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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宣導 

一、 「恢復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問答集 

Q1.目前臺中市辦理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的資格及條件為何？ 

答： 

一、 中低收入老人： 

1. 設籍本市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且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年滿 65 歲至

69 歲長者（70歲以上長者由中央機關全額補助）。 

2. 設籍本市年滿 65歲以上列冊中低收入戶長者。 

二、 其他符合下列各項規定之老人： 

1. 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或年滿 55歲以上原住民，且設籍本市滿一年以上。 

2.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

所得稅稅率為百分之 5 以下者。老人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為受扶養人而有

上開情事者，亦同。 

 

Q2.如果我的健保依附子女，可以補助嗎？補助金額多少呢？ 

答：健保是否依附子女並不會影響您受補助的權益，補助資格端視您本身是否

為本計畫所規定之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 5%以下，抑或將您申報為

扶養之子女是否有同樣的情況，最高補助金額為健保第六類保險對象之應自付

額新臺幣 749 元，749 元以下核實補助。 

 

Q3.如果我有多種補助身分（如身心障礙、中低收入戶），該如何處理？ 

答：健保署會彙整各類補助條件，採對民眾最有利之計算方式後，由健保署予

以最優惠之補助條件。 

 

Q4.我還有更多問題，可以問誰？ 

答：可撥打 1999 或社會局長青福利科 04-22289111#37400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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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換證進入倒數計時！！ 

為避免影響權益，請記得把舊制手冊[綠色]在 108 年 7 月 10 日前，換成新

制身心障礙證明[粉紅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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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想問： 

Q1.為什麼要換證？ 

答：因為身權法 14 條規定，考量每個人身心障礙情形、生涯發展會變

化，至少每 5 年要透過需求評估，即時為大家連結需要的福利服務。新

換發的身心障礙證明效期最長是「5 年」，因為身權法 14 條規定，考量

每個人身心障礙情形、生涯發展會變化，至少每 5 年要透過需求評估，

即時為大家連結需要的福利服務~！ 

 

Q2.換證是不是還要跑醫院重新鑑定？ 
答：  

所謂「換證」並不等於去醫院「重新鑑定」喔！換證是指須至公所辦理申

請，進行需求評估了解，除非您覺得目前的障礙程度有改變或有其他考

量，希望藉此機會去醫院重新鑑定，否則我們並未強制要求換證時同時須

到醫院做重新鑑定。 

 

Q3.我不方便出門換證怎麼辦？ 

答：如外出有困難，我們有提供到府換證的方式，請洽社會局專線：陽明

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 04-22289111 轉 38702-38718; 東興區身心

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 04-2475-2616、2475-4434、2475-1695。 

 

Q4.過了 7/10 我還沒換證會怎麼樣？ 

答：民眾如果還使用綠色身心障礙手冊，務必在 108 年 7 月 10 日之前，

到區公所換成粉紅色證明，如逾期未完成換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 106 條規定，得註銷該身心障礙手冊，可能影響持有人相關權益。衛生

福利部於 108 年 6 月 21 日再次發布新聞於各大報提醒民眾趕緊完成換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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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介紹 
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 

臺中市身心障礙社區關懷據點為全國首創開辦服務，目前臺中市已有 33

個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不但是全國首創，也是全國最多，就像社會

安全網的第一層，在社區牢牢守護身心障礙者，提供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援

服務，使家庭照顧者有喘息的機會，降低照顧者的壓力。 

藉由志工的問安關懷、到宅訪視持續提供中高齡身心障礙家庭、獨居身心

障礙者、雙老家庭等支持服務，以增強身心障礙者及家庭之社區支持系

統，並改善其生活品質，並透過據點活動鼓勵身心障礙者和主要照顧者一

同走入社區，化解社區民眾對身心障礙者刻板印象及錯誤迷思，以正向態

度面對接納身障者及其家庭。 

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持續招募中，歡迎有興趣的團體一同加入據點服

務，服務據點更多，服務更多身障朋友。 

(連絡電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04-2228-9111#37324 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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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文章 

