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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年度宜蘭縣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業務輔導暨工作成效查核指標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壹、 失智照護服務規劃與經營管理效能【50%】 
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A1.對失智

照護服務

之規劃與

執行 

 6   1.三年內失智照護服務需求 

分析或服務計畫書。包含

收案數、結案數。(延續型

據點提供 108年-110年；

新增型據點提供 110年) 

2.統計表(自訂)。 

3.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如資料檢附不完整，則

不予計分(下同)】 

A1.1盤點轄內失智照護人口數，依所

在鄉鎮村里不同人口密度、地理區

域等，整體分析及規劃服務項目、

內容、服務流程。 

(3)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1分:進行所轄失智照護服務資源盤點 
□1分:針對盤點結果進行分析。 
□1分:針對分析結果提出對策(規劃)。 

A1.2為提昇鄉鎮之失智據點收案數，

以服務該鄉鎮有需求之失智症者及

照顧者，失智據點的執行策略與成

效(延續型據點查核 108年-110

年；新增型據點查核 110年)。 

(1)  □1分：符合 A1.2。 

A1.3 為促進失智據點服務普及性，依 

A1.1.1盤點需求之結果，提供多元

服務機制。 

(2)  A1.3配分如下： 

□2分：針對個案服務提供多元性服務連

結類別，並有統計數。 

□1分：有提供多元性服務連結類別，但

無統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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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A2.績效指

標執行情

形 

訂有績效指標監控機制，並有紀錄，且

能針對計畫目標達成率低於 90%情形提

出檢討改善策略，並有追蹤改善機制。 

6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2分：定期檢視計畫達成情形，並有會

議紀錄。 

□2分：能針對計畫目標達成率低於 90%

情形提出檢討改善策略。 

□2分：有追蹤改善機制，且有成效。 

1. 110年度績效指標執行情形

表(需與計畫書及系統一

致；依申請類型、服務人

數、時段)。 

2. 檢附失智管理系統 110年

度 1月至 10月服務績效一

覽表及據點服務費明細

表。 

3. 檢附 110年度個案名冊、

收案資料、確診等相關資

料。 

A3.服務對

象開案、

轉案及結

案管理情

形 

A3.1 服務對象符合計畫內容，並列冊管

理，且能針對確診個案收案數未及

目標數，提出改善策略。 

A3.2 訂有失智據點將個案轉介至共照中

心接受服務之機制，包含紀錄、追

蹤並有名冊及統計資料。 

A3.3 訂有收案時間逾 6個月未確診個

案，轉出至 C據點、社區關懷據點

的機制並有列冊。 

A3.4據點收案數有 90%以上由共照中心

列案管理。 

A3.5確實執行個案管理，並留有完整

服務紀錄。 

10  A3配分如下： 

□2分：符合 A3.1。 

□2分：符合 A3.2。 

□2分：符合 A3.3。 

□2分：符合 A3.4。 

□2分：符合 A3.5。 

1. 統計表(自訂)。 

2.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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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A4.失智據

點辦理服

務認知促

進及緩和

失智情形 

失智據點服務期間，應每週辦理認知促

進及緩和失智，並固定時段。(除疫情

警戒 3級期間、尚未完成「失智社區

服務據點因應 COVID-19防疫管理查檢

表」) 

6  據點辦理認知促進及緩和失智課程之執行

率(已辦理週數/應辦理週數*100%) 

□6分：>95% 

□3分：80%≦○＜90% 

□0分：＜80% 

1. 核定表。 

2. 失智管理系統 110年度 1

月至 10月據點服務費明

細表。 

3. 失智據點擔任社區防疫

人力公文及計畫、名

冊。 

4.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因

應 COVID-19防疫管理查

檢表」核准函。 

5. 統計表(自訂)。 

6.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

料。 

A5.各服務

時段平均

出席人數

符合目標

數 

各服務時段平均服務人數能達方案目標

數，未及方案目標數，能提出改善策

略。 

4  A5.配分如下： 

□4分：各服務時段平均服務人數能達方

案目標數。 

□2分：各服務時段平均服務人數未能達

方案目標數，能提出改善策略。 

□0分：各服務時段平均服務人數未能達

方案目標數，無提出改善策略。 

1. 核定表。 

2. 失智管理系統 110年度 1

月至 10月據點服務費明

細表。 
3. 統計表(自訂)。 
4.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

料。 

A6.工作手

冊及行政

管理規定 

 6   1. 二級警戒期間有遵守防

疫指引，並落實執行。 

2.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

料。 

A6.1訂定工作手冊(紙本或電子檔)供

每一工作人員運用。 

(1)  □2分：符合 A6.1。 

A6.2手冊內容應明列單位組織架構、

各人員業務執掌、重要工作流程

(包含感控機制及防疫措施管理)、

緊急或意外事件處理辦法(求助與

通報等聯繫窗口、電話等)及工作

實務操作、代理人制度等資料。 

(5)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2分：工作手冊內容有明列指標說明之

項目。 

□1分：有依不同職務之工作人員業務職

掌，訂立工作手冊內容。 

□2分：訪談工作人員，就工作手冊之內

容重點，至少說明三項具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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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法。 

