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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度「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申請作業須知 

壹、 依據 

一、依據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臺衛字第 1050037149 號函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及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 辦理。 

二、依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2 月 17 日衛部顧字第 1071962402A 號函辦理 

貳、 計畫目標 

  建構失智症共同照護網絡，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提供疑似個案就醫確診率與

社會服務資源的運用；透過失智個案管理機制，瞭解社會服務資源運用的普及性與覆蓋率，

同時辦理人才培育及公共識能教育、輔導社區失智據點及增加社區對失智症議題的識能率

與瞭解，加強對失智症之照顧後品質的提升。 

參、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肆、 辦理方式 

一、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一)執行單位資格與申請方式： 

1. 新北市教學醫院。 

2. 院內同時有神經內科、精神科或失智症整合門診，可做失智症確診之醫療院

所。 

3. 考量失智症者及其家屬服務之可近性，如屬本計畫 107 所核定之計畫仍應依前

項規定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二)個案管理對象： 

1. 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醫療院所、社區藥局

或其他單位轉介疑似失智個案(前開轉介單位應提供經評估為疑似失智個案之

資料予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2. 初確診失智症第 1 年個案。註 1
 

3. 確診註 2失智症個案並有複雜情緒行為或照顧者的需求。 

4. 107 年度納管個案尚未提供個案管理滿一年服務之個案。 

5. 上述收案對象均須簽署申請書。(由各共照中心留存備查) 

註 1 ：初確診失智症第 1 年個案定義；確診日期為 107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之個

案，且確診後離收案日須為 1 年內之個案。 

註 2 ：確診定義：經診斷並載明臨床失智症評量表(CDR)值≧0.5 分。 

  (三)服務項目： 

1. 個案管理服務 

(1) 對未確立診斷之疑似個案，協助完成就醫診斷(含系統登錄)與醫療照護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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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陪伴照顧者於失智症者不同階段，協助提供所需要之長期照顧與醫療照護

服務之諮詢、協調、轉介與追蹤。 

(3) 登錄與更新服務進度：配合本局規定，於失智照護服務管理系統按月登錄

所有服務及諮詢等資料。 

註3:【108年於共照中心接受個管服務且完成確診之個案人數/共照中心收案個

管  服務人數】x100%  

2. 共同照護平台服務 

(1) 輔導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A. 與轄區內所責據點簽訂 MOU 合作意向書註 4
 

B. 協助轄區內據點服務之疑似個案確診註 5
 

C. 至據點提供家屬醫療諮詢服務註 6
 

D. 訂定據點輔導計畫並執行註 7
 

E. 每季召開失智共同照護網絡連繫會議 

註4:【完成簽訂家數/轄區內所責據點家數】×100%                 

註5:【確診數/轄區內據點個案服務數】×100% 

註6:每月至轄區內據點提供家屬諮詢服務或配合據點辦理家屬支持課程 

註7:輔導計畫至少包括： 

輔導內容：如何協助開拓案源、服務安排、資源連結、品質提升、環境改善、

共照及據點個案轉介流程等;輔導人力;輔導期程;輔導預定成效，執行內容須呈

現於提案申請書中。 

(2) 辦理人才培訓教育訓練課程註 8，請參考附件 1 

A. 辦理失智專業人員及照服務員培訓實體課程 

上述合計至少2場;培訓課程之對象以從事該類工作之相關人員為限；

惟參加人員不得侷限為該共照中心單位內人員，每場至多補助4萬元，

補助上限16萬元(課程時數及課綱如附件1)。負責辦理之總人數(依培

訓對象)或總場次未達目標者，補助金額折半，請須配合本市協調結

果辦理場次及類型。 

                 表1. 失智專業人員及照服務員培訓規範 

課程類型 對象 每場次培訓時數 每場次培訓人數 

失智專業服務

課程 

醫師、專業人

員、個管師等

專業人員 

8 小時 至少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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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照顧服務

員課程  

照顧服務員 20 小時 至少 30 人 

               

B. 辦理社區失智識能之公共教育 

配合本市推動失智守護天使培訓計畫課程至少辦理10場，每場次至少

2小時，統計參加人數須達1000人(不限年齡)，補助上限10萬元，總人

數或總場次未達目標，則補助金額依執行情形按比例核實支付。 

註8：「1場」的定義為失智專業服務課程上滿8小時；失智照服員課程上滿20

小時；識能公共教育上滿2小時始得認列為1場，非以開課梯次計算，且每人須

上滿時數才可計為1人；如重複參加相同之培訓課程，最後人數計算僅以1人計 

(四)服務與支付標準： 

1. 108 年確診個案之個案管理費(下稱個管費) 

