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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綜合資料  

計畫名稱 110年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 

申請單位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精神醫療網分區 新北區 

執行期限 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申請金額 

合計 

(一)精神病人長

期照顧服務中

心 

(二)精神病人長

期照顧示範服務

據點 

(三)地方政府行

政費用 

695萬622元 343萬622元 330萬元 22萬元 

負責人 陳潤秋 職稱 局長  

單位主管 杜仲傑 職稱 科長  

計畫承辦人 李威達 職稱 技佐 電話 
(02)22577155 分

機2857 

E-mail AK1013@ntpc.gov.tw 

連絡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 

 

  



3 

 

貳、 計畫緣起  

一、 依據  

依據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110年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

範計畫」申請作業須知辦理。  

二、 背景說明  

因應精神醫療技術進步，國人平均餘命持續增加，精神病人亦

面臨老化所需之長期照顧課題，依據104年6月3日公布之「長期照

顧服務法」，其中第3條第1款定義長期照顧服務適用對象，係指身

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6個月以上者，故應涵蓋符合上述條件之

精神疾病失能者。又「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以下稱長照2.0)服

務對象已包含49歲以下失能之身心障礙者，故「精神病人」亦在服

務對象範圍，爰精神疾病失能者亦得申請補助長照相關服務項目。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網站，全國截至108年底的身心障礙人數共

計118萬人，其中慢性精神病患者占11%（13萬人），惟目前可提

供精神病人失能服務之長照服務機構量能偏少，亦即目前我國的

長期照顧計畫鮮少服務精神病人及其照顧者。為發展精神病人長

期照顧服務，係以融合於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架構及機制下規劃，相

關服務之提供始較充足且有可近性，且不易汙名精神病人。惟融合

發展將面臨，目前評估工具對精神病人需求及失能服務評估較不

足，且服務人員對精神病人照護熟悉度不足，故需規劃適合精神病

人長期照顧相關評估表單及其教育訓練，以提供較多之精神病人

長期照顧服務。 

精神疾病慢性化的特質，經常使患者缺乏自我照顧能力，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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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適應及融入社會，家人亦經常面對病人反覆性發病窘境擔負

起照顧者的責任，而造成莫大身心負荷。 

然而依現行體制下精神疾病長期照顧常面臨困境包括(一)居

住復健機構個案日漸老化但家屬拒絕病人返家照顧，降低復健機

構有效周轉率；(二)未有完整長照服務提供體制；(三)精神長照人

力資源，待培訓發展；(四)精神病人之照顧者體力、情緒、經濟負

荷等需求無法獲得滿足，以下臚列說明： 

(一) 居住復健機構個案日漸老化但家屬拒絕病人返家照顧，降低復

健機構有效周轉率 

主要原因可能因家屬無相對資源協助個案生活適應，亦深

怕個案突發危機而無法處理，認為唯有入住機構長期由專業人

員協助照料，家屬方能喘息。然而長期以往，當病人日漸老化已

無繼續精神建可能，而復健機構無法讓病人回到居家照顧，相對

無法使復健機構發揮其主要功能。現行復健機構佔床率趨近 9

成無法有效周轉，唯有開發社區多元復原方案資源，讓病人或家

屬有多元選擇，促使病人更能融入社會體系，才能發揮其認知功

能及生活適應。 

(二) 未有完整長照服務提供體制 

現今精神病人的照護重點，大多集中醫療門診、住院和精神

社區復健資源，但個案往往多需要多元性服務方案，如居家服

務、喘息服務及社區服務據點等，但因目前評估工具並未符合現

今精神病人長照需求，因此面臨到許多問題。例如衛福部訂定照

護管理評估量表無法評估出真正需要長照服務的精神病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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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衛生體系的精神復健機構或是社會體系會所模式，對於年齡

超過 65 歲以上或是無復健潛能的精神病人都無法提供服務；經

過資源盤點後精神病人的照顧者（如：家人或看護等）的支持與

資源顯然不足；可提供精神病人長照服務的機構不足等。即使是

107 年開始推動執行銜接長照 2.0 出院準備友善醫院的獎勵計

畫，真正提供精神障礙病人能接受服務者少，即使有精神病人被

轉介，但執行長照專業服務的人員也少有熟悉精神醫療專業，而

在真正推動精神病人長照服務的人數和方案也顯不足。 

(三) 精神長照人力資源，待培訓發展 

根據新北市 109 年精神醫療現況調查，本市精神醫療照顧

專任人力為醫師 218 人、護理人員 483 人、社工 58 人、心理師

94 人，職能治療師 79 人；在精神復健機構或精神護理之家則為

專任護理師 56 人、兼任 32 人，專任社工師 11 人、兼任 42 人，

專任心理師 1 人、兼任 16 人，專任職能治療師 5 人、兼任 36

人，專任專管員 119 人，照顧服務員 61 人。以上照護人力皆投

注於醫療及復健機構，相對於居家及社區服務人力則顯貧乏。 

在長期照顧 2.0 計畫，對培訓長期照顧需求人力之教育訓練

課程。精神照護知能之規劃較為欠缺。因此，照顧服務員可能因

為知能不足，而擔心、害怕投注於精神病人照顧服務，且有照顧

精神病人會造成傷害之錯誤觀念。因此，人力培訓發展上，需要

我們更積極推動、更多人力投入，幫助病人於居家或社區中更為

穩定。 

(四) 精神病人之照顧者體力、情緒、經濟負荷等需求無法獲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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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瑜(2008)的研究中發現：主要照顧者以女性為主，平均

