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政府 107 年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附件
彰化縣辦理交通接送服務實施計畫
壹、目的
為協助失能程度 4 級以上之失能者的家人與照顧者，引進民間部門參與交通服務，
滿足本縣失能程度 4 級以上失能者之交通接送服務需求，減輕家庭照顧負擔，以
維護其行的權益。
貳、實施日期
依契約核定公文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参、依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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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衛生福利部 107 年度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政策性獎助經費申請作業規定暨獎
助項目及基準。
三、老人福利法第 18 條。
四、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 條。
肆、服務對象
一、65 歲以上老人，經本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程度 4 級以上失能者。
二、55 至 64 歲之山地原住民，經本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程度 4 級以
上失能者。
三、50 至 64 歲之身心障礙者，經本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程度 4 級以
上失能者。
若 107 年度衛生福利部另有規定服務對象，則改依中央規定給予補助。
伍、交通接送單位特約資格
一、醫事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二、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四、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小客車
租賃業。
五、服務特約單位以上為限，本局獎助之經費，不得獎助老人福利法第三十六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三條所定未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機構。
六、本局會依服務量能及中央經費核定於增減特約單位。
陸、辦理方式以特約方式辦理：
一、特約單位應檢具公版計畫書(營運計畫書、經費概算表及相關附件)。
二、前項營運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單位名稱、服務計畫名稱、服務區域、服務對
象、服務內容、服務目標、組織架構及人力配置、自我監督及服務品質機
制、預期效益等資訊。
三、前項經費概算表內容應包含補助金額、成本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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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接送服務提供須知
一、服務區域：
(ㄧ)全彰化縣市
(二)為能提供服務使用者完善之服務，需配合本局指派支援其他地區。
(三)特約單位於日後服務時，若因服務使用者要求，經本局同意，得可跨服
務區域提供服務。
二、特約單位之服務項目：
(ㄧ)醫事機構、醫療法人：僅提供該醫療院所之就醫服務。
(二)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
法人、社會(福利)團體、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計程車
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提供以下交通服務：
(1)就醫服務。
(2)社區醫護服務。
(3)社區復健服務。
三、服務時間：
(ㄧ)以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可依各特約單位規劃服務時間須向本局
備查，須不違反勞基法為原則。
(二)如遇颱風等特殊狀況，經縣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或上課時得停駛。
四、服務方式：秉持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接送服務使用者預約申請用車。
(ㄧ)預約訂車及查詢服務時間：每日時段為 8 時 30 分起至 17 時止。
(二)預約方式：以電話至特約單位預約訂車。
(三)交通接送車輛應準時抵達乘客乘車地點等候。
(四)特約單位之車輛抵達預定乘車地點，預約時間逾 10 分鐘，服務使用者
仍未抵達約定地點，駕駛員需以電話聯絡服務使用者，確認用車意願，
並回報特約單位營運中心，決定服務提供與否。
(五)接送過程中除應協助服務使用者上下車，駕駛員並應確實遵守交通安全，
為服務使用者繫上安全帶及輪椅固定帶，以維護服務使用者安全。
五、人員配置：特約單位應配置駕駛員，並提供人員辦理行政、督導及管理業
務。特約單位聘僱駕駛員及行政人員，須先函報人員學經歷資料送本局核
備，若有異動時亦同。若特約單位聘用人員之資格未符合規定者，本局將
不予給付人員薪資費用。
六、特約單位於派車服務 2 日前妥善完成預約行程之排訂，並通知訂車服務使
用者，預約之服務使用者資料須確實登錄造冊、建檔管理，應依派車原則
及秉持公平、公開方式辦理服務，不得有差別待遇及無故拒載之情事。
七、注意事項：
(ㄧ)同時使用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日間照顧中心、家庭托顧、喘息服務、
定點沐浴服務、長照相弄站)，無法申請本項補助。
(二)搭乘本項交通接送服務專車之服務使用者必須有陪同者。
2

八、載客趟數每輛車每月平均量應高於 85 趟(含)，不足者，其年度營運費用得
依比例酌減(詳細內容請詳閱第玖點)。
九、支付標準：
補助對象

補助比率

補助金額

自付金額

低收入戶

100%

230 元

0元

中低收入戶

91%

210 元

20 元

一

73%

168 元

62 元

般 戶

備註︰1.交通費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4 次（來回 8 趟），每趟最高 230 元。
2.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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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需要等級、長照服務給付額度及部分負擔比率。
3.照顧組合及編碼：交通服務 DA01，僅提供往(返)居家至醫療院所就醫(含復健)之交通接
送 1 趟。

