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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老人福利及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106年度第 2次會議
紀錄 

壹、時間：106年 12月 4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會議室 

參、主席：林主任委員依瑩                        記錄：江竺芸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號 案由/前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 

議決議 

1 

請針對山地及平地原
住民的經濟安全需求
進行研議。 

1. 有關經濟安全部分，本局提供
救助項目並未區分福利別，內
容如下： 

(1) 緊急性、短期性救助：本市
市急難救助、中央馬上關懷
急難救助，以供設籍本市之
民眾申請。 

(2) 長期性救助：依據社會救助
法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資格審查作業。 

2. 原住民族委員會亦於 95 年 3

月 14 日訂有未產生經濟效益
原住民保留地認定標準，倘名
下不動產符合要件，可予以排
除。另依社會救助法 5-1 條第
2 項規定亦訂有對原住民所得
從寬計算之依據。 

3. 如民眾資產調查逾標準，惟有
其特殊因素，亦可透過本局社
會工作科之社工員訪視，評估
是否有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9 款之排除人口或專案挹
注家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資格之需。 

社會局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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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前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 

議決議 

2 

有關無障礙空間及設
施之資訊(含無障礙
廁所)的蒐集及資訊
開放方式，請列入下
一次會議工作報告提
出規劃。 

針對公園、綠地、廣場等本局權
管設施之無障礙規劃、推動及督
導事項乙節，已納入「臺中市公
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條文內容，業經市議會審議通
過及行政院審查核定，於 101年
12 月 20 日公布實施；本市公園
新闢工程規劃均要求符合無障
礙規範，另查本市目前有 522座
公園，其中有 144座設置廁所，
112 處有無障礙廁所，另目前刻
正辦理「臺中市亮點公園廁所改
善及設置親子廁所工程」發包作
業中，完工後將增加 14 間無障
礙廁所。 

建設局 

解除列管 
另請建設局
將無障礙設
施及空間資
訊公告於建
設局網站。 

3 

請於下一次工作報告
請就全市各分局同仁
之認識失智者之培訓
課程(提供基層警察
對於失智症有一些基
礎的認識)，提出規劃
報告。 

為精進員警處理失智者之技巧
及效能，除聘請本市私立「真愛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陳執
行長筠騏擔任本局「認識失智者
之基礎課程巡迴講座」講師，並
由各分局洽請該會或利用社區
友善失智守護資源辦理「失智症
老人守護天使訓練課程」，各分
局培訓課程已完成辦理。 

警察局 解除列管 

 

回應及討論： 

    針對案號 2進行回應及討論： 

1、 廖萬池委員 

(1) 針對公園、綠地廁所數不多，建請增加廁所數量或告知流動廁所租借辦

法。 

(2) 為鼓勵長者走出戶外，社福團體辦理公益性活動需自行租借流動廁所，

而向民間單位租借流動廁所費用很貴，建議環保局協助租借流動廁所或

提供費用優惠。 

(3) 流動廁所因需支付租借費用，主辦單位是否能向民眾進行收費？ 

2、 代理許佐夫委員 李振綱 

(1) 針對公園、綠地之無障礙廁所數量偏低，可向環保局租借，由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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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活動性質編列預算。 

(2) 建議將綠地、廣場、公園之無障礙設施及空間路線等資訊公告。 

主席裁示： 

1、 環保局訂有流動廁所使用管理要點並公告於局網站供民眾參考，另如針對

公益性或高齡長者之活動欲租借流動廁所，再請環保局提供如何以公益性

質免收費用或提供費用之優惠辦法。 

2、 有關流動廁所是否能向民眾收費問題，請再確認相關規定辦法。 

     

柒、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林細郎委員 

案    由：請市府擴大宣傳推動長者安寧緩和醫療註記健保卡。 

說    明： 

一、依據衛福部委託台灣安寧照顧協會之條例辦理。 

          二、使年長者在病危末期能有尊嚴的善終。 

          三、讓長者親人免除長期照顧的身心多重壓力。 

          四、免除不需要的醫療資源浪費。 

          五、為鼓勵長者註記健保卡是否請市府研擬適當的獎勵措施。 

              (例如折發現金或購物劵等) 

決    議：請衛生局研議如何推動及獎勵措施。 

 

