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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我國高齡化速度到 2020年將達 16%，進入「高齡社會」，並預計將於 8年

內(至 2026 年)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率將達 20%，進入「超高齡社會」，

並在 10年內持續增加至 2035年之 27%。此外，根據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

估（2018至 2065年）」報告中預估，2020年平均每 4.4人就要扶養 1人，2030

年則降到平均每 2.7 人扶養 1 人，2040 年時平均每 2 人就要扶養 1 人，最後

到 2065年，降到 1.2人扶養 1人，未來扶養比將持續升高，社會負擔將日益

加重。 

    根據衛生福利部(下稱本部)統計處 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指出，65 歲

以上約有僅 1.9%入住機構；另調查 55歲以上住家宅者，對於未來生活無法自

理時選擇進住機構之意願，顯示「入住機構費用是否有能力負擔」將是入住機

構之重要考量因素；而對於目前 55 歲以上老人家庭組成獨居及雙老(僅與配

偶同居)之人口占比已達 37.8%，顯示潛在入住機構人口比例高。 

    然而，經本部調查，現有機構(老人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及榮民之家)

供給不足，另全國占床率為 8 成，原因推論為現有機構對於部分區域可近性

不高及現有機構之品質尚待提升。而民眾亦反映，部分區域無法在住家附近找

到適合的住宿式機構或根本沒有機構，品質優良之機構也有一位難求的情形，

故只能將長輩送至更遠的地方，無法時常探視長輩。 

    本部為因應住宿式長照機構需求人口數急遽升高之現象，透過本計畫布

建住宿式機構公共化服務資源，提升長照住宿式資源不足地區之服務量能，以

均衡各地民眾取得住宿式長照機構資源之可近性，並因應未來大量成長之床

位數需求；希望在工作中的子女能夠對長輩安心托老，不因需要照顧而離職，

影響我國勞動生產力；長照需求者能夠於平價、優質且接近住家的機構中接受

照顧，實現在地化服務，以維持生活品質及便利家屬探視；輔導機構規模適中、

品質兼具，期平衡機構營運效益並提供因地制宜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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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 

    本計畫為提升整體長照住宿式機構品質及服務量能，規劃於 108-112 年

分年補助於住宿式資源不足地區新設立公共化住宿式長照機構，以均衡各地

取得住宿式長照服務資源量能，並使民眾得以就近取得平價且優質的住宿式

長照機構服務。 

參、 計畫內容 

一、 獎補助對象： 

(一) 公立之醫療院所。 

(二) 公立之社會福利機構。 

(三) 中央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獎補助條件及區域： 

(一) 土地或建物屬各級政府公有、公營事業或公法人、農會或漁會所

有。 

(二) 設立或附設住宿式長照機構所在地，以本部盤點之長照住宿式

服務資源尚待布建區域為優先，共計 88處；其中，14處已挹注

資源布建，爰於本次公告予以扣除。 

(三) 本次公告區域考量原獎助區域適做住宿式長照機構之公有閒置

空間資源有限，爰擴大補助原未布建區 74 處及其鄰近區 12 處

納入獎助區域；並新增離島地區 3處。(如下表) 

      區域 

本島地區 
原 74處未布建區 12處鄰近區 

新北市 貢寮區、金山區、泰山區 瑞芳區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山區 

臺中市 
大安區、大肚區、神岡區、

龍井區 
清水區、沙鹿區 

臺南市 
後壁區、大內區、將軍區、

北門區、安定區、山上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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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 

本島地區 
原 74處未布建區 12處鄰近區 

高雄市 
旗津區、永安區、彌陀區、

梓官區、杉林區 
岡山區 

宜蘭縣 頭城鎮 (無) 

新竹縣 
關西鎮、橫山鄉、寶山鄉、

北埔鄉、峨眉鄉 
(無) 

苗栗縣 

後龍鎮、卓蘭鎮、大湖鄉、

公館鄉、銅鑼鄉、南庄鄉、

頭屋鄉、三義鄉、西湖鄉、

造橋鄉、三灣鄉、獅潭鄉 

(無) 

彰化縣 
大城鄉、二水鄉、線西鄉、

芳苑鄉、埤頭鄉 
田中鎮 

南投縣 集集鎮、水里鄉 (無) 

