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 

-居家護理服務」 
 

壹、 依據： 

衛生福利部 110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暨本市多元議題家庭合併

自殺意念、精神障礙處遇計畫。 

貳、 目的： 

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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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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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精神病人反

覆住院及精神病人家庭照顧者負荷等，以建置本市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模式。 

參、 計畫提報申請期間 

公告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肆、 申請單位資格： 

經政府核可設立之護理機構及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伍、 委託項目及標準： 

精神病人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含面訪及電訪），參考衛生福利部「長期照

顧給付及支付基準」辦理。 

陸、 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方式：由服務單位提出年度計畫及應備文件向本局申請。 

二、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1份(附件 1)，應加蓋機構及負責人章。 

(二) 計畫書(附件 2)1份。 

(三) 單位證明文件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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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護理機構、長照機構：開業執照。 

2. 醫療法人、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人民團體、

勞動合作社：捐助章程或章程、立案證書、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3. 長照服務特約核定文件。 

(四) 其他相關資料。 

柒、 計畫期間：自簽約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捌、 計畫執行： 

一、計畫奉核後，本局將函知受委託單位，請依預定計畫執行。 

二、服務項目如附件 3。 

玖、 審查方式：召開審查會議，採書面或會議審查方式，評分表如附件 4，總分

達 80分以上審查通過，本局保有最後審查權。 

壹拾、 核銷方式應備文件： 

一、 每月依案申請，核實支付。 

二、 服務與支付標準：  

(一) 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每案每月提供 4 次服務（含面訪及電訪）為

限，面訪每次 1,700 元、電訪每次 400 元、面訪未遇每次 200 元。 

(二) 除上述經費，面訪若有以下情形則可額外請領經費： 

1. 晚間服務（晚上 8 點至晚上 12 點）得額外請領 385 元。 

2. 例假日服務（週六、週日或國定假日）得額外請領 770 元。 

3. 夜間緊急服務（晚上 12 點至隔日 6 點）得額外請領 1,000 元。 

4. 同日第 1~3 項不得同時申請。 

三、 應備文件： 

1. 蓋妥機構關防之統一收據正本一張。 

2. 「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服務清冊(附件 5)。 

3. 「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訪視記錄(附件 6)。 

四、 督導及考核：以書面審查為主，於每案核銷時檢視訪視執行情形及文件

內容。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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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0年度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 

-居家護理服務」申請表 

申 請 單 位  立案(核准)文號  

地址(含鄰里)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職 稱 
 

連
絡
人 

職
稱 

 
連絡電話  

傳真  

姓 名 
 

姓
名 

 
e-mail  

辦 理 期 程 自簽約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近 3年獲各級 

政府補助情形  

申請單位聲明: 

本次申請補助案件之申請書及所有檢附資料均據實填

報，且未曾以同一計畫向貴府不同機關重複申請，如

有虛偽，一經查獲，願無條件如數繳回補助款項，並

負擔法律上一切責任。 

 

申請單位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社團或團體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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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辦理 110年度補助辦理「精神

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 

居家護理服務」計畫書 
 

 

 

 

 

 

 
申請單位名稱 

執行期間聯絡人 

聯絡人之電話 

聯絡人 e-mail 

中華民國○○○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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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0 年度新北市政府辦理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 

-居家護理服務 

服務對象、項目及預計經費 

壹、 服務對象： 

一、 本市精神照護追蹤關懷個案且未接受健保居家治療並符合下列條件之

ㄧ者： 

(一)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或症狀明顯干擾家庭及社區生活之精神疾病病

患且拒絕就醫。 

(二) 無病識感有中斷治療之虞。 

(三) 精神功能嚴重退化，需醫療照護。 

(四) 重複護送就醫未住院。 

(五) 重複通報處置中心未送醫。 

(六) 重複社區滋擾未就醫。 

貳、 服務項目： 

 

服 務 項

目 

服務方式 服務量 

個 案 服

務 及 資

源連結 

經本府衛生局轉介高風險精神障礙者，再

由精神長照中心個案管理專員評估轉介

至精神居家護理服務中心。 

1. 依個案風險程度及照顧者需求，協助個

案及照顧者獲得適當服務，提供全面性

而具連續性的照護服務，從訪視服務、

協助就醫、協助急性期個案住院治療、

安置機構、衛教宣導及連結其他專業資

源：心理師、藥師、醫師等，透過多階

段資源的挹注，協助高風險精神障礙者

與照顧者調適疾病之衝擊，降低照護負

個案服務： 

120 案/1,440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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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並提升生活適應與品質。 

