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特約機制規劃說明會」會議紀

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1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健康大樓 4樓第三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表（附件二） 

主席（主持人）：劉局長建廷         記錄：簡約僱社工員庭筠 

列席:黃副局長碧雪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會議討論:  

一、 長照服務給付額度業務報告： 

1. 分成個人額度及喘息服務給付額度，且各類服務給

付額度不互相流用。 

2. 另有政府鼓勵加成機制，為不扣服務給付額度、免

部分負擔的照顧組合。 

二、 各類給付條件說明： 

1. 本基準不適用於長照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者。 

2. 針對有聘用外籍看護工之長照需要者，限用於專業

服務照顧組合，且僅給付 30%。 

3. 針對交通接送服務，限定使用於照顧計畫中之就醫

或復健。 

4. 針對輔具服務，維持雙軌制，補助年限改為 3年 4

萬，另新增租賃給付額度。 

三、 針對自費規定： 

1. 未載明於照顧組合表中之服務。 

2. 超過核定之長照服務額度者。 

3. 照顧組合服務內容，尚包含他人(家人)且非為另一

長照需要者，則其須自行負擔部分比率之費用。 

四、 針對照顧問題清單： 

個案經評估後，可產生出 33項之照顧問題清單，照專依

據照顧問題清單為中心，擬定相對應之服務計畫。 



五、 申報費用給付超過給付額度處理方法：先將個案姓

名及 ID提供予本部社保司，並於 3月份再申請支付。 

六、 針對特約機制規劃及說明： 

1. 在長照服務法施行前已依法提供長照服務之單位，

可直接簽特約，但須於 6月底前完成籌設設立。 

2. 辦理長照服務提供者簽訂特約，請依中央頒佈之相

關作業要點提出申請，並檢具相關文件；另於規定

期限內完成簽約及續約。 

七、 針對辦理經費核銷： 

1. 受補助單位依本所提供之核銷資料檢查表檢附應繳

文件。 

2. 注意領據須蓋關防。 

3. 支付分攤比於 107年起改為 97：3。 

八、 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特約機制規劃業務行事

曆公告。 

參、 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一、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翁靜宜護理長 

1. 針對編碼 CD01居家護理組合中的第二點提到本組合限 

107 年 1 月 1日…，此段文是什麼意思？是指後面的

個案應該也可以申請？ 

2. 針對居家護理所雙掛牌，因目前居家護理所負責人為護

理人員，但機構負責人為法人代表，如此一來居家護理

所負責人僅為業務負責人，這樣雙掛牌兩位負責人的身

分會不會有衝突？ 

3. 延續前面提及之 CD01的部分，居家護理之舊案服務提供

完後，即不能再提供服務，那我們還屬於長照服務人員

嗎？ 

4. 輔具租賃的部分，二手輔具之租借有被規範於其中嗎？ 

5. 有關特約簽約所需提供之評鑑資料是指？ 



6. 醫院有出院準備之服務，且此類人員有部分取代照專之

評估功能，那評估的方式需與照專的方式統一嗎？還是

有需要額外開課訓練？ 

7. 於 PPT內容中之 CB04是指？ 

二、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李繼元職能治療師 

1. 針對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

貼之長者，僅給付 30%，並限用於專業照顧組合，此項

規定會不會相較之前之補助來得更少？ 

2. 延續前項問題，如果家中有外籍看護工僅支付 30%，使

否會造成服務需求者無申請意願？ 

三、 社團法人宜蘭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林青松總幹事 

1. 針對輔具相關 E、F碼對應之規範「本基準不適用長

照住宿式服務使用者」，此敘述係指包含所有 E碼

都無法支付在機構內的服務需求者嗎？ 

2. 輔具給付 3年 4萬的額度，假設服務使用者為一般

戶需自付 30%，那給付額度是否變成 2萬 8000元，

或是維持原來額度但其他額度需自付？ 

3. 假設全部都要簽特約，那是否所有醫療器材行都需

向長照所簽特約？又申請人是否從個人申請轉變成

為醫療器材行向長照所申請？ 

4. 另醫療器材行非屬長照法所規定之長照服務提供單

位，即非特約所規範之簽約機構，那輔具部分是否

就維持現行制度，或是否要從法規面去做調整？ 

5. 長照輔具申請及身障輔具申請支付模式可否統一？ 

四、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聖嘉民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李怡臻社工師 