雲林縣 

大埤鄉、東勢鄉、麥寮鄉、

莿桐鄉、臺西鄉、四湖鄉、

口湖鄉、水林鄉 

北港鎮、虎尾鎮 

嘉義縣 
梅山鄉、義竹鄉、鹿草鄉、

太保市、東石鄉、布袋鎮 
竹崎鄉 

屏東縣 
里港鄉、林邊鄉、南州鄉、

車城鄉、滿洲鄉、枋山鄉 
高樹鄉、東港鎮 

臺東縣 

關山鎮、大武鄉、東河鄉、

長濱鄉、鹿野鄉、池上鄉、

太麻里鄉 

(無) 

花蓮縣 光復鄉、瑞穗鄉 玉里鎮 

基隆市 中山區 (無) 

       區域 

離島地區 新增 3處待布建區 

金門縣 烈嶼鄉 

澎湖縣 馬公市、湖西鄉 

備註：長照住宿式資源尚待布建區域係依全國各鄉鎮之人口數、資源不足(現有床位數
扣除需求床位數，屬負值者)及供給床數(80 床以下)等條件進行盤點，另因考量
機構之永續經營，爰已排除山地原住民地區、偏鄉經營較不易地區及資源已建置
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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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申請獎助之鄉鎮市區非屬上開公告者，如擬申請本計畫，

以申請之鄉鎮市區與原 74 處未布建區之車程距離 30 分鐘內為

限(應提出相關證明及分析說明)，且需待本計畫申請公告獎助

區域之申請案件審查完畢及確認後，如有剩餘經費，得依計畫審

查結果序位(即依審查分數排序)納入補助。 

三、 獎補助項目及標準：補助新設立之長照機構住宿式服務類所需之必

要建設或設備，獎助費用項目如下： 

(一) 修繕費：每床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00萬元。 

(二) 新建費：每床最高補助 150萬元。 

(三) 可於核定金額內支應委託、設計、監造及酌含設備費(設備使用

範圍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之住宿式長照機構寢室及

衛浴設備之必要設備為限，申請時應檢附設備型錄，申請金額限

於總核定金額之 10%以內)。 

四、 獎補助原則： 

(一) 每一長照資源不足區域最高補助一件申請案，應視當地資源之

衡平性規劃設置床位數，每案最高補助上限為 200床。 

(二) 為因應未來機構之趨勢，本計畫規劃住宿式機構應朝向以 1-2人

房設計為宜，以符合機構使用者需求，並應減少設置多人房型，

爰申請單位於規劃設置房型之比例，應符合以下範圍： 

房型 1-2人房 3-4人房 5-6人房 

申請床位佔比

(%) 

至少 50% 

(A) 
100%-(A)-(B) 

上限 20% 

(B) 

舉例：以申請 200床為例，應設至少 100床屬 1-2人房型，5-6

人房型則最多設置 40床，餘則可設置 3-4人房型。 

(三) 本計畫預估總經費：50億元。 

(四) 倘計畫年度獎補助款遭凍結或刪減，不能如期動支，本部得延後

或調整變更經費或中止辦理支付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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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計畫依「長期照顧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法」、「衛生福利部長照

服務發展獎助作業要點」及「衛生福利部補（捐）助款項會計處

理作業要點」辦理。 

肆、 計畫執行期間： 

一、 既有建物翻修案：執行期間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10年止。 

二、 新建案：執行期間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12年止。 

伍、 受理及申請方式 

一、 申請單位應於 108 年 11 月 20 日前應提具計畫申請表(附件一)及計

畫申請書(附件二)及相關附件，向本部提出申請。 

二、 計畫書規格：應以 A4 大小直式橫書及雙面印刷（中文字型標楷體，

英文字型 Times New Roman，標題字體大小 16級，內文字體大小 14

級，行高 16-21 pt，與前段距離 0.5列等為原則），並請務必標示頁

碼，計畫書之撰寫應力求詳盡完整，所送計畫申請書及相關附件資料

須完備。 

三、 申請單位函送之計畫申請書書面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應按次

序裝訂成冊 1式 10份、Word電子檔光碟 1份，並以書面密封，寄送

申請案件之外包裝上請註明「申請 108 年度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

構公共化資源計畫」及申請單位名稱、地址、連絡電話，以利收發人

員辨識。 

四、 經費補助及費用支用規範，請依「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獎助布建住

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說明」辦理(附件三)。 

五、 計畫申請書與相關附件資料，不予退還。 

陸、 計畫書審查方式 

一、 本部將聘請專家予以審查評分，評選結果總平均 70分以下者，將

不列入獎助對象。 

二、 審查項目權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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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項目 配分 