年齡為 57 歲，與患者的關係以父母為主，教育程度以高中職較

多，多為無職業者，平均照顧病人年數為 15 年，平均每日相處

時數為 12 小時，平均使用 2 個社會資源。父母的照顧者有較重

的烙印感，且教育程度愈高，愧疚感與照顧負荷亦愈重；經濟狀

況愈不足、與病患每日相處時數愈長以及自覺身體狀況愈差的

照顧者，其家庭的干擾程度與照顧負荷愈嚴重。此外，病人的住

院次數愈多與復健情況愈少的照顧者，其感到家庭干擾的程度

愈重，年齡愈小與無配偶的病人之照顧者，感到烙印程度愈重；

病患年齡愈長，照顧者感到較多的依賴。陳敏瑜(2008)針對照顧

負荷與身心不健康的探討中發現其呈現顯著正相關，而身心不

健康與照顧需求呈顯著正相關，照顧負荷與照顧需求呈顯著正

相關；最後分析求出最佳預測照顧需求分別為「照顧曾使用的社

會資源數」、「照顧負荷」、「住院次數」、「生病年數」、「照

顧者教育程度」、「同住年數」等。 

(五) 評估工具未符合精神長照需求 

長期照顧需求評估所使用服務評估工具如日常生活活動功

能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 ADL)、工具性日常生活

活動功能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 IADL)，

以及「簡易心智狀態問卷調查表」（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簡稱 SPMSQ）等為主。另，失智症則以臨床失

智評分量表（the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簡稱 CDR）評

估，至於衰弱評估則採用可反映出因衰退而可能導致發生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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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良健康結果的風險提高之衰弱狀況的測量工具，例如 Fried 

frail index 或 SOF (Study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 frailty index

等，其所評估之結果分為 CMS 1-8 有不同給付標準。而精神個

案因非身體功能失能，因此在上述評估工具評估下 CMS 等級會

落入 1 級，而無法獲得相對應長照服務方案之介入。因此，更

需要開發一套符合現行精神病人之評估工具符合精神病人之需

求。 

由上述資料顯示，精神障礙者從醫療、復健到長照的相關資

源，以現有新北市的精神照護服務體系，除醫療與復健機構外，

目前可以延續長照 2.0 相關服務的機構包括精神護理之家 9 家，

實難以提供足夠且完整的長照服務，有必要發展新的精神病人

長照服務模式。 

本計畫將比照既有長照服務體系，協助病人於急性期住院

後，擬訂完善之出院準備計畫，以銜接社區服務，透過個案管理

服務進行功能評估、擬定照護計畫及社區復能服務來推動。另將

學習荷蘭博祖克(Buurtzorg)照護模式，結合社區專業服務團隊，

藉由完整照護經驗累積及制度建立，以「病人」為中心，建立社

區整合照顧模式，從醫療體系專業服務團隊包括如醫師、護理

師、職能治療師、社會工作人員、臨床心理師、營養師至公共衛

生服務體系及社區照護機構包括精神復健機構、居家護理等，並

結合長照體系，以提供完整性長照服務，促進各體系間共同持續

性長期照顧服務，以降低精神病人反覆住院，且降低精神病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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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照顧者負荷等，為促使本市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發展，建置本市

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模式如圖 1。 

 

 

三、 現況分析及未來環境預測 

(一) 服務需求面分析 

依據新北市 110 年 1 月民政局網站、衛福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

系統（下稱精照系統）顯示結果，本市 4,029,774 人中精神照護關懷

個案計 20,462 人，占全市 0.5%，相關人口學分布情形如下：  

1. 新北市精神照護個案區域分布 

統計本市精神照護個案 20,462 人中前 5 名依序為板橋區 2,809

人占 13.73%、三重區 2,448人占 11.96%、中和區 2,141人占 10.46%、

新店區 1,860 人占 9.09%、新莊區 1,496 人占 7.31%，29 行政區分

布情形詳如表 1、圖 2。 

圖 1 建置新北市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模式 



9 

 

2. 年齡 

依據精照系統收案資料，本市精神照護個案平均年齡為 49.61

歲，年齡分布以 45-59 歲占 39.42%居多，其次為 30-44 歲占 26.86%，

65 歲以上占 16.23%(如表 2)。未來 10 年，占最多比率為 45-59 歲

的群組面臨老化議題更需省思，另外 30-44 歲年齡層如何面對未來

長期社會功能適應問題，亦需要我們在政策面從長計議。 

3. 性別 

性別分析中男生占 44.74%，女生占 55.26%為多(如表 1)。 

4. 個案照護級數 

照護個案級數分類中一級為 2,760 人，占照護個案 13.49%；二

級為 2,561 人，占照護個案 12.52%；三級為 4,179 人，占照護個案

20.42%；四級為 10,708 人，占照護個案 52.33%為最多；五級 254

人占照護個案 1.24% (如表 1)。 

5. 診斷 

依據精照系統統計，本市精神診斷別以思覺失調症 9,678 人占

47.30%及情感性精神疾病 7,360 人占 35.97%，該 2 項診斷別占全市

83.27% (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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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北市 29 區精神照護關懷照護個案概況 

