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政府 109年度居家服務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一、 結合社會資源及民間單位共同推動居家服務，協助因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

需他人協助之居家失能者得到所需之持續性照顧。 

二、 落實「福利社區化」政策，於社區設置居家服務中心，整合社區各項福利資源

網絡。 

三、 促進中高齡民眾就業，讓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的民眾，可以在社區中從事居家

服務，增加家庭收入，減少外籍看護，推動照顧服務福利與產業。 

 

貳、 實施日期： 

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參、 依據：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特約簽訂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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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

支付基準。 

 

肆、 服務對象： 

長照服務請領資格應為長照需要等級第2級（含）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65歲以上老人。 

二、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三、 55-64歲原住民。 

四、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請領居家服務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給付： 

一、 接受機構收容安置。 

二、 已僱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個案。 

三、 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者 

 

 



伍、 居家服務提供者特約資格： 

一、 居家長照機構。 

二、 設有居家式服務之綜合長照機構。 

 

陸、 居家服務給付及支付標準： 

一、 居家服務給付額度及部分負擔比率表： 

失能等級分為 2~8級，每月給付額度為 10,020元~36,180元，其給付額度

包含「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補助額度依家庭經濟狀況區分為三類，低

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負擔；中低收入戶由政府補助 95%，民眾負擔 5%；一般戶由

政府補助 84%，民眾負擔 16%。 

長照需求等級 

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月)適用 B、C碼 

給付額度(元) 
部分負擔比率 (%)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一般戶 

第 2級 10,020 

0 5 16 

第 3級 15,460 

第 4級 18,580 

第 5級 24,100 

第 6級 28,070 

第 7級 32,090 

第 8級 36,180 

 

二、 政策性鼓勵服務費用(A碼)：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AA03 

照顧服務

員配合專

業服務 

1. 內容包括：照顧服務員至少 1 次，於專業服務提供者提

供專業服務時同行及學習，並參與或協助執行長照需要

者專業服務計畫。 

2. 長照需要者須被核定給付專業服務。 

3. 照顧服務員須執行與該專業服務相關之照顧服務，並完

600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整參與長照需要者專業服務照顧組合後申請。 

4.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AA04 

於臨終日

提供服務

加計 

1. 內容：於長照需要者臨終日或前 1 日或後 1 日提供居家

服務（BA 碼照顧組合），得加計。 

2. 本組合只限申請 1 次。 

3.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1,200 

AA05 

照顧困難

之服務加

計 

1.內容：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於提供服務時加計費用，

並每日以一次為限： 

(1)長照需要者曾有抗拒照顧或有攻擊行為。 

(2)長照需要者罹患之疾病具有傳染性(疥瘡、肺結核、梅

毒)，增加照顧困難度。 

(3)長照需要者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慢性精神病

患者、自閉症者、智能障礙者及失智症者，增加照顧困難度。 

(4)50 歲以上經確診之失智症者。 

(5)經長照需要等級評定為第 5 級以上，且為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手冊之、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植物人及罕見疾

病患者，增加照顧困難度。 

(6) 長照需要者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且證明中 ICD 

診斷碼註記（腦性麻痺患者：G80；脊髓損傷者：S14、S24、

S34）、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或經醫療機構開

立診斷證明書之腦性麻痺患者及脊髓損傷者，增加照顧困難

度。 

2.本組合以日為加計單位。 

3.本組合限提供照顧服務(BA16 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除

外)及專業服務、喘息服務加計。 

4.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200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AA06 
身體照顧

