合閘道伺服器，相關流程示意如下： 



 

 

 

 

圖 17 

(2) 照顧服務數位課程 

目前台灣約有高達四十六萬的失能、失智患者，而且還不含很多

行動不便的老人，純粹只能依賴家屬或親友的照顧，居家照護員卻僅

有兩萬多人人力明顯不足，看完這個課程會發覺居家照護員的重要性

因為照護真的是一向專業的工作，他們必須把被照顧的老人當自己的

親人照顧。 

「老」是一件不願意讓人想承認的事，可是有一天我們也會慢慢

變成老人甚至變成一個需要被照顧幫忙的老人。 

這一系列的課程的研讀將能使學習者協助個案家務、餐飲服務、

代購物品、協助進食、陪同散步、翻身拍背、協助沐浴等不涉及護理

行為之服務。 

樂活複健、樂活體適能與照顧服務員訓練數字課程核心課程有四

十八小時；與照護服務員的認證課程相一致，以利對於照護工作有興



 

 

 

趣或欲投入做為職業的大眾研習。暫訂課程介紹如下： 

 

課程單元 

時

數 

課程單元 時數 

樂活複健 1 家庭照顧需求與協助 
4 

樂活體適能 1 意外災害的緊急處理 
3 

認識照顧服務員 2 急症處理 
2 

照顧服務相關法律基本

認識 

2 

臨終關懷及認識安寧

照顧 

2 

照顧服務資源簡介 2 清潔與舒適 
2 

家務處理 2 活動與運動 
5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急救概念 
7 

身體結構與功能 2 營養與膳食 2 

基本生命徵象 2 

疾病徵兆之認識與處

理 

3 

基本生理需求 3 
  

 

3.1.5 生活內容服務 

透過提供生活內容訊息，例如健康、照護短訊息，退休理財、旅



 

 

 

遊行程、最常有的活動訊息的提醒建議(唱歌、煮飯煮菜、抓魚、年

輕時的活動、廟會、魚季、補網串門子、練習走路)等等生活訊息提

供，讓參與會員能有個健康生活資訊完整的平臺，達到健康促進的生

活。 

(1) 健康促進服務、提供生活內容訊息 

主要是要讓營運的服務內容能夠貼近長者的日常需求。 

藉由分析長者主要活動、關心事項、鄰近社區結構、年輕時的活

動、社區廟會、社交朋友， 並加以編輯、整合組裝成訊息推送給長

者以及其家人。 

例如：可以用來搭配每日裝扮和心情的圖案，選擇不同顏色來做

為心情替換，提供來電顯示、活動和睡眠記錄、鬧鐘等功能，還可遙

控播放音樂。 

(2) 即時監控與健康促進互動方案之設計 

老年人最糟糕的生活就是沒有希望、等死、靜靜看電視。 

需要有家人的互動、唱歌、有人煮飯煮菜、串門子等等，所以我

們預計會設計出給家人在即時監控與健康的一些互動的遊戲，可以是

益智問答遊戲，題目涵蓋當地人文、台灣、健康、地理、音樂…等，

邊玩還能邊增加知識，除了要答的對之外，也要答的快，分數才會高，

連續答對的話，可獲得額外加分，每回合比賽結束輸家就必須支付贏



 

 

 

家獎金。(例如：每次的比賽都需要 10 枚愛幣以上的入場費才能進

入挑戰，所以要多累積一點愛幣，跟長者來做互動就可以累積愛幣

囉！) 

(3) 持續調查、研究、更新長青族生活內容訊息 

進行市場調查研究，擴大範圍持續調查、研究、更新長青族生活

內容訊息。 

本團隊組織專門的任務部門深入瞭解長青族最常有的活動、唱

歌、煮飯煮菜、抓魚、年輕時的活動、廟會、魚季、補網串門子、喝

酒、練習走路的時間頻率，可以維持長青族的生活、工作或可以關心

長青的其他同伴等等。 

歸納出可行服務模式的內容，有以下的步驟： 

 針對在澎湖本地的家人進行需求與供給分析規劃；  

 針對主要在台灣的親戚朋友進行調查測試； 

 測試後，進行驗證與回饋，並做為未來服務內容與佈局及市場後

續推廣的重要依據。 

 進而持續性地更新我們行動健康樂活島網站服務內容，為長青族

生活服務的內容擁有新聞資訊、教學服務、財務遺產規劃等功能； 

 並分析那些關鍵長者、長青等相關字眼，可以增大網站流量與搜

尋排名，幫助我們初期的網站知名度的建立。 



 

 

 

 

 

4 總結  

4.1 經濟/社會效益  

台灣未來的長照市場需要大量人力資源投入，這勢必壓縮排擠

到其它產業的人力需求，甚至將最具生產勞動力的人力資源投入到經

濟效益相對較低的長照市場，進而間接影響到台灣的生產力。若在適

當的導入創新科技，提高每一單位人力的服務效率，同時輔以智慧穿

戴室、共用經濟等概念，才能創照雙贏的局面。 (如圖 18) 

 

圖 18:蓋德長照經濟鏈- 2017COMPUTEX 臺北電腦國際展推

廣 

 



 

 

 

4.2 用戶評價回饋  

持續改善服務流程，幫服務找到新的契機與正確的客群是創新

服務保持競爭力的不二法門，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因為服務跟技

術對市場來說是新的，我們的服務該如何打入市場就是關鍵，如何讓

服務真正落地，實質上改善當地的養老長照生態與養老環境。而服務

流程的優化與改造的第一步是我們要有效搜集各方回饋的資料，因為

我們每項決策的背後都應該要有市場的資料做支援，這也是我們蓋德

服務模式背後一直在做的事，透過有系統的資料回饋，帶給使用者更

好的體驗。 (圖 19) 

圖 19:CRM 客戶關係管理與回饋系統 

 



 

 

 

4.3 總結 

台灣已正式步入高齡化社會，健康費用支出大幅增加，且已成

為全球許多國家經濟與社會的重大議題。長照 2.0 的推出面臨著許多

挑戰，「人力」與「服務」便是重要關鍵，導入創新科技有效降低成

本創造效益是唯一的途徑，整合智慧穿戴、共用經濟、創新服務、保

險商務、雲端大資料等領域並以物聯網科技及雲端平台，結合各式行

動裝置、智慧醫材裝置與感測技術，隨時隨地監測個人健康資訊，提

供 24 小時的專人服務，在養老健康產業是一項福國利民的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