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服務競爭市場法制之研究—以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為例 387

社會福利服務競爭市場法制之研究—

以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為例

蔡璧竹
*

摘要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法於2017年實施，開放營利事業投入長照服務產業，並自2018
年起推動長照特約制度，透過長照給付支付基準明訂各項服務項目價額，嘗試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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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價額的方式，吸引更多服務提供者投入長照產業。長照2.0推動後，確實使我國長
照服務提供量和服務涵蓋率皆有明顯成長，然而在長久以來定位為社會福利服務的長

期照顧服務產業導入市場競爭機爭，亦引發諸多法律爭議，例如長照服務單位為招攬

照顧服務員，提供類似傳銷手法之人力招募獎金，又如部分照顧勞動合作社假合作社

之名、行勞動剝削之實等案例，均顯示社會福利服務與競爭法制交錯部分，實有探究

之價值與必要。

本研究將自我國社會福利政策及法制面切入，以案例研究為主軸，爬梳我國長期

照顧服務制度發展沿革、轉折及其現況，並著眼於長期照顧服務法和長期照顧十年計

畫2.0架構下，仿效全民健康保險機制推動「長照特約制度」後，如何影響從來被定性
為社會福利服務的長期照顧服務產業，透過評析現行長照政策開放競爭後逐漸浮出檯

面的相關法律爭議，歸納具高度公益性的社會福利服務管制市場與競爭法制交錯之相

關議題，最後提出本文見解和政策建議。

關鍵字關鍵字：長期照顧、社會福利服務、市場化、不公平競爭、多層次傳銷

一、前言

當代福利國家在民主主義發展下，隨著人民權利意識高漲，國家給付行政持續

擴張並逐漸嵌入人民生活各個環節；社會福利給付預算，普遍佔據各國財政相當大

比重，政府成為許多商品服務的大買家（big buyer），對國家總體經濟之影響不容小
覷，同時持續擴張的社會給付也對政府財政造成偌大壓力，當社會給付支出逐漸觸及

國家能力極限之際，迫使政府需積極改進行政效率，例如採行公私協力模式，或是開

放福利市場競爭以提升福利市場效率等，均屬常見。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法於2017年正式實施，開放營利事業投入長照服務體系，並自
2018年起推動長照特約制度，透過長照給付支付基準明訂各項服務項目價額，嘗試以
提高給付價額的方式，吸引更多服務提供者投入長照產業。

然而長照服務體系導入市場競爭後，也引發諸多法律爭議，例如長照服務單位

為招攬照顧服務員，提供類似傳銷手法之人力招募獎金，造成長照服務單位間的惡性

競爭；又如部分照顧勞動合作社異軍崛起，也出現假合作之名行勞動剝削之實的偽裝

合作社，或政府招標資格要件導致排除照顧勞動合作社公平參與競爭等，構成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爭議。此外，線上長照人力媒合平台興起，因不受長照服務管制規範，

使其相較於合法立案長照機構具有競爭優勢；又如長照A單位兼具需求評估者與服務
提供者身分，球員兼裁判的角色定位，無法全然排除服務提供者創造需求之疑慮；最

後，國家透過長照特約機制強制特約單位提供居服員高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薪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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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措施，恐有動搖長照服務市場交易秩序之潛在疑慮。基此，本文主要著眼於長期

照顧服務法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以下稱長照2.0）架構下，透過長照特約及給付
支付機制導入部分市場競爭機制後，對於長久以來被歸類為社會福利服務的長照產業

帶來何種影響，並以我國長照服務準市場開放競爭後，實務上發生的具體法律爭議事

件為例，探討社會福利服務管制市場與競爭法制交錯下的相關重要議題。

二、社會福利服務政策之範圍與發展

社會福利的定義、內涵與範圍，係隨著社會與政治環境變遷而改變的概念，其

可能是一套具體的福利制度，也可能是抽象的價值觀念，並依不同社會文化背景而有

不同的意義與理解。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三章第四節社會安全規定人民工作權、勞工及

農民保護政策、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婦女兒童福利政策，以及衛生保健事業及公

醫制度等，具體勾勒出我國憲法定義下的社會福利範疇，至少包含社會促進、社會

保險、社會救助等。但國際最廣泛援引的社會安全概念則可溯至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第102號「社會安全公約」（Social Security 
Convention）1

，依據公約內容社會安全係當社會成員的社會風險實現時，所提供的公

共給付或措施，並設定9項社會安全給付最低標準，包括：醫療照護、疾病給付、失
業給付、老年給付、職業災害給付、家庭給付、生育津貼、失能給付及遺屬給付等。

國家為實現社會國原則，可採取多種手段，社會安全制度為其中一種選項，學者郭明

政曾指出社會安全制度係「為因應社會風險所產生的短缺現象，所為的公共給付」
2
，

或有更進一步描述社會風險內容認為，「社會安全所指為對個人或家庭因生老病死傷

殘等社會風險所造成之危害，以集體力量採行補償與預防措施」
3
。社會安全制度下涵

括各種社會福利服務，並以可發揮一定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功能為特徵，社會
連帶乃強調社會成員間的「互助意願」，其不僅是形成社會安全制度之基礎，更是社

會安全制度所欲表彰的精神。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則將社會福利定義為：保護個人及其家屬之社會政策，協助其達成充實的
生活，並使社會與經濟工作運作更有效率

4
。依據歐盟定義，社會福利服務（social 

services）對於改善生活品質及提供社會保護扮演關鍵角色，其內容主要包括：社會安
全、職業訓練、社會住宅、兒童照護、長期照顧以及社會支持服務等；這些服務對於

1 C102, 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1952 (No. 102).
2 郭明政，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台北：翰蘆，127（1997）。
3 郝鳳鳴，「社會法之性質及其法體系中之定位」，中正法學集刊，第10期，7
（2003）。

4 OECD, Social and welfare issues, https://www.oecd.org/social/ (latest view: 202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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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歐盟社會、經濟及地域融合、就業率、社會融合及經濟成長等目標，具有相當重

要意義
5
。

另一方面，社會福利服務係以需求為導向，進行社會資源分配，提供陷於生活困

頓個人及其家庭需求之滿足，進而穩固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及促進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服務供給部分，則可分成4部分，包括：（1）非正式部門：以具有
血緣關係之親屬、鄉里或鄰里之支持性體系為主；（2）志願服務部門：以非營利組
織、宗教慈善組織、支持性互助團體為主；（3）商業部門：透過經濟市場所提供的
福利財貨或服務；以及（4）政府法定部門：國家建構的各種滿足福利需求制度或政
策等

6
。

觀察臺灣的社會福利民營化與市場化歷程，1960年代社會福利服務多以個案委託
方式委由民間提供，直到1994年內政部頒訂「政府委託民間辦理殘障福利服務實施要
點」後，方揭開社會福利民營化時代的序幕；然由於社會福利服務的特殊性，考量服

務使用者恐會受經濟和地理弱勢影響，為確保服務品質，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的對象

多以非追求利潤為目的之公益性組織或機構為限，且以方案委託和補助模式居多
7
。在

國家委託和補助模式下，政府對於服務對象、服務內容與價額、提供方式等皆有極高

形成權，並透過評鑑機制控管服務品質；但如此一來，社會福利服務的內涵、供給方

式和服務輸送等，皆受國家既定框架嚴格限制，欠缺創新且較難快速回應社會需求。

加上隨著社會人口結構變遷，福利需求不斷擴張，由政府擔任主要供給者的社會福利

服務體系也逐漸出現侷限性。

（一）社會福利市場化與準市場（一）社會福利市場化與準市場

追溯社會福利市場化的歷史軌跡，重要的轉折乃發生於1940年與1980年代。1930
年代社會福利領域開始出現政府失靈的情形，加上1940年代國家任務擴張，過多的國
家任務更導致政府服務效率不彰，加劇了政府失靈危機，此時，在社會福利領域導入

市場競爭以提升效率遂被視為解決方案，因而在政府與社會福利服務提供者間發展出

「務實的夥伴關係」(pragmatic partnership)，「競爭」被視為是強化社會福利領域「增
加選擇權」及「提升品質」的關鍵，此時倡議者認為：「國家需要儘可能地，開放各

種服務提供者投入公共服務市場競爭，以提供更好的服務
8
」。

5 European Commission,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 Inclusion, https://ec.europa.eu/
social/main.jsp?catId=794&langId=en, (latest view: 2021/10/14).

6 王正，我國社會福利資源整合與合理化之研究，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2、30
（2007）。

7 林淑馨，「社會福利民營化與市場化：以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為例」，公共行政學
報，第58期，92 (2020)。

8 Georgina Brewis et al., “Transformational Moments in Social Welfare: What Role for 
Voluntary Action?”,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Policy Press, 11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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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義（the neo-liberalism）者批判福利國家效率不彰，再
次強力倡導理性且有效的「市場模式」才是拯救國家經濟的解方，如1980年代興起的
「新公共管理」理論，即以活用包括解除管制、民營化、公私協力等市場機制，導入

競爭來達到降低成本與提升服務品質之目的
9
。然而社會福利領域乃與人民基本生存

需求緊密關聯，具一定公益性，因此國家對於社會福利市場仍透過價格限定、市場准

入或退場機制、品質監管等措施來維持高度管制，形成有別於傳統自由市場的準市場

(quasi-market)概念。
隨著1980年至1990年代社會福利改革發展出社會照顧準市場理論，雖然某程度解

決公部門效率不彰問題，卻也使得社會工作從業者的熱情遭受嚴重打擊，並開始出現

選擇權不平等，或形成有條件選擇權，甚至被動選擇等問題。例如當時英國民間團體

對於強化政府管制之呼籲不絕於耳，主張照顧福利市場化的最終結果是非正式照顧者

承擔更多責任且加重其負荷
10
。

例如在英國，學者即指出2010年代國家與社會福利的關係猶如「對立的合作」
(antagonistic collaboration)，在小政府思維下意味著最小限度的需求滿足，壓縮社會福
利相關預算，加上開放多元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藉由部分競爭來提升效率，此次與

1940年福利國家轉型不同，論者多認為是國家責任的後退(abdicating responsibility)。
延續1940年改革效應，2010年社會福利的典範移轉再次重挫了社會福利工作者的熱
情，同時影響接受服務者及其非正式照顧者之權益；然而與1940年不同的是，2010年
社會福利再次導入市場化競爭，對社會福利需求者帶來更大的衝擊，因為相較於1940
年代，此時社會已更為分裂與極化(polarised)，針對誰應負擔最終照顧責任也欠缺社會
共識，導致國家與社會福利界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務實夥伴關係失其存續基礎，取而代

之的是相互懷疑和對立
11
。在此討論脈絡下，2021年的臺灣社會也同樣面臨社會極化

現象加劇的危機
12
，因此如何在各項社福政策與公平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乃社福