1 

計畫主題之重要性與適當性： 

預期成果是否有益於長照資源不足地區發展住

宿式服務資源之量能提升。 

30 

2 

計畫內容之具體性及可行性： 

計畫之實施方法及內容步驟等是否具體、可

行，並明訂操作策略。 

20 

3 
經費編列情形： 

經費概算內容之項目應詳列說明。 
20 

4 
計畫執行能力： 

計畫之工作時程及人力配置適當，分工明確。 
20 

5 

具有進度管制措施： 

配合計畫預期目標，訂定明確進度管考之指

標。 

10 

柒、 計畫書核定與簽約作業 

    計畫書經審查通過者，本部將函復核定之計畫，並通知辦理簽約事宜。 

捌、 經費請領、核銷及撥付程序 

    本計畫分三期撥付款項，如下： 

一、 第一期款：申請單位與本部簽訂契約後，撥予申請單位契約價金

15%。 

二、 第二期款：申請單位於取得長照機構籌設許可且完成工程發包後，檢

送領據、核准籌設許可函文、籌設計畫書及工程發包相關契約書副本

等文件函送本部申請，本部確認後將撥予申請單位契約價金 55%。 

三、 第三期款：申請單位於取得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後，檢附成果報告 1

式 2份(含光碟電子檔)、領據、原始支出憑證、財產增加單、結算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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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證明書(含工程結算經費表)及收支明細表等文件函送本部申請，本

部確認後將核實撥付申請單位餘款。 

玖、 配合事項： 

一、 本計畫執行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相關子法規定、行政程序法及國有

不動產撥用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獎助對象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四)」，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18條第 3項處罰。 

三、 本部核定後，請依審查後修正之計畫書確實執行，本部得於執行期間

派員至申請單位了解計畫執行情形或要求向本部簡報，申請單位須指

派專人擔任窗口，處理計畫執行事宜。 

四、 申請單位申請本計畫或請款之資料，如發現有虛偽不實、違反契約書

或重複申請其他政府機關(構)並獲得獎、補助之同性質計畫或方案

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本計畫之全部或部分獎助金；已撥款者，並得

追繳之。 

五、 受獎助之申請單位應配合事項： 

(一) 申請單位於機構設立營運後，須配合本部「公共化住宿式長照機構

服務之規劃」辦理 (例如：收費規定等)及應配合推動指定創新方

案(例如：自立支援)。 

(二) 有關取得本部獎助布建鄰近地區及非公告地區之公共化住宿式長照

機構，應規劃於未來機構營運時，應優先提供服務予原 74處尚未

布建區之民眾使用。 

(三) 本計畫如未能如期完成，得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以 1年為限，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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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 3年。 

(四) 接受本部補助之申請單位於 3年內，不得主動辦理停業、歇業，或

經主管機關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予以停業、廢止其設立許可，違

者應返還全額獎助金；另外，應達平均佔床率 60%，違者應按未達

比例返還獎助金。若有不可抗力或因素或其他非可歸責之事由致未

能達成者，得以書面詳述理由向地方政府說明並函轉本部申請展延

1年。 

六、 本案經費部分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依據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審

議作業要點第 20點第 11款：「接受補（捐）助者，應於獲補助之各

項服務、措施或活動所製作之單據、單張、文宣品、媒體傳播、活動

舞台背景、出國報告、研究成果報告、訪問報告等補(捐)助項目或範

圍明顯適當位置，註明主辦機關名稱及『菸品健康福利捐補助』等經

費來源字樣。標示文字範例包括：「本經費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

「使用菸捐挹注經費」、「經費來自菸捐」、「經費（部分經費）由衛生

福利部運用菸捐支應」等經費來源字樣。 

七、 本計畫申請說明相關規定如有未詳盡事宜，依照本部獎補助相關規定

辦理；本部亦將視業務需要，隨時以公文書補充或修正相關規定，並

視同為契約內容。 

八、 如對本案內容有任何疑問，請洽本部長期照顧司王怡仁小姐，聯絡電

話：(02)8590-6666分機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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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推展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一） 

