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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我想藉由這次可以參訪越南的長照機構的機會，去了解他們的人力訓練 

及運用、經營理念、環境設計、公共安全、團隊概念、入住收取費用以及舉辦

的活動等方面，因為現在很少接觸到越南長照機構這方面的資訊，比較多的是

越南的人口老化正迅速的增長，可是福利政策還沒有趕上老化的速度！因此除

了以上的方面，也希望能學習到照顧技巧、危機事件處理方式，以及了解現在

的自己還欠缺哪方面的知識，讓自己未來有方向可以去努力。 

 

貳、 國外參訪機構簡介 

 

一、 胡志明醫藥大學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at Ho Chi 

MinhCity,UMP)： 

1. 歷史 

原名為「西貢醫科大學」，創立於1947年，位於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 

是河內印度支那醫學院的一個分部，被分為西貢醫學院和藥學學院。在

1964年及1965年分別成立牙科學院及醫學學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5%BF%97%E6%98%8E%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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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國統一之後，於1976年改名為「胡志明市醫藥大學」，作為上述學校

的綜合，由醫學院、藥劑學院和口腔醫學院三個院系組成。1994，成立了

基礎科學學院，為三個學院的學生在第一學期的培訓中提供基礎科學的教

學。 

 

在1998年，由中央醫學科技學校進修，輔佐醫護科技人員、國立醫科大學

第二醫學院和內科學系。共同發展成為傳統醫學的師資隊伍。 

 

在1999年，由醫學院公共衛生部和胡志明市衛生、公共衛生研究所衛生組

織及管理部合併成立了公共衛生學院。 

 

在2000年，大學開設了自己的醫療中心，床位250張。該醫療中心緊接著還

有四所，其中大學醫學中心的床位占總數的500，因此，自2000以來，該大

學由上述七所大學和一所大學醫學中心組成。 

 

在2005年，該校被評為全國兩個戰略性醫學教學機构之一，大學醫院是與

650張床和現代教學和研究設施。 

 

    2.科系 

   現有醫學、藥學、口腔醫學、基礎科學、護理-醫療技術、中醫及公共衛生 

    等七個科系。 

 

    3.組織 

    該大學每年共有1426名教職員工和10000多名學生，是越南最大的醫學教學 

    機構，為衛生科學領域的所有職業選擇提供培訓。它在衛生部的直接指導 

    下，在三個層次上管理：大學、教師和部門。 

 

    在大學方面，該機構由1名校長和5名副校長在9個職能部門的協助下領導。 

    在學院方面，一個院長和兩個、三個副院長負責每位教職員工的工作。每 

    個院系由多個部門組成，每個部門都是一個經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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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水鑊醫院(Coh Ray Hospital) 

 

1. 歷史 

大水鑊醫院成立於 1900年。1971年，在日本的資助下，開始重建並引進

現代化設備，成為東南亞最大的醫院之一。於 1993- 1995 年，日本政府繼

續給予援助，以提高醫院的基礎設施。 

 

2. 部門 

共有中心 5 部、多功能廳 11部、組織 4門、臨床科學 38 位教職員、醫學

考試院 4門、臨床科學 34門、輔助醫療學院 10門。 

 中心： 

(1) 癌症中心 Cho 射線 

(2) 培訓中心-線上指導 

(3) 胡志明市毒品標誌中心和藥物反應跟蹤有害藥物區 

(4) 輸血中心 Cho 射線 

(5) 心血管中心 

 多功能廳： 

(1) 行政房 

(2) 人事幹事 

(3) 總計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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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護理室 

(5) 資訊技術室 

(6) 財務和會計 

(7) 客房管理員 

(8) 醫療設備室 

(9) 保護內部政治安全小組 

(10)品質管制 

(11)社會工作處 

 組織： 

(1) 專案管理股 

(2) 外國市場部 

(3) 輻射安全股 

(4) 服務股 

 醫學考試學院 

(1) 體檢教員 

(2) 醫學二 

(3) 應要求提供保健服務的教員 

(4) 離職考試教員 

 臨床科學 

(1) 手術-麻醉復蘇 

(2) 康復科學-心臟手術 

(3) 血管外科 

(4) 急診搶救科 

(5) 神經外科復甦科學 

(6) 顱腦損傷學院 

(7) 精神外科   

(8) 消化外科 

(9) 胰腺胃腸病學系 

(10)泌尿外科 

(11)骨科創傷學院 

(12)骨科  

(13)整形美容外科 

(14)眼科 

(15)胸外科 

(16)內科心臟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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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心臟節律單元及干預研究 