領域開放競爭成功與否的關鍵，並且有待社會投入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二）社會福利開放競爭之爭議（二）社會福利開放競爭之爭議

社會福利領域導入市場競爭遭遇最大的爭議即是「社會福利服務商品化」適當性

的激辯。在保守（Conservative）和社會民主福利（Social democratic）國家體制下，
強調國家主義與家庭主義，或透過普遍主義以政治力量去除對市場依賴，達成「去商

品化」（de-commodifi cation），即透過國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務來促進社會凝聚。相對

9 林淑馨，同註7，90(2020)。
10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 118（2021）.
11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 118（2021）.
12 孫迺翊，「2 0 1 9年憲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第4 9卷特刊，1 5 1 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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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自由體制則由市場扮演核心角色，家庭與國家皆是邊際性的，其形成社會凝聚

的主要方式以個人為中心，即靠個人在市場獲取福利和服務，對於福利服務的去商品

化要求較低。其後隨著全球化和全球經濟發展，福利國家在1980年代開始轉型朝向新
自由主義路徑挪移，以自由化與解除國家管制並以勞動市場和工資彈性化作為經濟衰

退和失業問題的解方，1990年代中期以來迄今的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典範，
強調積極性社會政策所具備的長期社會投資效果，包括家庭政策、積極市場政策及教

育
13
。

反對社會福利服務商品化者的主要論點乃在於該類服務之高度公益性，抗拒商業

化追逐利潤的經營理念滲入社會福利體系，例如提升給付價額營造競爭環境、引入接

受服務者反饋機制等。社福界對於開放社會福利服務市場競爭的擔憂與批判多集中於

「是否與大型企業無法區分」、「付出高額管理費及行政人事成本」，及「過於重視

花俏的品牌行銷」等，然而諷刺的是，此些特點恰好是公部門導入「競爭市場」最主

要的特色
14
。除此之外，對許多人來說，難以接受的還有社會福利服務市場化，隱含

利用社會最脆弱群體的需求創造營收所帶來的悖德感，所謂社會最脆弱的群體，包含

照護工作者及照顧服務對象
15
。

另一方面，社會福利領域的傳統商品與服務提供者多為非營利組織團體，開放市

場後加入以利益為導向的服務經營模式，對傳統社福服務提供者和個別福利工作人員

皆帶來衝擊。例如研究對於社福團體代表進行訪談，其表示：「我不認為透過社會福

利獲取利益是可行的，我強烈反對企業與公部門簽訂契約提供社會福利服務。政府應

直接聘僱社會工作者，並提供適當的薪資和勞動條件；以住宿式照護服務為例，國家

任務外包造成服務人員交通費被刪減等情形，據我所知有太多人經營護理之家而累積

巨額財富，這是不道德的，我們不應容忍此種現象。目前國家的社會福利預算已經縮

減到極致，在這樣的情況下，服務提供者所獲取的利潤不是透過犧牲服務品質降低成

本，就是剝削員工所換來的」
16
。實際上，市場競爭機制與社會福利並非互斥概念，

在準市場機制下，若可在導入競爭機制之同時，實施適當的監管措施，將有助於提升

服務供給效率、促進福利對象需求滿足，並可充實國內福利產業量能。

社會福利制度是發展社會連帶之基礎，也是社會共識的具體展現，從非市場競爭

轉型為準市場之部分競爭結構，對於傳統供給者、個別福利服務工作者及福利對象皆

將帶來的深遠影響，為確保社會福利服務產業在導入市場機制之際，能夠在維護永續

13 葉肅科，「社會經濟與社會福利：社會投資觀點的檢視與省思」，社區發展季
刊，第160期，98-99(2018)。

14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114-115（2021）.
15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115（2021）.
16 Georgina Brewis et al., supra note 8,115-11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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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公平原則下順利轉型，除必須落實社會溝通以凝聚社會共識之外，尤其還須強化

對於競爭市場公平性的監管，始得在各界共識基礎上，達成推動現代福利國家進化之

目的。

（三）準市場之定義與成功要件（三）準市場之定義與成功要件

1990年代英國學者Le Grand首次提出「準市場」(quasi-market)概念，其指出準市
場是相對於傳統市場機制而言，藉由在服務過程中導入競爭原理，使原本由國家提供

的獨占性服務體制改為競爭性獨立提供體制
17
。準市場與傳統市場主要在「供給者屬

性」、「交易媒介」與「市場參與者」三面向上有所差異。其中，交易媒介係指準市

場中之服務使用者並非以現金、貨幣進行交易，故無關使用者購買能力，而是以特定

目的作為分配原則；對於使用者而言，服務供給者包含公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組

織等，彼此間為了爭取購買者而存在競爭，因此「供給者與購買者分離」(provider-
purchaser split)是解釋準市場概念最典型的思考模式18

。另由於準市場流通商品與服務

之內容和品質關係社會福利或民眾健康，故需要代理人決定需求並強化監督其成效。

在準市場的供給者與購買者分離架構下，生產或供給主體並非政府部門，而是多元的

民間業者。另一方面，「服務購買者和費用支付者分離」亦為準市場概念運作重點，

即政府雖為費用支付者，卻非購買者；而轉換為使用者購買機制，藉由強化其選擇

權，讓服務使用者擺脫社會依存者角色形象；且一般認為，準市場概念可以克服「政

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所造成的困境
19
。

然而，社會福利服務準市場可否成功運作尚繫於5項要件20
，包括：(1)市場結構

轉換：市場由獨占轉為競爭，但為確保服務提供者數量以維持競爭狀態，需採取吸引

新服務提供者加入以及防止任意退出策略；(2)避免資訊不對稱：由於服務提供者掌
握較多資訊，容易產生「逆選擇」，所以應就準市場中的契約或廣告內容加以監督管

理；(3)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因素之應對：準市場結構較傳統市場複雜，因此從申請使
用服務到實際接受服務的過程中，有許多額外成本，另由於準市場通常受主管機關較

高程度管制，例如政策變動或法規修正等，皆可能導致市場原理呈現內在矛盾的不確

定性；(4)創造服務提供體系的公益性：相較於傳統市場供給者之追求利潤為動機，準
市場的供給者為爭取購買者（即政府）的認同，同時也會將追求使用者福利之提升納

入考量，而政府則需實施政策創造提升此類動機之誘因；(5)解決挑選個案問題：服務
提供者為增加經營利潤，會挑選對本身有利的服務使用者，而非真正需要服務者，如

17 Julian Le Grand & Will Bartlett, “Quasi-markets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UK: 
Macmillan (1993).

18 Id. at 10 (1993).
19 林淑馨，同註7，97 (2020)。
20 林淑馨，同註7，9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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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來將產生吸脂效應(cream-skimming)問題21
；通常情形下，減免低所得者的費用負

擔，即可有效抑制吸脂效應，惟根據不同服務領域特性，仍有額外擬定應對措施之必

要，如長照服務的困難照顧個案或偏遠地區民眾等，皆需在制度上設計相關規範或提

供額外誘因，以防止挑選個案或吸脂效應之情形發生。

其次，學者歸納社會福利體系導入準市場機制後的成效，主要可透過4項標準加
以評價，包括

22
：(1)改善生產效率：由於福利服務領域的效率性主要著眼於資源的有

效分配，故準市場機制的成效可透過是否降低生產費用或服務輸送成本等面向來評

估；(2)增強回應性：準市場中存在多元商品與服務供給主體，應可回應福利使用者的
多元需求；(3)保障選擇性：透過強化福利使用者之選擇權，某程度上可刺激供給者提
供多樣化服務及提升品質；(4)確保公平性：由政府設定商品或服務的公訂價格及減免
中低收入者費用，以確保民生基本需求之滿足。對此，本文認為前述4項評估標準，
可分為「市場競爭指標」與「社會福利指標」兩類，其中「效率」和「回應」是市場

競爭指標，而「選擇」和「公平」則是社會福利指標。社會福利領域開放市場競爭之

初，應特別強調社會福利指標之確保，即通常透過政府措施介入市場，以維持社會福

利市場中福利對象的選擇權及給付公平性，使不致因導入市場競爭機制而侵蝕社會福

利之核心本質。同時，國家在此情形下採取高度介入措施來維繫準市場運作及整體福

利資源配置妥適性，亦因此獲得正當性。

觀察我國發展脈絡，臺灣最早且規模最大的社會福利服務準市場是1995年起實施
的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全民健康保險署為單一保險人，與醫事服務機構簽訂特約提

供醫療保健服務，同時由主管機關實施監督管理措施。2017年司法院大法官針對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單位違約處置案憲法爭議，於釋字第753號作成合憲性解釋，大法官於
解釋理由書則指出：「鑑於全民健保資源有限，詐領醫療費用，將排擠據實提供醫療

服務者所得請領之數額，間接損及被保險人獲得醫療服務之數量及品質，並侵蝕全民

健保財務，致影響全民保費負擔，危及全民健保制度之健全發展。故有關停約及不予

支付之目的，在於預防及處置詐領醫療費用，以提供完善醫療服務，係為維護重要公

共利益，應屬正當」。由此可知，大法官認為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的社會福利服務準市

場，國家在符合法律保留等法制國家原則基礎下，採取較高強度的市場管制措施，仍

屬合憲範疇。

21 Thorbjorn Sejr Guul et al., “Quasi-Market Competition in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User 
Sorting and Cream-Skimmi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ory, 31, 4, 741 
(2021).

