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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新北市家庭托顧服務輔導委託專業服務計畫書 

一、 計畫目標： 

(一)協助完善服務制度：透過輔導單位，連結公部門及基層服

務單位(托顧家庭)，完善家庭托顧服務制度。 

(二)個別化督導家庭托顧長照機構，提升服務品質：運用輔導

單位機制，個別督導家庭托顧服務，激發照顧量能，提升

家庭托顧服務品質，保障受照顧者權益。 

(三)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營運，確保永續經營：透過輔導團

隊，培植在地家庭托顧長照機構營運能力，落實在地服務，

持續推動家庭托顧服務。 

二、 計畫執行期間：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本

案可追溯至 109年 1月 1日起算，依實際辦理情形給予核定。) 

三、 計畫內容： 

     (一)服務資源盤點。 

     (二)預期家庭托顧長照機構佈建目標及服務人數目標。 

     (三)執行進度規劃。 

     (四)執行方式 

     1、輔導單位權責事項： 

 家庭托顧服務輔導計畫之推動，輔導單位將服務中心作為本

府與家庭托顧長照機構間業務聯繫的溝通橋樑，同時協助

家庭托顧長照機構辦理法定事項及一般庶務工作： 

(1)協助有意願者設立家庭托顧長照機構： 

I. 發掘潛在家庭托顧服務提供者。 

II. 協助照顧服務員檢核住家之照顧服務環境（附件一）

等相關中央訂定之設立標準程序。 

III. 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取得設立許可。 

IV. 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發展替代照顧機制。 

(2)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帳務管理：包括服務費用收取、

費用申報、   核銷等相關事宜；有關費用申報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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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參照「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附件二)規定辦理。 

(3)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辦理相關行政作業： 

I. 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管理服務紀錄。 

II. 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訂定收費規定。 

III.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相關申訴處理。 

IV.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發展轉介機制。 

V. 協助家庭托顧服務人員減少職業災害，強化工作技

巧。 

(4)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辦理相關系統作業：協助照顧服

務員於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等系統進行相關服務資料

維護作業。 

(5)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處理相關契約事宜： 

I. 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與本府衛生局簽訂特約契約，

成為地方特約單位。 

II. 協助家庭托顧長照機構簽訂服務契約。 

2、 家庭托顧長照機構權責事項： 

提供失能者直接服務，包括： 

(1)與失能者、失能者家屬或支付費用者簽訂契約，並提供 

   照顧服務。 

(2)撰寫並依法保存個案服務紀錄。 

3、 輔導人員資格： 

(1)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 

   治療、營養、藥學、公共衛生、老人照顧等相關系、所、 

   學位學程、科畢業。 

(2)專科以上學校，非屬社會工作、醫學、護理、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營養、藥學、公共衛生、老人照顧相關系、 

   所、學位學程、科畢業，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且具 1年以上老人、身心 

   障礙或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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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中（職）學校護理、老人照顧等相關科、組畢業，且 

   具 3年以上老人、身心障礙或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 

   驗。 

     4、家庭托顧需求簡表： 

項目說明 109年  家庭托顧服務制度  注意事項 

家庭托顧服務員資格條件 

1. 具 500 小時以上照顧服務經驗之照顧服務

員或教保員、訓練員、生活服務員。 

2. 替代照顧者並應具照顧服務員資格。 

家庭托顧長照機構設立方式 
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2條取得設立許可後，始得營運。 

服務規模 
服務人數 

每一服務提供者之服務人數，含其失能家屬

總計不得超過 4人。 

其他 每日收托以 10小時為原則，至多 12小時。 

服務設施 

總樓地板面積 
平均每人應有 6.6 平方公尺以上，家庭私人

空間不計算在內。 

休憩設備、寢

室 
應設休憩設備，且不得設於地下樓層。 

衛浴設備 

1. 至少設一處衛浴設備。 

2. 至少設一扇門。 

3. 地板有防滑措施，並配置扶手及緊急呼叫

設備。 

4. 有適當照明。 

日常活動場所 應設休閒交誼空間。 

廚房 
至少應設有具配膳功能之設施，並維持衛生

清潔。 

其他 

1. 應設個案紀錄放置設施。 

2. 玄關及主要出入口門淨寬度在 80 公分以

上。 

3. 應置基本且在有效期限內之急救箱、滅火

器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4. 居家環境應符合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