(1) 極輕度或重度個案，每人補助 3,600 元；輕度或中度個案，每人補助 6,000

元，並應完成下列事項： 

A.完成確診。 

B.登錄失智照護服務管理系統。 

C.轉介並連結長照或醫療相關服務。 

D.每月至少進行 1 次諮詢服務。 

E.完成 1 次前測及 1 次後測。 

(2) 個管費補助原則及共照中心應完成之工作事項： 

I. 有關 A-E 為個案管理必要完成之五大任務，均完成者才可依實際服務月

份計算個管費。 

II. 個案至 108 年底未完成 A、B、C 任一者；或於收案後未完成前測、108

年結案前未完成後測者，皆不予補助該個管費(例外條件分述如 III 及

IV)。 

III. 前後測時間至少間隔 6 個月，且前後測量表需一致。除初確診失智症 6

個月內個案免做前測外，108 年無論何時收的新案，都應完成一次前測，

惟若於 108 年 7 月 1 日(含)以後收案，當年 12 月 31 日(含)前則無須進行

後測(因未滿 6 個月)，但 109 年需繼續提供服務至滿 1 年，並於結案前

完成 1 次後測。如為滿一年後延續服務之個案，一年進行 1 次後測即可，

無須進行前測。 

IV. 如個案於中途因故結案，且屬結案條件 I～V 任一者得免做後測，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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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系統上註記原因，依個管期間計算應提供諮詢服務(每月至少 1 次)之

次數，按每月實際執行狀況，依全年執行之月份比例予以補助個管費。 

V. 如當年新收案未及提供服務滿1年，則按服務月份比例補助個案管理費；

如：108 年 8 月收案，至 12 月底未結案，則當年度個案管理費之比例為

𝟓/𝟏𝟐×個管費。 

VI. 個案接受個管服務滿一年後，如符合申請延案條件而繼續接受個管，則

該個案第二年之個管費折半補助，並均應完成 C+D+E 工作事項，始予

以補助；未按月提供諮詢服務者，按全年服務月份之比例計算個管費。 

VII. 對於 107 年已先請領完整個管費之舊案，須於 108 年繼續提供個案管理

服務滿一年為止，及完成後測；如：107 年 10 月收案，須持續提供服務

至 108 年 9 月，並於結案前完成後測。未持續按月提供服務之共照中心，

除由轄區地方政府列入紀錄，作為次年是否續約之重要參據，仍應就未

執行完成之服務按月份比例，於當年度補助之費用中扣除。 

(3) 若個案失智程度改變，個案管理師需於失智照護服務管理系統更新確診資

料；系統依登錄時間及失智程度按全年個管月份比例計算個管費用。 

(4) 前後測工具：應定期評估照護服務介入前、後成效，個案統一使用

CASI(Cognitive Ability Screening Instrument)評估量表及 QOL 生活品質量

表監測；如為 107 年之舊案，則以使用同一量表為原則。於結案時請摘要

提供個案及照顧者成效報告，並配合衛福部要求提供服務成效及所需相關

資訊，以利本計畫順利推展。 

(5) 結案條件： 

A. 死亡。 

B. 失聯 6 個月(含)以上。 

C. 入住機構 1 個月(含)以上。 

D. 長期住院（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時）。 

E. 個案本身拒絕接受服務。 

F. 計畫服務期滿一年（但確診失智症個案並有複雜情緒行為或照顧者的

需求，得申請延案接受第二年個管服務，並重簽個案服務管理申請

書）。 

(6) 核銷時請依本市規定檢附核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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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照平台費用補助規範 

項目 辦理內容 補助金額 補助上限 說明 

輔導據點 

(1) 訂定據點輔導

計畫並執行 80,000 

340,000 

如何協助開拓案

源、服務安排、資源

連結、品質提升、環

境改善、共照及據點

個案轉介流程等;輔

導人力;輔導期程;輔

導預定成效 

(2) 每年至少召開

4 次據點聯繫

會議 60,000 

每年至少召開4次據

點聯繫會議(每季辦

理)(一場補助 10000

元，最高補助為 6 萬) 

(3) 每月至據點提

供家屬醫療諮

詢服務 120,000 

至據點提供醫療諮

詢服務 (每個月至

少一次，一次兩小

時，補助 4,000 元，

最高補助上限為 12

萬) 