 

資料來源：110 年 1 月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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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10 年 1 月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表 2 新北市精神照護個案年齡層分布表 

年齡分層 個案人數 占% 

6-11 歲 1 0.00% 

12-14 歲 3 0.01% 

15-17 歲 43 0.21% 

18-29 歲 1,432 7.00% 

30-44 歲 5,495 26.86% 

45-59 歲 8,067 39.42% 

60-64 歲 2,100 10.26% 

65 歲以上 3,321 16.23% 

總計 20,462 100% 
 

                             資料來源：110 年 1 月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圖 2 新北市 29區衛生所精神照護個案人數分布圖  

N=2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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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10 年 1 月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6. 新北市精神照護個案合併長照服務個案人數 

依據 109 年 7 月 3 日統計分析，衛福部精照系統精神照護在案

21,236 人及結案 17,062 人，共計 38,298 人；與長期照護管理系統

32,064 人勾稽比對，發現目前在案者共計 1,106 人使用長期照護資

源，然而約占 34 皆為結案個案(如圖 4)，其中入住長期照顧機構者

占最多，顯示目前長期照顧機構大多仍以身體失能給付為優先，因

此本計畫規劃針對服務個案進行家庭訪談，以確實掌握精神病人及

其照顧者使用長照服務的障礙，以及早給予相對應措施，以延緩失

能。 

N=20462 

圖 3 110年新北市精神照護個案診斷分析圖 



13 

 

 

 

(二) 服務供給面分析 

1. 新北市精神病人精神醫療資源 

依據衛福部醫事管理系統，本市精神醫療資源現況為醫療院

(所)門診醫院 23 家、基層醫療診所 49 家；提供精神科急診有 10 家

醫院；提供全日精神科住院醫療服務則有 15 家醫院，設精神急性

病床共計 640 床，占床率 76.9%，精神慢性病床計 1,399 床，占床

率 93.9%；可執行強制住院者計 9 家醫院；有 11 家醫院提供日間留

院計 706 床，占床率 69%，居家治療服務則為 8 家醫院(如表 5)。 

表 5 新北市精神醫療資源服務項目表 

 

門診服務 

急診
服務 

全日住院 

服務 

（醫院） 

強制 

住院 
日間留
院服務 

居家治
療服務 

精神復健機構 
精神
護理
之家 

醫院 診所 日間型 住宿型 

家數 23 49 10 15 9 家 11 8 5 25 9 

床數 - - 
精神急性病床 640 床 

精神慢性病床 1,399 床 
706 床 - 207 床 872 床 575 床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整理，資料統計至 110 年 01 月 

0

200

400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銷案

87 109
176

349

10

375

現行長照服務精神個案在案人數

人數

資料來源：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勾稽長照管理系統，截至 109年 7月 3日 

圖 4 新北市精神照護個案合併長照服務個案人數分析圖 

N=1106 



14 

 

 

2. 精神病人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資源 

本市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計 5 家，開放服務床數為 207 床，占

床率為 96%，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計 25 家，開放服務床數 872 床，

占床率為 90%，精神復健機構主要目的在協助病人適應社會生活，

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工作態度、社交技巧、日常生活

處理能力。另精神護理之家計 9 家、575 床，占床率為 91%，主要

服務對象為症狀穩定之慢性化精神病人、沒有法定傳染病及重大生

理疾病且需長期生活照顧者(如表 5、6)。 

表 6 新北市精神病人長期照顧復健機構及護理之家 

資源類型 
日間型精神 

復健機構 

住宿型精神 

復健機構 
精神護理之家 

家數 5 25 9 

服務量 207 872 575 

健保給付

方式 

復健治療費 

元/日 

復健治療費 

元/日 

無健保 

收案對象 精神病患照顧體系分類中第四

類病患 

精神病患照顧體系

分類中第四類病患 

精神病患照顧體

系分類中的第五

類和第六類 

照顧內涵 1. 獨立生活與自我照顧訓練。 

2. 人際行為與社交技巧訓練。 

3. 生活安排與社區生活輔導 

4. 產業治療與工作技巧訓練 

5. 職前評估與求職技巧訓練。 

6. 就業諮詢與工作輔導轉介 

1. 獨立生活訓練。 

2. 工作適應。 

3. 社交人際適應。 

4. 休閒生活安排。 

5. 服藥訓練。 

6. 金錢管理。 

指 提 供 病 情 穩

定，無須接受積

極治療之慢性病

患，接受技術性

護理及生活照顧

之機構，以改善

維持病人剩餘功

能，及保護其免

除 危 害 的 併 發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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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去執行成果 

