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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老人福利及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107年度第 1次會議
紀錄 

壹、時間：107年 6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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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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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公益性或高齡長
者之活動欲租借流動
廁所，請提供如何以
公益性質免收費用或
提供費用之優惠辦
法。 

1、 本局拖車式流動廁所係

提供臨時性活動使用，

並開放市府各機關學校

及民眾自行上網預約，

無法提供長期租用。 

2、 如有公益性或高齡長者

之活動欲租借流動廁

所，請以市府機關學校

名義公函檢具相關文件

申請，本局得免費借

用。 

3、 拖車式流動廁所使用收

費基準如下： 

(1) 全時段(00:00~24:00)：

大型流動廁所一台

3,000元/每日-每次，

小型流動廁所一台

2,800元/每日-每次。 

(2) 白天時段

(07:00~17:00)：大型流

動廁所一台 2,400元/每

日-每次，小型流動廁所

一台 2,200元/每日-每

次。 

4、 檢附臺中市政府環境保

環保局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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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局流動廁所使用管理

要點一份 

2 

請研議如何推動長者
安寧緩和醫療註記健
保卡及獎勵措施。 

本局為加強宣導安寧緩和醫療
並鼓勵簽署，已將該項目列為衛
生所考評項目，並加強對長者宣
導，並於網路、跑馬燈、公車候
車亭燈箱等多媒體露出，提升民
眾相關意識以提升簽署率，另本
局亦持續與各局處配合辦理宣
導活動，並於民眾簽署意願書後
贈送宣導品 

衛生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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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研議並規劃培訓課
程。 

1. 照顧服務員人力培訓 
(1) 本局依據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於 106年 7月

10月發訓字第

10625006651號令訂定

發布補助地方政府辦

理照顧服務員【專班】

訓綀計畫辦理相關課

程，107年上半年度已

核備 15場次。 

(2) 本局亦依據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於 106 年

1 月 24 日發訓字第

10625000461 號令訂

定發布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

單位【自訓自用】訓練

計畫辦理相關課程，

107年上半年度已核備

3場次。 

(3) 為因應我國長期照顧

人力需求，提升照顧

衛生局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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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品質，促進居家

服務員、病患服務人

員就業市場相互流

通，增加就業機會，

並整合居家服務員、

病患服務人員訓練課

程，本局於 106年 12

月 19日衛授家字第

11060801289號公告訂

定照顧服務員訓練實

施計畫。107年上半年

度【自費班】己核備

27場次，至本(107)年

4月 30日止，結訓人

數共計 539人。 

2. 樂齡行動導航 APP 
(1) 本市樂齡行動導航平

臺為提供民眾或服務

提供者隨時取得樂齡

相關資訊，主要三大

功能分別為，樂齡活

動、樂齡服務及樂齡

福利，然平臺所提供

之各項資訊，涉及各

局處樂齡相關業務，

且業於 106年開放權

限予各局處自行上架

最新資訊，故為維護

公開資訊之完整度及

正確性，請各局處善

用此平臺並務必確實

更新相關資訊。 

(2) 本系統為本市高齡友

善城市推動委員會業

管之平臺，為避免重

覆管考及增加行政程

序，故本系統建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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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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前述委員會管考，

後續不再於本小組提

報，建請解除列管。 

 

列管案回應及討論： 

案號二 

林細郎委員： 

建議衛生局針對各衛生所或醫療院所，研議較具體的獎勵措施，較能提高成效。 

主席裁示： 

請衛生局針對如何推動長者安寧緩和醫療註記健保卡及獎勵措施，於第 2次會

議進行專案報告。 

 