1. 針對特約制度，是服務提供單位需先提出一些東西來等

待回復，還是針對舊的簽約單位先做處理？又針對在案

中之服務使用者如何做處理？ 



2. 於報告中提及 6月底前需完成設立，那老福機構承建照

顧服務也需在 6月裡完成設立，還是直接可以簽特約？ 

3. 大部分申請到宅沐浴車之需求者多為重度失能者，因此家

中部份有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又具有外籍家庭看護工

之使用者不得申請此類服務？ 

4. 有關長照服務人員續練認證及登錄，使只有承辦這些服

務的人員才要做人員認證登錄，還是包含機構內人員都

需作登錄認證？ 

5. 有關交通接送服務，如果民眾要去公所拿證明，也無法

使用此項服務嗎？ 

6. 可同時使用日間照顧服務與居家服務嗎？ 

五、 宜蘭縣輔具資源中心吳錦怡物理治療師 

1. 交通接送服務是否包含服務使用者前來輔具中心進行評

估？ 

2. 針對輔具給付額度及自付額度的敘述方式需改進，建議

以百分比方式呈現及敘述。 

六、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1. 針對到宅沐浴車的部分，原為社會處進行費用補助，那

未來根據新的支付制度也可做費用支付，如此一來是否

兩邊費用補助皆可接受？ 

2. 針對到宅沐浴規定「本組合需要至少 2位的長照人員組

成」，但依據目前的服務方式為 1位護理師及 2位照服員，

那根據現在規定是否只需 2位照服員即可作服務？ 

七、 社團法人宜蘭縣社區照顧促進會林文明總幹事 

1. 照顧服務組合之確定，有無 A單位之決定是否會回到照

管系統？ 

2. 居家服務督導在服務確定方面會與照顧組合一致嗎？ 

3. 元月份的在案服務及費用如何做處理？ 



4. 確定照顧服務人員的供給方式是否可以單位另作聘請？ 

八、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力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盧秀卿

執行長 

居服人員於 2個不同的服務單位提供服務，在長照服務人

員續練認證及登錄時，將如何作登錄？ 

肆、 綜合回應 

一、 規劃於 107年 1月 19日完成各項服務之契約，針對特約

簽約部分，已完成設立或為既定服務單位，服務不中斷，

同步進行特約簽約，另需請各單位配合提供開業證書、

開業證明、登記或設立相關資料以及評鑑資料，本所將

根據各單位提供之資料於 30日審閱期內完成資料審

查，並於審查完成後函文通知單位前來完成簽約。 

另如果服務單位目前沒有要承接其他服務，即維持目前

狀態不異動，直接與本所簽特約即可。 

上述所提及之評鑑資料以最近一次之評鑑成績為依據，

丙等或不合格之單位不得申請該項服務之特約。另相關

性資料請檢附工作人員(督導/主管及照顧服務員之資

料)、106年度委託書影本及單位立案証書。 

二、 針對 CD01第二點係指舊案，仍有未使用完畢之服務時數

可做銜接使用。新案申請一概不適用，請各居家護理所

注意於 107年 01月 01日前之舊案一律適用 CD01。 

延續上述提及之居家護理服務，因中央仍在做醫事服務

相關規範手冊之擬定，因此目前居家護理的部分先維持

舊案服務，並先使用健保給付之點數，另長照部分支付，

中央為使服務額度與內容有更機動性仍然在做滾動式的

修正。 

三、 因目前居家護理所掛牌人多為護理長，以護理長擔任業

務負責人，但又與財團法人之負責人不同，雖於調閱紀

錄之相關法條規定為業務負責人與單位負責人皆需檢

附。針對成立雙掛牌部分，若為居家護理所增開辦理居



家服務業務，需雙掛牌，且負責人同居家護理所負責人

即居家護理所業務承辦人。 

四、 根據之前規定，家中聘有外籍家庭看護工之長者此類服

務皆不能申請。因此針對此部分中央有做些微調整，將

外籍家庭看護工視為一種補充性照顧人力，因此在 B、C

碼中之給付額度將調整為 30%，並限用於專業照顧組

合，即往日之護理及復健，另使用額度按失能程度比例

核定，服務超出之額度將由服務使用者自付。 

針對家中有外籍家庭看護工申請專業照護服務的費用支

付問題，中央規範使用額度按失能程度比例核定，不足

部分可自費使用。 

另針對家中有外籍看護工使用到宅沐浴車服務，經與中

央確認，仍是未補助，全額自費。 

五、 針對輔具服務： 

(一) 經詢中央，現行長照輔具補助方式為「給付」補

助額予民眾，故不需與醫療器材行簽約；另中央表

示長照輔具租賃相關方案現正研議中，至租賃給付

方式如為支付予醫療器材行，則可能需簽特約，需

俟中央研議後公告辦法。 

(二) 長照輔具給付方式如下: 