1. 服務成果 

本市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服務個案 109 年共計 111 人，

辦理 2場人員培訓課程，包括：「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共計報名

168 人，完訓 40 人。「醫事專業人員訓練課程」共計報名 80 人，

完訓 56人。此外，辦理 7場聯繫會議以及辦理完 19場次識能公共

教育，參與人數 580人。同時，初步完成了建立精神病人接受長照

服務之照護模式，提供未來精神長照服務方向參考。 

分項計畫一「建立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 

計畫內容/單位 達成情形 達成率 評估分析 

個案管理/轉介 人數 111 160% 服務個案共計 111人(目標 70人) 

人員培訓課程 

人數 96 100% 

「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共計報

名 168人，完訓 40人。「醫事專

業人員訓練課程」共計報名 80

人，完訓 56人。授課內容前後測

分析均顯示學員有顯著成長。 

場次 2 100% 
於 109/10/12~14及 109/10/27舉

辦兩場訓練，皆順利舉辦完成。 

聯繫會議 場次 7 100% 

於 8/19、8/27、9/15、10/21、

11/13、11/25、12/18舉行 7場會

議，討論項目豐富，執行困難皆能

於會議中討論並共同努力解決。 

識能公共教育 

人數 616 110% 原定目標為 600人。 

場次 19 316% 
原定目標為辦理六場。中心人員

把握各種課程及社區活動時間前

往宣導，並於計畫執行期間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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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19 場， 與許多民眾交流，

成果豐碩。 

建置個案資料於

指定資訊平台 
- 已達成 100% 

已建置資料於平台並定期更新，

利於管理追蹤。 

24小時服務窗口 - 已達成 已達成 已設置專線 24小時服務。  

建立精神病人接

受長照服務之照

護模式 

 

- 已建立模式 100% 

轉介及服務流程皆已建立。目前

已接受轉介並服務 111名個案。 

 

本市精神長照服務據點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共服務個案 32

人，每週提供 2天半的精障長照據點活動。此外，也辦理了家屬照

顧課程以及家屬支持團體，家屬反應效果良好。 

分項計畫二「設置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服務據點」 

計畫內容 達成情形 達成率 檢討與修正說明 

服務個案數 32 46% 
部分未有長照等級的個案，日後會

再協助評估等級以符合資格。 

專業照顧服務人員數 0 0 無照顧服務員。 

每周服務時數 100% 100% 
一週開放 2 個全天、1 個半天的服

務。 

個案照護及家庭照顧者支

持之需求服務項目 
100% 100% 

已辦理家屬照顧課程以及家屬支持

團體。 

登錄個案資料於指定資訊

平台 
100% 100% 

已填寫個案管管理核銷清單。 

出席精神病人長照網絡聯

繫會議與整合活動 
100% 100% 

均出席聯繫會議及整合活動。  

 

2. 困難及克服方式 

(1) 計畫經費規劃與實際需求落差：本計畫邀請本市衛生福利部

八里療養院共同合作，並規劃經費編列，惟後續合作據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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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需求略有差異，致經費支用困難，幸獲衛生福利部同

意變更經費，使執行單位順利完成任務。 

(2) 個案CMS評估：為配合衛生福利部研究案，計畫個案須完成

CMS評估，部分個案來源係長照單位轉介，已完成相關評估，

惟其餘來源之多數個案尚待完成評估，且考量本市照顧管理

專員人力吃緊，爰另規劃「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長

照需求評估服務」，委託具經驗之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協助

至精神長照服務據點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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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期程：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肆、 計畫目標(含關鍵績效指標)  

一、 目標說明： 

(一) 建立1處「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依慢性精神病人*接受長

照服務之照護模式，提供需求評估、照護服務轉介、相關資源連結、

個案追蹤管理等服務。 

(二) 設置3處「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服務據點」，提供慢性精神病人

長期照顧服務，結合預防及延緩失能，提升服務品質，發展以融入

現有長照服務為目標之服務模式。 

(三) 辦理轄區精神疾病專業人員、照護服務員教育訓練至少各1場次，

並整合至現有長照服務模式中。 

(四) 設立單一服務窗口及連絡電話，提供民眾、精神病人及照顧者所需

照護服務諮詢。 

 

  
 
 

 

 

 

 

 
 

 

 
 

 

 
 

 

 *註： 本計畫所指之慢性精神病人排除住院、精神科日間留院及於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及住宿型)、精神護理之家接受

服務之具備復健潛能者，並具備以下條件之一者： 

 (1) 領有舊制慢性精神病或新制第1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礙之個案(診斷別為思覺失調症 ICD9：295及

ICD10：F20、F25，雙極性精神障礙、憂鬱症 ICD9：296及ICD10：F30、F31、F32、F33等；），身心障礙等級達 

「中度」以上者優先。 

 (2) 50歲以上：經醫師診斷，且目前（6個月內）仍存在的疾病項目包含精神病(思覺失調症、雙極性精神障礙、憂鬱症

等）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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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目標值 

