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計畫 
說明會 

         10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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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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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主席致詞 

09：40－10：00 A級單位實施計畫說明 

10：00－10：40 綜合討論 

10：40－11：00 C級單位實施計畫說明 

11：00－11：30 綜合討論 

11：30－ 散會 



辦理期程 

辦理期間 

•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 

 

計畫徵求期間 

• 第一階段：自公告日起至108年3月27日止 

• 第二階段：自108年5月15日起至108年5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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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執行資格 

貳、服務內容 

參、個管人員進用資格 

肆、補助經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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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計畫- 
A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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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資格 

•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合法立案，並具辦理長
照服務經驗之組織或機構 

• 必須與新北市政府簽訂長期照顧服務照顧管理
(A碼)特約，服務據點至服務案家以30分鐘內
車程為主要服務區域 

• 107年已辦理本計畫之A單位，107年總派案量
100案以上，個案管理人力完成訓練且留任至
少1名以上者，得列為優先補助單位，107年總
派案量未達100案者，請補充說明，並由審查
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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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 提供服務包含以下計畫，辦理至少二項(含)
計畫者，補助個案管理人力一名；辦理至少
四項(含)計畫者，補助二名個案管理人力 
 
安寧緩和照護社區網絡計畫 
辦理營養餐飲服務計畫 
辦理交通接送計畫 
執行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輔導或成立巷弄長照站C據點 
辦理教育訓練 
長照2.0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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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承辦人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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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承辦人 分機 

 安寧緩和照護社區
網絡計畫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
計畫 

許小姐 3639 

營養餐飲服務計畫 林小姐 3652 

交通接送計畫 劉小姐 3657 

 輔導或成立巷弄長
照站C據點 

 教育訓練 
 長照2.0宣導 

林先生 3658 

請至本局網站-公告訊息下載計畫 

總機(02)2257-7155 



個管人員進用資格 

• A單位個管人員進用資格：須具長期照顧服務相關
經驗，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師級以上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 
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共
衛生、醫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
或運動保健等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 

專科以上學校，非屬醫事人員相關科、所畢業或公
共衛生、醫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及長期照
顧等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領有照顧服
務員技術士證者。 

高中職護理或老人照顧相關科系畢業者。 
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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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標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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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助上限 說明 

修繕及開辦設
施設備費 

最高獎助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 
 

項目含修繕費、辦公室設施設備、
簡易廚房設備、簡易復健設施、公
共安全設施設備、休閒康樂設備、
圖書設備以及照顧所需之相關開辦
設施設備。 

業務費 

 
最高獎助新臺幣
二十四萬元 
 

 提供與服務對象有關之照顧服
務、團體課程、方案計畫、專
案活動等費用。 

 有關各項業務費用獎助項目及
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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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經費標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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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助上限 說明 

專業服務費 

 
最高獎助新臺幣一百萬元，
獎助二名個管人員，每人
最高獎助十三點五個月
(含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 

個管人員進用資格：如簡
報P9 

獎助經費可含雇主應負擔
之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
準備金。最高獎助二名個
管人員 

未依規定辦理勞工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或提撥勞工
退休準備金者，不予獎助 

管理費 
最高獎助[專業服務費+業
務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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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級單位審查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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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 配分 1 2 3 

一、在地長照需求及照 
    顧服務資源分析 

10% 

二、申請單位相關長照 
    服務經驗、組織量 
    能、服務人力配置 

20% 

三、具體描述服務內容 
    及計畫目標 

30% 

四、服務規劃、執行能 
    力、與長照資源單 
    位的合作策略規劃 

30% 

五、預期效益 10% 

總評分 

請委員評定分數，總分達80分以上審查通過 



 
108年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計畫- 

C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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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資格 

 

以下未符合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資格之一： 

 

•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合法立案之醫事單位 

• 老人福利機構(不含小型機構) 

• 長照服務機構 

• 107年12月31日以前辦理巷弄長照站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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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 全台老年人口，以衰弱及輕、中度失能或
失智老人為優先，社區健康及亞健康老人
也可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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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 為提供延續性照顧服務，讓民眾就近獲
得社會參與的機會，及達到預防及延緩
失能的目標，內容包含 

社會參與 

健康促進 

共餐服務 

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具有量能之單位可 

  再增加提供喘息服務(臨時托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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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員進用資格 

• C單位個管人員進用資格：須具長期照顧服
務相關經驗，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組)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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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標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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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助上限 說明 

開辦設施設備
費 

最高獎助新臺幣
十萬元 
 

項目含文康休閒設備、健康器材、
溫度計、血壓計、電話裝機費及
電腦、辦公桌椅、傳真機、影印
機及其他經縣市政府核可設置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所需設施設備等 

已於其他獎助項目中申請相關設
施設備者，以不重複獎助為原則，
並優先獎助老人可使用之設備。 

充實設施設備
費 

 
最高獎助新臺幣
五萬元 
 

營運滿三年之據點，始得申請充實
設施設備費獎助，並依財物標準分
類所列最低使用年限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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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標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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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助上限 說明 

開辦設施設備
費 

最高獎助新臺幣
十萬元 
 

項目含文康休閒設備、健康器材、
溫度計、血壓計、電話裝機費及
電腦、辦公桌椅、傳真機、影印
機及其他經縣市政府核可設置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所需設施設備等 