困難加計 

1. 內容：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於提供服務時加計費

用，並每日以一次為限： 

(1) 對有管路（或傷口、燒燙傷），或移位困難且體重

超過 70 公斤需協助之長照需要者提供 BA01 或

BA07 照顧組合。 

(2) 對 ADL 移位或上下樓梯屬完全依賴提供 BA12 

照顧組合，或需 2 名以上照顧服務員同時提供服

務才能完成 BA12 照顧組合。 

(3) 對 ADL 移位屬可自行坐起，但離床需協助，且體

重大於 70 公斤提供 BA12 照顧組合。 

(4) 對 12 歲以下(含)之長照需要者提供 BA01、BA02 

或 BA07 照顧組合。 

2. 本組合以日為加計單位。 

3.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200 

AA07 

家庭照顧

功能微弱

之服務加

計 

1. 內容：對長照需要等級評定第 4 級以上，且家庭照顧者

為年齡超過 75 歲或領有身心障礙者證明（手冊）或獨

居之長照需要者到宅提供 BA01、BA02、BA03、BA04、

BA06、BA07、BA08、BA10、BA11、BA12 及 BA14

照顧組合時加計。 

2. 本組合以每月為加計單位，每月申請 1 次。 

3.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760 

AA08 晚間服務 

1. 於晚間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晚上 8 點至晚上 12 點）

時加計。 

2. 1 日為 1 給（支）付單位。 

3. 同日 AA08 及 AA09 不得同時申請。 

4.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385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AA09 
例假日服

務 

1. 於週六、週日或國定假日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喘息服

務時加計。 

2. 1 日為 1 給（支）付單位。 

3. 同日 AA08 及 AA09 不得同時申請。 

4.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770 

AA10 
夜間緊急

服務 

1. 於晚上 12 點至隔日 6 點緊急提供非照顧計畫既定之照

顧及專業服務加計。 

2. 1 日為 1 給（支）付單位。 

1,000 

AA11 

照顧服務

員進階訓

練 

1.內容：照顧服務人員針對以下對象提供 BA01、BA02、

BA04、BA05、BA07、BA13、BA18、BA20、BA23、BA24、 

BB01~ BB14 及 BC01~ BC14 照顧組合時加計： 

(1) 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慢性精神病患者、自閉

症者、智能障礙者、失智症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

植物人及罕見疾病患者。 

(2) 對 50 歲以上經確診之失智症者。 

(3) 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且證明中 ICD 診斷碼註

記（腦性麻痺患者：G80；脊髓損傷者：S14、S24、S34）、

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或經醫療機構開立診

斷證明書之腦性麻痺患者及脊髓損傷者。 

2.本組合服務失智症者之照顧服務人員應完成失智症訓練

課程；服務本組合其他身心障礙者(不含失智症者)之照顧 

服務人員應取得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附件二社區

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表所訂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訓練證明。 

3. 本組合以日為加計單位，每一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

冊）之長照需要者，每日只限申請 1 次，但於居家式、

社區式長照服務機構得分別計算。 

4.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須訂定本項申報費用回饋完訓照顧服

50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務員之獎勵機制。 

5. 本組合不扣「個人額度」。 

 

三、 居家服務照顧組合費用(B碼)：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BA01 
基本身體

清潔 

1. 依長照需要者之身體清潔需要完成以下項目：梳頭修

面、穿脫衣服、床上擦澡、床上洗頭、排泄物清理(含當

次更換尿片、倒尿袋等)。 

2. 床上洗頭及排泄物清理，若個案無需求得不執行。 

3. 本組合服務原則以 1 日使用 1 組合； 必要時得早晚各

使用 1 組合，且執行 BA01 之同一時段，不可併同申

報 BA07 及 BA23。 

260 

BA02 
基本日常

照顧 

1. 依長照需要者之需要進行基本日常生活協助，例如：協

助翻身、移位、上下床、坐下/離座、刷牙洗臉、穿脫衣

服、如廁、更換尿片或衛生棉、倒尿桶、清洗便桶、造

廔袋清理、清洗臉及/或手、刮鬍子、修剪指（趾）甲、

協助用藥、服藥、整理床(及更換床單) 、會陰沖洗(無使

用身體清潔)等。 

2. 第 1 點未列項目而屬基本日常照顧， 得經照管中心同

意後比照列入。 

3. 本組合以每 30 分鐘為 1 給(支)付單位，1 日限使用 3 

小時。 

4. 除 BA22 巡視服務外，本組合不得與其他組合併用。 

195 

BA03 
測量生命

徵象 

1. 內容包括：長照需要者因疾病需要須進行之監測 

(1) 測量長照需要者之血壓、體溫、脈搏及呼吸。 

(2) 記錄及異常時轉知家屬及個管員(或照顧管理專員)。 

35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2.本組合係為配合長照需要者生理狀況且獨立於其他服務