4月  8月  12月  

精神長照據點接受輔導比

率 

(接受精神長照服務中心輔導

之據點數/本市精神長照據點

數)×100% 

33% 66% 100% 

精神長照服務中心評估個

管數 

每中心年度服務人數預估為

105人（依起始日期計算比例

及循序累積收案數） 

35 70 105 

示範服務據點服務個案數  

每據點年度服務人數預估為

35人（依起始日期計算比例

及循序累積收案數），本計畫

有3個據點，平均每個據點個

案數 

10 25 35 

一般長照服務單位接受輔

導數 

長照服務中心轉介個案至未

參與本計畫之長照服務單位

數，中心須提供該單位對於

服務該個案之專業協助與輔

導。 

0 1 2 

一般長照服務單位參與參

與精神病人照護相關教育

訓練之涵蓋率 

(參與本計畫辦理之精神病人

照護教育訓練或結合轄區精

神醫療相關教育訓練之長照

單 位 數 / 本 市 長 照 單 位

數)×100% 

10% 

公共識能率  

(接受公共識能宣導人數/辦

理公共識能行政區18歲至64

歲人口數)×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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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執行策略 

(一) 由市府作為跨局處（社會局、勞工局）業務整合及溝通之橫向平

台，並針對轄內長照資源進行盤點，整合既有長照服務體系，並

透過此平台持續與合作單位進行計畫檢討與規劃。 

(二) 結合新北市具精神長照經驗，且為長照特約A單位之精神專科醫

院，指定試辦區域建立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下稱精神長照

服務中心)  

1. 辦理精神病人長照人員培訓課程及社區公共教育。 

2. 督導個案管理及資源連結服務。 

3. 召開跨領域/專業/網絡聯繫會議。 

4. 發展精神病人出院準備服務流程，並銜接精神長照服務中心

服務模式。 

5. 設立單一服務窗口及連絡電話，提供民眾、精神病人及照顧

者所需照護服務諮詢。 

(三) 設置符合長照特約C單位標準之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服務據點

(下稱精神長照據點) 

1. 開發社區據點或於機構內設立試辦據點至少3處，增加服務

可近性。 

2. 經精神長照服務中心或其他單位轉介收案，每據點預計服務

35人。 

3. 每據點每週服務時段合計2個全日1個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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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期工作項目 

(一) 建立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  

1. 辦理精神病人長照人員培訓課程及社區公共教育 

(1) 針對計畫相關醫療網絡、公衛體系及照管專員，優先辦理精

神疾病專業人員與照護服務員/個案管理員培訓實體課程培

訓課程至少1場次，並鼓勵現行長照服務特約單位人員參與

(如表7、8)。 

表7 專業人員8小時精神病醫事專業基礎訓練課程表 

課程類型 對象 
每場次培

訓時數 

每場次培

訓人數 

精神病醫事專業基

礎訓練課程（專業

人員） 

對象：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護理

人員、職能治療師、營養師、藥師、

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諮商心

理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員）、照顧管理專員督導、居家

服務督導員、照顧管理專員 

8小時 
至少30 

人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內容 

認識精神病（一）：

診斷與治療 

1 一、精神病之病因、症狀及診斷 

二、精神病之治療 

認識精神病（二）：

預防與減緩失能 

2 一、認識常見精神病之認知、情緒、行為及社會功能之失能 

二、認識精神病人的特質與退化 

三、認識精神病人功能退化之預防與減緩 

認識精神病（三）：

病人的照顧原則及

方法 

2 一、優勢與復元理念 

二、與精神病人關係建立與溝通的方法（含關係界限 

三、精神病人之日常生活照顧原則（含危機處理） 

四、依各專業遭遇之特殊議題 

家屬／家庭照顧者

之照顧負荷及調適 

1 一、家屬對疾病的心理社會反應 

二、與家屬關係建立與溝通的方法（含關係界限） 

三、家屬對疾病的調適方法 

精神醫療與復健服 1 一、精神醫療與復健服務網絡之認識 

二、相關社會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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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網絡與資源 

精神疾病防治政策

與相關法律 

1 一、精神病防治相關政策發展 

二、精神衛生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信託、監護宣告、

輔助宣告等） 

總計 8小時 

 

表 8 照顧服務員 20 小時精神病長期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表 

課程類型 對象 每場次培訓時數 每場次培訓人數 

精神病長期照顧服

務員訓練課程 
照顧服務員 20 小時 至少20人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內容 

認識精神病（一）：

診斷與治療 

1 一、精神病之病因、症狀及診斷 

二、精神病之治療 

認識精神病（二）：

預防與減緩失能 

1 一、認識常見精神病之認知、情緒、行為及社會功能之失能 

二、認識精神病人的特質與退化 

三、認識精神病人功能退化之預防與減緩 

優勢觀點與復元理念 1 認識優勢觀點與復元理念 

備註：建議授課以案例說明為主，理論為輔。 

精神病人常見的行為問 

題與照顧技巧 

2 一、認識精神病人常見之人際關係與行為問題（如：強迫行

為、負性症狀等） 

二、學習照顧技巧與處理（如：藥物影響等） 

精神病人之危機處理及 

因應 

2 一、 辨認高風險情境，如： 暴力前兆、 自傷或自殺、成癮

藥物及酒精濫用、受虐或疏忽等 

二、 通報及處理方式：通報敏感度、時機及通報系統簡介、

瞭解精神衛生法相關規定（如強制送醫、強制社區治療等） 

如何與精神病人溝通與 

建立關係 

1 一、認識建立關係的重要性 

二、降低服務過程溝通障礙的方法 

以人為中心的全人照顧 

基本概念 

1 認識以「人」為本的照顧服務方式，重視精神病人的選擇與

控制權。 

慢性精神病人常見的特 

質 

1 認識慢性精神病人常見的特質與人際互動問題 

精神病人的人際關係 1 一、認識精神病人人際關係的困難 

二、協助精神病人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維持 

備註：建議授課以案例說明為主，理論為輔。 

精神病人的社會參與 1 一、認識慢性精神病人社會参與的重要性 

二、如何協助及鼓勵精神病人社會参與 

備註：建議授課以案例說明為主，理論為輔。 



23 

 