(18)肺醫學 

(19)內科腎臟 

(20)內科文摘 

(21)內科神經病學單元與探針神經功能 

(22)普通內科   

(23)普通內科-國際  

(24)普通內科  

(25)所需的治療教員  

(26)熱帶疾病和毒物預防股系 

(27)研究與治療肝炎 

(28)教職員訪談-創造的形象 

(29)內分泌學與糖尿病足部 

(30)內科肌肉骨骼 

(31)臨床血液學-血液試驗和治療股 

(32)緊急事務部 

(33)人工腎系 

(34)物理治療學院 

 輔助醫療學院 : 

(1) 生物化學系 

(2) 細菌學 

(3) 診斷影像學系 

(4) 病理解剖學系 

(5) 內窺鏡學院 

(6) 超聲波探頭功能系 

(7) 感染控制學院-消毒供應部 

(8) 藥學與臨床藥理學系 

(9) 營養學院 

(10)核醫學與 PET-CT & 迴旋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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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inh My Nursing Home  

 

1. 歷史 

    Binh My Nursing Home 創立於 2013年，坐落在胡志明市的古芝縣。其因 

    創辦人 Mr. Trung Anh Bui 年邁的父親因中風需要照顧，但終不敵病情而 

    去世，給了他很大的打擊，儘管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他把它描述為一種 

    精神上的改變，改變了他的生活。Mr. Trung Anh Bui决定，他將接受一 

    項個人使命，讓老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感受到尊重、健康、安全、舒適和 

    快樂。 

 

2. 特色 

(1) 擁有現代化的設施一個乾淨的生活環境 

有戶外露台區，一個風景優美的院子和花壇，提供家人可以在此處探望家

人及照顧家人等。並提供風扇、空調、儲物櫃、電視、無線網絡連接、設

施齊全的房間、一個大型活動室與音頻、視頻和卡拉 OK 等設備。 額外的

設施包括物理和康復治療設備。 

 

(2) 滿足老年人的需求，有效的營養膳食 

    我們自定義菜單的設計都經由醫生和營養專家的幫助，並只使用有機食品。 

    在膳食的提供上基於對食物的喜好，忍耐程度和疾病的類型。 

 

(3) 質量醫療保健和康復治療服務提供上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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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利用技術，以提高護理質量為我們的居民。健康評估是通過現代化的

新醫療設備去監測，依照每天的基礎量上進行訓練。 

鍛煉計劃和康復活動旨在針對特定的需求和居民的健康狀況。 

 

(4) 參加文化和精神活動 

我們經常舉辦藝術、音樂表演和各種休閒活動，使我們的居民享受在一起

的時間並互相分享故事。也會舉辦社會郊遊或會議與各組織或志願者團體，

主要目的在縮小住民們及與照顧者間的代溝。 

 

(5) 人員 

工作人員皆錄取畢業於大學、學院和中等水平的健康護理等的專業人員。

新進人員必須實習六個月後才正式錄用，也會送人員去日本進修。 

 

參、 國外參訪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一. 政府的政策 

在參訪這五天下來，我覺得政府的政策很重要，尤其與Binh My Nursing 

Home的創辦人Mr. Trung Anh Bui交流過後，發現很多的問題，像是越南現 

在還沒有完善的醫療保險制度，就我當時聽到的是，醫療保險只有補助到 

住院費用，如果需要長期照護的部分，便是自己負擔。而且目前越南政府 

沒有相關政策去保護護理之家等相關機構，所以也有很多人住進護理之家 

後，只繳第一個月的錢，之後便不見蹤影，進而延伸出許多問題。 

 

二. 養老觀念 

在十幾年前的台灣，因為傳統的觀念及習慣，不願意離開家裡養老，甚至

覺得把家人送去養老院就是不孝的象徵，但隨著時間，這些觀念也漸漸在

改變。可是對於越南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養老院等類型的機構，就跟十幾

年前的台灣一樣，不願送家人進去住，家人也抗拒住進去這樣的地方，而

且也較沒有養老及保健的概念，較少人規劃到退休後的生活！ 

 

三. 長照機構 

在越南，因酗酒及車禍死亡的人佔的比數非常高，也有很多人因此住進長

照機構。可是他們能選擇機構不多，主要分政府開辦的養老院、宗教開辦

的養老院跟需要自費的私人養老院。前面兩種養老院幾乎是不用錢的，入

住者幾乎為拓荒者，其經濟來源多是國家資源及善款，但是環境較差，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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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設備較落後，飲食不衛生等問題。在私人機構就有比較好的環境，但相

對的是全自費，且機構多位於大都市附近，費用大多在200至450美元左右，

但是對於現在越南基本工資只有150美元的情況下，能負擔這樣費用的幾乎

是經濟收入較高的人，這也是 長照機構在越南無法普及的原因之一。  

 