申  請  單 位  
核准機關 

日期文號 
 

會 ( 地 ) 址 
（詳列鄉鎮市區村里鄰）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職稱 
 
姓名  承辦人  電 話  

（執行單位用印、負責人簽章） 

計 畫 

名 稱 

108年度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申請單位：            ) 

預定完

成日期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預 

期 

效 

益 

（請填寫具體數據） 

計畫總經費  
申請衛生福利

部獎助 

（單位：新臺幣元） 

自籌經費 

（申請案自籌經費包括申請單位編列、民間捐款、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收費等，如有申請其他單位經費請詳予註明）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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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推展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申請表（二） 

計畫名稱：108年度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附 

 

 

件 

申請獎助計畫書 
自籌款證明（如法定預算或納入預算證明等主管機關證明、申請時最近二個月內之金融機構存款證明等） 
建物基地位置圖 
土地登記（簿）謄本（包括標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部)（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建物登記（簿）謄本（包括標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部）（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地籍圖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奉准變更編定之證明文件 
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證明 
建物配置圖及相關各層平面圖、立面圖 
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建物使用執照影本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工程造價概算 
修繕工程書圖 

山坡地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查明非屬不得開發建築之地區所提出相關資料 
合法房屋證明 
公共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申請建造或購置建物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專家學者諮詢規劃會議資料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申請之證明文件 
委託契約書 
切結書 
章程影本 
立案證書影本 
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租（借）用房屋或土地證明 
其他  （已隨申請表附送的附件請打勾，並由上至下排序） 

核轉

機關

審核

意見 

審   核   重   點 審  核  意  見 

1. 依行政區域內之整體需求，本計畫是否有必要？ 

2. 依計畫內容執行後是否可達到計畫之目的？ 

3. 是否符合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 

4. 申請單位所應附文件是否均符合規定？ 

5. 有無重複申請補助情事？ 

6. 以前年度是否尚有未核銷案件？ 

7. 申請單位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非

屬主管之團體，應敘明該團體主管機關之意見） 

8. 申請補助資本支出之單位有無註明房屋及土地是

否屬租（借）用者？ 

9. 土地、建物登記（簿）謄本以電腦查詢之時間及查

詢結果是否正確？ 

10. 新建、改建或增建長照機構申請案是否檢附會議

紀錄、計畫申請書初審意見表(附件四)? 

其他審核綜合建議請簽註於下欄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1.  

2.  

3.  

4.  

5.  

6.  

7.  

 

8.  

 

9.  

 

10.會議紀錄、計畫申請書初審意見

表 

核轉機關承辦人員及聯絡電話： 

（機關首長簽章）

 
說明： 

一、「計畫總經費」一欄，如有跨越二年度以上者，請書明各年度需求。 

二、申請單位請於申請表第一頁適當位置用印。 

三、如無核轉機關，核轉機關審核意見欄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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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計畫申請書 

 

 

 

 

 

 

申請單位：○○○○○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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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封面  

目錄 1 

壹、 綜合資料 3 

貳、 計畫摘要 (  ) 

參、 計畫內容 (  ) 

一、 前言及目的 (  ) 

二、 現況分析 (  ) 

三、 計畫期程、計畫目標 (  ) 

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  ) 

(一) 設置地點及位置圖、空間規劃建築物平面圖、建築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及每床面積..等。 

(  ) 

(二) 明確說明服務模式、流程、收案對象分析、需求評估工

具、服務項目、床數規模及須配置之人力、設施、設備，

及服務效益。 

(  ) 

(三) 訂定照護品質/成效指標，每三個月應至少統計資料一次。 (  ) 

(四) 公共安全計畫或公共安全改善計畫 (  ) 

(五) 具體回饋計畫或措施 (  ) 

五、 預定進度 (  ) 

六、 未來營運策略：（營運計畫；含照護經營管理目標、預估接受

照護個案來源（預估收案數量）及服務對象與服務人次數、收

費標準（費用成本計算方式）、服務內容、經營特色、宣傳行

銷、自我評估指標與方法、永續經營績效分析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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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力資源管理：  (  ) 

八、 承辦單位財務規劃、經營現況及過去績效： (  ) 

九、 計畫經費需求： (  ) 

十、 預期效益（含計畫內容與服務效益分析）： (  ) 

十一、 其他檢附資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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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壹、 綜合資料 

計畫名稱 108年度「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縣(市) ○○縣(市) 鄉鎮地區 ○○鄉(鎮)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名稱) 