捌、派案原則：長照服務使用者得自行選定特約單位提供服務，並由照管中心或社
區整合性服務中心照會至所擇定之特約單位，最後為長照申請書之
轉介單位。
玖、政策性獎助經費補助原則
一、經費支付標準及項目(覈實核銷)

營
運
費

車輛費用

用
(每輛每年最高
以 75 萬元計)

人事費

業務費

1.車輛用油。(詳備註)
2.維修保養。(詳備註)
3.保險費。
4.稅費。
5.監理費用。
6.修改或增加車輛設施費
7.車輛停車場或執勤中所需之停車費
1.行政人員薪資與年終獎金。
2.駕駛人員薪資與年終獎金。(詳備註)
3.駕駛人員訓練費用。
含辦公室租金、辦公物品及水電、電話費、瓦斯等事務
費。

租
金
(每輛新車含 GPS 最高以 含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2010 年以後出廠每年最高補助 19 萬元。
19 萬元計)

備

註

車
輛
用
油
車 輛 維
修 保 養

執勤中所需車輛用油每公里補助新臺幣 4 元整。
需附維修保養明細表。

僅醫療機構、醫療法人、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
駕駛人員
礙福利機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申
薪資/年終
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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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補助時，載客趟數每月平均量應高於 85 趟(含)或 2,000 總公里數
(含)，不足者，其營運費用得依以下比例酌減：
1.達成率 91%-100%營運費全額補助(覈實核銷)
2.達成率 81%-90%營運費補助 95%。
3.達成率 71%-80%營運費補助 90%。
4.達成率 61%-70%營運費補助 85%。
5.達成率 60%(含)營運費依車趟比例補助。
不得納入補助經費申請部分如下：
（一）涉及人員資遣及退休時之費用，及契約期限屆滿或消滅後車輛與相
關設備處理等費用負擔。
（二）勞資爭議之責任及相關事項處理所需費用。
（三）因違反有關法令，應繳納罰鍰所需費用。
（四）因肇事致人死、傷或其他損害及車輛損失，所需賠償、維修、保險
費用及處理事項。
（五）職工福利。
（六）人事廣告費用。
（七）員工制服購置費用。
（八）使用者滿意度調查費用。
（九）其他非屬經費支付標準及項目事項。