A7.失智管

理系統填

報情形 

服務提供單位須依規定每月完成系統內

相關資料登錄，將個案之服務紀錄登錄

於失智管理系統，並應有內部控管品質

機制。 

4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2分：每月完成系統內 相關資料登

錄。 

□2分：有內部控管品質機制並落實管理

(如紙本陳核機制)。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A8.接受主

管機關(共

照中心)輔

導/查核應

改善情形 

 4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延續型單位： 

A8.1針對 109年輔導查核建議之應改

善項目及其他建議事項，擬訂具

體策進作為並落實執行，且有成

效。 

 
(2) 

  

□1分：針對 109年輔導查核建議之應改

善項目，擬訂具體策進作為並落

實執行，且有成效。  

□1分：延續型單位有回報主管機關 109

年查核應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 

A8.2針對共照中心 110年輔導建議改

善事項，擬訂具體策進作為並落

實執行，且有成效。 

(2)  □1分：針對共照中心 110年輔導建議改

善事項，擬訂具體策進作為並落

實執行，且有成效。 

□1分：有定期回報共照中心之建議改善

事項執行情形。 

新增型單位： 

針對共照中心 110年輔導建議改善事

項，擬訂具體策進作為並落實執行，且

有成效。 

 

(4) 
  

□2分：針對共照中心 110年輔導建議改

善事項，擬訂具體策進作為並落

實執行，且有成效。  

□2分：有定期回報共照中心之建議改善

事項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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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A9.計畫負

責人實際

參與失智

據點行政

與服務品

質管理情

形 

A9.1 說明失智據點在宜蘭縣失智照護所

扮演的角色及賦予的責任為何。 

A9.2 說明失智據點服務項目及 110年執

行成果。 

A9.3計畫負責人實際參與失智據點行

政與服務品質管理，並提出經營管

理問題、解決策略及未來規劃。 

2  □0.5分：符合 A9.1 

□0.5分：符合 A9.2 

□1分：符合 A9.3 

1. 本項實地查核現場訪談

計畫負責人。 
2.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

料。 

A10.行政

作業及時

性、完整

度佳。 

能配合主管機關行政作業要求，在期限

內提供完整且正確之相關報表或資料。 

2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1分：能配合主管機關行政作業要求，

在期限內提供相關報表或資料。 

□1分：前項文件正確且完整度佳。 

 

 

本項由主管機關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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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專業服務品質【46%】 
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B1.多元性

宣導失智

據點照護

服務 

依盤點結果，推動失智據點宣導活動，

內容包含下列各項(110年度)： 

4   1. 失智據點專門網頁(FB)、

於各場域告示或張貼海報

或陳列宣導品之照片、宣

導教育活動照片與紀錄。 
2.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3. 資料呈現應為 110年度執

行狀況。 

B1.1失智據點服務資訊管道的多元性

及可及性。 

(2)  使用多元媒材(廣播、海報、手冊、摺

頁、宣導品…等)：每類得 0.5 分，滿分 2

分。 

□2分：4 類以上。 

□1.5分：3 類。 

□1分：2類。 

□0.5分：1類。 

B1.2失智據點資訊於主要服務通路揭

露。 

(2)  通路多元性(如 FB、網頁、衛生所、診

所、長照所、鄉鎮市區公所、村里長辦公

室、A單位、B單位、社區關懷據點、便

利商店、雜貨店、郵局、銀行、職場…

等)：每種通路得 0.5分，滿分 2分。 

□2分：4 類以上。 

□1.5分：3 類。 

□1分：2類。 

□0.5分：1類。 

B2.個案管

理服務品

質 

 14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1. 檢閱失智據點個案管理相

關資料及其失智系統登載

情形。 

2. 系統個案名冊。 

3. 每位個案收案相關資料。 

4. 服務紀錄、簽到資料(服

B2.1失智據點收案服務皆符合規定，

且將確診等相關資料填報系統。 

(4)  □2分：據點收案管理皆符合規定，且將

確診等相關資料填報系統。 

□2分：據點服務紀錄(含紙本、線上簽到

作業)與個案系統出(缺)席情形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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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B2.2轉介疑似個案至共照中心，協助

