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平台之建置
DEVELOPMENT of E-LEARNING PLATFORM for COMMUNITY E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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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二、緣由與目的

人口老化與伴隨老化所帶來慢性疾病罹病率
的攀升為全球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之共同趨勢，
而台灣老年人口對長期醫療照護的依賴將更勝於
急性醫療。本研究建置社區獨立生活老人整體性
照護教育平台，整合相關資訊於一般大眾、專業
照護者及學校老人照護教育使用。透過老人、主
要照護家屬、照護專業人員及老人照護各科專家
之焦點團體的討論，訂定各種健康情況老人照護
所需的相關教育資訊，結合修正型 Delphi 法於確
認之照護教育內容整合，最後整合網站技術於社
區獨立生活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平台建置。

人口老化為全球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之共同
趨勢，隨著年齡老化將帶來慢性疾病罹病率的攀
升，而台灣老年人口對長期醫療照護的依賴將更
勝於急性醫療。根據內政部民國 94 年的老人狀況
調查報告，台閩地區 65 歲以上老人，近 65.2%患
有慢性疾病，33%表示健康及身心狀況良好，自
認為不好者占 29.5%[1]。而根據陳及王的研究結
果顯示[2]，依據台灣老人健康狀態 1989 至 1999
之資料，發現除年齡外，慢性疾病為造成老人失
能及死亡的主因。因此，隨著人口快速老化，最
為經濟實惠的醫療照護，應是先維護現階段健康
良好之老人，讓其健康到終老。故本研究建置社
區獨立生活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平台，整合相關
資訊於一般大眾、專業照護者及學校老人照護教
育使用。
目前在護理教育方面，為培育老人照護專業
人才，多所大學開授老人醫療或照護課程，如台
灣大學醫學院、輔仁大學、中山醫學大學、輔英
科技大學、國立成功大學等。然學校之老人照護
相關課程目前使用的教材仍以西方資料為主，缺
乏以在地老人為基礎的資料，無法貼近本土老人
的實際需要與觀點[3]。根據劉淑娟整合台灣老人
對健康概念與健康行為的研究[4]，發現整體生活
的概念確實與掌控生理機能對老年人而言，予以
治療疾病為主軸的西方醫療模式頗為不同。
近年政府積極推動社區老人關懷與照顧計
畫，而里長在政策的督促下實際推展社區老人關
懷活動，然而里長多具有服務熱忱，但常無法提
供具體的協助，並無法面對家屬們的層出不窮的
老人照護需求。而醫療照護體系的專業照護者，
多以急性醫療為主，並無法滿足需以持續性生活
調適應為主導的慢性疾症。
隨著電腦科技的普及化，可透過網路取得生
活所需的各項知識與訊息。根據資策會 FIND 統
計， 2006 年底止我國網路使用人口已達 1,452
萬人，個人連網普及率為 63.8%[5]。目前國內以
老人相關議題為主體之網站很多，而與保健及照
護相關資訊分散於各個網站，使用者不容易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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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需要的資訊，故若能建置一適用於一般大眾
與專業照護者共用且統整性的老人照護教育網
站，將有利於老人照護資訊的傳遞與發展。
英國老人醫學會即針對醫療專業人員建置老
人醫學網站，提供老人照護相關資訊[6]。國內目
前尚無以本土老年人口特性為設置基礎，同時兼
具教育功能之老人整體性照護網站。
本研究之目的乃建置一般大眾及專業照護者
皆可參閱的台灣整體性老人照護教育網路與溝通
平台，首先透過老人、主要照護家屬、照護專業
人員及老人照護各科專家之焦點團體的討論，訂
定各種健康情況老人照護所需的相關教育資訊，
結合修正型 Delphi 法於確認之照護教育內容整
合，最後整合網站技術於社區獨立生活老人整體
性照護教育平台建置。

康情境老人照護的重要議題及其所需提供的相關
知識。因此本研究運用巴氏量表評估社區老人日
常生活活動功能狀況（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7, 8]，將使用者分成分別就社區老人（ADL
100 分）
、慢性失能老人（ADL 一項失能至 60 分
以上）及失智老人等三種不同健康情境之群體。
在系統分析中，我們發現社區老人與慢性失能老
人之平台功能相依性極高，故此兩族群最後整合
一起。最後系統架構圖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分為
為共同功能、社區老人與慢性失能老人、及失智
老人，其相關主要功能分別如圖一、圖二與圖三
所示。