22 林淑馨，「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的準市場化：成果與課題」，政治科學論叢，第88
期，5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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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競爭市場

我國於2017年6月3日正式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開放營利事業設立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並於翌年1月起推動長照服務特約與給付及支付制度，使多元服務提供者皆
可與地方政府簽訂特約提供長照服務，自此正式開啟長照服務市場競爭的序幕。實際

上，長期照顧服務法研擬過程中，針對是否開放營業者投入長照服務產業曾引發激烈

爭論，當時衛生福利部首長對此曾回應：「不是所有人都想吃陽春麵，如果有人想吃

牛肉麵，那我們也要給他」
23
。據此，似可看出我國長照服務發展策略，朝向適度引

入民間資源，創造多元選擇，且藉由導入市場競爭機制，區隔服務市場，以滿足不同

民眾需求之方面邁進。由於我國長照服務市場甫導入市場競爭機制不久，作為長照2.0
相對於長照1.0最主要的差異與政策亮點，其影響與成效，對於我國社會福利市場化有
高度關注價值和重要性。本文以下將先就長照服務基本定義，以及我國長照政策現況

進行簡要說明。

（一）長期照顧服務之定義與範圍（一）長期照顧服務之定義與範圍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第1款規定，長期照顧係指對於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
6個月以上者，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與、
照顧及相關之醫護服務。然而長期照顧服務之內涵與範圍界定，實屬不易，因其乃隨

著社會變遷而不斷發展變動，類型多元且幾乎涵括日常生活之所有面向，尤其需要醫

療、社會工作，甚至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之土木專業等跨專業間相互合作。此外，如

長照2.0給付及支付基準訂有家務協助(BA15)、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BA16)、安全看
視(BA18)及陪伴服務(BA20)等照顧組合；同時亦有口鼻抽吸(BA17a)、IADLs復能照
護—居家(CA01)等照顧組合，可見長照服務服務項目間之困難度與專業程度要求相距
甚大。

承上，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長照服務可再區分為僅得由長照人員執行者，與

非長照人員亦得執行者兩大類，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8條第1項規定：「長照服務之
提供，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員為之」，所稱「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可分為3類，包括：(1)長照機構針對長照服務需要者提供之身體照顧
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家事服務、臨時住宿服務、住宿服務、醫事照護服務；(2)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之喘息服務；（3）長照需要之評估服務24

。

除了正面列舉各項服務方式劃定長照服務範圍外，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第2款
規定，尚可依服務對象是否為身心失能者，判定是否為長照服務，因此服務對象在長

23 「長照營利令人憂？蔣丙煌：有人想吃牛肉麵，也要給他」，ETtoday，https://
health.ettoday.net/news/601682（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1月14日）。

24 衛生福利部（107）年衛部顧字第107196057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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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服務概念下，對於長照服務之判斷，仍有重要性。

如前所述，由於長照服務範圍甚廣，所以關於提供服務內容是否為長照服務之判

斷通常較為寬鬆，目前主管機關執行實務上係採客觀判斷，以服務對象是否為長期照

顧服務法之身心失能者為標準，輔以提供服務內容是否包含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

與及照顧等。前者在實務上，多係依地方政府長照中心之長照需要評估結果為斷，惟

亦非可推導為未經長照需要評估者，即一律否認其為長期照顧服務法定義下的身心失

能者，仍應綜合判斷之。舉例而言，地方政府查處未經許可設立而提供機構住宿式服

務者時，通常係依其收容對象特性與服務提供環境客觀判斷，例如該場所是否置有床

位、藥袋、尿布等日常生活用品等事實，認定是否有違法事實。

（二）長期照顧服務法與長照2.0（二）長期照顧服務法與長照2.0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法自2017年6月3日實施，作為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之根本大法，

授權訂定9部子法規，一定程度整合分散於社政及衛政相關法規，建構位處生活照顧
服務和醫療照護服務間的新興綜合領域，一改過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時期長期照顧
乃社會福利服務之形象，開放營利法人投入長期照顧產業，2018年公布實施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確立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法人化方向。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條第1項揭示其立法目的，係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
供長期照顧服務，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務，保障

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我國現行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係以「長照2.0計
畫」為基礎，建立以居家及社區服務為中心之連續性照顧網絡，並自2018年1月起實
施「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及「長期照顧服務特約機制」，由地方政府與長照服務提供者
簽訂行政契約，以各類長照服務之提供為給付內容，而中央主管機關之衛生福利部則

透過政策擬定、經費撥付及訂定個別服務項目給付及支付之價額，實質掌控和監督整

體長照體系之運作；現行長照2.0制度下之長照服務提供法律關係，如圖1所示。相較
於此前長照1.0時期，中央主管機關直接決定個別服務項目之價額，並透過訂定「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更高程度地介入地方政

府和長照服務提供者間特約法律關係，實質上針對不予支付情形、支付價額扣減等行

政契約重要之點，具關鍵決定權限
25
。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8條規定，民眾向政府提出使用長照服務之申請，各地方政
府或地方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下稱照管中心）進行長照需求評估，並依評估結果確

認個案長照需求等級及給付額度，再由照顧管理專員或個案管理員依長照需求等級和

25 衛生福利部109年10月23日修訂公告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
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第4點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與長照提供者
簽訂前項契約，應將本要點納為契約書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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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需求，與長照需求個案及其照顧者共同討論照顧計畫（care plan），照顧計畫經
地方政府核定後，主要將由照管中心照會轄內適當的特約長照服務單位及各類長照資

源，從長照需求評估、擬定照顧計畫、照會特約服務單位，到實際提供服務，平均所

需時間約14日。長照需求個案使用服務，需與個別特約長照服務單位簽訂「長照服務
提供契約」，該服務提供契約應屬私法契約，故長照服務提供者和長照需求者間存在

私法上契約關係。若長照服務提供單位為履行服務契約，或有不完全給付、加害給付

等情形發生時，對於長照需求個案所生損害，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之。至於中央主

管機關之衛生福利部在長照服務體系中的主要任務，則是透過政策擬定、經費撥付及

訂定個別服務項目給付及支付之價額，實質掌控和監督整體長照體系之運作。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繪製

圖1　長照2.0下之長照服務提供法律關係

（三）長期照顧服務單位特約機制（三）長期照顧服務單位特約機制

現行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係以2017年起推動的「長照2.0計畫」為基礎，建立以
居家及社區服務為中心之連續性照顧網絡，加上2018年1月起實施「長期照顧(照顧服
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 
」及「長期照顧服務特約機制」，有意願加入長照2.0服務體系的各類服務提供者可向
地方政府申請簽訂行政契約，成為特約長照服務單位後，即得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所

訂各項長照服務。

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負責評估及核定長照需求者之長照需求等級，再透過

「照會」特約服務單位與長照需求者連結供需雙方，並於特約服務單位完成服務後，

支付服務費用給服務提供者。而中央主管機關則主要負責擬定政策擬定、撥付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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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定期修訂長照給付支付基準，更新長照服務項目及其服務價格，實質掌控和監

督整體長照體系之運作。使臺灣公共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由傳統補助模式轉為特約模

式，重塑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中國家、服務提供者、服務需求者間之法律關係，與外籍

家庭看護工和自費市場（如個人看護
26
）形成多軌併行之照顧網絡。

在此架構下，中央主管機關不僅對個別服務項目之價額有決定性影響力，並透

過「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以下稱特約要

點），更高程度地介入地方政府和長照服務提供者間特約法律關係，實質上對於契約

雙方權利義務及違約處理等重要之點，具直接決定權限。總的來說，國家不僅接近片

面設定長照服務項目、內容及價額，更高程度地介入特約長照服務單位的經營內涵，

更透過長照特約契約條款，實質形塑特約單位與其所屬照顧服務員間的勞動契約關係

如薪資、轉場交通費等。

依據現行長照特約要點第1點規定，地方政府與長照服務單位間締結之契約乃定
性為「行政契約」。行政機關原則上對於其所欲達成之行政目標，享有選擇行為形式

之自由，惟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在諸多領域係屬於競爭與取代關係，行政契約締結之

目的在於替代行政處分，且契約當事人雙方之期待，係嗣後就同一事件不再使用行政

處分，而以夥伴形式的契約來形成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
27
，意即行政契約之核心價值

係人民與行政機關立於對等契約當事人之地位，針對契約必要之點進行磋商，進而達

成締約合意。倘若行政契約成立之後，行政機關突然再使用被替代之行政處分來發

生、變更或消滅契約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恐將造成當事人間信賴上之突襲，不僅顯

失公平，亦違背雙方當初協議以契約形塑當事人間法律關係之合意基礎
28
。此點在社

會福利服務提供契約尤其必要，蓋國家係透過公私協力形式履踐其福利服務提供之任

務，自長照服務體系觀之，若公共長照服務之供給是建立在權利義務明顯偏向其中一

方當事人的「偽夥伴關係」之上，不但存在本質矛盾，更有削弱體系穩定性、降低服

務提供者投入長照產業意願，以及妨礙長照服務提供持續性等疑慮，實有再行通盤檢

討之必要。

26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條第8款規定：「個人看護：指以個人身分受僱，於失能者家
庭從事看護工作者。」；同法第64條第1項規定：「個人看護者，應接受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之訓練。」，復按第64條立法理由略以，對有酬勞之受僱個人看護
者，規定應受一定訓練，使其具有基本之衛生安全知能，俾受看護者有適當之保
障，亦較符合社會之期待。然而，長期照顧服務法實施迄今(109年12月)，中央主
管機關尚未公告個人看護之指定訓練。

27 林明鏘，「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評最高行政法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八三七號
判決」，臺大法學論叢，第33卷第1期，95（2004）。

28 林明鏘，同前註，12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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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期照顧服務市場競爭現況（四）長期照顧服務市場競爭現況

目前臺灣長照服務市場可分為公共長照服務體系與自費長照服務市場兩部分，前

者在長照2.0準市場構造下，由國家扮演居家式及社區式長照服務購買者角色，透過長
照特約機制與給付支付基準來劃定服務提供者資格、服務項目與內容、服務提供方式

及服務價額等框架，搭配補助及獎勵等誘因，釋放給包含營利事業在內的民間服務提

供者承做，導入市場競爭機制來提升社會福利服務的經濟效益。根據2020年衛生福利
部於立法院進行「長照2.0執行現況及檢討」專案報告數據顯示，長照2.0實施以來，
各類長照服務資源皆有顯著成長，其中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原規劃4年內全國至少
布建3,827處ABC長照服務據點（469A-829B-2,529C），該目標於2018年已超前進度
達成，且截至2020年9月已布建9,702處（650A-5,903B-3,149C）29

。由此可知，長照

2.0透過開放營利事業投入，同時提高給付支付價額的方式，吸引民間服務提供者加
入公共長照服務體系之策略，已略見成效。同時，為確保長照服務之公共性，依據長

期照顧服務法規定，政府亦負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與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42條）、實施長照機構評鑑（第39條）、長照特約單位管理（第32條之1）、設置陳
情、申訴及調處機制（第45條），以及對長照機構實施無預警檢查30

等監督管理措

施，來確保長照服務之公共性。

其次，在自費長照服務市場部分，目前主要包括住宿式長照服務、個人看護、外

籍家庭看護，及透過各類人力媒合機制提供的長照服務等，雖然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

規範意旨，自費長照服務市場中的各項服務亦應接受主管機關管制監督，然而現行實

務運作下，除住宿式長照服務機構外，其他如個人看護等長照服務，因多循私法契約

自由途徑，國家難以掌握整體服務提供狀況，亦不易介入服務品質之監督。

至於在對市場機制至為關鍵的服務定價部分，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5條第1項
規定，主管機關應參考地區所得、物價指數、服務品質等，提供長照機構收費參考資

訊；第2項規定，長照機構之收費項目及其金額，應報提供服務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核
定，變更時亦同。復依同法第36條規定，長照機構收取費用，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
及金額之收據；且長照機構不得違反經核定之收費規定，超額或擅立項目收費

31
。基

29 衛生福利部，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0次全體委員會
議「長照2.0執行現況及檢討」專案報告，3 (2020)。

30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不預先通知檢查，並結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之」。

