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長照交通接送服務
聯繫會議(D碼)

109年5月4日



議程
時間 內容

14:00-14:10 主席致詞

14:10-14:40 業務報告

14:40-15:10 交通接送議題討論

15:10-15:40 交通接送媒合共乘單位分享

15:40-16:00 臨時動議

16:00~ 散會



業務報告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單位統計分析

(一)交通核定總數約17,754人

(二)長照交通特約單位與車輛數

(三)至109年3-4月未使用交通平台系統服務單位:

大立亨、康健、生泰、生活、柏莉、九華、

烏來衛生所

單位(家) 福祉車 一般車 購車 共計(台)

特約單位 35 238 726 0 1,009

獎助單位 16 89 38 7 134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使用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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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交通接送每月服務總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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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交通接送服務平台系統服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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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交通接送服務媒合共乘服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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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系統操作案例分享

情境題1：地址錯誤(行控下錯醫院、修改居住地未修改定位
座標，例如:台北馬偕&淡水馬偕，台北長庚&林口長庚、民
眾上車臨時改地址)?

☆司機端點選客上前請確實核對服務個案基本資料及目的地，
與訂單不符時，此筆訂單點選空趟，先前往新目的地，等
待新派遣單，立即重新推播給司機。(回報行控端重新下單)

~預約訂單有任何變動請事先告知以利於服務安排~



平台系統操作案例分享

情境題2：司機手誤，客上、空趟按錯?

☆「客上」及「空趟」按鈕放大，改為左右排
列，請司機確實核對後，再執行按鈕，設有防
呆機制，會再提醒一次。

情境題3：明明是空趟，誤按客上，一路按到底?

☆代為簽名成為完成趟，有偽造文書之嫌疑，
請就停在客上，回報行控，交由系統廠處理。



平台系統操作案例分享

情境題4：已載客收費，司機按鈕沒有確實完成?

☆建議司機上下班打卡，完成司機簽名，每天審視全部任務是
否點選完畢。

情境題5：司機手機壞了?

☆當天12點前可以登入別支手機將鈕按完，由營運端於預約
訂單的行車歷程修改成正確服務時間。



平台系統操作案例分享

情境題6：民眾已到車門邊，因疫情不願搭車?

☆司機確定乘客上車關上車門，再按「客上」鈕。

~為保存最原始服務數據，執行每步驟都確實點選~

上傳核銷資料與交通平台系統匯出核銷資料相同，不能自行變動



平臺
系統

照專

交通單位A個管

交通接送服務流程

★照會車隊：

- 接受照會或轉介之個案，應於照會或轉介後二個工作天內回覆處理情形。

★平台系統操控：

- 預約後2小時內請進行接單與排班作業，逾期會自動轉派至下一間車隊服務。

★額度控管(平台系統至5月起剩餘額度自動保留至下個月)：

- 服務對象之交通接送額度當月未使用完者，可保留，惟保留期限不得超過6個月。

★客服人員訓練：

- 清楚長照交通收費制度(陪同者、共乘費用)與部分負擔比率(須即時更新資訊)。



交通接送服務流程

★司機核對個案資料：
– 請個案提供具有照片與姓名證件作查核(健保卡、身份證、身心障礙

證明)。

– 下車前需要請個案或陪同者簽章(陪同者代簽須簽上陪同者姓名)。

– 交通接送服務是提供給個案本人使用，才能申請車資補助，家人與陪

同者自行使用都自費。

– 臨時發生狀況無法如期到達預約時間者，請提早回報行政中心，以利

後續調派。

– 依照實際服務情況(客上、客下、簽名)，確實完成司機端APP按鈕。



交通接送服務流程

★核銷作業：
– 請每天審查服務訂單是否有完成服務，以免影響系統會出來申請核銷經

費有誤。

– 每個月10日前完成核銷作業，以免計點停派新案服務。

– 檢核失敗請先發異動通報聯繫照專或A個管協助處理，勿留至月底一次

處理。

– 核銷上有碼別服務衝突先檢視自己服務紀錄服務時間是否登打確實，提

供核銷失敗清冊回報本局劉小姐進行後續調查，待下月一起申報核銷。

– 系統廠商每月初提供車行應申報金額，局內核對支審系統金額是否屬實，

有落差請車行解釋。



高齡及長期照顧科通知
109衛高長0027號(中華民國109年03月30日)

109年3月25日公告調整長照交通接送服務費率:

➢收費標準:一般車/無障礙車款採用1.2倍新北市計程車費率
收費。

➢陪同者:第1位陪同者免收取費用，第2位陪同者收取50元，
自第3位陪同者起每加1位多收200元。

➢共乘:採用車資66%收費，優先服務。

~依規定向個案收取負擔費用~



交通接送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109年3月30日新北衛高字第1090572571號函)

➢請服務特約單位應按每趟次服務覈實於長期照顧交
通接送服務平台系統進行預約、排班與完備用車服
務。

➢每月核銷、獎助計畫營運績效、行車路徑軌跡皆會
使用前開系統辦理稽核，倘未使用系統者，服務單
位將無法核銷、無法使用1.2倍新北市計程車費率計
算、營運績效亦不認列。