法規對於集合住宅或住宅之規定，並維持

整潔及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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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政說明 

1、 申請程序： 

由本府自行招募有意承辦且符合條件之團體，以補助或委

託辦理等方式辦理。 

2、 輔導單位辦理資格： 

(1)除家庭托顧服務外之長照服務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 

(2)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 

(3)社會福利團體、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4)醫療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5)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上開單位以 106年度以前辦理家庭托顧服務提供單位為優先。 

3、 補助原則及標準(輔導單位) 

(1) 輔導家庭托顧長照機構已取得設立許可者： 

            I.每輔導一托顧家庭每年最高補助 15萬元；如托顧家庭 

          取得設立許可時間未滿 1年，視取得月份按比例支付 

          補助額度。 

 II.每輔導一家庭托顧長照機構之補助項目包括：輔導費、

保險、提撥勞工退休金、輔導交通費(每月最高補助 4,000

元)、業務費(不含專業服務費、油脂、審查費、國外旅費、

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費用)、設備費、管

理費等。     

(2) 輔導尚未取得設立許可者： 

每一輔導單位每月最高補助 1萬元，每年最高補助 12萬

元；每輔導一有意設立家庭托顧長照機構者之補助項目

包括：輔導費、保險、提撥勞工退休金、輔導交通費(每

月最高補助 4,000元)、印刷費、材料費、郵電費、文具

紙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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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補助基準參照「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

金獎助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附件二）之規

定。 

          (4)109年 9月 30日止，若未有新增家庭托顧長照機構籌設

送件申請，10 月至 12 月將停止補助每月 1 萬元之輔導

有意設立家庭托顧長照機構之補助經費，輔導單位仍需

持續輔導新增家庭托顧長照機構業務，年度結餘款繳回

衛生福利部。 

(5)本案受補助單位得專案免自籌。 

六、經費概算： 

經費項目 
單價

(元) 
計算基準 所需經費 

輔導已取
得特約之
托顧家庭 

150,000 

5家已取得特約，預估 6家年中取得特約： 
150,000元*5家+(150,000/12個月)元*6個月
*6家 
=1,200,000 

1,200,000 

輔導開發
或培植托
顧家庭 

10,000 
預估 3家輔導單位： 
10,000元*3家*12個月=360,000 

360,000 

總計  1,560,000 

 

七、 提交成果報告： 

(一) 受託單位應於 109年 12月 20日前完成 109年度成果報

告。 

(二) 報告一式 3份與報告電子文書檔案，應以正式公文函送本

局備查。內容不得有抄襲、剽竊或違反著作權法等行為。 

(三) 受託單位同意所繳交之成果報告著作權為本局所有。 

八、其他： 

  （一）本局不定期電訪或派員抽查家托單位服務執行情形及個 

     案紀錄。 

  （二）計畫執行中倘相關工作人員因執行計畫致生命、健康、  

     財產上受侵害時，受託單位應自負完全責任，與本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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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 

  （三）為維護個案權益，均應嚴守委託契約內容及業務機密， 

     受託單位有告知參與計畫之相關人員守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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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托顧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 

檢核 

項目 
序號 檢核指標 是 否 

總樓地板面積 1 
照顧區域面積             平方公尺，以平均每人有 6.6 平方公

尺以上，可服務       人。 
    

休憩設備、寢室 
2 設有休憩設備。     

3 休憩設備、寢室之設置地點不在地下樓層。     

衛浴設備 

4 至少設置一處衛浴設備。     

5 至少設置一扇門。     

6 地板有防滑措施，並配置扶手及緊急呼叫設備。     

7 有適當照明。     

日常活動場所 8 有設置休閒交誼空間。     

廚房 9 設有具配膳功能之設施，並維持衛生清潔。     

門 10 玄關及主要出入口門淨寬度在八十公分以上。     

緊急狀況處理設備 

11 設有基本且在有效期限內之急救箱。     

12 設有在有效期限內之滅火器。     

13 設有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其他 14 設有個案紀錄放置設施。   

自行檢核 

區域 

樓層： 

□客廳   □廚房  □通道  □樓梯   □陽台    □浴室     □飯廳     □儲藏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提供之家庭托顧服務環境，經依「家庭托顧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逐項檢查均符

合規定。 

填表人簽章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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