31 長照機構未依第36條第1項規定開立收據者，按同法第55條規定應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又長照機構如有超額或擅立收費項
目之情形，則依第49條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
期令其退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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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則長照服務市場之長照機構服務提供者，無論在公費或自費體系下，其收費項

目及金額均負有向主管機關申報之義務。然而長照機構收費標準如未依規定報主管機

關核定，卻未有相應法律效果。對照老人福利法第46條規定略以：「老人福利機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令其於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一、收費規定未依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報主管機關核定，或違反收費規定超收費用。」據此，長期照顧服務法未規定違反

收費標準核備義務之法律效果，應係立法疏漏致其淪為訓示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6月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8條之1，明定長照服務使用者
付費原則；依據第8條之1第2項及第3項規定：「民眾使用長照服務，應依前項核定之
長照服務給付額度自行負擔一定比率或金額。長照特約單位應依前項規定向長照服務

使用者收取應自行負擔之長照服務給付額度比率或金額，不得減免。」本條並附有罰

則規範，同法第49條第1項規定，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8條之1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追收擅自減免之費用。按立法說明指出，基
於長照資源合理利用原則，並考量長照服務給付之公平性及效率性，明定民眾使用長

照服務，應自行負擔一定比率或金額之服務費用，以避免長照服務特約單位削價競

爭，導致長照服務資源濫用或服務品質低落等負面效應，並維持長照服務體系之公平

競爭。

四、長期照顧服務與公平競爭法制之交錯

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照2.0開放營利事業設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後，政策上希望透
過市場競爭提高服務提供效率，達成建構普及且可負擔長照體系之目的。然而社會福

利領域首次導入市場競爭機制，對服務提供者與長照需求者而言皆須經歷觀念改革與

適應過渡期，例如服務提供者彼此間競爭關係削弱整合與合作意願、欠缺品質檢核機

制或有效性不足，以及長照需求者資訊落差導致使用者選擇權名不符實等
32
。長照2.0

作為臺灣第2個長照政策十年計畫，實施迄今已進入第6年，本文以下將著眼於長照2.0
涉及公平競爭法制爭議之實際案例，包括長照機構以多層次傳銷形式招募居服員、照

顧勞動合作社在長照體系的定位與面臨困境、新興長照人力媒合平台、A單位球員兼
裁判，以及行政指導訂定居服員優於勞動基準法之薪資保障等，分別進行說明。

（一）居家服務單位招募人才與多層次傳銷（一）居家服務單位招募人才與多層次傳銷

1. 實例概說
喜樂園長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喜樂園公司)自2019年起陸續於臺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嘉義縣(市)等地區皆設立居家長照服務機構，並與地方政府簽訂特約後
32 李佩芳、鄭清霞，「臺灣社區整合照顧的經驗與挑戰：以健康照護專業服務為
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23卷第2期，214-2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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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由於長照服務市場屬於服務項目與價格皆受政府高度管制之準市場，因

此營利事業欲從長照體系中賺取利潤，最可行的方式是提高服務案量，但是長照服

務乃人力密集產業，如此一來導致長照人力更加供不應求，各類長照機構紛紛展開人

力爭奪戰。在此脈絡下，喜樂園公司於2020年間召開多場徵才說明會，主打「一起聯
盟行銷幫助這個社會、一起分潤創造更多資源去佈施」口號，並透過設置介紹獎金機

制
33
，將公司照顧服務人力劃分為居服員、居服督導、店經理等，宣稱居服員每月收

入最高可達新臺幣6萬元、居服督導8萬元，若招募居服員達一定人數，則可擔任店經
理，每月收入最高可達10萬元。喜樂園公司在居家照顧服務員爭奪紅海中異軍突起，
吸引許多照顧服務員加入。

此外，喜樂園公司公告「里民長照就業輔導回饋專案」，透過地方里長協助宣

傳，使居服員加入該公司團隊，或透過介紹居服員提供服務即可賺取回饋金
34
。雖然

喜樂園公司後否認其有制定回饋方案或結合里長吸引居服員加入服務提供團隊之行

為，但對於曾經實施長照服務直銷推廣策略一事，則並未爭執。本案係長照2.0開放營
利事業投入服務提供之後，首次涉及商業宣傳形式正當性之爭議，造成長照服務產業

界一陣譁然，喜樂園公司亦多次遭檢舉係非法長照經主管機關輔導後，表明已禁止長

照宣傳及取消介紹居服員獎金之傳銷推廣制度。

2. 爭點分析
(1) 以類似傳銷方式宣傳長照廣告之適法性？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條規定，長照機構始得為長照服務之廣告，又長期照顧
服務法僅規定長照廣告內容，以第29條第2項各款所定事項為限，但未明定廣告宣傳
方式，只有立法說明提及，長照廣告之方式包含書面、廣播、電視及網際網路等。對

照醫療法第9條規定，本法所稱醫療廣告，係指利用傳播媒體或其他方法，宣傳醫療
業務，以達招徠患者為醫療目的之行為；並參照衛生福利部2016年作成函釋，針對醫
療法第86條第7款「以不當方式為宣傳」之範圍，釋示包含：以優惠、團購、直銷、
消費券、預付費用、贈送療程或針劑等意圖促銷之醫療廣告宣傳

35
。由此可知，醫療

廣告規範較長照廣告更為嚴謹，其理由在於「醫療行為與消費行為有別」之命題，且

醫療服務具高度公益性，醫療資源應依實際需求加以分配，故而以廣告方式創造或促

33 喜樂園長照股份有限公司徵才說明會中表明居服員收入來源包含直接收入與間接
收入兩類：直接收入為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每小時220-260元。間接收入為介紹居
服員參與服務，介紹1-4人者，其介紹者實際提供服務每小時可抽成12元；介紹5-9
人者，其介紹者實際提供服務每小時可抽成16元；介紹10人以上，其介紹者實際
提供服務每小時可抽成20元。

34 根據坊間廣告文宣，該方案宣稱成功介紹5名居服員以上，且實際提供服務者，每
月可獲得回饋金1萬4千元至3萬5千元。

35 105年衛部醫字第1051667434號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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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醫療需求於正當性有所欠缺。傳統長照服務係根植於社會福利領域，國家對於服務

供給與需求皆高度介入，更於近年方導入市場競爭機制，是以近年來才陸續出現以不

當形式宣傳推銷長照服務相關爭議。

本文以為，雖按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主管機關及司法實務見解
36
，長照服

務應屬消費者保護法所定消費行為，惟長照服務與醫療服務仍具部分可類比性，且同

樣為重要民生基礎服務資源，且目前以稅收制布建長照服務體系，雖長期照顧服務法

明定使用者付費原則，但服務使用者部分負擔比率上限僅為服務費用的16%，無法完
全杜絕服務資源濫用情形，因此若對於內容不當之長照廣告毫無管制，除可能創造長

照需求、造成國家資源浪費外，更恐阻礙我國長照服務體系之健全發展。

(2) 喜樂園居服員招募獎金及分潤機制是否為多層次傳銷？
多層次傳銷(multilevel marketing)係透過層級化組織來強化銷售管道的商業行銷方

式，在臺灣發展已逾30年，為我國重要行銷通路類型之一。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定義，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而建立多層次之組織架構，並藉由
該組織架構所形成之人際網絡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傳銷事業訂定行銷計畫，利

用傳銷商的「人際關係」網絡結合獎金制度，建立多層級組織網，來推廣、銷售商品

或服務，並將縮短行銷通路所節省的費用回饋予消費者及宣傳者，常見者如發放銷售

商品或服務之佣金，或是介紹他人參加之傭金。此種行銷方式因可透過人際關係快速

擴展，且傳銷商易因獎金報酬之引誘而為不理性交易，故經常衍生嚴重之經濟與社會

問題，而有訂立專法管制之必要
37
。

我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於2014年1月公告生效，於該法實施前，臺灣高等法院95
年上字第106號民事判決曾仔細描述多層次傳銷契約為：「由不同層級的銷售人員與
多層次傳銷事業訂立傳銷契約，由參加人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或一定代價，而取得推

廣、銷售該事業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參加人自行銷售商品或勞

務，或參加人所介紹之人銷售商品或勞務而對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

經濟利益之契約」。因此多層次傳銷契約法律關係通常可分為直銷商與直銷事業體之

間的參加契約、直銷商與一般消費者之間的民事契約兩部分來探討
38
。現行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除了採取報備制
39
、業務檢查等管制措施之外，同時明文禁止經營「變質多

36 如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原上字第5號判決、臺北地方法院107年醫簡上字第3號
民事判決、新竹地方法院107年消字第6號民事判決、新北地方法院106重訴字第
453號民事判決、基隆地方法院105年基醫小字第1號民事判決、桃園地方法院103
年訴字第1782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101年訴字第2635號民事判決等。

37 李禮仲，「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解析」，萬國法律，第210期，19（2016）。
38 陳冠甫，「淺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調處機制比較與檢討」，萬國法律，第207
期，95（2016）。

39 包括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的「實施報備」，以及實施後欲停止傳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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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傳銷」，即俗稱老鼠會
40
，並以刑罰作為嚇阻手段。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8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使其傳銷商之收入來源以合理
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不得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該條文乃沿

襲原公平交易法第23條規範而來，其立法理由指出：「多層次傳銷事業如使其傳銷商
之主要來源收入，係來自於介紹他人參加，則其後參加之傳銷商必因無法覓得足夠之

人頭而遭經濟上損失，但發起或領導推動之人則毫無風險、徒獲暴利，並造成嚴重之

社會問題，爰明文加以禁止。」對此，論者有認為倘過份偏重「後參加之傳銷商無法

覓得足夠之人頭而遭經濟上損失」，將無法正確理解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之目的；基

此主張，變質多層次傳銷的認定應採廣義解釋，認為重點乃在於傳銷制度本係「銷售

商品或服務之方式」，所以傳銷事業應在其佣金制度上促使傳銷商回歸銷售之本旨，

而非淪為介紹人頭參加，但無實際銷售(或不重視銷售)之金錢遊戲，主管機關有稱之
為或商品虛化

41
之情形，此時傳銷商的銷售已非著重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價值，而構成

變質多層次傳銷
42
。

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變質多層次傳銷行為人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且
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自其違反效果可知，變質多層次傳銷在法律上的違法
性評價是相當嚴重的，故認定上宜慎重為之。依據我國規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主要規

範，可知其具備2項特徵：(1)非使傳銷商「以合理市價」43
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

者，應於停止前以書面向主管機關報備並予公告；此等報備義務係基於管理所必
要之強制性義務，違反者將受到新臺幣十萬至五百萬元不等之行政裁罰，並尤以
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之報備最為重要。吳秀明、沈麗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制的新紀元」，月旦法學雜誌，第231期，180（2014）。