肆、 國外參訪之生活體驗 

一. 食： 

在抵達的第一天，便幸運嘗到越南著名的特色小吃「越南河粉」，湯喝起來像

是牛肉湯，米線很Q，但這湯還不只能這樣，必須加入「魚露」，馬上提升這湯

頭的鮮度，與牛肉湯變得不像，反而變得更甘甜、更順口，雖然魚露的味道部

是每個人可以接受，但是很值得一試。另外我想講的是色彩繽紛的甜糯米，在

越南的街上隨處可見這樣的小攤販，用顏色牢牢抓住過客的目光。首先，選想

要的顏色，再加上椰粉及煉乳，就形成一碗特色甜點，雖然吃起來與台灣的甜

糯米很像，但是因為這絢麗的顏色，就會很快掏出錢包了呢！   

二. 衣： 

在參訪護理之家時，最令我訝異的是他們裙子制服，在照片中，穿著粉色上衣、

黑色窄裙便是在這裡工作的制服。另外，照片右邊坐在輪椅上的老奶奶是這裡

最長壽的人，對我們這樣語言不同的人，也都笑笑的，是位很可愛的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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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 

這幾天我們都住在Le Duy hotel，位在胡志明市的第一郡，交通與生活都很便

利，在住宿期間還有包含早餐，其提供的餐點有粥、麵包、河粉、飲品還有水

果，任君選擇。 

 

四. 行： 

在越南行動，我們大多搭乘巴士。因為越南國家沒有產車，所有的車子皆由國

外進口，且抽取高額關稅，造成只有收入較高的人才能夠買車。一般民眾幾乎

都是騎摩托車，所以交通上皆充斥著摩托車，很多還會越過雙黃線，在過馬路

時，皆需要注意路況及隨身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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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外參訪之具體效益 

一. 設備方面 

    在參觀大水鑊醫院(Coh Ray Hospital)時，覺得台灣的醫療設備是真的很

好，很少看到生鏽的床，或者看到需要長期照護的病人，全擠在同一空間，連

衣服也沒有，就只有一件布覆蓋在其身上。 

 

 

二. 政府方面 

    依照現在越南人口來看，是青壯年人口最多的時候，人口也屬於正成長，

老年人佔所有人口只有一小部分，但大多數的老年人都無法接受到較好的醫療

照顧，也無人陪在其身旁照顧，所以常看到八十幾歲的老人家依然在工作，延

伸許多社會問題。 

 

三. 感控方面 

在參訪醫院時，看到隔離病房並未確實做到隔離的功效，在洗手、穿脫 

衣服、進入者的頭髮的規範，都較為鬆散，還有因為有太多病患，導致一間病

房一直塞到人都需要橫著過，這樣容易導致疾病的傳染，增加病患的病況等等。 

 

四. 語言方面 

在這次參訪的過程中，與胡志明醫學大學的教授或者是跟我們同行的越南

朋友，幾乎都是用英文互相溝通，讓我再次體會到英文的重要性，我想這

也是當初面試要用英文面試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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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感想與建議 

    經過這五天四夜的越南參訪之旅，讓我重新認識越南這個國家，首先是他

們的交通方式，一台汽車旁邊圍繞許多台機車，這樣的景象，我也曾在台灣見

過，只是機車數量少一些。 

 

    但對於他們無法自行生產汽車及輔具時，令我非常驚訝，可是我也很佩服

護理之家的創辦人Mr. Trung Anh Bui，他會自己去學習其他國家的長處。像是

因為國內沒有生產復健相關輔具，所以他會去別的國家學習，並仿效外國的輔

具，再送去給模廠做，這樣的動力，實在需要學習。 

 

    另外，我對於Mr. Trung Anh Bui一件事印象很深刻，就是再VIP的房間外

貼上圖片給住民去做認知測驗，用較空曠的房間作為誘因，讓住民主動去學習，

雖然這是件很簡單的事，可是真的做出來並實施，就知道他對延緩老化是有一

定的認知，並會鼓勵住民去做，這也是需要向他學習的地方。 

     

    最後，我很感謝在那邊認識的香緣老師以及一路一直陪著我們的三位朋友，

還有跟我們同行的老師們，在出發前要準備行程及住宿，在參訪的過程中，要

一直照顧我們的人身安全，直到最後我們都安全回到家，老師們才都能鬆了一

口氣。真的很謝謝老師給我們這次機會到越南參訪，讓我們可以拓展視野，加

深我們的國際觀，也謝謝老師們這路上幫我們這麼多，再次謝謝老師們及在越

南幫助我們的人，讓我有這麼好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