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項目
給付方式 組合內容及說明

租賃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最低

使用年限

(年)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修繕標的：樓梯、出入口、通路、廁

所、浴室或臥室等活動空間安裝之固定扶

手。

3.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4.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5.扶手針對提供握持部位之長度每 10公

分補助 150 元。

1.內容包括：估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

溝通、修繕、使用說明、保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本組合係按單支計價。

1.內容包括：輔具、輔具選用建議、使用

說明、輔具各項尺寸調整配置、諮詢等服

務。

2.輔具適配度評估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

評估報告，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

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FA05

居家無障礙設

施- 非固定式

斜坡板C 款

限購置 不適用 10,000 10

不適用 150 10

FA02

居家無障礙設

施- 可動式扶

手

限購置 不適用 3,600 10

FA01
居家無障礙設

施- 扶手
限購置

居家無障礙設

施- 非固定式

斜坡板A 款

FA03 限購置 不適用 3,500 10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項目(附件)
本服務細項依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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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及支付基準辦理。

4.規格或功能規範：「非固定式斜坡板」

係指可任意移動之斜坡板，分成 A、B、C

三款：A 款為非輕量化材質，不具可收折

及攜帶功能或長度超過 30 公分之攜帶式

輕量化斜坡版；B 款為輕量化材質，具可

收折及攜帶功能，長度超過 90 公分；C

款為輕量化材質，具可收折及攜帶功能，

長度超過 120 公分，且荷重能力達 180

公斤以上。

本案服務項目：00.□全部01.□扶手02.□可動式扶手03.□非固定式斜坡板A款04.□非固定式斜坡板B款

05.□非固定式斜坡板C款06.□固定式斜坡道07.□架高式和式地板拆除08.□反光貼條或消光09.□隔間

10.□防滑措施11.□門A款12.□門B款13.□水龍頭14.□改善浴缸15.□改善洗臉台(槽)16.□改善馬桶

17.□壁掛式淋浴椅(床)18.□改善流理台19.□改善抽油煙機20.□特殊簡易洗槽21.□特殊簡易浴槽

5,000不適用限購置FA04

居家無障礙設

施-非固定式斜

坡板B 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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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項目
給付方式 組合內容及說明

租賃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最低

使用年限

(年)

1. 內容包括： 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

估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

保固。               2.本組合應由輔

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判定為本輔具

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固定式斜坡道」係指固定

於地面無法移動之斜坡，且材質須為金屬

材質或泥做工程，鋪面應有防滑功能且長

度達 150 公分以上。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

報告，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

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消除出入口、通路、臥室、

廁所、浴室等生活空間地面局部高低差所

進行之修繕，及浴室去除門檻伴隨的截水

溝工程，不包含升降設備等藉由動力來消

除高低差機器的工程。

1. 內容包括： 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

估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

保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樓梯、通路、浴室、廁所

或臥房等之地面鋪設穩定且固定止(防)滑

材質地面、反光貼條及消光處理、地面改

裝伴隨的修補工程。

5.本組合係單處計價。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隔間以牆面每平方公尺補助 600 元。

不適用 10,000 10FA06

居家無障礙設

施- 固定式斜

坡道

限購置

FA07

居家無障礙設

施- 架高式和

式地板拆除

限購置 不適用 5,000 10

FA08

居家無障礙設

施- 反光貼條

或消光

限購置

FA09 限購置
居家無障礙設

施- 隔間
不適用 600 10

不適用 3,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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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項目
給付方式 組合內容及說明

租賃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最低

使用年限

(年)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本組合係單處計價。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為改變門片類型、門檻降

低、順平或剔除、加裝橫式截水槽等任一

項或一項以上之工程。

5.本組合係單處計價。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門之加寬、加高、新增、調

整位置等任一項或一項以上之工程。

5.門之改善一處僅能擇一款(A 款或 B款)

申請。

6.本組合係單處計價。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水龍頭」係指改裝為撥桿

式、單閥式或電子感應式。

5.本組合係單處計價。

10,000 10FA12
居家無障礙設

施- 門 B 款
限購置 不適用

FA11
居家無障礙設

施- 門 A 款
限購置 不適用 7,000 10

FA13
居家無障礙設

施- 水龍頭
限購置 不適用 3,000 10

不適用 3,000 10FA10
居家無障礙設

施-防滑措施
限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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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項目
給付方式 組合內容及說明

租賃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最低

使用年限

(年)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無障礙乾濕分離淋浴隔離設

施、拆除浴缸、冷熱水管線新增或遷移、

淋浴龍頭、糞管新增或遷移等。

居家無障礙設

施- 改善洗臉

台（槽)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新增、改

換、移除-含原

處填補）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浴缸、洗臉台、馬桶之新

增、改換、移除、原處填補、壁掛式淋浴

椅(床)、蹲式馬桶改坐式馬

桶及加裝免治馬桶。

1. 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

估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

保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10

FA17 限購置 不適用 5,000 10

限購置

居家無障礙設

施- 壁掛式淋

浴椅（床）

FA15 不適用 3,000 10

FA16

居家無障礙設

施- 改善馬桶

（ 新 增 、 改

換、移除-含原

處填補）

限購置 不適用 5,000 10

FA14

居家無障礙設

施- 改善浴缸

（新增、改

換、移除-居家

環境改善含原

處填補）

限購置 不適用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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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項目
給付方式 組合內容及說明

租賃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價格

給付上限

（元）

購置最低

使用年限

(年)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4.修繕標的：流理台新增或改換、抽油煙

機高度調整。

5.改善流理台於可靠近之邊緣 20 公分範

圍內，至少須有高度 65 公分以上之腿部

淨空間。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

，判定為本輔具需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1.內容包括：修繕細節說明及施工圖、估

價、與長照需要者或家人溝通、修繕、保

固。               2.本組合應由輔具

評估人員出具評估報告，判定為本輔具需

要者，始得給付。

3.適配度評估費用不包含在本組合。

FA19

居家無障礙設

施- 改善抽油

煙機（位置調

整）

限購置 不適用 1,000 10

FA18

居家無障礙設

施- 改善流理

台（新增、改

換）

限購置 不適用 15,000 10

FA21

居家無障礙設

施- 特殊簡易

浴槽

限購置 不適用 5,000 10

FA20

居家無障礙設

施- 特殊簡易

洗槽

限購置 不適用 2,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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