所提供的服務，若屬於服務提供前後的觀察，則不適用。例

如，為了解長照需要者是否合適當下沐浴，於沐浴前測量血

壓，本組合即不適用。 

BA04 

協助進食

或管灌餵

食 

1.內容包括：進食環境（含長照需要者安置）準備、加熱飯

菜、餐具準備、協助餵食（或灌食）、觀察進食的量及反應，

提供受照顧者及家屬有關協助進食或管灌餵食的諮詢和討

論，以及善後等。 

2.對於個案或家庭照顧者給予指導、鼓勵或參與式照顧，以

維持或提升個案自我照顧潛能。 

3.本組合 1 餐為 1 組合。 

130 

BA05 餐食照顧 

1. 餐食照顧，下列任 1 組合： 

(1) 在案家備餐、備餐後用具及餐具善後工作及清潔，

備餐 1 次為 1 組合。 

(2) 在案家準備 1 日所需之管灌飲食及善後工作及清

潔。1 日使用 1 組合。 

2. 單純之加熱飯菜、非自製食物（如管灌食品、牛奶等）

之管灌食物屬於 BA04。 

3. 同住之長照需要者共同使用此項照顧組合時，僅擇一長

照需要者扣其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及部分負擔。 

 

310 

BA07 
協助沐浴

及洗頭 

1.依長照需要者之身體清潔需要完成以下項目：協助或引導

至浴間、穿脫衣服、全身淋浴、坐浴或盆浴、洗頭、排泄物

清理(含當次更換尿 片、倒尿袋)、浴間之事前準備及事後

清理。 

2.洗頭及排泄物清理，若個案無須求得不執行。 

3.對於個案或家庭照顧者給予指導、鼓勵或參與式照顧，以

325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維持或提升個案自我照顧潛能。 

4.本組合係指於浴間（或類似之場所執行之項目，若屬於床

上擦澡，則屬於編號 BA01；床上沐浴或原床泡澡比照列入

本組合。 

5.本組合已包含 BA01「基本(簡單)身體清潔」、BA23「協

助洗頭」之內容，同一時段不可併同申報 BA01 及 BA23。 

BA08 足部照護 

1. 內容包括： 

(1) 評估趾甲及足部皮膚。 

(2) 趾甲及其周圍修剪、足部長繭處之處理、足部按摩及

保養。 

(3) 轉介必要之醫療處置。 

(4) 紀錄。 

2.本組合服務應由完成衛生福利部認可訓練之人員提供。 

3.若屬於日常指（趾）甲修剪，則屬於編號 BA02。 

500 

BA09 

到宅沐浴

車服務--第

1 型 

1.內容包括：利用專用車輛，攜帶行動浴槽至案家，進行沐

浴前評估及提供全身式沐浴，包含架設沐浴裝置、協助服務

使用者身體清潔、穿換衣服、移位、維護服務使用者安全及

使用後之清理等。 

2.本組合至少須由 3 位長照人員所組成的團隊提供服務。 

3.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家庭，可使用本項服務，不受第一

節給付第五點限用於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限制，惟其給付額

度仍僅給付失能者「照顧及專業 

服務額度」之 30%。 

2,200 

BA09a 

到宅沐浴

車服務--第

2 型 

1.經照顧管理專員評估有留置管路(包含：氣切、鼻胃管、

胃造廔口、導尿管、膀胱造廔口、結腸造廔口)、使用呼吸

器以及燒燙傷和三級傷口，需協助之長照需要者，得使用本

組合。 

2,500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2.內容包括： 

(1)利用專用車輛，攜帶行動浴槽至案家，進行沐浴前評估

及提供全身式沐浴，包含架設沐浴裝置、協助服務使用者身

體清潔、穿換衣服、移位、維護服務使用者安全及使用後之

清理等。 

(2)由護理人員做沐浴前後生命徵象評估、身體評估、傷口

評估和護理以及衛教指導，包含：沐浴前後三管(氣切、鼻

胃管、導尿管)護理、緊急狀況處理和指揮，並針對主要照

顧者依個案疾病做相關性衛教和指導。 

3.本組合至少須由 1 位護理人員及 2 位長照人員所組成

的團隊提供服務。 

4.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家庭，可使用本項服務，不受第一

節給付第五點限用於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限制，惟其給付額

度仍僅給付失能者「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之 30%。 

BA10 翻身拍背 

1. 內容包括：扣背、震顫、翻身，及相關照顧指導(依本部

所訂指引執行)。 

2. 本組合完整實施 1 次為 1 給（支）付單位。 

155 

BA11 
肢體關節

活動 

1. 內容包括：上肢、下肢被動運動，或督促長照需要者進行

主動運動或站立練習(依本部所訂指引執行)。 

2.本組合完整實施 1 次為 1 給（支）付單位。 

195 

BA12 
協助上(下)