2. 若個案不願就醫、無病識感及發生社區

滋擾事件並未達緊急護送就醫標準，可

連結「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方

案」，進行專業評估及處置，並於必要

時啟動緊急護送就醫。 

3. 若個案需要長照服務，依長照中心核定

之長照服務項目，協助個案申請需要之

服務。申請後，居護所個管員應定期電

訪，關心資源服務使用情形，並提供必

要之諮詢與關懷。 

4. 提供照顧者於精神障礙者不同階段所

需要之情緒支持與醫療照護諮詢，如溝

通技巧、精神行為症狀處置、社區資源

連結等。 

5. 協助照顧者於個案突發性自傷或傷人

之虞時，協助就醫。 

6. 登錄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更新服務

進度：配合規定定期登錄個案接受精神

居家護理服務中心之情形與更新接受

服務之進度。 

參、 預估經費： 

每案每月最多 4 次面訪，1,700 元*4 次*每案 3 個月*120 案=244 萬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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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新北市政府辦理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 

-居家護理服務 

評分表 

申請單位  

評分項目 配分 評分 評審建議 

一、計畫內容是否配合本局需求及計畫

之完整性與合理性（含執行方法及人力

配置之適切性等） 40 

  

二、工作計畫期程、執行進度(含歷年

計畫是否依本局規定時限繳交各期報

告)及期限規劃之合理性（含進度規

劃、品質控管及保證措施等） 30 

  

三、申請單位之專業執行能力、適當性與

相關工作成果、創意（含專業能力、相關

計畫承辦經歷、工作小組組織規模、技術

人力及過去辦理類似案件之經驗及執行

能力） 
30 

  

四、簡報及答詢 

10 

  

總計 100   

 

備註：請委員評定分數，總分達 80 分以上審查通過。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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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案號 個案姓名 個案身分證號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地址 備註說明109-00X 王小明 A123456789 男 20 2000/11/11 新北市中和區OOO路 輸入範例109-00X 王小美 A223456789 女 21 1999/11/12 新北市中和區OOO路 輸入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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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個案姓名 性別 個案服務 個案服務日期時間 記錄方式 服務內容補充說明 說明109-00X 王小美 女 電話訪視 2020/11/23 15:00 紙本 輸入範例 請按依照每位個案服務次數輸入109-00X 王小美 女 面訪 2020/11/24 10:00 系統 輸入範例109-00X 王小明 男 面訪 2020/11/23 15:00 系統 輸入範例109-00X 王小華 男 面訪未遇 2020/11/23 15:00 紙本 輸入範例109-00X 王小華 男 電話訪視 2020/11/24 9:00 系統 輸入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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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訪視追蹤記錄單 

個案姓名：  出生日期：  電話：  

身分證號碼：  追蹤日期時間：  

住址：  

 

 

精神科疾病史 

診斷(ICD-10編碼)：  

疾病史：  

活性症狀干擾性(妄想、幻聽、思考流程障礙與行為症狀等四方面之症狀) 

活性症狀干擾性： 

○1：(1分)無活性症狀。 

○2：(2分)有活性症狀，患者自己可以接受，日常生活不受干擾對家庭或鄰居不造成干擾。 

○3：(3分)有活性症狀，患者自己無法接受，日常生活受干擾，但對家庭或鄰居稍干擾。 

○4：(4分)有活性症狀，患者自己無法接受，日常生活受嚴重干擾，且對家庭或鄰居稍有干擾。 

儀表： □無異狀□裝扮不適□儀容髒亂□其他 

情感： □無異狀□低落□高昂□不恰當□緊張焦慮□表情冷漠□其他 

思考： □無異狀□被害妄想□誇大妄想□關係妄想□自殺意念□思考不連貫□答非所問□語無論次□

其他 

知覺： □無異狀□幻聽□幻視□嗅幻覺□觸幻覺□其他 

行為： □無異狀□自言自語□退縮寡言□四處遊蕩□怪異行為□攻擊行為□破壞行為□自傷行為□活

動量低□活動量高□坐立不安□激動不安□強迫行為□失眠□整日躺床□傻笑□其他 

其他： □無異狀□吸強力膠□吸毒□偷竊行為□酗酒□抽菸□嚼檳榔 

社區生活功能障礙(成就或家務表現、人際關係、時間安排與家庭生活四方面之功能表現) 