交通單位品質管理

★照專與A個管反映有關於交通單位:客服人員應對有疑義(不
了解長照交通服務制度)、服務態度不佳、遲到爽約民眾、
自費服務(提供背、抱服務)。

★個案陳情案件進來:預約專線進線無人接聽(無回應)、收費
疑義、預約車不易。

★有長照交通接送獎助車輛應有黏貼新北市交通接送服務
LOGO及平台系統介接GPS，做為未來特約資格與獎助審
查標準。



交通單位品質管理

★交通平台系統司機端APP只會顯示部分負擔費用，請交通
單位應該提供每趟服務明細，供司機請款可以核對，以免
司機對請款費用有疑慮。

★交通單位有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簽訂服務爬梯機服務，請
提供社會局同意函文與本局核備，會與本市分站與A個管佈
達，有交通單位同時具備交通與爬梯機服務。



109年度交通接送獎助計畫

1.營運費用：包含車輛費用、人事費、事務費，每一輛車每
年最高以新臺幣七十五萬元計。

2.車輛租金、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租金：每一輛車
（含GPS）最高以新臺幣十九萬元計。

3.原住民區、離島及偏遠地區交通車輛：每輛最高獎助新臺
幣九十五萬元；每一單位以獎助一輛為限。

~須先服務滿3個月後(以核銷資料為依據)，才符合送審資格~

營運費用申請補助相關明細依據-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109年度一般性
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
附錄三、衛生福利部長照基金獎助

案件核銷需檢附資料一覽表
(P.103~P.108)為申請標準。



交通接送獎助規範(草案)

➢計畫申請時間:

第一階段：自公告日起至109年5月15日止。(賡續辦理之單位)

第二階段：109年7月20日至109年7月31日止。

第三階段：109年9月21日至109年9月30日止。

➢獎助審查標準:

–無障礙車需求佔90%，一般車款需求佔10%。

–無障礙車需符合交通部車輛安全基準第67條「載運輪椅使用者車
輛規定」規格之車輛。



交通接送獎助規範(草案)

➢每期基本營運績效:

服務本市地區:每輛車載送長照個案(補助額度)以每月工作日
計算，每日平均應達7趟次以上或達41總公里(不含空趟)。

• 未達前述基準者，當期營運費依據達成比例酌減:

–達成率91%以上者，補助100%(覈實補助)

–其他達成率略以…

–未達20%不得請領營運費補助。



交通接送獎助規範(草案)

➢營運績效加分題:

–有載送長照個案(無補助額度)，使用交通平台系統預約與服務才
適用此方案，可以與上述營運績效達成率合計。

–計算公式:載送長照個案(無補助額度) /109年度日曆天*7趟/41公
里。

–舉例說明:美麗車隊獎助1輛專車服務新北市長照個案，長照個案
補助額度已經使用完畢，願意服務無補助額度個案約100趟次，
請問營運績效加分題如何計算?

答案:100/2562*100%=3.9%。



提案討論



提案一

A單位將個案轉派至其他車隊個案並不知情，每間無一定標準
流程。

提案單位：小驢駒租賃有限公司

➢說明：個案滿意服務本車隊服務且不知情的情況下已被調整其他

交通公司，個案覺得權益受損並不被尊重。

➢擬辦：請A個管如有轉派至其他車隊，請取得個案同意並確實發

出異動通報至原車隊說明情況及停派服務時間，以利長照交通單

位後續服務管理。



提案二

個案抱怨陪同者僅限1名陪同者，第二位就要加價收費，造成經濟
負擔過多，老老照顧需要居服人員或外勞陪同就醫服務，是否可以
第3位陪同者在收費，依照現行個案使用情況是否有需要修正?

提案單位：新北市衛生局

➢說明：

失能等級6級以上個案會僅1位陪同者搬運困難需要2位以上協助搬運
或只有外勞陪同無法與醫生溝通，因此照顧者也需要一起陪同前往。

➢擬辦：

依據現行公告規定辦理。



提案三

一般車用於長照的比例明顯增加，無障車款過於高且寬大，同時狹
小巷弄及偏遠地區不易進入，請本局維持一般車獎補助額度預算。

提案單位：小驢駒租賃有限公司

➢說明：未使用輪椅個案長者服務數量逐漸增加，不願意使用難以

攀爬無障車款。

➢擬辦：賡續辦理之長照交通接送特約單位保障已獎助車輛數，

新增或新特約單位會考慮實際服務需要量比例，再擴增一般

車獎助數量。



提案四

交通平台系統改進與建議。

提案單位：安富國際租賃有限公司、駿德租賃有限公司、生豐有
限公司

➢說明：

1.營運端：安排一趟服務給司機，系統需要重整一次、是否預約下單
有包月車趟(或日期多選)選項，不用重複下單。

2.司機端：每次登入皆需登打帳號密碼，不利司機使用、派遣單
上可顯示個案電話、可以新增導航鍵、發送簡訊給民眾，內容多
增加司機車號，以利民眾找尋服務車輛、APP不穩定，常常當機
或跳出。



交通接送媒合共乘單位分享



臨時動議



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