(4) 與轄區內所責

據點簽訂MOU

合作意向書 30,000 

MOU 合作意向書內

容需包含轉介個案

流程及服務內容 

(5) 108 年度據點

個案完成確診

率達成 70% 50,000 

計算方式:據點確診

個案數/據點個案數 

71%含以上補助

50,000；51~70%補助

30,000；31~50%補助

20,000 元；30%以下

不予補助。(百分比 4

捨 5入)108年 8月後

收案可不算在分母

內 

辦理失智專業人員

與照服員培訓實體

課程 

(1) 辦理失智專業

服務-醫師(8 小

時) 40,000 

160,000 

至少辦理2場教育訓

練，補助上限為 16

萬元。 辦理失智專

業服務，每場次至少

50 人 辦理失智照顧

服務員課程，每場至

少 30 人 並發放證

書、申請教育積分 

(2) 辦理失智專業

服務-護理、職

治、物治、社

工、心理-基礎

(8 小時) 40,000 

(3) 辦理失智專業

服務-護理、職

治、物治、社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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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心理-進階

(8 小時) 

(4) 辦理失智專業

服務-護理、職

治、物治、社

工、心理-個案

管理師(8 小時) 40,000 

(5) 辦理失智照顧

服務員課程-照

服員(20 小時) 40,000 

社區公共識能教育

訓練 

辦理社區識能之公

共教育訓練 10 場

次達 1,000 人 100,000 100,000 

配合本市推動失智

守護天使培訓計畫

課程 

(五)其他配合事項：  

(1) 需配合本市整體失智症政策規劃之交辦事項。如:國際失智症月、Run 伴系列活

動、品質監測、實地輔導機制及 108 年度新北市政府「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創新型計畫」計畫等等。 

(2) 各共照中心應設置單一服務窗口及連絡電話，提供民眾、失智症者及照顧者所

需失智照護服務諮詢。 

(3) 為促進共照中心平台運作，應規劃共照中心組織架構成員，其中辦理個案管理

服務需配置個案管理師，並具有失智相關培訓或臨床照顧經驗知能，若承辦單

位同時有申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者，該共照中心個案管理師不得同時為據點承

辦人員。 

(4) 辦理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計畫，每季召開之社區失智共同照護網絡聯繫會議，參

與者包括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專家學者及地方政府單位等。 

(5) 共照中心應妥善保存個案申請書及轉案申請書： 

A. 為利個案及家屬了解失智個案管理服務內容，個案及家屬申請使用共照中

心之個案管理服務時，並尊重個案及家屬使用服務之意願，均需簽署「個

案服務管理申請書」，簽署後留共照中心備查。 

B. 為尊重個案及家屬選擇所需的共照中心接受服務之意願，以利將資訊系統

中既有相關個管資料一併轉出，故個案欲轉至不同共照中心時，應簽署「轉

案申請書」，並由後續接手提供個案管理服務之共照中心上傳系統，以利

處理轉案作業。 

C. 確診個案如需接受第二年個管服務（需符合收案條件），需重簽個案服務

管理申請書備查，作為納入個管及後續補助個管費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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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申請方式與補助原則 

一、 申請方式:擬具體計畫書一式 4 份及電子檔(光碟)1 份，並於 107 年 1 月 25 日(五)

前正式函文提案申請並由本局辦理審查作業。補助經費編列或費用支出規範，請依

「108 年度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辦理(附件 2)。 

二、 倘計畫年度編列預算遭凍結或刪減，不能如期動支，本部得延後或調整變更經費或

中止辦理權利。 

三、 如對本案內容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高齡及長期照顧科徐小姐，聯絡地址:新北市

板橋區英士路 192-1 號；連絡電話 02-22577155 分機 3669。 

四、 本案應確實依照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及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之規

定，辦理政策宣導，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

得以置入性銷方式進行。 

五、 研討會場地應依行政院 95 年 7 月 14 日院授主會三字第 0950004326A號函之規定，

各項會議及講習訓練，以在公設場地辦理為原則，若因場地不敷使用，無法在公設

場地或訓練機關辦理者，每人報支之食宿及交通費，原則上不得超過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之差旅費標準，其膳雜費用仍依行政院 103 年 7 月 7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30101699 號函修正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標準辦理。  

六、 本案經費部分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依據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審議作業要點第

