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辦理到宅沐浴車服務實施計畫
111 年 1 月 4 日公告
110 年 12 月 28 日修訂

一、目的
配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到宅沐浴車服務，協助失能者
沐浴，讓個案可享受沐浴的舒適及泡澡的感覺，以維護個人良好的衛生習慣，避免
感染性疾病發生。
二、實施日期：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三、 依據
(一)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17 條。
(二)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
(三)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11 年度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審查及財務處理暨獎助
項目及基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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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勞工基準法。
四、服務對象 長照需要等級第 2 級(含)以上，且符合下列情形:
(一)65 歲以上老人
(二)55 至 64 歲之山地原住民
(三)50 歲以上失智者
(四)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五)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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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單位特約資格
(一)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
(二)設有居家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
(三)長照相關人員需受過沐浴車服務訓練，並完訓。
(四)護理人員應持有效期內之基本救命術(BLS)證照。
(五)本局會依服務量能及中央經費核定予以增減特約單位
六、辦理方式以特約方式辦理:特約單位應檢具相關附件資料。
七、 服務提供須知
(一)服務時間:週一至周日，依服務使用者之需求，提供到宅沐浴車服務。
1

(二)服務方式
1.特約單位人員應完成相關到宅沐浴車服務訓練後且符合長照人員登錄相關
規定後，始得提供服務。
2.特約單位應建有緊急事件處理機制並且服務人員應完成相關教育訓練。
3.特約單位提供到宅沐浴車之護理人員應持有效期內之基本救命術(BLS)證
照，始得提供服務。
4.特約單位應接受本局照會之個案，如非規則案主之因素，不得拒絕提供服
務，若非本局照會之個案，不得提供服務。
5.確保到宅沐浴車服務個案品質，應與個案簽定服務契約，並報本局備查。
(三)人員配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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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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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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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身心障礙服務相關
訓練後，始得照顧未滿四十五歲之失能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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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應指派綜理督導所有到宅沐浴車服務業務執行及管理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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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服務 BA09 到宅沐浴車服務─第 1 型之個案，應設置長照人員 3 名所組成的
團隊提供服務;服務 BA09a 到宅沐浴車服務─第 2 型之個案，應設置長照
人員 2 名及護理人員 1 名所組成的團隊提供服務。
8.特約單位須先函報人員名冊、訓練證書、沐浴車服務完訓證明、汽車駕駛
執照或相關資格證明影本函送本局備查，如有人員異動，其後新聘僱人員
之資料應來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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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支付標準:
(一) 居家服務照顧組合費用(B 碼)
1. 111 年給付及支付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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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照顧組合

組合內容及說明

給(支)
付價格

BA09

到宅沐浴

1. .內容包括：利用專用車輛，於車上配 置電源、加

車服務--

熱系統及水箱等，並攜帶 組合式行動浴槽至案家，

第1 型

進行沐浴 前評估、提供全身式沐浴及沐浴後設備管

2,200

理維護，包含(1)架設沐浴裝 置；(2)運用入浴安全
移位技巧，協助服務使用者進行身體清潔及穿換衣
服；(3)使用後之設備清理、消毒及保養維護等。
2. 本組合至少須由 3 位照顧服務人員所組成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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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本標準第八條限用於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限制，
惟其給付額度仍僅給付「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之
30%。
BA09a 到宅沐浴車服1. 經照顧管理專員評估有留置管路(包含：氣切、鼻胃 2,500
務--第 2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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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包括：
(1) 利用專用車輛，於車上配置電源、 加熱系統及水
箱等，並攜帶組合式行動浴槽至案家，進行沐浴前評
估、提供全身式沐浴及沐浴後設備 2,500 3,000 管理
維護，包含 A.架設沐浴裝置； B.運用入浴安全移位技
巧，協助服 務使用者進行身體清潔及穿換衣服；C.使
用後之設備清理、消毒及保養維護等。
(2) 由護理人員做沐浴前後生命徵象 評估、身體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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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派案原則
區域劃分
彰化市、花壇鄉、芬園鄉、和美鎮、伸港鄉、線西鄉、鹿港鎮、秀水鄉等 8 個鄉鎮
市。
員林市、大村鄉、永靖鄉、埔心鄉、田尾鄉、社頭鄉、田中鎮、二水鄉、溪州鄉等
9 鄉鎮市。
福興鄉、埔鹽鄉、溪湖鎮、二林鎮、芳苑鄉、大城鄉、竹塘鄉、埤頭鄉、北斗鎮 9
鄉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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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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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服務品質管理
特約單位應辦理事項
1. 每年應提供單位服務沐浴車之長照人員清冊、長照人員證明及相關訓練
證書、證照…等。
2. 應依規定落實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每年應接受至少 20 小時在職訓
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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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特約單位提供服務之沐浴車為彰化縣衛生局提供之車輛，應善盡維
4

修、保養及保管責任，加保相關車險及意外責任險，並每年送本局備查
(含收據及相關照片)，另本局得隨時查驗財產。
5. 應製作相關紀錄，並定期更新，紀錄應保存 7 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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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結案及其他應予記載之。
特殊事項。
6. 每月月底，特約單位應繳交個案開結案狀況、下月預服務名冊、當月服
務人次數等本局規定文件資料。
7. 每週五下班前，特約單位應將週報表寄至本局。
8. 每月 5 日前，服務單位應送審申報核銷。
9. 個案申請沐浴車服務補助之原因消失時，特約單位應主動通報本局確認
無誤後即停止補助;服務對象不符申請沐浴車服務補助者，本局已支付
相關費用，本局得以書面命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10.針對個案申請資格異動情形，應主動通報本局，如有隱匿且情事重大，
本局得終止契約。
11.應參與沐浴車服務協調及個案研討會等相關活動。
12.應接受本局督導及參與相關會議及訓練。
13.應訂定沐浴車服務工作流程、申訴、獎懲、合約書及工作手冊等。
14.相關條文或規定若有增修，依新規定辦理。
15.針對個案部分負擔所繳付之服務費用，應開立收據予使用個案，副本應
留存特約單位收執以符合徵信制度。
16.為了解特約單位提供服務情形，本局得隨時於服務人員服務時間內到案
家評估，並得核對特約單位提供之申請憑證，若特約單位有虛報不實之
情形發生，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17.服務提供者對個案提供服務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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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個案及其家屬隱私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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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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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個案推銷、販售、借貸及不當金錢往來之行為。
(4) 假借廣告名義，行招攬服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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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终止合約。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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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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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餘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相關子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經費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服務單位應於每月 10 日前，檢具下列文件函送至本局，俾利辦理費用申報及經
費撥付，遇假日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二)函送 12 月經費文件時，請一併檢附當年度所提供內容、服務成效、成果效益
評估、專業訓練、宣導活動辦理情形、滿意度調查及照片。
十二、經費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申請、審查及財務處理依據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11 年度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審查及財
務處理暨獎助項目及基準辦理。
十三、本計畫之執行侯中央核准補助後辦理，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視實際狀況
酌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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