樓梯 

1. 內容包括：協助上或下樓梯、協助輪椅搬運上或下樓梯，

樓梯數為一層樓以上（含）者。範圍包含長照需要者住

家內及 2 樓以上之家門口至 1 樓。 

2. 本組合限問題清單顯示「移位問題」或「上下樓梯問題」

者。 

3. 不適用於使用電梯、爬梯機、樓梯升降椅者。 

130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BA13 陪同外出 

1. 內容包括：外出工具之安排、陪同外出，及注意安全，以

每 30 分鐘為 1 給（支）付單位。 

2. 外出目的包括：購物、社交活動、辦理事務、參與宗教活

動、用餐、散步、上下學、定期式復健或洗腎、運動等。 

3. 本組合金額不包括外出之交通工具；若符合 BA12 之給

付條件，則本組合與 BA12 併同使用。 

 

195 

BA14 陪同就醫 

1.內容包括：協助掛號（含預約）、長照需要者準備、陪同

就診、聽取及轉知醫囑與注意事項。 

2.本組合價格不包括長照需要者及陪同之照顧服務員之就

醫交通工具費用。 

3.本組合不適用定期式復健或洗腎。 

4.本組合以陪同長照需要者就醫為主，陪同時間自案家出門

起算 1.5 小時內，適用本組合。超過 1.5 小時，得依實際

陪同就醫時數使用 BA13。 

685 

BA15 家務協助 

1.內容包括：依長照需要者是否獨居分為 2 種，並以 30 分

鐘為 1 支付單位。 

(1) 獨居之長照需要者：居家生活空間的清理或洗滌、衣物

洗滌及晾曬烘乾(含至自助洗衣店洗衣)、熨燙、衣物簡單縫

補等家事服務。 

(2) 非獨居之長照需要者：睡眠及主要居家生活空間之清理

或洗滌、衣物洗滌及晾曬烘乾(含至自助洗衣店洗衣)、熨

燙、衣物簡單縫補等家事服務。 

2.清理洗滌方式包含吸塵/濕式清洗，沖洗/除塵等，非大掃

除。 

3.上述非獨居之長照需要者家務協助須為長照需要者本身

所需，若係長照需 要者與家人共用之區域，則本項組合 之

195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金額僅支付 50％，另外 50％須由長照需要者負擔支付。 

4.本組合所稱之獨居者定義如下： 

(1)長照需要者自己一人居住。 

(2)長照需要者與家人同住，每名家人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A.年齡未滿 18 歲。 

