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09 年度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潛力型單位擴建及培植計畫



大綱
•據點服務項目
•補助項目及標準
•行政作業配合
•據點輔導機制
•試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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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服務項目
•關懷訪視：針對社區當地獨居、失能或需要關懷之老人，提供到府訪視服

務。 
•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透過電話進行關懷，及扮演福利訊息提供者

與資源連結者。 
•餐飲服務：定點用餐 ( 共餐 ) 或送餐。
•健康促進活動：定點定時規劃動靜態活動及課程，場地平日亦開放給長者

使用。
 
每一據點應至少提供三項服務
據點服務屬於初級預防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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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訪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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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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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服務飲



餐 服務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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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活動

8



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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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

•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宗教組織、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

辦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其他團體如社區宗教組織、農漁會、文史團體等非營利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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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及經費

•開辦設施設備費 ( 第一年 ) ：最高補助 10 萬元
•充實設施設備費 ( 設立滿三年 ) ：最高補助 3 萬元
    衛福部補助 70% ，單位須自籌 30%
•業務費： 12500 元 / 月 ( 每月可自由勻支 )
•志工相關費用： 37500 元 / 年
     衛福部補助 80% ( 含縣市配合款 10%)
        單位自籌 20% ( 自籌款部分由本局補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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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及標準 ( 公部門補助 )
開辦費及充
實設施設備
費

開辦費最高補助新台幣
10萬元

項目：文康休閒設備、健康器材、溫度
計、血壓計及電話裝機費、電腦、辦公桌
椅、傳 機、影印機等真
以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所需設施設備

主，並優先補助老人可使用之設備為

年中核銷

自籌 30%

業務費 項目：場地費、水電費、電話費、網路
費、書報雜誌、瓦斯費、文具、電腦耗
材、文宣印刷費、活動講師費、有線電視
裝機費、食材費、收視費、公共意外責任
險、器材租金及維護費、活動材料費、血
糖檢測耗材、交通費、雜支

以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經常性支出
主為

年底核銷

自籌 20%由本局補助

志工相關費
用

項目：志工保險費、志工誤餐費、志工交
通費、志工背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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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範例 ( 經常門 )

業務費 志工相關費用 總計
一般 150,000 37,500 187,500
偏遠地區
( 和平 )

150,000 43,750 19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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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作業配合

•計畫書申請 ( 申請表、計畫書、相關附件 )

•執行成果月報表 ( 每月 5 日前 交繳 )

•服務資料建檔 ( 個案基本資料表、關懷訪視紀錄表、電
話問安紀錄表、特殊狀況紀錄表、個案轉介 回覆單、暨
簽到表、血壓紀錄等 )

•參與聯繫會報

•據點核銷 ( 每年一次，含設施設備費、業務費及志工相
關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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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說明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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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評估

通過 試辦 2 個月 成效評估

通過 成立據點

不通過

不通過
針對不通過之項目
修正後可再申請一

次資格評估



試辦期程
•說明會：  109 年 3 月至 4 月
•申請時間： 109 年 3 月至 4 月
•試辦資格評估： 109 年 4 月 -5 月
•志工訓練課程： 109 年 4 月 -5 月
•新點試辦： 109 年 4 月至 10 月 ( 試辦 2 個月 )
•試辦成效評估： 109 年 5 月至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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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資格評估
•試辦資格評估分成應備資格及其他評估項目
兩部分，其中申請單位需具備上述 3 個應備
資格，且評估成績達 60 分以上者，方可通過
該次評估，並取得申請潛力型單位試辦計畫
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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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資格評估 -應備資格條件
•空間大小：

需具備可容納 20 人以上之活動空間

•出入動線及設施安全：
 安全性考量，場地出入動線需適合長輩進出及活動、廁所空間需為
平穩明亮，且非一樓之活動空間需有樓梯扶手

•志工人數：
單位現有投入服務人力至少 1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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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資格評估 -其他評估項目
•組織現況（佔 13% ) 

•場地空間（佔 13%）

•志工團隊（佔 16%）

•服務對象及需求（佔 15%）

•資源連結情形（佔 15%）

•準備態度（佔 18%）

•其他（佔 10%）

2021/05/03 19



試辦資格評估
•另評估單位是否具備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基礎，
若場地符合資格且半年內曾經提供每月至少一次的
關懷訪視服務及每週至少一次的健康促進活動達兩
個月以上、至少服務十人並可提出相關成果資料證
明者，則不須進行試辦，若無則須申請本局據點試
辦計畫。

( 備註：電話問安及餐 服務 非必要項目，若曾進飲 為
行相關服務亦可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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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評估 -注意事項
•報名時間：於說明會公告 