於收案後半年內確診。 

 

 

 

 

 

 

 

(8)  □2分：有統計個案來源、收案日期、 

       確診日期、失智症類型、未確診

數等資料。 

□2分：針對前項統計結果，逾 6個月未

確診，有分析因素及轉介至 C據

點、社區關懷據點、文化健康站

等。 

□2分：協助個案至共照中心確診方式能

多元性，可提供 3種方式以上之

佐證資料。 

□2分：失智據點個案有 90%以上由共照

中心納管。 

務紀錄及簽到資料請分時

段列冊，並須正本)。 

5.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B2.3提供失智據點個案之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或機制。 

(2)  □2分：符合 B2.3。 

B3.據點課

程品質 

 10   1. 各加分指標項目酌予加

分，最多 2分。 

2.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B3.1據點安排課程多元性，針對個案

表現能力設計課程，且課程主題能

以週期呈現。 

(6)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2分：有針對個案表現能力設計課程。 

□2分：課程主題能以週期呈現。 

□2分：課程前後可與帶領者討論，以作 

       為安排課程參考依據。 

B3.2 據點個案如於據點及家中有出現

失智症之行為精神症狀的因應措

施。 

(2)  □2分：符合 B3.2。 

B3.3如有特殊需求之個案無法參與課

程，據點能適時安排人員看護安

全，並提供個別化活動。 

(2)  □2分：符合 B3.3。 

B3.4據點有評估個案日常生活功能表

現及生活品質，來設計課程，並有

追蹤成效之紀錄。【加分指標】 

2  依實證依比例給分。 

B3.5據點課程有提供個案選擇時段參

與的機會。【加分指標】 

2  依實證依比例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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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B4.據點服

務人員服

務之效能 

 14    

B4.1了解並掌握個案及照顧者之需

求，針對需求提供協助。 

(2)  □2分：符合 B4.1。 

B4.2對於有家照服務資源需求之照顧

者，進行評估及轉介，並追蹤轉介

後之處理。 

(6)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2分:針對 110年度服務個案之主要照顧

者，評估「照顧者負荷量表」，並有

統計資料。 

□2分:依前項資料結果，提供照顧者相關

資源或轉介。 

□2分:針對前項轉介服務，有追蹤紀錄。 

B4.3媒合民間資源，提昇失智據點可

資運用之服務資源。 

(2)  依實證依比例給分。 
 

B4.4據點服務人員之任用及相關訓練

證明符合規定。 

(4)  □4分:符合右列 1-2項。 

□0分:右列 1-2項缺任何一項。 

1. 任用資格證明。 

2. 到職 6個月內完成失智 20

小時訓練課程證明。 

B4.5據點服務人員專業支持與增能-運

用相關策略及外部督導機制提昇個

管人員專業，建立個管人員支持體

系。【加分指標】 

2  有外部督導機制及紀錄。  

B4.6據點服務人員具有失智症團體相

關課程證明。【加分指標】 

2  依實證依比例給分。 

B5.意外或

緊急事件

處理情形 

訂有意外或緊急事件處理辦法及機

制。發生時依處理辦法、機制確實執

行與紀錄，並對發生之事件有分析報

告、檢討改善措施及追蹤紀錄。 

2  □2分：符合 B5.。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B6.無障礙

環境 

據點空間為無障礙環境，如廁所設置防

跌倒把手、防滑措施、出入口平坦

等；據點如設置 2樓以上，應有電

梯，且有定期維護。 

2  □2分：符合 B6.。 1. 本項實地查核現場。 

2.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B7.共餐服

務 

有提供共餐服務之據點應符合食品良

好衛生規範準則。【加分指標】 

2  依實證依比例給分。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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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個案權益保障【4%】 

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

分 

得

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C1.意見反應/

申訴機制的訂

定與處理情形 

 4  採加總型計分，配分如下：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

料。 C1.1訂有服務對象/家屬意見反映及申

訴處理辦法、流程，並確實告知服

務對象/家屬申訴管道。 

(2)  □2分：符合 C1.1。 

C1.2對服務對象及家屬意見有處理，並

有後續追蹤紀錄。 

(2)  □2分：符合 C1.2。 

 

創新性或高效益之服務【加分指標】 

查核指標 查核標準 
配

分 

得

分 
評分標準 備註說明 

失智據點專業

創新服務 

由查核委員於檢討會議中共識決 

※本項評核 110年 

2  創新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最高 2分，由查核委

員於檢討會議中共識

決。 
失智據點服務

服務對象包含

年輕型失智症 

由查核委員於檢討會議中共識決 

※本項評核 110年 

3  服務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最高 3分，由查核委

員於檢討會議中共識

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