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21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4日印發 

 

院總第 1619 號 委員 提案第 26634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長期照顧服務法自一百零四年六月三

日制定公布，自公布後施行以來，雖歷經二次修正，但因應

家庭及社會環境快速變遷，部分條文內容已無法滿足使用者

之需求，長照服務之多元及普及也未能充實，使用者之權益

保障亦未周延等，為保障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落實長照服

務法之精神，爰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者在尚未實際使用長照服務之前，無法被涵蓋納入現行條文「接受服務

者」字義之內，惟其接近與取得長照服務的權益仍應受保障，且依本法長照服務之提供對

象包含身心失能者及家庭照顧者，故修正本法保障對象原文之「接受服務者」改為「長期

照顧服務需求者」。次，依立法意旨，現行條文之「照顧者」應包含「家庭照顧者」及「

長照服務人員」，故應與本法第三條用詞及定義一致，將「照顧者」增修為「家庭照顧者

」及「長照服務人員」，兼顧並保障家庭照顧者及服務提供者之尊嚴及權益，爰修正本法

第一條條文。 

二、長照服務需兼顧照顧需求者、照顧工作者及家庭照顧者三方的權益，才能建置健全及長久

的長照體系。因此將同樣提供長期照顧服務、依就業服務法許可入境工作的「外國籍長照

服務人員」定義納入本法，與其他領有證照的「一般長照人員」區隔。再者，長照服務多

元發展，人力更是配套，故增列「同儕工作者」，如家庭照顧者同儕間，能夠提供資源資

訊、情緒支持，甚至成為彼此的照顧替手，因其背景、經驗相同或類似，比專業人員更能

給予協助，爰修正本法第三條條文。 

三、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辦理認知促進、緩和失智、照顧者照顧訓練及照顧者支持團體等，普及

失智社區照顧服務，具有特殊性與必要性，應於長期照顧服務法明確提出，目前全國已建

置超過 105 處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透過長照基金委託辦理。據點提供家庭照顧者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22 

諮詢及轉介、情緒支持、紓壓活動、支持團體、訓練課程、志工關懷服務，引導長照服務

使用及創新思維等，具有其特殊性與必要性，故應於本法中明確提出，爰修正第九條條文

。 

四、現行法內容之服務項目無法涵蓋失能及失智者所需，故為健全服務內容，新增「同儕支持

服務」、「功能促進服務」及「安寧善終服務」爰修正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 

五、目前全國約有 76 萬失能者，其中約四成由家屬自行照顧，對其身心經濟等各面向壓力龐大

，以時數計算的居家喘息，實為不足。爰修正本法第十三條之喘息服務，提供家庭照顧者

每週至少二十四小時之需求，同時要求政府應發展每週至少二十四小時之「喘息服務」目

標，亦即政府應提供一年至少 52 天之喘息服務，並符合每週至少二十四小時之頻率，保障

家庭照顧者的休息權及健康權。 

六、目前台灣長期照顧責任約有八成以上係由家庭照顧者承擔，因此長照制度能否適當地支持

家庭照顧者系長期照顧體系完善之關鍵。倘能掌握長期照顧資源、服務人口、勞動條件、

職業傷害及不同地區等，俾利後續將其納入長照服務體系中，因此增列調查內容、項目，

及評估報告應上網公告。目前長照相關調查資訊並未掌握家庭及社會變遷狀態，故所擬之

長照服務與相關規劃有缺漏，故應調整調查之方向，以利未來長照政策及服務之規劃，另

增加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資源不足之地區有協助義務，衡平現行資源分配不均之問題，爰

修正第十四條條文。 

七、長照人員之認證與、在職訓練課程積分之認定、證明效期應考量地區、族群、性別、特定

疾病及照顧經驗之差異性，以符合多元照顧之原則，爰修正第十八條。 

八、長照服務人員應包含本、外籍提供長照服務之相關人員，故修正本條文「個人看護者」一

詞，配合本法第三條之定義，改為「外國籍長照人員」，且為落實本法第三條所定依就業

服務法由個人聘僱之「外國籍長照人員」，其應逐年納入長照體系管理，故訂出五年落日

條款，於本法施行後第五年停止私人聘僱，逐步改為機構聘僱模式，將失能者家庭之雇主

個人負擔，逐年轉移到長照機構來承擔，補充訓練課程之經費亦應由政府提供，以利我國

長照體系公共化服務之發展，參考 ICF 舊轉新制之期間為五年，故以五年為參考值。而期

間可做社會溝通之效，爰修正本法第六十四條。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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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