20 點第 11 款：「接受補（捐）助者，應於獲補助之各項服務、措施或活動所製作

之單據、單張、文宣品、媒體傳播、活動舞台背景、出國報告、研究成果報告、訪

問報告等補(捐)助項目或範圍明顯適當位置，註明主辦機關名稱及『菸品健康福利

捐補助』等經費來源字樣。標示文字範例包括：「本經費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

「使用菸捐挹注經費」、「經費來自菸捐」、「經費（部分經費）由衛生福利部運

用菸捐支應」等經費來源字樣。 

七、 本計畫申請說明相關規定，如有未詳盡事宜，依照衛生福利部獎補助相關規定辦

理。  

陸、 計畫執行期間 

一、 107年核定之既有服務提供單位：經地方政府核定為108年之服務提供單位，並於108

年1月起繼續提供服務者，契約執行日期為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 

二、 108年新申請之執行單位：契約執行日期為自機關通知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 

柒、 經費之申請(請領)、撥付及核銷: 

      計畫經費撥付：本計畫案分3期撥付執行單位。  

一、 第一期款撥付契約價金50%：執行單位應於收到本局核定函之14個日曆天

內檢送修正後計畫執行規劃書(一式2份) 、本局核定函、用印契約書及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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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本局審查通過後辦理撥款，依同契約價金50%先撥付執行單位。 

二、 第二期款撥付契約價金40%：執行單位應於108年7月15日函文繳交108年度

1-6月份執行成效表及第二期領據，經本局審查通過後辦理撥款，依同契約

價金40%先撥付執行單位；若執行單位成效辦理不佳，本局將延後撥付期

限。 

三、 第三期款撥付契約價金10%：執行單為應於109年1月15日前函送期末成果

報告1式2份(含電子檔)、原始支出憑證及支出至108年12月31日之收支明細

表(附件3)、核銷清單各1式2份及個案管理系統產出之核銷佐證文件，由本

局審查通過後，撥付餘款，如有結餘款應一併繳還。另計畫支出原始憑證

（含明細表）請留於地方政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妥善保存備查。  

捌、 審查標準 

項目 子項 配分權重(總分

100 分) 

一、計畫執行能力 1.執行單位是否符合本計畫之資格 

2.工作小組組織規模和相關人力 

3.專業人力、承辦相關計畫之經歷與成果 

15% 

二、服務規劃 1.個案管理機制(個案管理、院內跨單位合作、社區連

結、個案開發、如何提升確診率之方針)。 

2.共照平台執行規劃，須包含據點輔導機制、預計輔導

之據點單位(至少 5 家)、辦理失智專業人員與照服員培

訓實體課程規劃(是否有合辦單位及學員招募策略)、社

區公共識能教育訓練(是否有合辦單位及宣傳管道)等。 

3.推行本計畫是否有配合醫院內志工團隊同步進行。 

30% 

三、服務品質 1.各共照中心應設置單一服務窗口及連絡電話，提供民

眾、失智症者及照顧者所需失智照護服務諮詢，如何

協助高風險個案完成確診。 

2.院內針對失智症個案管理是否有成效評估及相關評

值內容(ex 量表評估、生活品質量表等)，針對目前案管

個案進行轉介資源分析；辦理失智專業人員或社區公

共識能教育訓練是否有滿意度調查。 

25% 

四、計畫內容之完整

性 

1.現況分析 

2.實施內容之適當性、可行性及完整性 

3.各階段作業時程規劃(甘特圖)及管控 

4.經費編列的合理性 

5.若為 107 年度延續性單位，請針對 107 年度計畫執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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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檢討及改善方針。 

玖、 申請期限: 

 請於 108 年 1 月 25 日（五）前檢附相關文件送(寄)達。 

 寄送地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高齡及長期照護科 徐小姐分機 3669 

            (220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 之 1 號) 

壹拾、 審查方式:本局召開 107 年度失智照顧服務計畫審查方式，總分達 80 分以上通過審查。 

壹拾壹、 申請應備文件 

壹拾貳、 應備文件如為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核章，裝訂成冊函文送(寄)達本局。 

一、計畫書一式 4 份及電子檔(光碟)1 份 

二、合法立案之機構證明文件 

壹拾參、 上述文件送達後，本局保有最後審查權，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履約期

間應配合新北市政府相關政策及長照業務推展，提供相關資料及接受評核。 

壹拾肆、 本計畫係屬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失智照護服務計畫」經費服務項目，服務內容如

有更動，將以衛生福利部最新頒訂為依循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