社區生活功能障礙： 

○(1分)社區生活功能沒有障礙與病前社會生活功能相比較，沒有差別或更好。 

○(2 分)社區生活功能有輕微障礙，與病前社會生活功能相比較，功能稍差，常規生活之換洗衣

物、個人衛生、洗澡無障礙，但工作表現、人際交往稍微被動，而表現稍差。 

○(3 分)社區生活功能有中度障礙，與病前社會生活功能相比較，有明顯之變差了，常規生活的

換洗衣物，個人衛生（洗澡）等較被動，工作或家務無法規律性進行，人際交往明顯地被

動，每天時間安排，顯得零亂，空閒時間多。 

○(4 分)社區生活功能有嚴重障礙，常規生活的換洗衣物，個人衛生（洗澡）不自己進行，無工

作，也不做家事，整天呆坐，躺床或無所是事的走來走去。                                                 

其它： ___________ 

 家屬對患者照顧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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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對患者照顧之態

度： 

○(1分)有家屬能接納病患，且醫療觀念正確。能與醫療人員配合，而且能熱心照顧患者。 

○(2分)有家屬能接納病患，但醫療觀念不正確，有違醫療原則。 

○(3分)所有家屬對病患採取容忍之態度，對病患照顧不熱心。 

○(4分)所有家屬不能容忍病患，對病患有明顯排斥感，病人因而覺得不舒服。               

心理問題(心理上的挫折、心理上之衝突(不是人際關係之衝突)、自信心不足等) 

心理問題： 

○(1分)無心理問題，心理適應良好。 

○(2分)偶而（一星期一次以下）抱怨心理上的問題，但覺得無所謂，情緒無困擾。 

○(3分)常常（一星期一次以上，但只在1-2天內有）心理上的問題，情緒會有某種程度之干擾，

心情感到不快活，但生活常規不受影響。 

○(4分)一直（一星期有3-4天以上）抱怨心理上的問題，情緒上受嚴重干擾，心情很不快活，生

活常規因此受影響。                                               

醫療上的問題 

醫療上的問題： 

○(1分)規則門診，規則服藥。 

○(2分)不規則門診，但可規則服藥。 

○(3分)規則門診，不規則服藥。 

○(4分)不規則門診，不規則服藥，或拒絕服藥。                            

就醫、復健、養護現況 

病識感： ○無病識感  ○有病識感 

就醫現況： 

○病情穩定，無就醫 

病情：○病情穩定  ○病情不穩定 

就醫：○規則就醫  ○不規則就醫  ○拒絕就醫  

就醫情形： 

○門診每  週  次，地點：____________ 

○居家治療，治療醫院：____________ 

○再住院：○急性 ○慢性，地點：____________ 

就醫歷程：  

復健情形、養護情形、

在家： 

○日間留院，地點：____________ 

○住宿型復健機構，地點：____________ 

○日間型復健機構，地點：____________ 

○精神護理之家，地點：____________ 

○社區關懷計畫，地點：____________ 

○社政養護，地點：____________ 

○其他復健方案，地點：____________ 

用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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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性： 

○規則 

○不規則，原因：○藥物副作用○長期服藥心裡煩悶○有人提醒才服藥|○自行減藥○沒有病識感

○自行增藥 

○拒服 

○病情穩定，無服藥                                           

用藥種類： □口服□滴劑□針劑□未說明用藥種類 

副作用總評： 

○無明顯症狀                                              

○輕微症狀對生活無太大干擾                                       

○中度症狀對生活有明顯干擾                                       

○重度症狀對生活干擾極嚴重                                        

副作用種類： 

□口乾□視力模糊□口齒不清□吞嚥困難□眼睛上吊□流口水□頭暈□張口吞吐□頸歪肩斜□動

作緩慢□步態不穩□肢體顫抖□嗜睡□靜坐困難□四肢僵硬□硬化□腹瀉□解尿困難□其他 

其他副作用 

家屬需求或反映事項： 

                                                          

處理及協助方式： 

 

訪視紀錄 

一、訪視目的: 

 

二、處遇計畫: 

 

三、下次計畫: 

 

追蹤計劃 

預約追蹤日期：  訪視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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