40 我國一般俗稱為「老鼠會」或「獵人頭」；美、加、英、澳等國一般稱之為「金
字塔銷售」(Pyramid Schemes/Pyramid Selling Schemes)；在歐洲有稱為「滾雪球制
度」(Snowball Systems; Schneeballsystem)；日本稱為「無線連鎖會」或「老鼠會」
(Rat Club)。詳參吳秀明、沈麗玉，同前註，185-186（2014）。

41 公平交易委員會(90)公處字第114號處分指出：「按以多層次傳銷方式推廣或銷售
勞務，其正當性應在於勞務之確實提供及使用。反之，即可能淪為以形式上之勞
務交易，構成『商品虛化』，做為遂行介紹他人加入之幌子。故勞務之提供及使
用情形，應為判斷傳銷行為是否將淪為以介紹他人加入為主之重要指標。」但學
說多數認為「商品虛化」理論乃增加法律適用不確定性，判斷上極易流於主觀，
欠缺預見可能性。參考陳一銘、唐玉盈，「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之實務問題」，
全國律師，第23:12期，107-108（2019）。

42 陳一銘、唐玉盈，同前註，97-98（2019）。
43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第6條：「本法第十八條所稱合理市價之判斷原則如
下：一、市場有同類競爭商品或服務者，得以國內外市場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
之售價、品質為主要之參考依據，輔以比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非多層次傳銷事業
行銷相同或同類商品或服務之獲利率，以及考量特別技術及服務水準等因素，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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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入來源；(2)使傳銷商「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又此兩項特徵應合
併觀察。再者，廖義男教授進一步指出，合法多層次傳銷應符合兩項義務，包含一項

「作為義務」即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使其傳銷商收入來源以合理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

服務為主，以及一項「不作為義務」，即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得使其傳銷商以介紹他人

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此二者互為表裡且有因果關係
44
。

長照服務產業開放競爭，可以預見如喜樂園公司般遊走於管制規範灰色地帶的

案例將愈來愈多。例如民間團體代表曾指出：「政府認為促進居服單位競爭，不是壞

事，但目前長照服務單位的市場並不夠透明，消費者難以判斷誰的服務比較好，居服

員和督導員經常跳槽至另一個單位後，就把手中的個案也一併轉過去」
45
，由此即可

看出，由於我國長照人力本即吃緊，長照產業競爭愈發白熱化之後，在服務單位間出

現若干「搶人大戰」的惡性競爭。對此論者曾指出：「廣設B單位後，造成到處搶照
顧服務員、搶個案的狀況，居服單位會用加薪或老鼠會等方式，吸引居服員帶更多同

事跳槽，使得居服單位的人員流動性升高；在個案爭取上，居服單位也建立村里長介

紹個案抽成的機制，來增加自己的案量」
46
。

在喜樂園招募居服員獎金案例中，長照機構將人力劃分為居服員、居服督導與店

經理等3類，並以介紹他人參與且實際提供服務之獎金計算佣金，形式上應屬傳銷事
業向行銷商發放之「組織獎金」，即指將下線傳銷商之銷售業績，拆分一定比例分享

給上線傳銷商，故實質上，該筆佣金本質上仍屬銷售商品所賺取之利益，而非單純介

紹他人參加的佣金
47
。

據此，喜樂園長照機構採取發放組織獎金方式吸引居服員加入公司，並規劃多

層級組織以介紹人數計算可獲得佣金數額，應屬多層次傳銷行為。依據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6條於開始實施行為前，應向主管機關報備；未於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向主
管機關報備者，主管機關得依同法第32條限期令停止營業、改正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又報備並不等於合法，傳銷事業
雖應據實申報，惟該報備資料僅供參考，並無任何類似認證之功能；故傳銷事業報備

後，期所從事之行為是否合法，仍應就個案情形認定
48
。

合判斷之。(第1項)本法第十八條所稱主要之認定，以百分之五十為判定標準之參
考，再依個案是否屬蓄意違法、受害層面及程度等實際狀況合理認定」。

44 廖義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評析」，法令月刊，第64卷第9期，126
（2013）。

45 簡鈺璇，「2020求變的時代 黎世宏：長照2.0求快求有未來成隱憂」，2020年2月
17日，創新照顧，https://www.ankecare.com/2020/17717 (最終瀏覽日：2021年11月5
日)。

46 簡鈺璇，同前註 (最終瀏覽日：2021年11月5日)。
47 陳一銘、唐玉盈，同註38，114-115（2019）。
48 吳秀明、沈麗玉，同註36，18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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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案多層次傳銷行為是否構成變質多層次傳銷，則應以「合理市價」及介紹

他人參加是否為「主要收入」兩要件來判斷，首先喜樂園長照機構的主要銷售內容是

「居家照顧服務」，且其定價之每小時220-260元，符合主管機關所訂長照服務給付及
支付基準價額；另介紹其他居服員加入組織可獲得獎金部分，係按其下線居服員實際

服務時數，依其介紹總人數每小時分潤12-20元；僅就居服員整體收入比例上觀察，
介紹費佣金似未構成傳銷商的主要收入來源，又對公司而言，仍係以推廣服務內容本

身為營運重點。然而有疑慮的是，倘若居服員之傳銷商本身無須實際提供服務，而僅

以介紹佣金累積作為主要收入，則愈後加入的居服員傳銷商，即愈陷於不利之境地，

則似有悖離多層次傳銷事業發揮組織獎金，是希望藉由發揮組織力量，由上線傳銷商

輔導甫加入的下線傳銷商進行銷售，包含傳授技巧、陪同服務等
49
，以強化上下線結

合、共同創造組織利益之目的，乃至淪為坐享其成。

另一方面，本案爭議亦顯示出長期照顧服務法針對「長照廣告」之規範密度不

足，由於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條僅明文限定長照廣告之主體及廣告內容；相對於醫療
法針對醫療廣告定義、廣告主體、廣告內容，以及廣告方式等皆定有明文。其中醫

療法第86條第7款規定「醫療廣告不得以不正當方法為宣傳」，所謂「不正當宣傳方
法」，根據主管機關及司法實務見解，乃包含「以多層次傳銷或仲介方式，且未經主

管機關核備」
50
。醫療廣告應予高度管制之理由在於療業務非屬營利事業，有別於一

般商品，不得有以不正當方式招攬病人就醫、刺激或創造醫療需求等情形，為使民眾

之醫療服務品質獲得保障，適當規範廣告刊登之內容，自有其必要
51
。

基此，由於長照服務與醫療服務乃具備部分可類比性
52
，長期照顧服務法和其給

付支付法制規範也相當程度參考自醫療體系；由於長照服務本質上具高度公益性質，

尤其在導入市場競爭機制後，為維護其社會福利核心價值，未來在立法論上或可評估

參考醫療法新增相關規範之可行性，以強化服務品質管控並確保長照需求者之權益。

49 陳一銘、唐玉盈，同註38，115（2019）。
50 如臺北地方法院於110 年度簡字第 104 號判決曾指出：「所稱不正當方法，指公開
宣稱就醫及贈送各種形式之禮品等情形，以多層次傳銷或仲介方式，未經主管機
關核備，擅自派員外出辦理義診，巡迴醫療，健康檢查或勞工體檢等情形或宣傳
優惠付款方式等，是以，醫療機構如利用特定的看診病人，向不特定人宣稱折扣
方案，就是一種公開宣稱的表現。⋯又以套餐優惠、贈雷射1堂、儲值5萬送3,500
等具有意圖促銷之醫療廣告宣傳，屬醫療法第86條第7款所稱之不正當方式」。

51 詳見臺北地方法院於110年度簡字第104號判決。
52 例如長照1.0時期的衛政三項服務，即居家護理、居家復健和喘息服務，長照2.0給
付支付基準中的復能服務，以及長期照顧服務法第8條第3項所定「醫事照護之長
照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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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顧勞動合作社（二）照顧勞動合作社

1. 實例說明
由於長期照顧服務屬於高度勞力密集產業，為因應不斷擴張長照需求，首要之務

是確保長照人力供應，所以吸引人才、產業投入長照領域，是長照2.0的重要目標之
一。因此透過社會經濟分配正義理念的合作社模式，讓每位照顧服務員都成為「照老

闆」，遂成為因應策略之一，試圖藉由合作社經營模式，強化照顧服務員專業形象，

進而扭轉長久以來長照人員職涯發展誘因不足之刻板印象
53
。按我國長照特約服務單

位性質統計數據顯示，照顧勞動合作社於數量上有顯著成長；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全國勞動合作社提供長照居家服務之家數，自2018年之23家，成長至2019年之53家，
其所屬社員擔任居家照顧服務員人數，亦從825人（平均每家勞動合作社有26位居服
員），增加至2,235人（平均每家勞動合作社有42為居服員），增加近3倍；營運狀況
部分，2019年部分勞動合作社向政府申報長照服務費用逾5千萬元54

；由此可知，照顧

勞動合作社已逐漸在長照2.0服務提供體系占有一席之地。
但由於合作社事業享有稅賦優惠，且其與照顧服務員社員間屬於「合作關係」，

而無須負擔雇主義務，故而近年也出現部分偽合作社糾紛。2020年11月桃園市祥暉勞
動合作社遭指控承接國軍桃園總醫院「國防部軍醫局團體班照顧服務員勞務委外」

案，卻有偽造服務人員專業證照、苛刻所屬照顧服務員情事，其前員工向媒體揭露其

工作內容：「平均每日工作12至16小時，曾連續工作36小時無加班費」，另有照顧
服務員執行業務時受傷，始驚覺公司未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

55
，顯見該

照顧勞動合作社與其照顧服務員，針對其間法律關係似仍未有共識，扭曲合作社之

本質。後續立法院於同年12月2日邀請衛生福利部進行「長照機構勞動權益」專案報
告，立法委員提出質詢略以：「合作社本來是一個自我互助系統，但進入照顧密集度

高的職場，很難以合作社型態運作，因為其中還有許多監督指揮等指派業務…許多單

位改設合作社後，因為合作社免稅，還可以逃脫很多勞雇關係規定…假合作社之名，

行真聘僱之實，進行勞動剝削…照顧服務員超時工作，又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包括

加班費…現在他們都用合作社承攬你們
56
的業務，這個問題會愈來愈嚴重，請你們審

慎監督你們的承攬單位」
57
。此外，同年6月監察院針對長照2.0提出109內正0020號糾

53 蘇淑貞，「臺灣長期照顧產業發展發向初探—以合作社模式為例」，社區發展季
刊，第160期，206（2017）。

54 監察院，109內正0020糾正案文調查報告，18（2020）。
55 鏡週刊，黑心長照詐公帑系列報導，2020年11月3日，https://www.mirrormedia.mg/

story/20201102inv003/(最後瀏覽日：2021年10月15日)。
56 此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57 立法院公報，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5次全體委員會
議委員會紀錄，109卷102期，77-7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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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指出有關長照服務之勞動合作社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以及所屬社員擔任居家