精神病人的個人衛生指 

導 

1 一、認識慢性精神病人常見個人衛生問題 

二、如何協助精神病人保持日常個人清潔與衛生的能力 

備註：建議授課以案例說明為主，理論為輔。 

精神病人的居家環境衛 

生指導 

1 一、認識精神病人常見的居家環境衛生問題 

二、協助精神病人維持居家環境清潔的能力 

備註：建議授課以案例說明為主，理論為輔。 

精神病人的日常活動安 

排 

1 一、認識慢性精神病人的日常生活 

二、協助精神病人時間管理與活動安排 

備註：建議授課以案例說明為主，理論為輔。 

如何與家庭維持適宜的 

關係與溝通 

1 一、認識長期服務過程中與家屬的關係 

二、溝通方式演練 

認識精神醫療與社區復 

健服務網絡 

1 一、認識精神醫療服務系統、社區復健與支持系統、長照社

區服務系統中之多元支持與照顧模式 

二、服務模式間的轉銜與合作 

精神病污名與精神病人 

權益倡導 

1 一、認識精神病的社會污名 

二、精神病人的困境及其權益倡導 

精神病人照顧服務個案 

討論 

2 進行精神病人照顧服務個案討論： 

一、跨專業團隊照顧計畫於照顧服務執行過程的運用 

二、照顧服務員與跨專業團隊的合作與溝通 

總計 20小時 

(2) 整合精神病社區資源，辦理精神疾病識能公共教育、營造精

神病人友善社區環境及精神病人照護公共溝通等，於轄區內

針對鄰里長與社區志工辦理精神疾病的公共識能教育預計6

區，推動「身心健康天使」志工，促進大眾對精神疾病病人

的認知，期能減少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化與錯誤對待。 

2. 發展未列入CMS 2-8 級病人之輔助評估機制，並督導個案管

理及資源連結服務 

(1) 本計畫規劃由3大網絡主動發掘目標個案，包含精神科醫院、

基層醫療與公衛體系、照管中心等，針對符合本計畫之服務

對象轉介至精神長照服務中心及該中心之個管師或照管專

員運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評估，或經衛生局運用「照顧

服務管理系統」產出，評估結果未列入CMS 2-8 級之慢性精

神病人，或其他經長照服務特約單位轉介長照需要等級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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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含）以上之慢性精神病人，填寫本市新北市精神病人長

期照顧服務轉介單，由精神長照中心評估後派案予精神長照

據點或提供適當資源，並回復轉介單位。 

(2) 提升專業人員職能，建置工作人員工作指引包含精神專業人

員專業職能知識，網絡資源服務網絡資訊等等。 

(3) 督導個案管理所需相關資源服務經費之申請。 

(4) 督導及管理社區示範服務據點之服務品質及個案流向 

A. 協助發現個案及轉介個案至社區示範服務據點。  

B. 進行個案追蹤及管理：優先運用「個案服務管理核銷清

單表」進行個案資料登錄、執行進度追蹤，或配合衛福

部指定之資訊平台(https://mispc.mohw.gov.tw/CSSP/)，完

成資料之建置與登錄。  

C. 建立內部個案管理及社區示範服務據點之服務品質監控

機制。 

D. 個案管理師/專案管理人員須執行計畫相關庶務之執行。  

(5) 陪伴照顧者於精神病人所需要之生活照顧與醫療照護之諮

詢、服務、協調、轉介與追蹤。 

3. 召開跨領域/專業/網絡聯繫會議 

(1) 每季召開1次精神病人長照網絡聯繫會議，參與者包括該區

精神醫療網之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點、專家學者及精神科

診所、醫院、長照單位、精神社區復健中心、康復之家、精

神護理機構、社自關人員、照管中心、衛生所、鄰里長，期

望建立各區的共識與激發可能的精障友善社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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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形式如：精神長照焦點團體、開放空間團體、成果發表