•準備資料：請單位於評估前 交繳
                      1.單位自我檢視表

                      2. 組織基本資料表 

•結果公告：評估人員 寫填 試辦資格評估紀錄表 ，並函
文通知審 結果。 查

2021/05/03 21



潛力型單位 -試辦機制
•目的：單位實際試營運據點業務，以了解據點服務工作及行
              政業務。
•試辦時間：為期 2 個月 
•補助計畫：《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整合
                         性補助計畫 - 潛力型單位試辦補助》
•補助對象：
 1.具備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基礎之單位，不須申請試辦計畫，於實地評
     估及審查通過後始得申請衛生福利部據點計畫。
 2.未具備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基礎之單位，應於實地評估通過後申請及
     執行試辦計畫，並經由實地審查通過後始得申請衛生福利部據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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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機制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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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除必須提供「關懷訪視服務」及「健康促進服務」外，得再
自選一至兩項服務，共為期兩個月。
•服務時間及頻率：
• 關懷訪視服務：視單位情況規劃服務時間與頻率，服務對象至少 10 人，每人

至少每月服務 1 次。
• 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視單位情況規劃服務時間與頻率，服務對象至少

10 人，每人至少每月服務 1 次。
• 健康促進活動：視單位情況規劃活動時間與內容，至少每週辦理 1 次，每次至

少 2小時，服務對象每次至少 10 人。
• 餐飲服務：視單位情況規劃服務時間與頻率，服務對象至少 10 人，每人至少

每月服務 1 次。



試辦機制 -補助項目及基準 (1)
•本補助採案件補助方式，每案每月至多補助新台幣 1 萬元整
，試辦 期兩個月，每案最高至多補助新台幣為 2 萬元整。

•視服務項目核定經費補助額度：

•提供「關懷訪視服務」及「健康促進服務」者，每月至多
補助新台幣 8,000 元

•提供「關懷訪視服務」「健康促進服務」及另一至二項據
點服務者，每月至多補助新台幣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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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機制 -補助項目及基準 (2)
•補助項目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業務費及志工相關費用，視申請服務為
類別核定補助項目：
• 申請「關懷訪視服務」者，可核定業務費之文具費、文宣印刷費及雜支，以
及志工相關費用之志工交通費、志工誤餐費、志工保險費。

• 申請「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者，可核定業務費之電話費、文具費及
雜支，以及志工相關費用之志工誤餐費、志工保險費。

• 申請「健康促進活動」者，可核定活動講師費、活動材料費、文具費、文宣
印刷費、公共意外責任險 ( 場地險 ) 及雜支，以及志工相關費用之志工誤餐
費、志工保險費。

• 申請「餐 服務」者，可核定業務費之食材費、瓦斯費，以及志工相關費用飲
之志工誤餐費、志工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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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機制 -辦理原則
•申請作業：試辦前一個月 交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繳
  1.申請表

  2.計畫書

  3.相關附件：包含組織章程、立案證書、負責人當選證書、
法人登記證書。

•服務內容：召募社區志工進行服務，須 交月報表，建立相關繳
服務表單，召開志工會議，並接受輔導團隊社工員之輔導。

•核銷作業：執行完畢後依規定核銷，且須參加試辦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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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成效評估
•成效評估流程：

1. 單位簡報 (15 分鐘 )
2.書面資料審查 (15 分鐘 )
3. 提問與回應 (20 分鐘 )

•成效評估項目：
1. 試辦結果─試辦期間相關服務表單及照片等書面資料
2.來年規劃─說明未來服務規劃、展望與困境
3. 老人需求調查結果 

•結果公告：
      評估人員填寫試辦成效評估建議表，並函文通知評估
      結果，通過者可申請 109 年或 110 年度據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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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複機制
•試辦成效評估未通過者，得自發文日起 10 日內函文送達本局申請複

查，並由社會局、輔導單位及外聘之專家委員前往進行複評，逾 10
日者則不受理該申請。

•比照試辦成效評估流程與項目，備妥相關資料，並於複評當天呈現。

•結果公告：

    複評人員 寫成效評估建議表填 ( 申複 ) ，並函文通知複評結果，

    通過者可申請 109 年或 110 年度據點計畫，未通過者不得再申

    請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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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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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



臺中市社區培力資源網(http://192.168.2.109/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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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社區培力中心 -臉書
臺中市社區培力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tc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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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家署據點入口網
https://ccare.sfaa.gov.tw/ho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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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家署據點入口網後台
https://ccare.sfaa.gov.tw/admin/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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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攜手推動社區照顧
•老人照顧網絡的建立實具有相當之迫切性，需要及早
準備，初級預防照護服務正是社區可以投入的部分

•今日我們的積極與努力，是 了讓我們的長輩都過得為
更有尊嚴、更快樂，也是 自己的將來用心，這是一為

有意義且 得持續的工作，大家一起來參與！份 值
•目前本市已經有不少的團體已經投入社區照顧工作，
並找到可行的推動模式，如今天將與各位進行經驗分
享的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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