執行期間 新建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10(112)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類型 □既有建物翻修案；□新建案 

經費編列 
單位(元) 公有土地/建物 

現持有單位/機關 修繕費 新建費 

申請經費   土地：        

建物：            自籌經費   

機構地址 （如無地址請填寫地號） 

計畫 

申請人 
 職稱  

電話 (  ) 
手機    

傳真 (  ) 

e-mail  
聯絡

地址 
 

計畫 

承辦/聯絡人 
 職稱  

電話 (  ) 
手機    

傳真 (  ) 

e-mail  
聯絡

地址 
 

本計畫確未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案，如有不實，除繳回補助款外，並願負相關責
任。   
 
 
 
 
 
 
 
 

申請單位用印：                

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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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摘要 

內容須包含摘述本計畫之目的與實施方法及關鍵詞等其他說明。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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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內容： 

一、 前言及目的 

內容須包含地域特性、經營管理自我評估等其他說明。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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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分析 

內容須包含： 

1. 請說明需求評估情形，含轄區內同性質機構分布、容量、目前與未來供

需狀況及急迫性，與基地鄰近地區發展狀況、地形、公共設施、交通、

以往天然災害情形等。 

2. 長照服務資源缺乏之問題分析。 

3. 其他說明。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18 

三、 計畫期程及目標 

內容須分述明本計畫各階段之目標及期程等具體說明。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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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設置地點及位置圖、空間規劃建築物平面圖、建築面積、總樓地

板面積及每床面積..等。 

注意事項：空間規劃建築物平面圖之圖面不得小於 A4 紙張大小，並需

標示正確比例及尺寸。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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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二) 明確說明服務模式、流程、收案對象分析、需求評估工具、服務

項目、床數規模及須配置之人力、設施、設備，及服務效益等。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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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三) 訂定照護品質/成效指標，每三個月應至少統計資料一次。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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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四) 具體之公共安全計畫或公共安全改善計畫。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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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五) 具體回饋計畫或措施等。 

內容包括應接受地方政府轉介之個案、視社區需要提供相關照顧服務、

其他對個案或社區之優惠措施等其他措施。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24 

五、 預定進度 

內容請以甘特圖表示。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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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未來營運策略 

內容須說明具體之營運計畫，例如照護經營管理目標、預估接受照顧個

案來源（預估收案數量）及服務對象與服務人次數、收費標準（費用成

本計算方式）、服務內容、經營特色、宣傳行銷、自我評估指標與方法、

永續經營績效分析等說明；如有規劃失智症照護，應說明失智症照護計

畫。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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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力資源管理 

內容須包括組織結構圖、人力配置、人員履歷（含職稱、經歷、服務年

資、與特殊醫療教育訓練及相關證件影本）及其他可配合服務之相關人

力資源培訓計畫等說明；如有規劃失智症照護，應具體說明失智照護人

力規劃。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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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承辦單位財務規劃、經營現況及過去績效 

內容應包含過去 3 年長期照護服務項目、服務成果及其他有佐證文件說

明等。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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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計畫經費需求         ▲請依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說明編列 

內容應包括經費概算之內容應包括項目、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

自籌金額、申請補助金額。(補助項目之費用係包括設計監造費及工程營

造費) 

(一) 既有建物修繕：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規格 數量 單價 計畫總經費 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備註說明：應包含營繕工程每平方公尺成本單價。 

(二) 新建：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規格 數量 單價 計畫總經費 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金額 

       

       

       

   備註說明：應包含營繕工程每平方公尺成本單價。 

(三) 設備費： 

項目 規格 數量 單價 計畫總經費 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金額 

       

       

備註： 

1. 設備使用範圍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附件三住宿式長照機構，其
寢室及衛浴設備之必要設備為限。 

2. 申請時，請檢附設備型錄。 
3. 申請金額範圍限於總核定金額之 10%以內。 

(四) 申請補助經費 

補助項目 數量(床) 申請補助金額 

修繕費   

新建費   

合計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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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預期效益（含計畫內容與服務效益分析） 

內容請就前述「照護品質/成效指標」，敘明達成閾值後的益處、貢獻或

所造成的影響...及未來 3 年具體目標與規劃等進行說明。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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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檢附資料 

說明：請參閱申請作業需知附件一之申請表（二）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 

 ： 

（自行增列） 

（如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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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經費編列基準說明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既有建物修繕

