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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社區長照機構(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 

籌設許可資料檢核表 
111年 5月版 

申請單位：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次

序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名細目及備註 

一 申請書   負責人申請及蓋章 

二 法人登記或立案證書影本   

1. 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始須檢附

第二項至第五項文件。 

2. 申請人為醫療法人或其他依法令規

定應先取得法人主管機關許可者，

須檢附本項文件。 

三 章程影本   

四 
決議申請附設機構籌設許可之會

議紀錄 
  

五 
法人主管機關同意申請附設機構

之核准函影本 
  

六 

學校主管機關依私立學校法第五

十條規定，同意其申請設立機構

之核准函影本。 

  
申請人為私立學校之校長者，須檢附

本項文件。 

七 所營事業登記預查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人為公司或商號者，須檢附本項

文件。 

八 建築物圖示   

位置圖及百分之一比例之平面圖，標

示用途說明，並以平方公尺註明各樓

層、隔間之樓地板面積及總樓地板面

積，並檢附 A3 大小，俾利審查。 

九 

土地及建物

使用權利證

明文件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

影本 
  

1. 契約或使用期間至少三年，且於期

間屆滿前，不得任意終止。但承租

公有、公營事業或公法人土地或建

物者，各該法規有較短租期或使用

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2. 尚無建物者，免附建物使用權利證

明文件。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非

屬申請人所有者，其

經公證之租賃契約或

使用同意書。 

  

十 

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

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五條各款規定

之切結書正本 

  
正本至少 1 份，餘 3 份得以影本取

代。 

十

一 
負責人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   

刑事紀錄日期，須為籌設申請書申請

日期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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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名細目及備註 

十

二 
籌設計畫書 

1-1 機構名稱、地

址（無地址

者，其地號） 

   

1-2 負責人姓名、

戶籍與通訊地

址 

  

 

1-3 負責人國民身

分證正反面影

本 

  

 

2-1 當地資源概況   

1. 盤點設立鄉鎮市所在地長照機構佈

建情形(分別以各機構類型載明)。 

2. 說明設立社區式長照機構的地點考

量，如：個案來源、長者特性、醫

療近便、長照資源整合等、機構設

立期待或其他相關因素。 

2-2 需求評估   

1.設立鄉鎮市所在地老年人口及身心

障礙人口數。 

2.設立鄉鎮市所在地推估長照需求人

口數，含： 

 (1)65歲以上失能老人。 

 (2)64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3)55-64歲失能原住民。 

 (4)50歲以上失智症者。 

 (5)僅 IADL需協助之衰弱老人。 

3.請依以上各需求人口數說明設立所

在地資源及需求之差異，推估設立

之類型的必要性。 

2-3 設立類別   

1.社區式長照機構。 

2.敘明設立服務類型：日間照顧、小

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家庭托

顧。 

3.預計可服務人數、預計提供服務的

失能、失智程度。 

2-4 機構業務   

1.請參照長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敘明

服務對象。 

2.欲提供服務(倘有其他服務業務，如

喘息服務，醫事照護服務等長照規範

業務，請自行新增，且若有其他項

目，請於後續計畫書內詳述相對應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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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名細目及備註 

2-5 服務項目   

1. 社區式長照機構的服務項目請參照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1 條社區式長照

服務之項目。 

2. 請規劃每週多元、複合性課程內

容。 

2-6 服務規模   

1. 請依總樓地板面積每人最少 6.6 平

方公尺(申請設立面積)及日常生活

活動面積每人最少 4 平方公尺計算

可服務人數，請顯示計算式並於平

面圖上標註各空間面積以利驗算可

服務人數，ex:總樓地板面積平面

圖、日常生活空間面積平面圖。 

2. 日常活動場所面積計算應扣除機

房、辦公室、儲藏空間、樓梯…

等。 

2-7 設立進度   

1. 請規劃籌設階段、申請設立、開始

營業等，各階段工作項目之進度，

包含施工、裝修進度、人力招募、

訓練、特約申請等(請依機構狀態自

行增修)。 

2. 請檢附甘特圖說明上述工作進度。 

2-8 服務品質管理   

1.職前和在職訓練及預期效益。 

2.員工考核辦理期程及方式。 

3. 個案滿意度核辦理期程及方式。 

4. 機構收案流程圖(暫停、結案)。 

5. 訂有個人資料管理與保密規定 。 

6. 訂有個案紀錄與保管辦法 。 

2-9 經費需求   

1. 請依開放服務規模計算三年內經費

需求，包含開辦費用、每月相關支

出、細目。 

2. 人事費用請依該年度所聘僱之最大

人數計算。 

2-10 經費來源與

使用計畫 
  

1. 請敘明主要經費來源，ex：長照服

務申請及給付辦法、自籌、一般性

獎助基準等。 

2. 請依開放服務規模計算三年內經費

收入，服務收入請依照(2-3)服務

對象的失能、失智程度及(2-14)開

放服務規模推估。 

2-11 收費基準   

1. 收費基準請依據衛生福利部頒布長

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2. 敘明 BB碼別、BD碼別各失能等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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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名細目及備註 

取費用、全日及半日收取費用、交

通接送費等。 

3. 其他自費項目。 

2-12 服務契約   

服務契約書內容應包含：服務處所、

契約期間、服務項目、內容及時間、

許可立案及陳情管道之提供、費用收

取、費用調整、緊急事故之處理、終

止契約要件、非歸責於使用者之契約

終止照顧責任、退費之處理、保密責

任等。 

(註:此項依據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訂定。)  

2-13 預定營運日

期 
  參照(2-7)設立進度。 

2-14 營運後三年

內機構業務預

估。 

  
請依年份分別敘述服務規模預計開放

使用期程。 

3-1 組織架構   

1.檢附長照機構組機架構圖，倘為附設

機構請將母會組織架構圖一併檢

附。 

2.架構圖之人員請依最大服務規模規

畫。 

3-2 主管與工作人

員人數 
  

1.請敘明工作人員總人數，相關人數請

與(2-9)(3-1)一致。 

2.請敘明工作人員職業類別，正職或兼

職。 

3-3 工作項目   請依各職業類別撰寫工作項目。 

3-4 行政管理。   

1.感染控制及處理流程及方法。 

2.緊急事件意外處理辦法。 

3.申訴管道及處理辦法。訴管道及 

註:1 提及數據應為籌設申請書申請日期一年內。 

      2.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條所需檢附項目訂定。 

 

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承辦人:                   覆核:                         機關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