為實際支付經費依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金額及實際提供服務之金額為準，並俟衛生
福利部補助款撥入後付款。
拾、服務紀錄
一、特約單位每月 5 日前將服務紀錄登打至「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
次月 5 日照管中心將進行服務紀錄鎖定，屆時服務紀錄將無法修正。
二、每月請款資料，應與「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相關照會與核銷
紀錄資料一致。
三、特約單位應配合中央政策接受「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教育訓
練，並遵守操作規定。
拾壹、服務品質監測
ㄧ、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時，特約單位應核對使用者身分證明文件，其有冒名接
受服務時，應拒絕提供服務；其身分變更時，應通知本局。
二、特約單位提供服務事後應完成服務紀錄，並應依法保存。
三、服務品質抽審：特約單位應接受本局不定期以電話抽樣訪問個案或家屬有關
接受服務之概況、服務次數、服務日期和滿意度，檢視是否與特約單位之申
報文件相互符合。
四、本局定期或不定期針對特約單位，以抽查方式考核其實際執行情形。
五、特約單位緊急事故救援標準處理程序（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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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約單位針對車輛故障、車輛肇事及乘客車上意外等事故發生，需即時
啟動緊急事故救援標準處理程序(如下列二、三)並通知本局，使事故的
處理及善後能達到圓滿和解為處理最高原則。
(二)車輛損害，無人員傷亡之情況：
1.應擺置三角架警示標誌。
2.報警。
3.聯繫本局調派接替車輛。
4.現場狀況排除。
5.拖吊車輛至維修廠維修/自行駛至維修廠維修。
(三)有人員傷亡之情況：
1.通報警方/救護車。
2.就近送至醫院或協助由救護車送至醫院。
3.協助警方保留現場。
4.慰問傷患及聯絡家屬。
5.通知保險人員到場處理。
6.處理事件相關事宜。
六、聯繫會議及臨時會議：特約單位應配合本局通知，派員出席相關教育訓練或
長照相關聯繫會議。
七、特約單位訪查輔導：本局對於交通服務辦理情形得不定時進行訪查輔導，本
年度訪查結果，將列入明年度計畫及契約參酌。
八、針對使用長期照護服務之個案，必要時特約單位應配合本局各項長期照護資
源盤點或服務執行調查，填寫個案使用服務概況，俾利分析統計。
九、特約單位對個案提供服務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ㄧ)遺棄、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法限制個案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
益之行為。
(二)侵害個案及其家屬隱私權。
(三)因個案之性別、出生地、種族、宗教、教育、職業、婚姻狀況、生理狀
況而為歧視或不公平待遇。
(四)向個案推銷、販售、借貸及不當金錢往來之行為。
(五)假借廣告名義，行招攬服務。
(六)巧立名目向民眾收取費用。凡參與本項計畫之單位與人員，不得借此服
務向個案、家屬介紹或推銷購買相關保健產品、藥物、保險…，經查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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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立即終止合約。
十、保密原則：服務提供者對個案資料有保密之義務，非經個案本人或法定代理
人或機關同意，不得將之提供第 3 人或對外公開。
十一、特約單位退場機制：交通接送服務之乙方，自服務日起，應達到以下服務
量能，若無法達成，甲方以書面通知終止契約及補助。
(一)1 到 3 個月每月平均載客車趟數須達到 25 趟以上或服務總里程數 600
公里以上。
(二)4 到 6 個月每月平均載客車趟數須達到 42 趟以上或服務總里程數
1,000 公里以上。
拾貳、服務費用申請程序：
一、服務單位應於每月 10 日下午 5 點前，檢具下列文件函送至本局，俾利辦理
費用申報及經費撥付，遇假日順延至次一辦公日。
(ㄧ)契約書影本(需核章)，但申報前一個月曾有申報紀錄者，免附。
(二)領款收據，須註明受款金融機構全銜、撥款戶名及帳號。(附件 1)
(三)長照服務提供者服務費用申報總表。(附件 2)
(四)服務費用項目清冊。(附件 3)
(五)服務紀錄表(正本)存查。
(六)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支出憑證自我檢查表。(附件 5)
(七)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附件 6)。
(八)補助經費切結書(附件 7)。
(九)接受彰化縣政府補（捐）助經費明細表(附件 8)。
(十)補助經費明細表(附件 9)。
(十一)執行概況考核表(附件 10)。
(十二)黏貼憑證用紙(附件 11)。
(十三)員工薪資印領清冊(須附勞健保證明或切結書) (附件 12)。
(十四)其他費用補助之統一發票或收據(附件 13)。
(十五)履約結束後 15 日內檢附成果報告(含服務提供內容、服務成效、成本
效益評估及照片)2 份。
二、本局將比對資訊平臺內「服務費用明細表」與特約單位提供之「服務紀錄表」
，
資料無誤即辦理費用核付事宜，不符合之資料另通知改正，待確認資料無誤
後，始受理申報事宜。
拾肆、服務單位核銷時應注意事項
一、於每月請領款項時，應提出統一發票，無統一發票者應提出收據。
二、涉及個人所得部分，每年請依法辦理扣繳作業。
三、發票(感熱紙)請註明統一編號、車牌號碼，並複印需蓋上職章或小章。
四、收據及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須蓋統一發票專用章、公司負責人章。
五、黏貼憑證之收據以 10 張為原則。
六、收據之品名、規格、單價、總價請詳實填寫，若發票或收據無詳列，請自行
製作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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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其他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應設置必要之設施設備︰
(一)服務單位提供服務之車輛︰
1.車輛應置有輪椅升降機或車輛內置斜坡板、輪椅固定器、滅火器、急
救設備等。
2.車齡須限於 8 年內，並定期維修保養及清潔維護。
3.車輛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車輛第三人責任險、乘客責任險及車
輛各項保險。
4.車輛應符合相關監理法規規定。
(二)服務單位提供服務之辦公處所，處所須符合建築、消防等相關法規。
(三)服務單位接受補助辦公室租金者，須檢附租賃契約 2 份，供本局存查。
(四)服務單位應提供服務申訴電話及傳真機等通訊設備，對於所有服務申訴
問題都能適當處理及記錄。
(五)其他經本局指定應設置之設施設備。
二、應置綜合督導服務業務執行及管理人員。
三、提供交通服務之駕駛員應具有職業駕駛執照及心肺復甦術(CPR)證書，並應
每年受訓取得心肺復甦術(CPR)證書，且須身心健康並無不良嗜好。
四、應建立駕駛員進用及管理機制。
五、應依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人員訓練、設施維
護及緊急狀況處理。
六、每次出車應列冊記錄控管，並將日報及週報通報本局。
七、應建立服務控管及查核機制。
八、特約單位未經本局同意不得另訂收費方式，不得加額收費。
九、國家發生重大災害時，應優先配合政府救災政策，提供人車協助災區之身心
障礙市民疏運至安全地區或緊急送醫。
十、其他經本局指定應辦理之事項。
拾陸、附則
一、申請補助相關程序及本須知未規定事項準用衛生福利部 107 年度長照服務發
展基金政策性獎助經費申請作業規定暨獎助項目及基準。
二、本案經費係屬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負擔者，應俟衛生福利部款項撥入縣
庫後使得撥付服務單位。
三、本須知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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