我在身障據點服務的點點滴滴 

王秀芳/臺中市太平區興隆社區發展協會志工 

在一個貧富差距的時代，面對同個社區內的身心障礙者，我看見了完全不一樣

的生活景象。 

富有家庭內的身障者，原先就有良好的生活基礎，從求學到就業階段更是會獲

得其他貧困身障者所得不到的資源；貧窮家庭內的身障者，維持生活品質本就

不易，面對不友善的工作環境，需要花更多精力找適合的工作來養活自己、照

顧家人，然而普遍社會仍對身心障礙者抱持著不平等的想法及對待，所以大部

分都以撿資源回收為主要的收入，通常是趁著天還未亮的凌晨兩、三點就開始

工作，或中午十二點、一點頂著豔陽，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尋覓著勉強維持基本

生活的來源，我曾詢問他們為何要選在這種對身體容易造成傷害的時間工作，

得到的答案都是「比較不用跟別人搶」，其中還有一位時常撿到一半還會癲癇

發作，但為了生活也只能不斷的重複做著相同的事，這就是他們的生存之道，

令人不捨卻也展現對生命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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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身障據點服務的個案─小明，小時候生過一場病，發了高燒卻沒及時退燒

而造成了小小的遺憾，因此成長的歲月都在母親的懊悔與他人的嘲笑聲中度

過。現今小明都一大早出門靠著幫鄰居倒垃圾及撿拾回收物度日，曾在撿回收

的時候跟附近的人起衝突，也因此打了一場官司，使得已經高齡八十多歲的母

親仍無法對他放心，阿婆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她離開了，小明該如何是好，

子女們也都看不起小明，又要怎麼託付…。為了使小明能在熟悉的社區內生

活，讓阿婆能在照顧中喘息，身障據點的志工偶爾藉著訪視的機會提供物資給

他們，並且聆聽他們最近的所遇到的大小事，從交談當中得知他們的困難，協

助他們解決事情，讓小明及阿婆能感受到鄰里的用心，每週五的據點時間，也

能看到他們與其他同在社內的身障者彼此間的互動、關心，以及身障者們開朗

的笑容，使我的心告訴我不要放棄，持續經營身障據點，讓身障者能夠走入社

區，接觸人群，期待這些身障者會因據點的服務安心並開心的生活在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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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講堂 

中部縣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現況分析 
王翰一/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 

台中市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社會工作師 

一、前言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8 年第三季人口統計資料，身心障礙

者已達 113 萬 5,566 人，其中台中市 12 萬 3,436 人，彰化縣 6 萬 8,007 人、

苗栗縣 3 萬 3,769 人、南投縣 3 萬 3,854 人，雲林縣 5 萬 602 人，共計 30 萬

9,668 人，中部縣市占全國總身心障礙人口數 27.2%，中部縣市身心障礙人口

數及社區式服務提供情形如表 1。綜觀 2008 年底至 2018 年第三季之人口統

計資料，身心障礙人口比率逐年增加，這十年除了歷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的修訂，增加新的障礙類別，及 2012 年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新制施行。

隨著醫療發達與人口老化，預期未來的身心障礙者人口數，將呈現逐年增加之

趨勢。 

表 1 中部縣市身心障礙人口數及社區式服務提供情形(2018 年第三季) 

縣市別 
身心障
礙者總
人數 

總人口數 

身心障
礙者占
總人口
比率(%) 

日間
照顧
中心 

社區
作業
設施 

家庭
托顧
點 

社區
關懷
據點 

性
質 

台中市 123,436 2,803,894 4.4% 8 16 21 37 公

辦

民

營 

彰化縣 68,007 1,277,824 5.3% 5 8 9 12 

苗栗縣 33,769 548,863 6.2% 3 2 13 0 

南投縣 33,854 497,031 6.8% 2 8 9 0 

雲林縣 50,602 686,022 7.4% 10 8 9 0 

合計 309,668 5,813,634 6.0% 28 42 61 49 

資料來源：參考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9)的資料進一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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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研究背景之下，本文以身心障礙者團體式社區日間服務為主要研究對象，