1. 輔具個人額度為「給付額度」*補助政府補助比

率，例如:一般戶政府補助比率為 70%，輔具個

人額度補助 28,000元/三年、中低收入戶政府補

助比率為 90%，輔具個人額度補助３６,000元/

三年、低收入戶政府補助比率為 100%，輔具個

人額度補助 40,000元/三年。 

2. 再依輔具個人額度減購置價格給付上限*政府補

助比率。 



3. 倘項目有註記「本組合免部份負擔」，則依附表

3照顧組合表(E碼至 F碼)之購置價格給付上限

金額補助，無需再*政府補助比率。   

4. 例如民眾為一般戶，申請補助購買 EA01便盆椅

及 EC02輪椅 B款、EC04輪椅附加功能 A款、EC06

輪椅附加功能 C款，計算方式如下： 

輔具個人額度補助 28,000元-(EA01便盆椅

1200*0.7+EC02輪椅 B款 4,000*0.7+EC04輪椅

附加功能 A款 5,000+EC06輪椅附加功能 C款

4,000)=15360元(輔具個人額度尚餘 15360元/

三年)。 

(三) 另有關輔具支付制度主要針對社區及居家式服

務使用者，機構式使用者仍維持原申請方式，假身

障者要申請，仍可從優申請。 

(四) 輔具額度分攤比之敘述會後本所將會進行字句

的修正。 

六、 針對到宅沐浴服務：於支付制度內之服務提供單位皆需

與本所簽訂特約，另服務補助不重複，因此建議先使用

長照服務之補助，若長照補助次數使用完，再申請社會

處補助，並且申請補助得從優補助。 

另外服務團隊之組成，經與中央確認後，目前護理師亦

納入長照人員登錄之範疇，因此可由單位自行評估 2名

長照服務人員的職業別。 

七、 針對交通接送服務，因其他服務項內有部分涵括了交通

之補助，因此單就交通接送服務僅限於就醫及復健使用

上，若服務需求者提及需前往規範外之地點，建議可另

尋復康巴士作服務提供。 

另外有關於前往輔具中心評估此類之額外需求，依據中

央給付及支付基準規定無法申請使用 D碼之交通接送服

務，若個案有需求建議使用照顧組合中的 BD03(社區式



服務交通接送)，另需求者有身障手冊可使用復康巴士，

或可選擇自費搭乘無障礙計程車。 

八、 有關照顧及專業服務(B、C編碼)： 

1. 照顧服務使用原則上與舊制一樣，無法同時使用，但

支付制度內照顧服務類採類似包裹制，因此於不同時

段可分別使用照顧類服務，但需請各單位就單一個案

報備使用服務之情形，以利本所進行服務費用額度的

試算。 

2. 如產生額外服務需求時，基本上服務若不受組合表規

定，且無明文規範，可先報備本所進行討論是否屬與

組合內之服務，本所會請示中央意見並確認是否支

付。但若明顯於服務組合外之需求，即回歸於個案與

服務單位之兩造關係，另外相關之自費額度也需由服

務單位與服務使用者訂定相關契約書。 

九、 目前出院準備服務流程仍然維持原樣，於醫院內評估完

後，仍需經過本所照專評估；另有關教育訓練的部分，

本所於會後會與同仁進行是否開辦之討論。 

十、 有關於目前在案之服務，需請各服務單位協助就原有服

務核定計畫根據目前支付制度之內容作費用的試算，如

有超出給付額度的個案，請各單位將資料提供給社保司

作參考；另本所會就舊案作複評，已重新作服務之組合。 

十一、 AA01及 AA02的部分，本縣之規範目前皆為本所照專

及需求評估社工與個案作照顧清單的擬定，另各單位之

居服督導員可就開出之照顧服務清單與個案作詳細的服

務開案時間及細項之說明。 

十二、 目前服務提供乃根據照專評估之服務需求對應相關

服務及費用支付額度。 

十三、 有關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認證及登錄：凡於長照

服務單位提供長照相關服務之人員皆須作長照服務人員



之登錄認證，且針對該服務人員主要職登的長照機構作

長照服務人員的登錄。 

有關隸屬不同服務單位之人員登錄，以一處(職登單位)

為主，或兩處都需做長照服務人員登錄。若登錄作業完

成後，服務人員於未登錄之長照機構支援，依據長期照

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 18條規

定，應於事前敘明支援地點、期間、時段及理由，報機

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十四、 有關其他細項問題，本所仍需與中央作請示，待相

關討論確定後再作回復。 

十五、 針對各項照顧服務組合之編碼詳細說明，將會於 1

月 22日至 1月 26日辦理長照服務支付制度編碼說明會

中邀請各服務單位前來參與討論，針對各項編碼逐項討

論。 

伍、 會議結束：下午 12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