二、 各局處工作報告回應及討論： 

(一) 社會局業務報告事項，委員建議如下： 

1. 張佳委員： 

        建議阿公阿嬤健康活力 show大賽，增加可參加隊數，不要採抽籤方式決定

是否得參賽，以增加長輩參賽的機會，避免長輩因未抽中參賽機會而感到

失落。 

     2.張瑋芩委員： 

       根據往年的活動辦理經驗，無論是搶報名或是抽籤的方式都會有不同的想

法，如果有機會，是否可以有更多的經費，讓長輩可以來參加；往年想參賽

隊數約計 50-55隊，實際參賽則為 50隊，需進行二天的比賽，每一天約 25

隊參賽，如若增加參賽隊數，勢必活動辦理天數需增加。 

3.廖萬池委員： 

建議採分區辦理方式，增加活動參與的機會。 

4.業務單位回應： 

       因為很多據點反應，往年的活動，是採搶報名的方式，額滿截止，很多據點

無法參與活力 show大賽，因此為求參與機會的公平性，以抽籤的方式來決

定參賽機會，如若長輩已準備好而未參賽，將再評估是否有另外的表演機會

提供長輩來展現他們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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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局業務報告事項，委員建議如下： 

王照允委員： 

1.建議樂齡行動網應朝如何讓高齡者更方便使用研議。 

2.獨居老人的藥事照顧服務，目前比較集中都會區，建議注意原住民部落

或比較弱勢區域的服務情形。 

(三) 交通局業務報告事項，委員建議如下： 

1.許佐夫委員： 

(1)有關無障礙低地板公車建置計畫：針對教育訓練做不定期抽查部份，建議

依據人口老化的需求，改為定期抽查。 

(2)藉由無障礙公車來體檢有關無障礙交通硬體設備的一致性，例如：人行道

高度、寬度是否符合無障礙公車靠近。 

2. 業務單位回應： 

(1)有關定期抽查的部分，未來會納入考量。 

(2)人行道及公車停靠部分，說明如下： 

A.針對違規停放車輛影響公車停靠部分，將會藉由科技設備協助改善，

在公車亭裝置違規攝影提醒民眾。 

B.公車停靠人行道部分，會優先以文心路做為檢測試辦路段，其他路段

未來也會納入檢測。 

C.其他人行道與公車高度有落差部分，依照相關作業程序，會要求公車

司機放下公車覆蓋板以改善目前的狀況，將會持續與相關單位討論改

善措施。 

(四) 勞工局業務報告事項，委員建議如下： 

1.王照允委員： 

有關中高齡的就業，建議由政府帶頭示範運用中高齡人力，著重其價值在於

解決問題而非勞力運用，相信可以帶給大家啟發，以協助中高齡人口就業。 

2.業務單位回應 

蒐集不老高手計畫：目前刻正辦理宣導活動，各行業退休人員無論自營或受

僱者，都可將其長才在平台上登錄。 

(五) 原民會業務報告事項，委員建議如下： 

林俞妙委員： 

1.針對民間單位投入在原民區域的服務，建議市府應該以輔導的角度，來協

助單位核銷或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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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原鄉部落的活動中心，期待前瞻基礎建設能在修繕硬體設備部分，有

一些計畫。 

3.建議原民會與會人員由高層長官或熟稔業務人員出席會議。 

(六) 主席裁示： 針對上述委員建議請各相關局處參處，另配合事項如下： 

1.社會局 

(1)107 年度仍採原辦理模式，108 年活動再請社會局提早作業規劃，辦理

抽籤程序，以利參賽對象規劃活動參與。 

(2)針對未參賽的長輩，可藉由其他活動提供表演舞台，讓長者有其他表演

機會。 

2.原民會 

請參酌委員意見：與會人員由高層長官或熟稔業務人員出席會議。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 

  一、許佐夫委員建議：                         

鑑於旅遊及觀光係長者活躍指標，建議各局處可將此指標作為老人服務的活

動成果展現，並邀請觀光旅遊局出席本小組會議。 

二、林細郎委員建議： 

建議下次會議老人福利相關影片分享，可以選擇國情較相近的日本或其他國

家的經驗分享。 

三、主席裁示：  

(一) 下一次會議請將觀旅局列入出席單位。 

(二) 有關老人福利相關影片分享，參酌林委員意見辦理。 

 

玖、散會時間(下午五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