主要目的在透過相關文獻探討、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提供之身心障礙者社區支持

服務統計資料，以及作者於台中市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從事方案管理的經

驗，分析中部縣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發展狀況，並提出可能的政策建議。 

二、身心障礙照顧的社區照顧需求快速增加 

障礙人口高齡化趨勢加快、家庭型態改變、醫療技術的日新月異等問題，導致

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需求日益增加，現今家庭越來越難以承擔照顧責任，又以社

區為基礎的照顧政策已經成為各國推動照顧政策的趨勢，因此社區照顧日漸重

要。 

依據最近一次的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結果（衛福部，2018），我國約有九

成四以上障礙者住在家裡，居住在家中的身心障礙者，會隨著年紀漸長及家庭

照顧能力退化，而造成生活及照顧品質的疑慮（呂朝賢、陳昭君，2013）。高

比例居住在家裡的身心障礙者，也顯示我國亟需建構可及性高且有助於身心障

礙者自主生活的社區式服務。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目的在促進身心障礙者社

區參與及提升生活品質，並發展出符合當地社區特色之社區支持服務。 

有鑑於此，內政部開始構思各項社區式服務項目，其中 2004 年通過與日間照

顧服務有關的實驗計畫，並在 2005 年至 2008 年間試辦「身心障礙者社區日

間照顧服務試辦計畫」，可謂最早被推出的社區式日間照顧計畫。為接續此試

辦計畫成果，內政部於 2008 年修頒的「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

及基準」，將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正式納入常態的一般性補助項目。自此，以

雙元模式（機構式及社區式）來滿足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需要的服務，正式於

我國確立（呂朝賢、陳昭君，2013）。   

三、中部縣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現況 

本研究主要探討身心障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及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等四項方案，依實施時間

順序簡要敘述各項內容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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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以下簡稱「小作所」） 

    是從 2009 年開始辦理迄今，屬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章所規範

之個人支持服務，提供經勞政部門職業重建單位評估無法進入庇護就業、亦不

適合成人日間機構，且經作業設施評估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 4 小時以上、

每週至少 20 小時以上之障礙者的社區日間服務。服務對象是 15 歲以上身障

者，未安置於社福機構、精神復健機構者(但接受夜間型住宿機構服務者，不在

此限)。     

該服務自 2012 年 7 月 11 日被列為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辦法中社區式日間照

顧服務項目之一，代表小作所的出現，促使原本偏向生活照顧、休閒技藝、體

能活動、社區生活與融合的社區式日間照顧，有了更多元的樣貌，使身心障礙

者能夠選擇進入以作業訓練為主、生活輔導為輔的小作所，也使身心障礙者的

日間照顧服務。涵蓋了傳統的機構式照顧、社區式照顧以及作業訓練為導向的

小作所，身心障礙者的日間照顧服務項目因此比過去更為豐富，身心障礙者及

其家庭可以依據個別的需求，選擇所需要的服務，增加需求的滿足。 

有關小作所的理念與定位，在「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辦法」中，有以下條文規

定：1.第 51 條：服務提供單位對無法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場所之身心障礙

者，於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提供服務時，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文康

為輔。2.第 53 條：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對象如下：(1)十五歲以上身心障礙

者，未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者。但接受夜間型住宿機構服務

者，不在此限。(2)有意願且經作業設施服務提供單位評估可參與作業活動之身

心障礙者，作業時間以每日四小時，每週二十小時為原則。 

小作所的經營目標之一為身障者的中繼站，提供作業訓練及轉銜與輔導就業，

未來進入就業場所前的中途站。之二為長久安置的照顧場所，以養護機構的模

式提供生活品質的保障。 

目前多數由各縣市政府自行編列預算來補助民間單位辦理，盤點中部縣市皆有

編列預算補助轄內單位辦理，截至 2018 年底台中市補助 16 間社區日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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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彰化市補助 8 間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苗栗縣補助 2 間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南投縣補助 8間社區日間作業設施雲林縣補助 8 間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二)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服務（以下簡稱「社區日照服務」） 

我國對於身心障礙者社區日照服務的法源依據主要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為

主，最早可追朔到 1997 年起，在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前

身)第 41 條中訂定政府可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日間照顧服務等 11 項社區

服務，以「加強家庭照顧身心障礙者之意願及能力」。另外一項法源依據則是

在 2006 年修訂的「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設施標準」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日

間服務機構：以提供生活及社會適應能力缺損之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或生活訓

練」（呂朝賢、陳昭君，2013）。 

隨著福利社區化觀念的演進及法規的不斷更新，傳統的日間機構式服務不再是

唯一的日間照顧選擇，在政府推廣各項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的歷程中，內政

部自 2005 年 1 月起至 2008 年 12 月辦理「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服務試辦

計畫」，促使身心障礙者留在社區生活與社區融合，支持家庭、提供家庭有喘

息機會，並間接提供社區婦女之就業機會。  

社區日照服務屬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章所規範之個人支持服務，

目的是為了促進障礙者的生活品質、社會參與以及自立生活。因居住社區之障

礙者支持程度不一，採專業人員與障礙者之服務比例為 1 比 5 至 15 辦理，同

一地點以服務 15 人為上限，承辦單位每週需提供至少 40 小時服務，服務內容

主要採用符合「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47 條規定，包括生活自理

能力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練、休閒生活、健康促進、社區適應所設計

的活動。 

該計畫主要目標為：1.促使身心障礙者留在社區生活與社區融合。2.豐富障礙

者社區生活，促進社區日間活動參與。3.支持家庭、提供家庭有喘息機會。4.