照服員實際工作時數合理性等問題，相關部會尚未建立協調合作機制
58
，核有疏失。

社員係合作社所有者、經營者、使用者及結餘分配者，合作社由社員共同出資經

營，與社員具「合作關係」，此乃合作社基本理念。在照顧勞動合作社部分，我國長

照業務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2021年3月公告「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
契約書參考範本」，明定特約長照服務單位之義務，其中第17條第2項第3款針對合作
社設置長照人員訂有特別規範：「合作社設置之長照人員屬非具僱傭關係之社員，合

作社應輔導其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以所屬投保單位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險。另應為其投保公共意外險及團體意外險，保障內容應包含傷害、失能及死亡等項

目。其保障不得低於以相同報酬參加職業災害保險者」。此外，勞動合作社與其他長

照特約單位相同，有關長照人員之工資、工時、休息、休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等勞

動條件，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另不得與長照人員約定，每月固定拋棄

一定比例或金額之工資作為捐款。

由上可知，衛生福利部認可照顧勞動合作社作為特約長照服務單位，且照顧勞動

合作社與其長照人員社員之間，不一定存在民法上僱傭關係；所謂僱傭契約，依據民

法第482條規定，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
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動契約，則依該法第2條第6款規定，指約定勞
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且應適用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及其他強制

性規定。

據此，我國長照主管機關對於承做公共長照服務之照顧勞動合作社，雖認同基於

合作社模式特殊性，肯定合作社與社員間存在不具僱傭關係之類型，然而為強化長照

人員權益保障，則依特約規範課與合作社「應輔導」社員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險之義務，惟是否需由合作社為投保單位，則尚未臻明確。其次，社員之長照人員的

工資、工時與休假等勞動條件，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如此一來，由

於個別長照服務單位對於特約條款的磋商能力甚微，導致實際上主管機關透過長照特

約條款創設與強行法相同內容之契約義務，事實上擴張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且限縮

了合作社法人自治空間。縱使前述特約長照服務契約書範本中明定：「應依『勞動契

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相關規定檢視契約關係，不得有

假承攬真僱用之情事，以避免不當損害勞工之勞動權益」
59
，惟實務執行上僅得依據

具體個案事後判斷，對於長照人員社員之權益保障有限，且反使長照人員之社員的身

分定性更加晦澀難辨。

58 監察院，109內正0020糾正案文調查報告，18-19（2020）。
59 衛生福利部110年3月17日修訂「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參考
範本」第17條第2項第3款第5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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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蓮第二照顧勞動合作社」判決評析
2019年花蓮第二照顧勞動合作社(以下稱花蓮二顧合作社)與退輔會所屬臺北榮

民總醫院玉里分院(以下稱北榮玉里分院)，因承攬照顧服務業務所生糾紛備受社會關
注。花蓮二顧合作社與北榮玉里分院成立照顧服務勞務承攬契約，其後北榮玉里分

院以該合作社違反採購契約約定，未為所屬102名照服員投保社會保險為由，拒絕給
付契約價額。合作社則主張其與照服員之社員為合作關係，並非勞雇關係，事實上無

法擔任投保單位為照服員投保勞健保，強調北榮玉里分院於系爭契約成立之初，即應

對合作社性質有認識，後復以其未替居服員投保社會保險為由，拒絕給付勞務提供對

價，並無理由且該勞務承攬契約所設限制，自始即使照顧勞動合作社陷於不利的締約

條件地位。

對此，法院判決認為花蓮二顧合作社未為投保單位，替其社員照服員投保勞健

保，有違約事實，北榮玉里分院不需給付勞健保費與勞退金，僅需付30餘萬元營業
稅

60
。其中，法院於108年度訴字第84號民事判決指出：「原告雖為合作社組織，但

實務上仍可為其社員參加勞工保險，且事實上確有以自身為雇主為具其社員身分之團

體照服員投保勞工保險之可能。另系爭照服員社員雖以工會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健保，

且由原告為照服員繳納勞保費，但此支出僅系讓該等照服員毋庸自行負擔其等本應負

擔之自付額，其性質屬對該等照服員之員工福利支出，與法定雇主負擔類似要繳予國

家稅收之性質迥然不同」。針對此見解，民間乃有不同意見，例如台灣合作事業發展

基金會則主張，合作社係由社員基於人格平等原則，共同出資、共同經營並共同承擔

盈虧之法人團體，其性質特殊，不應與一般企業同一判斷；又為利社務之推動，社員

大會乃制定相關規章，由全體社員共同遵守，若將之解為合作社對社員有指揮監督權

力，而社員具有從屬性，似有所偏誤
61
。

由此可知，我國法院於司法實務上較少針對合作社組織之特殊性進行論述或給予

特殊考量，例如本案判決中法院即依據投標文件與勞務採購契約確已明定應為照服員

投保社會保險等義務條款，判決認定花蓮二顧合作社主張無理由。然而，本文認為在

此案件事實下，還可進一步思考的是，系爭投標或契約條件，是否對合作社法人構成

客觀上不利條件，因與其「合作關係」本質有所扞格，使得合作社相較於其他競爭廠

商而言，處於較不利的地位；甚至排除照顧勞動合作社參與競爭之機會，構成顯失公

平行為，對合作社業者形成不當壓抑，使其無法從事效能競爭，進而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62
。

6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84號民事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
第345號民事判決。

61 錢金瑞，「當前勞動合作社經營問題探討」，合作社事業報導，第98期，27-32
（2017）。

62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要義，初版，信利印製有限公司，167-16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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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2021年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第32條之2第1項規定：「長照特約單位應為所僱長照

人員，依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並按月提繳退休金」，以及同條第2項規定：「長照特約單位應確保其長照
人員之勞動條件符合勞動有關法規」，更明定長照特約單位所僱長照人員之勞動和社

會安全保障條件，同時增訂罰則規範，修正第48條之1：「長照特約單位違反第32條
之2規定者，依違反各該法律規定處罰，經處罰仍未依規定辦理者，得停止派案；情
節重大者，並得終止特約」。

前述2021年長期照顧服務法增訂部分特約單位管理條款，採取較為特殊的立法
模式，由法律直接訂定長照特約機制中的行政契約內容，導致長照特約單位為其所屬

長照人員投保相關社會保險成為法定義務，使其立於行政契約當事人理論上應享有的

契約內容磋商空間縮減至零；另外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條文規定，事實上擴大勞動基

準法適用範圍，強制要求長照特約單位至少應符合勞動基準法所定勞動條件水準。此

種立法模式，除造成法律間相互援引之體系混亂外，且有侵蝕行政契約核心內涵之疑

慮，造成實際上不存在特約相對人可得協商之空間，使得長照體系中的國家高權更加

明顯；此外，亦不利於多元服務提供者投入長照產業，而有違背長照2.0建置多元服務
體系以呼應長照需求多元性之初衷，例如對照顧勞動合作社可能形成自始不利的競爭

條件，且終將危及其自治與民主本質。

承上所述，我國長照2.0特約機制下，強制參與公共長照服務提供之勞動合作社必
須為其居服員之社員投保相關社會保險，雖可藉此確保其所屬居服員之社會保障和勞

動權益，避免「偽合作社」假合作之名、行勞動剝削之實，然而此便利性管理措施卻

未能妥當考量合作社組織的核心內涵，恐扼殺照顧勞動合作社在長照2.0競爭體系中的
生存空間。此現象恰好彰顯政府高度介入長照服務體系市場，可能導致的扭曲競爭效

應，為健全長照服務市場競爭結構，國家管制措施必須更加謹慎，並保留一定彈性空

間，方可確保多元長照服務提供者之公平競爭。

（三）長照人力媒合平台與長照廣告（三）長照人力媒合平台與長照廣告

正如前所述，長照2.0特約機制架構下，長照服務機構與特約單位受到來自國家的
高度管制。長照人力媒合平台如係規避法定義務，實際上從事屬於事前許可制的長照

服務機構服務，則可能在平台業者與立案長照服務機構間形成不公平競爭。

1. 實例說明
目前臺灣長照服務自費市場存在數個數位平台業者，為有長照需求之民眾及個

別欲發揮零工經濟的長照服務人員提供媒介服務。以本文所欲探討的優照護平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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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依其網站公開資訊
63
可知，其所媒合的照護人員皆需符合專業訓練資格，包含護

理師、護士
64
、照顧服務員、物理治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藝術輔療師等，且工作

項目與長照2.0給支付基準之照顧服務組合高度重疊65
，每位照服員服務時間最少3小

時，單一長照人員所服務的時數上限為18小時，若有24小時照護需求，則可由2-3人輪
流照顧。

長照人員提交資格證明文件，經過平台面談審核與APP使用教學且參與說明會
後，通過審核者即可在平台業者開發應用程式上設定其工作項目、可服務時間與地

區、經歷、語言能力等基本資訊。長照人員收到使用者的預約請求後，可選擇接受或

拒絕，過程中並可透過平台與使用者溝通照護事宜，但長照人員不得私下與使用者電

話聯繫。當長照人員於指定的時間地點提供服務時，皆須以APP進行簽到及簽退，平
台也會利用GPS追蹤功能稽核長照人員出缺勤紀錄，服務完畢後長照人員將收到使用
者的評價，成為未來使用者媒合時參考的基準，累積一定數量低評價的訂單，平台將

會收取該些訂單照護費用的一定比例作為罰款
66
。

每筆訂單的服務費用係按「服務時數×每小時收費（平台定價）＋交通費（長

照人員自訂）」計算，每小時收費價額是依長照人員經歷、專業證照、評價記錄、接

受或取消訂單之記錄、執行照護服務之簽到簽退紀錄等因素進行調整，交通費則由長

照人員依實際需求自訂，並經平台審核通過後生效。所有費用由平台代收代付，並

收取訂單照護費用一定比率作為服務費用，此費用開立的發票名目為「平台資訊服務

費」，故最後照服員收到的結算金額為訂單照護費用扣除平台服務費用，於結算週期

匯入照服員所設銀行帳戶。

在服務使用者端，長照需求者於APP應用程式中註冊登入使用者帳號，填寫長照
需求對象資料並驗證信用卡後，即可依照需要的服務時間、地點、工作項目搜尋合適

的照服員。送出預約後，長照人員於2小時內若接受預約，使用者再於2小時內以信用
卡線上付款，即完成預約；如在付款後若須取消訂單，則須依照距離服務之天數，支

付「取消訂單違約金」
67
。

63 優照護官方網站，https://ucarer.tw/help/topic/15 （最後瀏覽日：2021/10/20）。
64 護理師護士具備護理師證照或護士證照，工作項目包含基本護理（注射、抽血、
灌腸、傷口護理、尿管護理、衛教、照顧技術指導、導尿）、換氣切管、造廔口
護理、更換管路（更換鼻胃管、存留導尿管）、抽痰。同前註（最後瀏覽日：
2021/10/20）。