B.年齡 18 歲以上未滿 65 歲，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

冊)。 

C.年齡 18 歲以上未滿 65 歲，且長照需要等級為 2 至 8 

級。 

D.年齡 65 歲以上。 

E.50 歲以上經確診之失智症者。 

5.長照需要者使用之臥室及浴室，不論是否有與家人共用，

均不屬於共用區域。 

6.同住之長照需要者共同此項照顧組合時，若住同一臥室，

僅擇一長照需要者扣其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及部分負擔，若

住不同臥室，則均須扣其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及部分負擔。 

BA16 

代購或代

領或代送

服務 

1. 目的物品或事項包括：餐食、食材、生活用品、藥品、

郵寄、補助品、衣物床單送洗（或取回）及必要的辦理

事項(如洽政府機關或繳費)等。 

2. 以上服務均含購物清單規劃與確認、購物、購買物品的

清理與歸位，以及記帳等事前準備至善後之完整服務。 

3. 上述目的物品或事項須為長照需要者本身所需，若包含

長照需要者以外之家人物品，則本項組合之金額僅支付

50%，另外 50%須由長照需要者負擔支付。 

4. 本組合以代購或代領或代送長照需要者物品或事項為

主，距離自案家出門起算 5 公里內，適用本組合。超過 

5 公里所需費用由長照需要者自行負擔。 

130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BA17 

協助執行

輔助性醫

療 

1. 內容包括：甘油球通便、依照藥袋指示置入藥盒、攜帶

式血糖機驗血糖、傷口分泌物簡易照顧處理、管路清 

潔、口腔抽吸之任 1 項。 

2. 照顧服務員須接受特殊訓練課程後方可執行。 

65 

BA18 安全看視 

1. 內容包括：至案家陪伴、支持(如遊戲或嗜好)、看視注意

安全或協助(如日常生活參與)，並注意異常狀況。 

2.以 30 分鐘為 1 給（支）付單位。 

3.本組合限心智障礙者使用。 

4 除 BA24 外，本組合不得與其他組合併同使用，但可接

續使用。 

200 

BA20 陪伴服務 

1.內容包括：至案家陪伴看視、日常生活參與，或讀紙本或

電子新聞或書信。 

2.以 30 分鐘為 1 給（支）付單位。 

3.除 BA24 外，本組合不得與其他組合併 

同使用，但可接續使用。 

175 

BA22 巡視服務 

1. 內容包括：上午 6 點至下午 6 點，至案家探視長照需要

者，並進行簡易協助，至少 3 次。 

2. 得搭配本照顧組合表之其他照顧組合。 

非第 1 點時段內之巡視服務，得依實際情況加計 AA08。 

130 

BA23 協助洗頭 

1.依長照需要者之需要完成以下全部或部分項目：協助移位

或引導至浴間、穿脫衣服、洗頭、弄濕或弄髒之身體部位之

清潔、環境之事前準備及事後整理。 

2.本組合係指於床上或浴間(或類似之場所)單獨執行洗頭之

服務，同一時段，不可併同申請 BA01 及 BA07。 

3.對於個案或家庭照顧者給予指導、鼓勵或參與式照顧，以

維持或提升個案自我照顧潛能。 

200 

BA24 協助排泄 1.依長照需要者之需要完成以下全部或部分項目：協助移位 220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付

價格（元） 

或引導至浴間、支持及協助一般小便、大便，及處理汗、痰

或嘔吐物、觀察排物、尿袋更換、造廔袋清理、人工肛門造

口周圍的照料(含造口袋的更換和排空)、生殖器官照顧的事

後檢視、介紹如何大、小便控制/失禁處理。 

2.若於執行 BA01 或 BA07 過程中同時執行，則不得併計。 

四、 同時使用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及家庭托顧者，照顧服務費補助併計不得

超過最高補助上限。 

五、 照顧服務費超過政府補助上限之金額，由民眾自行負擔。 

六、 個案自行負擔費用由乙方於服務結束後收費，並開立正式之收據予以個案收

執。 

 