推動多元社區福利服務，提供障礙者多元選擇服務。5.促進社區婦女之就業等

5 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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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縣市政府自編預算辦理，盤點中部縣市皆有編列預算補助轄內單位辦

理，截至 2018 年底台中市補助 8 間社區日間照顧中心，彰化市補助 5 間社區

日間照顧中心，苗栗縣補助 3 間社區日間照顧中心，南投縣補助 2 間社區日間

照顧中心，雲林縣補助 10 間社區日間照顧中心。   

(三)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計畫（以下簡稱「家托服務」） 

自 2011 年由內政部開始試辦，相對於其他社區日照服務，家托服務是由受過

訓練的家托員在其居住地點提供服務，類似兒童的保母制度，我國把家托服務

定位在社區中的定點服務且不提供夜間住宿服務（周怡君，2018）。 

家托服務是一種介於正式與非正式照顧服務之間的照顧服務模式，透過鄰近社

區之家托服務人員提供家庭支持性與補充性的協助，以減輕家庭照顧者的壓

力，其核心價值為社區化的照顧服務，並透過去機構化服務，符合在地老化的

理念。 

家托服務屬於「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辦法」第七章所規範之個人支持服務，服

務對象為十八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服務內容為提供身體照顧服務、生活照顧

服務及安全照顧服務等。目前由縣市政府自編預算及中央公益彩券回饋金為財

源來辦理。 

盤點中部縣市皆有編列預算補助轄內單位辦理，截至 2018 年底台中市共有 21

個家托服務點，彰化市補助 9 個家托服務點，苗栗縣補助 13 個家托服務點，

南投縣補助 9 個家托服務點，雲林縣補助 9 個家家托服務點。           

(四) 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 

我國於 2004 年修訂「社會福利綱領」，提出落實在地服務之概念，行政院也於

2005 年 4 月提出「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除了機構化的老人福利供給之

外，亦落實服務在地化的方針，以社區為基地，透過以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

打造健康社區，創建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的社區福利供給模式。行政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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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5 月核定通過的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即是具體實踐（行

政院，2005）。 

社區據點提供的館室服務、電話問安、關懷訪視、餐飲服務及健康促進活動，

可以發揮初級的預防照顧功能，失能的老人也可透過轉介服務，依其需求轉介

至其他大型安養照護中心或護理之家，提供更完整的照顧服務，使老人能在自

己所熟悉的環境中生活，並提供一個生活化的照顧，不必因家庭照護系統的缺

乏，而被送往長期照顧機構。 

老人社區關懷據點是各縣市針對社區在地化的老人福利服務，而身心障礙者社

區關懷據點則屬於縣市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地方自辦項目服務，如台中市政

府、彰化縣政府所開辦的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屬於中部縣市社區在地化

的身心障礙服務。 

截至 2018 年底台中市已經共有 37 個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服務約 600

名身心障礙朋友，彰化縣共有 12 個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服務約 200 名

身心障礙朋友。 

四、結語 

透過這幾年中部縣市的努力與資源投入，見到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的逐步推

動，唯未來發展的路上，仍需回應相關議題與挑戰，尤其在佈點發展上有極大

差異、欠缺社區資源網絡管理機制、專業人力不足等方面。針對政府部門提出

下列建議。 

(一)持續編列經費鼓勵民間單位協力 

持續爭取編列經費鼓勵民間單位積極投入社區式服務網絡建置，強調貼近社區

居民生活，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強化民眾主動參與社區意識，使社區中的身

心障礙者有多元選擇及生活自主性。 

(二)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資源與單位之間應以雙向溝通方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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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轄區內各部門的合作，連結形成網絡，秉持全人化社區照顧的理念，整合

社區相關資源，提供多層級的服務項目，以協助社區式服務的真正落實。 

(三)規劃、整合各專業人員培訓及聘用制度 

強化身心障礙專業人員專業知能，穩住專業人員留任，如透過培力服務單位專

業能力、積極發展人力資源、專業服務團隊的輔導等，方能傳承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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