/倡議團體及安排參訪相關精神復健機構等。 

4. 發展精神病人出院準備服務流程，並銜接精神長照服務中心

服務模式。 

(1) 針對個案入院後由醫院專業人員進行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擬

定，符合本計畫對象則由中心個案管理師/專案管理員進行

個案管理。 

(2) 中心須連結本市各區既有長照特約機構與精神醫療資源，並

輔導現行長照服務據點，提供精神病人長照服務，以建立慢

性精神病人接受長照服務之照護模式(如圖1)，包含需求評

估、照護服務轉介、相關資源連結、個案追蹤管理流程等。 

(3) 提供精神長照示範點專業諮詢及執行協助，進行相關資源彙

整，提供示範服務據點運用，另就示範據點常見執行困難，

製成Q&A或懶人包等方式，提供其他有意願提供嚴重精神

病患者長照服務之社區單位運用。 

(4) 協助衛福部辦理精神長照示範點之輔導作業，配合衛福部委

託110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社區示範輔導及政策規劃計畫」

辦理之輔導作業，共同進行。 

(5) 協助精神長照示範點之各項行政作業，含經費核銷、成果彙

整、報告撰寫等，以及協助精神長照示範點進行資料上傳作

業。 

(6) 探索精神疾病患者長照需求量表，除期末報告運用規定須運

用IADL、ADL、Kihon Checklist 等量表等具體之衡量指標

項目、量化指標值及操作型定義以了解進步情況。也期望藉

由其他量表如：「嚴重精神病患嚴重情緒行為干擾減少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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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頻率」、「嚴重精神病患 IADL 分數進步的比率及分數」、

「嚴重精神病患服藥順從性」、「嚴重精神病患日常起居事

項(刷牙、洗 臉、洗澡等) 進步的比率及分數」等能具體表

現精神病人透過長照服務後狀態的穩定或好轉及量化服務

之成效。 

5. 設立單一服務窗口及連絡電話，提供民眾、精神病人及照顧

者所需照護服務諮詢 

(1) 該中心設立單一服務窗口及聯絡電話，由照管管理中心人員

負責提供服務諮詢；非上班及假日時段，以電話錄音方式錄

案，再於上班日主動回撥。 

(2) 倘若緊急狀況，結合本市緊急處置中心之資源協助個案進行

緊急護送就醫之機制。 

(二) 設置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服務據點 

1. 本計畫與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社區民間團體共同辦理，於

社區或機構內設置。 

(1) 每據點每週服務時段合計2個全日1個半日。 

(2) 提供精神病人個案臨時照護服務。 

(3) 每據點至少提供35位慢性精神病人之服務，其任用之精神病

人照護者皆完成失能精神病人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課程。 

(4) 配合各項倡議活動，增加精神病人社會參與。 

2. 該據點除了提供長照相關服務方案給精神病人外，同時規劃

團體服務方案給精神病人之照顧者（如：家人或照顧服務員），

提供該照顧者日間的喘息外，更可提供相關的精神病人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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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或知識的介紹，實質的可以降低照顧者的壓力與負荷，避

免因不堪照顧壓力而產生負面結果。其規劃服務內容如下 

(1) 認知促進、延緩失能 

結合既有長照特約據點，增加社區接納與融合，並提供生活

功能重建訓練、社會參與、口腔保健、膳食營養及認知促進

等服務，期望達到延緩失能並進而可以生活獨立。 

(2) 家屬照顧/支持服務 

提供「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課程，期望精神障礙家庭之間

有所聯結，相信家屬經由不斷的學習，並與其他精障家庭相

互交流、分享，擴大正面的影響力，協助每個家庭早日走出

精神疾病的陰霾，進而展現自助助人的力量。藉由結合「臺

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深入淺出、淺顯易懂的八堂課

程，讓家屬們認識嚴重精神病、了解如何與生病的家人相處、

認識精神科用藥、當危機來臨時如何因應、教導家屬學習如

何善待自己、了解現階段精神醫療資源，進而推廣精神障礙

者反歧視運動。 

(3) 同儕支持服務 

成立同儕支持團體或運用志工等方式提供同儕支持服務，提

高服務對象之社區連結及參與。 

(4) 長照服務諮詢 

促進了解各項長照服務，並協助申請利用。若服務對象為經

評估為長照需要等級第2級(含)以上之慢性精神病人，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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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服務之外，另依據「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結合現

行長期照顧服務，依個案評估結果及需求提供。  

(三) 辦理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中心及示範服務據點管考作業 

1. 定期抽查相關單位執行進度及活動辦理情形，確保計畫品

質。 

2. 邀請專家實地訪查或承辦單位至本局進行成果簡報，評估計

畫執行成效。 

3. 配合衛生福利部相關計畫辦理。 

  



29 

 

陸、 預定進度 

 

月份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地方政府-             

 辦理計畫宣導說

明會  
            

 擇定精神長照據

點及精神長照服

務中心佈建 

            

 繳交期中報告             

 繳交期末報告             

精神長照服務中心             

 個案管理服務             

 人員培訓課程             

 識能公共教育             

 網絡聯繫會議             

精神長照據點             

 個案據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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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經費需求與來源  

一、地方政府行政費用 

補助項目 
補助額度計算說明 

預估補助金額

(元) 
計算說明 

業務費 

1. 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元。 

2. 補助額度依長照示範服務點數

量分，一個服務據點最多補助12

個月，二個服務據點及以上最多

補助20個月。 

200,000 
10,000元 *20個

月=200,000元 

管理費 
以前述費用合計金額之10%為上限

計。 
20,000 

200,000 元

*10%=20,000元 

C.小計 220,000元 

A.+B.+C.經費合計 6,950,6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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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病人長照服務中心 