捌、臨時動議： 

案號一 

提案單位：林細郎委員 

案    由：建議成立網站進行招募照顧者人力。 

說    明：由於照顧服務員需求愈來愈多，建議擬定相關辦法召募中壯年之失

業者報名參加，並提供基本照顧訓練，以利提升照顧服務人力。 

決    議：因長輩已申請外籍看護者，無法申請居家服務，故本年度 9月試辦

「陪同出院長照服務計畫」，申請對象如有外籍看護者之家庭或送

至機構需求者，皆可申請該計畫之跨專業服務，透過專業人員到府

教導外籍看護之相關照顧服務，於明年度將持續爭取經費辦理。 

 

 



4 

 

案號二 

提案單位：廖萬池委員 

案    由： 

一、有關長照機構設立問題，提請討論。 

          二、有關社區照顧-巷弄長照站(C級)建議多加以宣傳。 

說    明： 

一、長照顧構設立已移轉至衛生局，因東區有意願之單位欲成立長

照機構，因接獲衛生局公文，對於設立規則不了解，擔心無法

設立，建議衛生局以輔導角色協助申請單位，以達到符合申請

之資格。 

          二、東英社區發展協會有提供社區照顧服務，亦在評估是否接 C級

巷弄長照站，但聽聞承接巷弄長照站(C 級)所需經費非常龐

大，建議市政府加強宣導長照 ABC之申請及相關符合資格之規

定。 

決    議：長照服務法通過後，全國長照機構皆要設立，其設立標準是由中央

訂定，未來持續向中央建議長照機構設立標準之放寬。 

 

案號三 

提案單位：代理張瑋芩委員 黃珮婷 

案    由： 

一、有關時尚週建議延續辦理。 

          二、透過時間銀行推動至長期照顧服務。 

說    明： 

一、今年為辦理時尚週，特規劃於據點時間辦理體態班，從原本二

十多位長輩，長成至五十多位長輩參加，本活動亦屬創新服

務，長輩也樂於參與，希望明年度能繼續辦理。 

          二、近期許多人再分享瑞士時間銀行，希望透過時間銀行發展服務

陪伴服務及人力增長，並能邀請其他縣市一起推動至長期照顧

服務。 

決    議： 

一、時尚週將持續爭取經費並規劃辦理。 

          二、時間銀行規劃於明年度推動，以志願服務紀錄冊之時數為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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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追溯，目前全臺中市將近一百萬之志工時數，初步規劃以

100小時換成 1小時專業服務(長照服務)，逐年兌換。 

 

案號四 

提案單位：王照允委員 

案    由： 

一、建議協助培訓照顧服務員人力，以提升照顧能力。 

          二、有關會議手冊第 19 頁樂齡行動導航 APP 中，樂齡活動部分是

否能整合並將活動資訊放至 APP。 

說    明： 

一、曾經透過長期照顧服務平台進行媒合，遇到家屬及照顧者之間

溝通產生困擾，未來如推動時間銀行，可透過網路平台進行媒

合訓練課程或由市府規劃培力課程，以加強訓練照顧服務人

員。 

          二、樂齡行動導航 APP 中有規劃「樂齡活動」，供市政府公告活動

資訊，然而目前僅有一項活動，建議將市政府相關活動整合至

平台上，以避免 APP使用率下降。 

決    議：針對照顧服務員人力培訓及樂齡行動導航 APP提供活動資訊，請衛

生局研議並規劃培訓課程。 

 

案號五 

提案單位：陳筠騏委員 

案    由：有關於太原綠園道設攤提供社區服務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為有效提供長輩諮詢，基會金於近幾年均在太原綠園道擺攤並提供

社區服務，供長輩進行照顧相關諮詢，每年均提供 1,000人次以上

之服務，為瞭解在綠園道擺攤之合法性，是否提供公園綠地管理辦

法供參。 

決    議：有關於太原綠園道設攤部分，請依據「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

治條例」辦理。 

 

案號六 

提案單位：林俞妙委員 

案    由：有關和平區推動長照服務之合法建物場地，請提討論。 

說    明：為配合推動長照 2.0服務，和平區推動長照 ABC服務，是否有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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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區場地是否有合法建物或有使用執照之場地。 

決    議：長照服務法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

規定，針對原住民地區之場地有放寬資格，如有意願申請之單位可

依據第 16條規範進行評估、盤點。 

 

玖、散會時間(下午 3 時) 

http://topics.mohw.gov.tw/LTC/cp-92-29082-2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