費 

既有建物修繕費設立

住宿式長照機構者，得

依其設立所需編列修

繕費用，並應說明翻修

工程空間規劃圖及工

程概算。編列範圍請依

「共同性費用編列基

準表」。 

一、舉凡舊有辦公室改變用途或重新裝修，無隔間之
全新辦公室需配合使用而增設之內裝工程，包
括：內牆及地面處理；現場施作固定傢俱；新增
隔間牆、天花板；新增衛浴間組（供首長使用）；
新增照明；窗簾、指示標誌；空調、水電、消防
修改；播音、保全、通訊系統;規劃設計、監造費
用；勞工安全衛生費、空氣污染防制費、施工稅
捐、利潤及管理費。但不包括辦公室內活動式家
具、特殊設備。 

二、得專案研析另行計列之項目為：結構補強或修

改；外牆修改；增設無障礙工程；拆除、清運、
清潔。 

三、裝修施工使用材料參考： 
(一) 地面：除廁所所貼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之防滑地磚外，其餘貼符合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CNS)之 3mm 厚透心塑膠地磚。 

(二) 牆面：除廁所貼符合國家標準(CNS)之防潮
面磚外，其餘粉刷 PVC 漆及 12cm 高塑膠
踢腳板。 

(三) 隔間牆：以 1/2B 紅磚砌築或經調架雙面
1.2cm 厚石膏板牆或矽酸鈣板，牆面與前
述相同。 

(四) 天花：1.8cm 厚烤漆明架礦纖吸音天花板。 
(五) 衛浴間：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之

(和成、電光等同級品)衛浴設備。 

(六) 照明：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之日光
燈具。 

(七) 窗簾：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之烤漆
鋁百葉。 

(八) 固定傢俱：1.8cm 厚木心板外貼美耐板

(柚木皮)或油漆。 

四、每床最高補助新臺幣 100萬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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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新建費 新建設立住宿式長照

機構者，得依其需求編

列新建費用，並應說明

其新建工程空間規劃

圖及工程造建概算。編

列範圍請依「共同性費

用編列基準表」。 

一、所列單價包括：基地一般性整理(整地)；施工用
水電；構造物本體(包括基礎、結構、外飾：18層
以上得為帷幕牆，以下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之國產磁磚)；電力、電信及一般照明設備；
室內給、排水、衛生、消防設備、生活廢水及通
風設備；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門窗、粉刷及達可
使用程度之基本室內裝修在內；防水隔熱、景觀
（庭園及綠化）、設備工程（電梯、衛浴及廚具設
備）；雜項工程；勞工安全衛生費、空氣污染防
制費、施工稅捐、利潤及管理費。但不包含：「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所定規
劃、設計、監造等費；營建管理顧問費；工程管
理費；用地取得與拆遷補償費；藝術品設置；協

助開闢公共設施相關費用；物價調整費。 
二、所列單價已考量一般條件基準，惟如：特殊大地

工程（含地質改良，不含一般基樁）；山坡地開

發工程；特殊設備（包括機械停車、空調設備）；
智慧建築(合格級標章按左列基準增加 3%範圍內
編列，其他級別另行評估)；綠建築(銀級標章按
左列基準增加 2%範圍內編列，其他級別另行評
估)；挑高空間(挑高區域之樓地板面積加列樓高
增加係數[《實際樓層高度公尺–3.6》÷3.6]✕
0.25)；太陽光電設備(每平方公尺按 10,000 元
編列)；大樹保護及遷移費用；減震、制震構造；
特殊設備及工法或行政單位要求；特殊外牆工

程；環境監測費；其他，得專案研析、說明計列。 
三、所列建築物之樓層數為地上層加地下層之總和，

除單獨地下停車場個案外及另行闢建防空避難
室等地下層，其造價按總計樓層數之單價計算。 

四、路外停車場係指在道路之路面外，以平面式、立
體式、機械式或塔台式所設，供停放車輛之場所，
其單價包括通風、消防、監視系統、號誌及收費
等必要措施。 

五、每床最高補助新臺幣 150萬元。 

設備費 設備使用範圍應依「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

標準」附件三、住宿式

長照機構設立標準，其

寢室及衛浴設備之必

要設備為限。 

一、 申請時應檢附設備型錄。 
二、 申請金額限於總核定金額之 10%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