補助項目 補助額度計算說明 
預估補助金額

(元) 
計算說明 

(1)人員培訓課

程 

1. 補助額度依場次時數分，其分

為8小時及20小時。 

2. 一場次8小時課程以10萬元為

上限(至少30人)，一場次20小時課

程以20萬元為上限(至少20人)。 

300,000 

8 小 時 課 程

100,000元 *1場

+20 小 時 課 程

200,000元 *1場

=300,000元 

(2)精神疾病識

能之公共教育 

1. 補助額度依場次分，每場次2小

時以補助3萬元為上限。 

2. 每年東區精神醫療網預計至少

辦理3場；其餘區域至少辦理6場。 

3. 每場次至少達30人。 

180,000 
30,000 元 *6 場

=180,000元 

(3)個案管理費 

1. 補助額度依人數區分，每人以

補助1,500元為上限。 

2. 個案管理費之計算及核銷請依

照個案管理費核銷原則(附件10)

辦理。 

157,500 

1,500元*35位個

案 *3 據 點

=157,500元 

(4)精神疾病共

同照護網絡聯

繫會議 

1. 補助額度依場次分，每場次以

補助5萬元為上限。 

2. 每年預計辦理至少2場。 

3. 邀請衛生、長照等計畫執行相

關單位共同參與會議。 

200,000 
50,000 元 *4 場

=200,000元 

(5)研究助理費 

補助額度依服務據點及據點性質

數分，說明如下： 

1. 一個服務據點補助1人，二個服

務據點補助3人，大於二個服務據

點則補助4人。 

2. 若屬109年辦理之單位，則得延

續聘用計畫人力。 

2,050,380 

碩 士 第 二 年

37,970 元

*13.5( 含 年

終)=512,595 元 

512,595 元*4 人

=2,050,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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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病人長照服務中心 

補助項目 補助額度計算說明 
預估補助金額

(元) 
計算說明 

(6)行政人員勞

健保及勞退  
勞保費、健保費、勞退聘任雇主負

擔費用等費用，依法編列。 
86,868 

勞保：3,075 元 

健保：1,872 元 

勞退：2,292 元 

合計：7,239 元

*12 個 月

=86,868 元 

(7)業務費 
補助額度依補助人數分，每人補助

12 人月，每人月以補助 3 千元為上

限。 

144,000 
3,000 元*12 人

月 *4 人

=144,000 元 

管理費 以前述 (1)-(7)項費用合計金額之 

10%為上限計。 
311,874 

(1)-(7) 項 合 計

3,118,748 元 

3,118,748 元 

*10%=311,874

元 

B.小計 3,430,622元 

A.+B.經費合計 6,730,6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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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病人長照服務據點 

補助項目 
補助額度計

算說明 

服務據點名

稱 
服務時段 

預估補助金

額(元) 
計算說明 

服務費用 

1. 補助額度

上限依服務

時段分：1全

日補助 45

萬元，1 半

日補助 20

萬元。 

2.每據點服

務時段以 2

全日 1 半日

為上限。 

3. 服務期間

內，各時段

平均服務之

人數少於 6

人，補助金

額折半。 

4. 服務時間

未滿一年者，

補助費用依

地方政府核

定之服務提

供月數按比

例計算。 

中和據點 2全日1半日 1,100,000 

2全日*45萬

+1 半 日 *20

萬元 =110萬

元 

紅樹林據點 2全日1半日 1,100,000 

2全日*45萬

+1 半 日 *20

萬元 =110萬

元 

板橋據點 2全日1半日 1,100,000 

2全日*45萬

+1 半 日 *20

萬元 =110萬

元 

A.小計 3,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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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預期效益 

一、 針對慢性精神疾病病人能透由精神長期照顧服務中心個

案管理機制協助個案完成照護體制。 

二、 藉由長期照顧服務中心資源整合，促使網絡間資源共享

及網絡間合作服務。 

三、 個案自醫院到社區以無縫接軌照護服務模式，促使個案

生活穩定性及社會參與，以延緩失能。 

四、 提升精神醫療照護專業人員精神專業職能。 

五、 提升照顧服務人員對於精神照護職場投入 

六、 提升跨專業跨領域網絡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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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未來規劃 

本計畫邀請本市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共同合作，該院為衛

生福利部新北區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且為本市唯一精神專科醫

院，擁有專業醫療團隊完整照護體系。以現有長期照顧服務架構，

佈建1處精神長照服務中心及3處精神長照據點，以逐步建構精神

病人之長期照顧服務模式，並進行精神照護體系人員職能培訓，提

升精神病人之長期照顧服務品質。 

期待藉此計畫所設立之1個中心3個據點照護服務模式，鼓勵

未來病人自醫療院所入院開始，即進行出院準備服務計畫，透由個

案管理機制，進行個案評估、計畫及執行，所執行服務方案期待增

加社區精神長期照顧資源，未來更能規劃增加基層精神科的衛星

門診點、身心科診所、職能治療所、C+ 據點、居家護理所等單位

加入，辦理多元的精神病人長照服務。另，網絡間合作整合及人員

教育有其重要性，其可促使長照服務人員更了解如何照護慢性精

神病人，使精神病人之長照業務融入於現有長期照護體系，增進個

案照護品質，更減緩照顧者之身心壓力負荷，增加家庭和諧融合，

社會才能安居樂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