三、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依序完成了焦點團體法於使用者需求
擷取，並透過修正型 Delphi 法於教育平台內容歸
化，最後整合資訊系統分析與設計技術於實現社
區獨立生活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平台建置，詳細
描述如下：
1. 焦點團體法
首先邀請 16~20 為個案，8～10 位為 1 組，
共 2 組老人之焦點團體，分享看法及所需的資訊
內容。以同樣方式，抽取 8～10 位參與個案認為
的主要照顧者，組成 1 組焦點團體，分享與前述
老人團體相同的內容。第三類焦點團體為針對社
區服務人員與專業照護者，將去函邀請相關里長
及參與老人社區關懷活動之志工代表進行 1 組焦
點團體的討論；另將邀請台南市六個行政區衛生
所推薦 1 名專業醫療照護者及 2 所醫學中心及 4
所區域教學醫院推派社區照護之護理人員參與，
成立一組團體。最後將此 5 個焦點團體所共同確
認之社區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相關議題與內容，
進行跨領域專家團體之審查。
2. 修正型 Delphi 法
首先將焦點團體結果所草擬的社區老人照護
教育方案，請專家針對內容表達其意見與看法，
其次針對上述反映之描述性統計及內容分析結
果，請研究對象審視問卷內容是否涵蓋其意見且
是否同意歸類方式，依照「同意程度」、「重要
性」的量表評分法，最後將回覆的結果依眾數、
中數、四分位數等描述性統計加以分析，最後，
進一步統計而成，郵寄各專家做最後決定並略述
原因，以達成共識，藉以上調查所得資料，彙編
完成社區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網頁內容。
3. 系統分析與設計
為使所建置的老人教育網站，能真正提供適
合台灣老人照護所需的資訊，首先需掌握不同健

圖一、平台共同功能架構圖

圖二、社區獨立生活老人與慢性失能老人
功能架構圖

圖三、失能老人功能架構圖

四、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所建置之社區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平
台之入口首頁如圖四所示，在網路平台中依據使
用者的需求分成社區老人的健康促進、慢性失能
老人的慢性疾病保健、及失智老人的失智照護三
類，其中健康促進與慢性疾病保健的資料則為合
併成一個，故社區老人與慢性失能老人的主要功
能網頁如圖五所示，其主要功能為快樂生活、飲
食營養、安全與運動、日常保健、慢性疾病、身
後事、護老資源、相關研究與緊急救護須知等九
種功能選項，每個功能選項下尚有次功能選項，
圖六為日常保健次功能畫面之部分資料畫面，為
了符合部分使用者的閱讀習慣，此網站也提供了
純文字的閱讀模式，另外，部分資料呈現乃採用
互動式的呈現方式，如在慢性疾病中，透過人體
圖之互動式操作，增加使用介面之趣味性，如圖
七所示。
在失智老照護網站中，則在依據使用者的特
性分成一般使用者、家庭照護者與專業照護者三
類，依據使用者的性質不同，分別呈現不同的功
能(如圖八)，此外，此教育訓練平台依據不同的訓
練教材，設計不同的前測與後測之問卷，其部分
結果如圖八所示，如此可針對使用者之專業知識
進行檢查與測驗，能正確評估使用者的學習效
果，並能進一步提供網站資料建置之調整依據。

圖四、銀髮族樂活網之入口網頁

圖六、日常保健之次功能畫面

圖七、慢性疾病之次功能畫面

圖八、(A) 一般使用者(B)家庭照顧者(C)專業照顧
者之次功能選項

圖九、教育訓練之前測與後測畫面
圖五、健康促進與慢性疾病保健網頁畫面

五、結論
本研究完成社區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平台，
藉由焦點團體與修正型 Delphi 法取得社區老人之
需求，並整理出符合本土化之教育訓練資訊，並
完成社區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之網路數位學習平
台。未來將藉由此社區老人整體性照護教育平台
的推廣，並持續收集前後測資料與使用者滿意度
資料後，可再次提升此教育平台之實用性與便利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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