已於其他獎助項目中申請相關設
施設備者，以不重複獎助為原則，
並優先獎助老人可使用之設備。 

充實設施設備
費 

 
最高獎助新臺幣
五萬元 
 

營運滿三年之據點，始得申請充實
設施設備費獎助，並依財物標準分
類所列最低使用年限規定辦理 



補助經費標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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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助上限 說明 

業務費 

 每週至少開放2-5個時段：最高
獎助新臺幣二十四萬元 

 每週至少開放6-9個時段：最高
獎助新臺幣四十八萬元 

 每週至少開放10個時段：未申請
人力加值費用之單位最高獎助新
臺幣七十二萬元/年，申請人力
加值費用之單位最高獎助新臺幣
七十九萬二仟元/年 

依實際開放天數計算 
(一個時段3個小時，每半天
以一個時段列計) 

志工費 

最高獎助新臺幣三萬元，偏遠地區
最高獎助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偏遠地區：烏來區、石碇、平溪、
雙溪、坪林 

項目含志工保險費、志工誤
餐費、志工交通費（限外勤
服務）、志工背心費；尚未
接受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且
領取紀錄冊者，請配合當地
社會局（處）規劃辦理志工
訓練 



補助經費標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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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助上限 說明 

 
據點人力
加值費用 

最高獎助新臺幣四十四萬伍
仟伍佰元 
每人最高獎助十三點五個月
(含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 

每週至少開放十個時段，
並辦理供餐及健康促進服
務之據點始得申請本項目
經費 

照顧服務員：每人每月獎
助新臺幣三萬三千元 

預防及延
緩失能照
護計畫費
用 

最高獎助新臺幣十萬八仟元 
每期獎助新臺幣三萬六仟元，
依長期照顧司預防及延緩失
能照護計畫執行原則辦理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執行原則 

• 服務對象：全台老年人口，以衰弱及輕、中度失能或失智老人
為優先，社區健康及亞健康老人也可一起參與 

• 以社區提供為原則，並依老人失能（智）程度安排合適之照護
方案及班級 

• 每單位(期)：每期十二週，每週一次，每次二小時，支付額度
為新臺幣三萬六千元，每期實際出席平均人數不得低於十人。
參與對象不可同時重複參加不同班別，若為延續服務，每人每
年以三期為限 

• 特約服務點應登記有案且有安全空間(含無障礙設施)、有公共
安全責任險並訂有緊急處理流程 

• 指導員:具師級證照之醫事人員，支付1,200元/小時;非醫事已完成方
案訓練課程者，支付1,000元/小時；協助員:不限為專業人員為原則，
支付500元/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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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執行原則 

• 照護方案內容：以肌力強化運動、生活功能重建、社會參與、
口腔保健、膳食營養及認知促進等實證應用方案優先，並須導
入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公告（網
址：https://nhpc.mohw.gov.tw/PDDC）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方案 

• 方案模組及其師資、指導員、協助員於徵得人才同意，得不受
該方案模組原提報實施區域限制 

• 每次活動之帶領須至少一位合格指導員（受審查通過核定並公
告者），依班級規模得增加適量之協助員或協助員以上之人力 

• 須配合於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
完成資料之建置與登錄 

• 有關於資訊平台進行資料之建置與登錄，以及介入前後效果量
測，可由指導員或協助員協助特約服務單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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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單位審查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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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 配分 1 2 3 

一、在地長照需求及照顧服 

        務資源分析 
10% 

二、具體描述計畫目標 30% 

三、申請單位相關長照服務 

        經驗、組織量能、服務 

        人力配置 

30% 

四、服務項目及執行能力 20% 

五、預期效益 10% 

總評分 

請委員評定分數，總分達80分以上審查通過 



經費之請領、撥付 

• 本計畫分2期撥付 
第一期款：經本市審核通過後，檢附核定函及領據撥付契約    
            價金總額50% 
第二期款： 

•期中成果報告於108年7月31日中午前送達本局，且函
報年度期中成果報告、支出憑證簿、執行概況考核表，
期中成果報告未完成年度計畫目標進度二分之一，不
予核撥剩餘款項，若原已撥付金額有剩餘款，應併同
繳回 
•期末成果報告於108年12月31日中午前送達本局，並
函送期末成果報告、支出憑證簿、執行概況考核表，
經審查通過後，核實撥付餘款；若原已撥付金額有剩
餘款，應併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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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項目 A級單位 C級單位 

計畫書 如附件一 如附件二 

經地方政府合法立案之
組織/機構證明文件 

一、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1.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或核准設立(立案)之證明
文件影本。 

2.章程或規程。 
3.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或核准設立(立案)之證明
文件影本。 

2.章程或規程。 
3.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三、醫事機構： 
1.開業執照影本。 
2.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四、社會工作師事務所：開業執照影本。 

場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建物權狀或使用同意書或租賃契約等 

自籌款證明文件 
本案免自籌款，惟經費若有編列自籌款需檢附 2 個月內自籌款證
明文件。 

新北市政府簽訂之長期

照顧服務(A碼)契約書 
如未附契約書，請於計畫書說明。 不需要檢附 28 



資料要去哪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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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 & A  

Q1：請問A單位個管人員進用資格一定要受過A個管訓 

    練嗎？ 

A1：執行長期照顧服務照顧管理(A碼)之人員須受
過A個管訓練，本計畫之A個管人員不需要受過
A個管訓練。 

Q2：要申請醫事C單位，但是場地不夠大怎麼辦？ 

A2：可向其他單位租借，併附上場地使用同意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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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窗口 

•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高齡及特別照顧科     

• 林先生 02-22577155#3658 

• AG8705@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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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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