柒、 派案原則： 

一、 新案： 

(一) 由民眾自行選擇特約的服務單位，再由照顧管理專員照會至指定的服務

單位提供服務。 

(二) 民眾放棄選擇特約的服務單位，則由照顧管理專員，依鄉鎮派案原則，

指派至當日服務單位提供服務，被指派的服務單位不得拒絕服務。 

二、 舊案複評： 

(一) 由民眾自行選擇特約的服務單位，再由照顧管理專員照會至指定的服務

單位提供服務。 

(二) 民眾放棄選擇特約的服務單位，則由照顧管理專員指派原服務單位持續

提供服務，被指派的服務單位不得拒絕服務。 

三、服務使用中的個案： 

民眾於服務使用中途欲更換服務單位時，需由家屬提出申請，非服務單位通知，

再由照顧管理專員照會至民眾指定的服務單位，並於次月 1日起生效。 

四、由照顧管理專員指派的服務單位，如非可歸責案主之事由，服務單位於照顧 

管理專員派案後 7個工作天內無法提供服務或暫停服務達 7個工作天以上者，



彰化縣衛生局得通知限期提供服務，逾期仍無法提供服務者，暫定照會或轉介

服務 1個月。 

五、 該鄉鎮個案若遇無法提供服務時，所有服務單位皆需接受彰化縣衛生局調派

支援，調派支援以該鄉鎮的提供服務單位優先調派支援為原則。 

六、 派案原則將視各服務單位實際提供服務的狀況，得隨時進行調整。 

七、 鄉鎮派案原則，如附件一，該派案原則得依單位實際提供服務的量能修訂之。 

捌、 服務提供單位之工作職責及應盡義務： 

一、 確保居家服務個案品質，應與案主簽訂服務契約，內容應至少包括乙方之聯絡

電話地址、服務區域、服務內容、服務對象、服務提供方式、轉介過程、服務

人員、申訴管道、收費標準，並說明服務內容、流程、準則與督導方式，明訂

雙方責任及義務，並能維護案主權益，適度予以轉介及追蹤。 

二、 居家服務工作宣導及成果整理，應有紀錄依憑。並於次年 1 月 31 日前將當年

度服務報告彙送彰化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服務報告內容應包括當年度所提供

服務內容、服務成效、成本效益評估、專業訓練、宣導活動辦理情形、滿意度

調查及照片。 

三、 人力配置、資格條件及權責內容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人力配置、資格條件及繼續教育訓練應符合「長期照顧服務法」及「長期

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 

(二) 應設置綜理督導所有居家服務業務執行及管理之人員。 

(三) 進用之照顧服務員應取得照顧服務員教育訓練結業證書、照顧服務職類

技術士證，或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組)畢業，負責到案

主家中提供直接服務，並依法享有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制度。 

(四) 依「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十條，照顧服務

員應接受失智症相關訓練後，始得照顧失智症者。 

(五) 進用之居家服務督導員應符合「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及「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居家服務督導員

應為專職人員，負責督導照顧服務員提供適切之居家服務，每位督導員並

依法享有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制度。 

(六) 每 60 名個月至少需聘 1 名居家服務督導員擔任督導及提供必要之專業服

務，未滿60名案主以60名計。居家服務督導員應確實督導居家服務品質，



並視案主需要不定期實地督導服務員服務情況，掌握案主情況。 

(七) 視業務需要，置行政人員、醫師、護理師，或其他工作人員，以專任或特

約方式辦理。 

(八) 應建立督導機制，並確實執行下列工作項目，確保提供適切服務。 

1. 訂定明確之服務目標、工作與督導流程、品質促進機制及工作倫理與守

則，並設計所需紀錄表單。 

2. 對每一服務對象，應由居家服務督導員接案並擬訂服務計畫。 

3. 居家服務督導員每月至少電話訪問個案一次，每三個月至少家庭訪視個

案一次，以瞭解服務對象需求變動情形及照顧服務員之工作狀況。 

4. 每三個月至少召開督導會議一次，以增進照顧服務員之服務能力。 

(九) 應建立品質促進機制、包含人員素質提升計畫、工作績效考核獎懲規定、

服務結果評估策略等。 

(十) 應製作相關紀錄，並定期更新，紀錄應至少保存 7年，並遵行資料保密原

則。紀錄內容如下： 

1. 財務紀錄：依會計原則詳實登錄收支帳目。 

2. 個案紀錄：紀錄案主之接案、評估、照顧計畫、服務提供、督導、結案

及其他應予記載之特殊事項。 

四、 服務對象不符申請居家服務補助者，服務單位應主動通報照顧管理專員，照顧

管理專員確認無誤後即停止補助。  

五、 參與居家服務協調及個案研討會等相關活動。 

六、 接受彰化縣衛生局督導、評鑑及參與相關會議及訓練。 

七、 訂定居家服務工作流程、申訴、獎懲、合約書及工作手冊等。 

八、 補助服務案之個案及工作紀錄之所有權歸屬彰化縣衛生局，非經彰化縣衛生局

同意，不得予其他單位或個人運用。 

九、 服務單位應於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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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每月請款資料，應與「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相關照會及核銷紀

錄資料一致。 

十一、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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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照顧服務員之服務對象為其配偶、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者，不得支領居家服務

費。  

十三、 服務使用者首次接受服務時，服務提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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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服務單位不得以人力不足或其他不當理由拒絕服務。 

十五、 服務品質抽審：服務提供者應接受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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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是否與服務提供者

