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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9年度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C級巷弄長照站申請書 

一、 單位基本資料 

□既有 C級單位  □109年新申請單位 

單位性質：□108年 12月 31日以前辦理巷弄長照站單位 
          □醫事機構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申請單位名稱  

負責人職稱  負責人姓名  

承辦人  連絡電話/手機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公文寄送地址) 

 

C據點地址  

二、申請開放時段：（3個小時為 1個時段） 

星期 

服務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開放時段       

不列計時段 中午共餐時間 

下午開放時段       

三、預期效益 

服務項目 預計服務人次 

1.辦理共餐服務 共計＿＿＿人/月，＿＿＿人次/月 

2.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共計＿  ＿期/年，       人數/期，         人次/月 

◎方案類別：肌力訓練：____期、其他方案：____期 

◎肌力訓練服務時間：每週___上午下午晚上___時___分~___時___分 (2 小時) 

※建議開辦期數：2-5 個時段：至少 1 期、6-9 個時段：1-3 期、10 個時段：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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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懷訪視 共計＿＿＿人/月，＿＿＿人次/月 

4.電話問安 共計＿＿＿人/月，＿＿＿人次/月 

四、經費概算表：計畫執行期間：109年   月   日至 109年   月  日 

經費概算表（經常門） 

項目 單位 申請衛生福利部獎助經費 備註 

數量 單價 合計 

C級巷弄長

照站獎助費 

(A) 

 

月 

   申請單位免自籌 

2-5時段：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 2萬元 

6-9時段：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 4萬元 

10時段：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 6萬元 

A. 未申請據點人力加值費用之單位，每

月獎助業務費新臺幣 6萬元。 

B. 申請據點人力加值費用之單位，每月

獎助業務費新臺幣 6萬 6千元。 

志工相關費

用(B) 
年 

   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 3萬元 

獎助項目：志工保險、誤餐費、背心 

據點人力加

值費用 

(C) 

月 

   每週至少開放十個時段，並辦理供餐及

健康促進服務之據點始得申請本項目經

費。獎助社工人員或照顧服務員一名。 

A.照服員：33,000元/月 

B.社工人員： 34,916元/月 

(最高請領 13.5個月) 

預防及延緩

失能照護計

畫費用(D) 

期 

   每期（十二週，每週一次，每次二小時）

支付額度上限為新臺幣三萬六千元。最

高補助三期。 

 

類別 項目 物品購買經費 備註 

單位 數量 單價 合計 

開辦或充實設施

設備費 

 (未滿 1萬元或

使用年限未滿 2

年物品)(E) 

          申請單位免自籌 

新設立之單位開辦設

施設備費最高獎助新

臺幣 10 萬元(含物品

及財產) 

     

     

經常門總計(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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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概算表 ( 資本門 ) 

類別 項目 財產購買經費 備註 

單位 數量 單價 合計 

開辦或充實設施

設備費 

 

(財產) 

          申請單位免自籌 

新設立之單位開辦設

施設備費最高獎助新

臺幣 10 萬元(含物品

及財產) 
     

資本門總計 0   

 

總計(經常門+資本門)：_________________元 

 

單位名稱： 

（請加蓋機關印章） 

 

 

 

負責人： 

（請加蓋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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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場地照片：（包含場地空間、出入口、扶手等…）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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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場地規範： 

1、 空間樓層（不得位於地下樓層，若為 2樓以上者，需備有電梯）：   樓 

2、 設有電梯設備：□是、□否 

3、 設有無障礙出入口：□是、□否 

4、 廁所設有扶手、防滑措施等設備：□是、□否 

5、 設有簡易廚房或備餐場地：□是、□否 

6、 配置 2具以上滅火器：□是、□否 

7、 裝置緊急照明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住宅用火災警：□是、□否 

8、 服務場地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是、□否 

 

備註： 

 本案獎助設施設備費項目及獎助金額上限參考原則：血壓計 2,500 元/

臺、隧道式血壓計 8,500元/臺、血糖測試機 2,000 元/臺、輪椅 3,700

元/臺、額溫槍 2,000 元/個、耳溫槍 2,000 元/個、體脂計 2,000 元/

個、體重計 1,000 元/個、電視機 18,000 元/臺、數位相機 8,000 元/

臺、手提音響 2,500 元/臺、卡拉 ok 組 50,000 元/組、跑步機 18,000

元/臺、健身車 9,000 元/臺、DVD 光碟機 2,500 元/臺、茶車組 4,000

元/組、槌球設備組 4,000元/組、休閒桌椅組 4,000 元/組、電腦 30,000

元/組、電腦桌 1,500 元/張、電腦椅 1,200 元/張、印表機 5,000 元/

臺、傳真機 5,000 元/臺、多功能事務機 6,000 元/臺、會議桌 6,200

元/張、會議椅 1,500 元/張、公文櫃 2,800 元/架、長條桌 3,000 元/

張、折疊椅 200 元/張、椅子 200 元/張、辦公桌 3,000 元/張、辦公椅

1,200元/張、電話機 1,000元/臺、開飲機 2,500元/臺、飲水機 16,000

元/臺、冷氣機 20,000 元/臺、電冰箱 15,000 元/臺，倘獎助項目非屬

上開列舉項目，請依本核定表所列核准獎助項目及金額為準。 

 本案 C級巷弄長照站獎助項目：水(電)費、電話費(市內電話)、講師鐘

點費、食材費(含團膳)、臨時工資(時薪以每天 6小時為限，最高獎助

20天，每月限 2名)、租金(每月最高獎助 1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