65 例如生活照顧（安全維護、穿脫衣物、身體清潔、大小便處理、小量灌腸(浣腸)、
協助進食、用藥安全、移位、翻身擺位、拍背、簡易按摩、被動關節運動、就醫
服務、陪伴服務）、家事服務（陪同外出、環境清潔、備餐）、代購物品、鼻胃
管灌食等。

66 同註63（最後瀏覽日：2021/10/20）。
67 同註63（最後瀏覽日：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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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平台、使用者與長照人員的三方關係中，平台業者不斷強調其僅提供媒合

服務，不保證能媒合成功，亦對長照人員無指揮監督關係，其契約外觀上看似媒介居

間行為，由平台作為居間人斡旋至使用者與照服員訂立契約為止。然而，服務使用者

所繳付的費用應非契約成立後對居間人的報酬，而是平台代收代付的照護服務對價，

且居間人縱使促使委託人與第三人訂立契約，也不積極介入兩者間契約內容的自主決

定。但從平台的運作觀之，長照人員與使用者間契約的內容多由平台決定，並可透使

用者評價制度調整登錄長照人員的時薪待遇，此外，服務過程中如有可歸責於長照服

員事由導致使用者要求退費時，平台都有最終決定權。基此，平台似乎並非僅提供資

訊彙整交流服務，甚至與其登錄長照人員間存在某程度指揮監督關係，惟其間究屬僱

傭法律關係、承攬法律關係，抑或學說尚熱烈討論中的「準勞工」法律關係？亦是相

當重要的議題，但非本文探討重點且囿於篇幅，僅得留待未來另行探討。

2. 「優照護」訴願案
臺北市政府於2018年查認優照護公司架設網站及其於臉書（Facebook）專頁所為

廣告內容，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條第1項非長照機構不得為長照廣告之規定，遂
依同法第51條第2項裁處書處新臺幣1萬元罰鍰。優照護公司不服並於2019年1月24日
提起訴願。

(1) 訴願人主張
本案平台業者主張其為「第三方預約照護平台」，主要業務為提供有居家看護需

求家庭即時、透明及專業之「預約媒合服務」，符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應平台經

濟發展法規調適參考原則」規定，透過網路達成媒合與傳遞、接收相關「長照服務資

訊」者，且其所媒合的服務提供者，皆為依相關法令得提供照護服務之專業人員。強

調平台未涉入使用者與照護人員間之照護契約，僅係獨立第三人，單純於網路媒體上

提供及彙整照護供應與需求等訊息，供照護業者及民眾使用
68
。

其次，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皆未定義「長照服務之廣告」，屬「不

確定法律概念」，與其規範要件相似者為醫療法第84條規定，應得類推適用；故「長
照服務之廣告」，除客觀上須有「利用傳播媒體或其他方法」外，尚應審酌主觀上有

「為自己之計算、宣傳長照服務以達招徠民眾前往營業處所接受長照服務為目的」，

並非提供資訊述及長照服務者，即為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9條規定之規範對象。又自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2條第11款、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條及第3條第1款規定可知，長期照顧
服務法第29條規定，係指行銷或宣傳長照服務之影像、聲音及其相關文字，訴願人係
宣傳告知民眾得使用訴願人經營之預約照護平台服務解決照護需求，非宣傳長照服

務，且行銷「平台服務內容」與行銷「提供照護服務」係屬二事，原處分機關解釋法

68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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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顯有違法
69
。

(2) 機關答辯
訴願人未依法事先申請主管機關取得長照機構設立許可，顯非長期照顧服務法規

定之長照機構；又長期照顧服務法雖未對「廣告」加以定義，然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所載，「廣告」係指「經由平面、電子、數位、戶外媒體等傳播平台，將商

品或服務訊息、政治理念、公益倡導，傳播給消費者或閱聽大眾」。本案訴願人於網

路平台介紹居家看護、居家照顧、短期照護及喘息服務，並針對各種需求提供不同服

務資訊，如照顧服務員可提供服務項目為生活照顧、家事服務、代購物品及鼻胃管灌

食等照護服務，並公告收費資訊，且於臉書專頁亦揭示相關資訊等行為，足認訴願人

係從事廣告行為，又長期照顧服務法對「廣告」之定義，與醫療法第9條規定迥異，
應不得類推適用

70
。

(3) 主要爭點與訴願決定
本案主要爭點在於，平台透過網路達成媒合與傳遞、接收長照服務供需相關資

訊之行為，究僅是「平台資訊服務」抑或是已構成「長照服務提供」？如僅為資訊服

務，則下一階層問題就是該資訊服務之目的、形式與內容是否該當長照服務法第29條
「長照廣告」？反之，若其媒合長照供需之行為已構成「長照服務提供」本身，可能

違反非長照機構不得提供長照服務之規定，其透過數位媒介提供長照服務資訊之行為

是否構成長照廣告，即成為附帶議題。

針對本案所涉爭點，訴願機關指出為健全長照服務體系提供長照服務，確保照顧

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

及權益，非長照機構不得以書面、廣播、電視及網際網路等方式為長照服務之廣告。

據此，依訴願人架設網站及提供資訊內容等整體表現綜合研判，已涉及長照服務之提

供、項目及長照機構之服務內容等事項，且訴願人亦有刊登提供長照人員之服務資

訊，核為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長照服務內容之廣告，原處分自應予以維持
71
。此外，

按系爭服務合約書記載，足認訴願人對與其簽約之照護人員有進行審核、簽到退管

理，認定是否確實提供長照服務，並有權決定是否給付照護人員照護費用、單方逕行

取消照護人員資格等管理作為，且對照護人員實際所提供之長照服務，按照護人員與

照護對象另簽訂之各筆服務契約訂單金額多寡再抽取20%費用等情事，尚非單純預約
媒合、代收代付收費

72
。

就平台的實際運作模式以觀，其對服務內容及價額之形成皆有決定性影響力，且

69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3-4。
70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5。
71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7。
72 衛生福利部衛部法字第1080005710號訴願決定書，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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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營收乃按每筆服務交易抽成計算，而非一次性的資訊處理及上架費用；再者平台對

登錄長照人員提供服務的地點、時間等均透過APP和GPS加以控管，長照人員如有違
規或評價過低情形，平台得採取調降服務費用或予以除名等實質管理權限。據此，本

案平台業者提供服務之本質乃「派遣長照人員至案家提供照護服務」，故仍屬整體長

照服務提供之一部分，而非僅是其所聲稱之資訊服務
73
。

3. 小結
數位化時代下，科技帶來許多創新商品與服務模式，甚至創造嶄新的市場，對於

傳統產業架構與勞動結構帶來巨大的衝擊，長照服務市場亦不例外。科技始終反映人

性，長照人力媒合平台的出現正映照出傳統長照服務體系連結服務較慢、無法回應多

元且臨時需求之缺憾，然而隨著平台經濟在長照產業的擴大與發展，也逐漸對國家長

照服務體系造成潛在威脅，例如長照機構人力流失、長照人員勞動保障不足等情形；

另一方面，由於長照服務需求者多為社會弱勢，因此長期照顧服務法乃採取高度管制

措施來監控服務品質，而長照人力媒合平台營運的目標客體係自費市場，此類服務媒

合平台的品質管控主要仰賴服務使用者評價回饋機制，但首先失能者是否具備反饋能

力已有疑慮，又倘發生照顧事故，以本案平台服務契約為例，平台業者將不負任何賠

償責任，服務使用者僅得向實際提供服務之長照人員請求賠償，易形成雙輸情況。再

者，縱觀長照人力媒合平台之營運模式與服務內容，實與居家式長照服務機構相差甚

微，但合法立案長照機構在長期照顧服務法規範架構下，須擔負相當多責任，包括對

內的長照人員訓練與勞動條件保障、對外照顧需求個案服務紀錄、需求評估調整等，

遑論其他繁重的行政義務；相對之下，長照人力平台業者則無須負擔相關法律義務，

導致其在服務市場中具備優勢競爭地位。

本文以為，依據優照護訴願案結果可知，主管機關認定是類平台營運模式事實上

已達長照服務經營者之程度，然而僅憑目前行政量能，欲管理龐大的自費市場仍力有

未逮，於是僅迂迴地以違反「長照廣告」規範加以裁處。然而，如此一來卻仍僅是迴

避「長照人力媒合平台是否應受長照服務規範架構涵蓋」之根本命題，終究無法規避

平台業者與居家服務長照機構間存在不公平競爭之矛盾與爭議，倘若持續採取放任態

度，則長久以往勢必將動搖長照服務體系之交易秩序。

（四）A單位個案管理球員兼裁判？（四）A單位個案管理球員兼裁判？
1. 實例說明 

長照2.0是以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目標，期望建構貼近失能者在居家或社區

73 對於平臺只是媒合功能之說法的反駁也呈現在訴願書略以：平臺對其簽約之照護
人員有進行審核、簽到退管理，並有權決定是否給付照護人員照護費用、單方逕
行取消照護人員資格等管理作為，且對各筆契約訂單金額多寡再抽取20%費用，
非單純預約媒合、代收代付收費服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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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體系，使長照需求者在熟悉的居家或社區環境中接受服務，以降低其社會隔離

感；為此2017年實施的長照2.0乃以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即俗稱的長照ABC為核心
概念，連結不同規模的長照服務提供者，架構連續性服務提供體系。其中，A單位作
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又稱為長照旗艦店，提供B、C單位督導和技術支援，依個案
多元照顧需求協調安排照顧資源，並定期進行服務品質管理追蹤，即時調整或修正照

顧服務計畫；B單位是複合型服務中心，專責提供各項長照服務，如居家服務、日間
照顧、家庭托顧、居家護理、喘息服務等，是實際提供長照服務之主力；C單位是巷
弄長照站負責提供社區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如具有量

能且符合照顧人力配置者，可再增加提供喘息服務。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會針對轄內ABC單位進行審查與核定，具體服務流程為
由A單位承接地方政府照管中心轉介的長照失能個案，並於接受派案後3天內進行家
訪，實地了解長照需求者及其家屬的照顧需求及居住環境，再依個案核定之給付額

度、問題清單，為失能者擬定照顧服務計畫(Care Plan)經照管中心照顧管理專員核定
後，連結該地區範圍內與其簽訂合作意向書的B單位提供長照服務，並定期進行服務
品質追蹤、受理服務資訊、申訴等事項，如下圖2。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社區整
體照顧服務體系行政須知」規定：「A單位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公平派案，以服
務使用者最佳利益為優先，派案時應給予個案充足的服務資訊、個案服務選擇意願優

先並考量欲派之B單位之量能予以派案，並公布派案情形，加強派案資訊透明化」74
。

另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彈性調整。 
A單位在長照2.0體系中扮演守門員角色，除被動接受地方政府派案之外，也需要