之申報文件相互符合。 

十六、 異常事件通報：針對個案於使用服務期間遇有異常事件狀況，服務提供者均應

透過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系統中進行線上異常事件通報，且服務個案

過程中，如有緊急意外發生時，亟需先以電話通報主管機關。 

十七、 聯繫會議及臨時會議：服務提供者應配合主管機關通知，派員出席相關教育訓

練或長照相關聯繫會議。 

十八、 服務提供者訪查輔導：主管機關對於居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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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針對使用長期照護服務之個案，必要時合約單位應配合主管機關各項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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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服務提供者對個案提供服務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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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屬實，

立即終止合約。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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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應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相關法令規定，配置工作人員。 

二十三、 餘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相關子法相關規定辦理。 

 

玖、經費申請程序： 

本局合約服務提供者每月 10 日前正式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局請款，經本機關確認無

誤後支付服務費用。 

(一)契約書影本。但申報前一個月曾有申報紀錄者，免附。 

(二)請領收據(附件 2)。 

(三)長照服務提供者服務費用申報總表。 

(四)服務費用項目清冊。 

(五)部分負擔金額以照顧組合表之價格依比率計算，若有小數點，則無條件捨去並

由長照機構或其他服務提供者於服務提供後收取。 

 

拾、成果報告： 

一、服務提供者應於 110年 1月 31日前（以機關收文日期為主）函送成果報告一

份辦理書面確認，若無個案則免交成果報告。當日為機關之辦公日，但機關

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截止時間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之，

當日為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其休息日之次一辦公日代

之。 

二、成果報告應依本局所訂格式撰寫及繕印(附件 3)。 

 

拾壹、以上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日期

鄉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彰化市 切膚 祐安 白玉 長安 慈濟 葳群 切膚 祐安 白玉 長安 慈濟 葳群 切膚 祐安 白玉 長安 慈濟 葳群 切膚 祐安 白玉 長安 慈濟 葳群 切膚 祐安 白玉 長安 慈濟 葳群 切膚

花壇鄉 白玉 切膚 青山 長安 祐安 白玉 切膚 青山 長安 祐安 白玉 切膚 青山 長安 祐安 白玉 切膚 青山 長安 祐安 白玉 切膚 青山 長安 祐安 白玉 切膚 青山 長安 祐安 白玉

大村鄉 青山 白玉 部彰 切膚 好朋友 愛加倍 青山 白玉 部彰 切膚 好朋友 愛加倍 青山 白玉 部彰 切膚 好朋友 愛加倍 青山 白玉 部彰 切膚 好朋友 愛加倍 青山 白玉 部彰 切膚 好朋友 愛加倍 青山

秀水鄉 慈濟 祐安 弘道 白玉 切膚 慈濟 祐安 弘道 白玉 切膚 慈濟 祐安 弘道 白玉 切膚 慈濟 祐安 弘道 白玉 切膚 慈濟 祐安 弘道 白玉 切膚 慈濟 祐安 弘道 白玉 切膚 慈濟

埔鹽鄉 介惠 慈恩 部彰 好朋友 長安 介惠 慈恩 部彰 好朋友 長安 介惠 慈恩 部彰 好朋友 長安 介惠 慈恩 部彰 好朋友 長安 介惠 慈恩 部彰 好朋友 長安 介惠 慈恩 部彰 好朋友 長安 介惠

福興鄉 好朋友 長安 弘道 老五老 大愛 好朋友 長安 弘道 老五老 大愛 好朋友 長安 弘道 老五老 大愛 好朋友 長安 弘道 老五老 大愛 好朋友 長安 弘道 老五老 大愛 好朋友 長安 弘道 老五老 大愛 好朋友

鹿港鎮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大愛 祐安 弘道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大愛 祐安 弘道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大愛 祐安 弘道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大愛 祐安 弘道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大愛 祐安 弘道 老五老

和美鎮 大愛 老五老 好朋友 長安 慈濟 大愛 老五老 好朋友 長安 慈濟 大愛 老五老 好朋友 長安 慈濟 大愛 老五老 好朋友 長安 慈濟 大愛 老五老 好朋友 長安 慈濟 大愛 老五老 好朋友 長安 慈濟 大愛

線西鄉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好朋友 慈濟 老五老

伸港鄉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老五老 大愛 祐安

溪湖鎮 青山 介惠 慈恩 白玉 葳群 青山 介惠 慈恩 白玉 葳群 青山 介惠 慈恩 白玉 葳群 青山 介惠 慈恩 白玉 葳群 青山 介惠 慈恩 白玉 葳群 青山 介惠 慈恩 白玉 葳群 青山