主動發掘社區潛在長照需求者，並進行社區資源盤點，以有效率地提供長照需求者最

適切的服務。大部分地方政府採取市場自由機制，由案主自行選擇A單位，但部分縣
市則依行政區域劃定主責A單位，長照需求人口較多的區域即由人力較充足或本身兼
具B或C的A單位負責承接75

，以醫療院所A單位為例，從出院準備到長照服務、居家
醫療，即可能形成「一條龍」服務模式，提升服務提供效率並縮短長照服務進入個案

家中所需時程。

A單位個案管理機制的設計是長照2.0服務體系順利運作的關鍵，當初長照2.0政
策創設A單位個案管理任務的原因，即是考量隨著人口老化與社會結構變遷雙重影響
下，長照需求者人數必將大幅增加，舊制下由地方政府照管中心主責照顧管理任務之

模式，已經無法負荷日漸增加的案量，因此將承接傳統照管中心個案管理任務釋出由

74 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108年6月12日修訂版，
5。

75 王美雯、張妏瑜，「從醫療實務者角度說明社區整體照護模式A單位執行之整合困
境與整合經驗」，長期照護雜誌，第24卷第2期，8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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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位協助執行，以作為解決方案。然而，將向來屬於公部門權力的個案管理與派案
權限交由私部門A單位行使，也招致許多批評，其中尤以A單位對於其自身設立的B、
C單位給予優惠待遇或提供派案和行政上諸多便宜為最；因應長照業界對於A單位的
諸多批判，主管機關頒訂「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注意事項及派案原則」，且A單位應
至少每二年接受評鑑一次，惟依據評鑑結果僅分為優良、合格及待觀察3類76

，欠缺實

質淘汰機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公告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

圖2　A單位服務流程

2. 爭點分析  
許多A單位本身另設有B單位，例如附設有居家服務單位的區域醫院申請擔任A

單位，在優先主責區域、時效及基本營運利潤成本等考量下，A單位在長照2.0服務市
場具備相當大的競爭優勢

77
。具體而言，首先是派案機制實際運作的道德危機，如派

案時優先將容易照顧的需求個案留給自身下設B單位，反之複雜或困難照顧個案則傾
向派給其他合作單位，在A單位設置服務單位以及其他與其簽署合作意向的服務單位
之間，有形成不公平競爭之疑慮。其次，由於A單位具有擬定與調整照顧服務計畫之
權限，為提升單位服務量以創造營收，可能會鼓勵服務使用者或其家屬將給付額度用

滿
78
，特別是無服務費用部分負擔的低收入戶個案，更無法透過使用者付費機制予以

76 衛生福利部公告「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評鑑作業程序參考範本」，108年5月2日
版。

77 王美雯、張妏瑜，同註75，86（2020）。
78 相同見解者可見聯合新聞網，「長照A個管師　陷2困境」，2021年3月1日，內文
指出：「許多A個管身分似乎又多了『業務』，因此撰寫個案服務計畫書時，『創
造單位最大利潤』成為最高原則，服務項目越多越好，設法將長照個案的『四包
錢』全都用完」，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284806 (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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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長久以往恐造成國家資源之浪費、危及長照服務體系的永續性。

（五）居家照顧服務員最低薪資保障與扭曲競爭（五）居家照顧服務員最低薪資保障與扭曲競爭

1. 實例概說  
在長照2.0之給付支付與特約機制下，服務項目及其內容與價額，均由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之，是可見其市場受到高度管制，參與長照2.0計畫之特約服務提供者無法透過
市場經濟自由定價反映服務成本，甚至其部分人力成本尚應符合主管機關所訂之高於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

衛生福利部107年4月30日衛部顧字第1071960579號函：「有關居家照顧服務員之
薪資等勞動條件，請督導轄內長照服務提供單位依說明事項辦理…雇主對於居家照顧

服務員之薪資待遇，應符合下列原則：(一)採月薪制之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每月最
低薪資應至少達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二)採時薪制之居家照顧服務員，每小時最
低薪資至少達200元，另轉場交通工時之每小時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140元)。(三)採
拆帳制居家照顧服務員，依全時人員換算每月所得，不得低於3萬2,000元；部分工時
之顧照顧服務員換算結果，不得低於第(二)點規定。…請輔導服務提供單位於6個月內
依上述說明調整薪資，嗣倘仍有服務提供單位未依特約契約規定給薪，可視情節輕重

據以終止特約或不予續約」。自從衛生福利部頒訂前開居服員薪資保障規定後，造成

不同類型長照機構間照顧服務員人力大量流向居家式機構之結果，社區式和住宿式長

照機構人力短缺情形漸趨嚴峻，導致部分長照機構與身心障礙機構陷入經營困境
79
。

2. 爭點分析
鑑於長照2.0以建構居家式、社區式長照服務為主之政策考量，主管機關陸續透

過提升服務價額、訂定特約單位聘僱居家照顧服務員最低薪資等方式，鼓勵服務提供

者投入居家服務資源、充實居家長照服務量能。然而，此種國家由上而下介入事業活

動，強制特約長照機構提供所僱居服員優於勞動基準法規範之薪資待遇之情形，不僅

提高居家服務單位的經營成本，同時也對其他類型機構的人力產生磁吸效應、加劇長

照人力流動，形成長照服務競爭市場之扭曲，可能造成限制競爭效果，長久以往恐不

利於長照服務體系之穩健發展和公平競爭體系之建置。

五、結論

隨著當代國家給付行政範圍不斷擴張，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的

極限逐漸顯露，加上高齡化浪潮帶來的人口結構變遷，傳統長照服務提供體系已無法

滿足人民需求。我國長照服務體系自2017年起導入部分競爭機制，期透過市場化提升
效率與服務品質，以滿足國人日益增加的多元長照需求，長照2.0推動迄今已逾計畫期
79 自由時報，「薪」情不佳 花蓮身障機構照服員紛離職，2021年5月11日，https://

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448031 (最終瀏覽日期: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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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一半，檢視其成果確實達到充實長照服務量能之效，惟於此同時長照服務市場競

爭在實務運作上也引發一些社會爭議，例如由於長照人力缺口始終未能填補，在市場

競爭機制下，長照機構間展開照顧服務員搶人大戰，部分服務單位也利用類似多層次

傳銷的商業經營模式，透過發放組織獎金來吸引照顧服務員加入，甚至造成長照服務

單位間的惡性競爭。其次，照顧勞動合作社因具備合作特質，而在長照服務競爭市場

中異軍崛起，然而政府透過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照特約架構高度介入特約單位之內部

經營關係，雖可達成保障長照人員勞動權益之政策目標，運作上卻導致排除特定服務

提供者參與競爭之機會，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進而可能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另長照人力媒合線上平台興起，因不受長照服務管制規範，使
其相較於合法立案長照機構具有競爭優勢，此外，長照A單位兼具需求評估者與服務
提供者身分，球員兼裁判的角色定位，無法全然排除服務提供者創造需求之疑慮，最

後，國家透過長照特約機制強制特約單位提供居服員高於勞動基準法規範之薪資介入

措施，皆有動搖長照服務市場交易秩序之潛在疑慮。

本文問題意識乃在於社會福利服務領域導入競爭機制最終誰獲益？社會福利服

務因涉及人民基本日常生活所需，且其需求者多為社會弱勢團體，因此社會福利領域

導入市場競爭機制之後，應定期檢視其成效並進行調整。本以為社會福利競爭市場的

成效可分為代表市場競爭指標的「效率」和「回應」，以及代表社會福利核心指標的

「選擇」和「公平」4項標準來加以評估。基此，政府採取高度介入管制以確保準市
場運作公平性，雖可能導致扭曲市場競爭之效果，惟在相當範圍內仍具其正當性，只

是應正視對於受到不利影響的市場提供者給予補償，以維護該產業市場機制之正常運

作。其次，鑑於社會福利市場化本質上有其限制，研究文獻指出，健康照護導入競爭

機制，對於服務品質的影響仍是一體兩面，即同時帶來好處與壞處
80
。為達成社會福

利服務市場開放競爭所欲達成的效率提升和回應多元需求目的，仍須以落實服務使用

者「選擇權」為前提。據此，政府應特別考量服務對象之脆弱性，如採取相關措施以

強化服務對象的選擇權，否則福利市場競爭化即可能造成弱者愈弱的不利後果。舉例

而言，福利服務導入市場競爭之後可能導致城鄉差距擴大，在原民和偏鄉地區可能出

現供給不足或寡占的危機；若無法採取適當措施限制此外部效應，則可能削弱社會福

利市場開放競爭之正當性，進而侵害社會福利體系的永續性。

社會福利屬於國家給付行政，乃人民社會基本權之具體展現，觀察我國近年社會

基本權演進軌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2018年作成第766號大法官解釋，首次宣告受
到財產權保障的社會保險給付請求權，若兼受生存權保障則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學

者主張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擺脫「授益性法規應尊重立法裁量」之思考上套索，則對

80 The Health Foundation, “Evidence scan: Competition in healthcare”, Evidence Centre on 
behalf of the Health Foundation,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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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給付請求權的違憲審查也將順勢開展，縱使在此脈絡下，生存權只是微妙地扮演提

升審查密度的角色
81
；並進一步主張在具備「基礎生存所需之維護」、「對權力分立

無重大影響」，以及「無明顯財政資源重新配置需要」3項要件下，司法應積極對人
民之基本權主張有所回應

82
，換言之，關乎人民基礎生存所需之給付行政，亦應接受

司法審查，具體而言就資源分配、資格限制或管制措施等行政行為，進行在目的性、

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則等檢驗。基此，社會福利服務開放競爭，同時應兼顧長照服務交

易市場之穩定性，並輔導傳統福利服務提供者適應市場競爭體制，以協助其儘速適應

市場競爭機制，並降低對於長照服務需求者社會基本權利之影響。

81 蔡維音，「社會基本權之釋義學重構」，成大法學，第41期，40-41（2021）。
82 蔡維音，同前註，4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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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10-year long-term care 2.0 plan in 2017, and made the 
long-term care services system open to various providers. Subsequently, in order to attract 
services providers to join public long-term care 2.0 plan,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 the long-
term care service providers contract system which enables various providers to execute 
contracts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After these years, there is an obvious growth of both the 
quantity of providers and long-term care service coverage in Taiwan. However, here are som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competitive quasi-market at the same time, and also introduce some 
legal disputes. For example, some providers use methods similar to multi-level marketing 
practices to recruit home services caregivers. Besides, some Pseudo-cooperatives appear 
which undermine principles of cooperatives, infringe worker’s rights and caused low quality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Such cases in practice not only go into legal grey zone but also 
undermine the sustainability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 system in Taiwa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the legal issues, trying to analyze 
related issues interweave with the social welfare service competitive market and the fair trade 
Act. At last, this article will giv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long-term care quasi-market 
regulations of Taiwan .

Keywords: Long-Term Care,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marketisation, unfair competition, 
multilevel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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