北斗鎮 葳群 慈恩 青山 部彰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部彰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部彰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部彰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部彰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部彰 東明 葳群

永靖鄉 部彰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愛加倍 部彰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愛加倍 部彰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愛加倍 部彰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愛加倍 部彰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愛加倍 部彰

二林鎮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介惠 青山 慈恩

田中鎮 詮瑩 青山 部彰 東明 白玉 詮瑩 青山 部彰 東明 白玉 詮瑩 青山 部彰 東明 白玉 詮瑩 青山 部彰 東明 白玉 詮瑩 青山 部彰 東明 白玉 詮瑩 青山 部彰 東明 白玉 詮瑩

社頭鄉 部彰 詮瑩 白玉 青山 慈濟 部彰 詮瑩 白玉 青山 慈濟 部彰 詮瑩 白玉 青山 慈濟 部彰 詮瑩 白玉 青山 慈濟 部彰 詮瑩 白玉 青山 慈濟 部彰 詮瑩 白玉 青山 慈濟 部彰

二水鄉 東明 好朋友 愛加倍 詮瑩 部彰 東明 好朋友 愛加倍 詮瑩 部彰 東明 好朋友 愛加倍 詮瑩 部彰 東明 好朋友 愛加倍 詮瑩 部彰 東明 好朋友 愛加倍 詮瑩 部彰 東明 好朋友 愛加倍 詮瑩 部彰 東明

芳苑鄉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介惠 慈恩

員林市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好朋友 愛加倍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好朋友 愛加倍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好朋友 愛加倍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好朋友 愛加倍 葳群 青山 慈恩 白玉 好朋友 愛加倍 葳群

埔心鄉 白玉 葳群 部彰 慈恩 青山 白玉 葳群 部彰 慈恩 青山 白玉 葳群 部彰 慈恩 青山 白玉 葳群 部彰 慈恩 青山 白玉 葳群 部彰 慈恩 青山 白玉 葳群 部彰 慈恩 青山 白玉

田尾鄉 葳群 白玉 慈恩 部彰 青山 葳群 白玉 慈恩 部彰 青山 葳群 白玉 慈恩 部彰 青山 葳群 白玉 慈恩 部彰 青山 葳群 白玉 慈恩 部彰 青山 葳群 白玉 慈恩 部彰 青山 葳群

溪州鄉 青山 東明 詮瑩 部彰 青山 東明 詮瑩 部彰 青山 東明 詮瑩 部彰 青山 東明 詮瑩 部彰 青山 東明 詮瑩 部彰 青山 東明 詮瑩 部彰 青山 東明 詮瑩 部彰 青山 東明 詮瑩

埤頭鄉 葳群 慈恩 青山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東明 葳群 慈恩 青山

芬園鄉 切膚 白玉 祐安 葳群 長安 切膚 白玉 祐安 葳群 長安 切膚 白玉 祐安 葳群 長安 切膚 白玉 祐安 葳群 長安 切膚 白玉 祐安 葳群 長安 切膚 白玉 祐安 葳群 長安 切膚

大城鄉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慈恩 東明 介惠

竹塘鄉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介惠 東明 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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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款收據 

茲收到「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照顧服務(居家服務)」經費，計新

臺幣    ＿＿＿＿＿(以大寫表示)元整，實屬無訛。 

此致  

彰化縣衛生局 
 

具領單位：（與單位圖記之印章內容一致） 

單位地址： 

統一編號： 

單位負責人：     (  章) 

會計：      章） 

出納：      章） 

匯款銀行：  

存簿帳號：  

帳號戶名: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0 月  0 0  日 

 

-----------------存--簿--封--面--影--本--黏--貼--處---------------- 

 

 

 

附件 2 
附件 2 

附件 2 



                 109年度長期照顧-居家服務成果報告 

一、 單位名稱： 

二、 計畫案名稱：  

三、 執行期程： 

四、 執行成效 

 服務人數及人次數：  

身份別 一般戶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人數    

人次數    

五、 結論與優缺點改善事項： 

六、 服務滿意度情形： 

七、 其他說明及建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