體系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確

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

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

務，保障服務需求者、家庭

照顧者與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之尊嚴及權益，特制定本法

。 

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

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性傾

向、性別認同、婚姻、年齡

、身心障礙、疾病、階級、

種族、宗教信仰、國籍與居

住地域有差別待遇之歧視行

為。 

第一條 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

體系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確

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

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

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

者之尊嚴及權益，特制定本

法。 

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

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性傾

向、性別認同、婚姻、年齡

、身心障礙、疾病、階級、

種族、宗教信仰、國籍與居

住地域有差別待遇之歧視行

為。 

一、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者在尚

未實際使用長照服務之前，

無法被涵蓋納入現行條文「

接受服務者」字義之內，惟

其接近與取得長照服務的權

益仍應受保障，且依本法長

照服務之提供對象包含身心

失能者及家庭照顧者，故修

正第一條第一項保障對象從

「接受服務者」改為「長期

照顧服務需求者」。 

二、依立法意旨，現行條文之

「照顧者」應包含「家庭照

顧者」及「長照服務人員」

，應與本法第三條用詞及定

義一致，因此修正第一條第

一項將「照顧者」為「家庭

照顧者」及「長照服務人員

」，兼顧並保障家庭照顧者

及服務提供者之尊嚴及權益

。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長期照顧（以下稱長照

）：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

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者，

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

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

協助、社會參與、照顧及

相關之醫護服務。 

二、身心失能者（以下稱失

能者）：指身體或心智功

能部分或全部喪失，致其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 

三、家庭照顧者：指於家庭

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

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 

四、長照服務人員（以下稱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長期照顧（以下稱長照

）：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

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者，

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

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

協助、社會參與、照顧及

相關之醫護服務。 

二、身心失能者（以下稱失

能者）：指身體或心智功

能部分或全部喪失，致其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 

三、家庭照顧者：指於家庭

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

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 

四、長照服務人員（以下稱

一、長照服務需兼顧照顧需求

者、照顧工作者及家庭照顧

者三方的權益，才能建置健

全及長久的長照體系。因此

修正第三條第四款規定將同

樣提供長期照顧服務、依就

業服務法許可入境工作的「

外國籍長照服務人員」定義

納入本法，與其他領有證照

的「一般長照人員」區隔。 

二、長照服務多元發展，人力

更是配套之一，故於第四款

增訂「同儕工作者」，如家

庭照顧者同儕間，能夠提供

資源資訊、情緒支持，甚至

成為彼此的照顧替手，因其

背景、經驗相同或類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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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人員）指以下各類提

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一)一般長照人員：指經

本法所定之訓練、認

證，領有不同級別證

明者。 

(二)外國籍長照人員：指

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五款規定之機構、家

庭、外展看護工作者

等。 

(三)同儕工作者：基於自

身經驗，經主管機關

核可之訓練、認證後

，為身心失能者或家

庭照顧者提供服務。 

五、長照服務機構（以下稱

長照機構）：指以提供長

照服務或長照需要之評估

服務為目的，依本法規定

設立之機構。 

六、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

下稱照管中心）：指由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以提供長

照需要之評估及連結服務

為目的之機關（構）。 

七、長照服務體系（以下稱

長照體系）：指長照人員

、長照機構、財務及相關

資源之發展、管理、轉介

機制等構成之網絡。 

長照人員）：指經本法所

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

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 

五、長照服務機構（以下稱

長照機構）：指以提供長

照服務或長照需要之評估

服務為目的，依本法規定

設立之機構。 

六、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

下稱照管中心）：指由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以提供長

照需要之評估及連結服務

為目的之機關（構）。 

七、長照服務體系（以下稱

長照體系）：指長照人員

、長照機構、財務及相關

資源之發展、管理、轉介

機制等構成之網絡。 

八、個人看護者：指以個人

身分受僱，於失能者家庭

從事看護工作者。 

專業人員更能給予協助。 

三、刪除原第三條第八款將家

庭看護移工界定為「個人看

護者」而非長照人員的文字

。 

第九條 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

式，區分如下： 

一、居家式：到宅提供服務

。 

二、社區式：於社區設置一

定場所及設施，提供日間

照顧、家庭托顧、臨時住

第九條 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

式，區分如下： 

一、居家式：到宅提供服務

。 

二、社區式：於社區設置一

定場所及設施，提供日間

照顧、家庭托顧、臨時住

一、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辦理認

知促進、緩和失智、照顧者

照顧訓練及照顧者支持團體

等，普及失智社區照顧服務

，具有特殊性與必要性，故

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二、目前全國已建置超過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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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團體家屋、小規模多機能

及其他整合性等服務。但

不包括第三款之服務。 

三、機構住宿式：以受照顧

者入住之方式，提供全時

照顧或夜間住宿等之服務

。 

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建置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據點，為家庭照顧者所提

供之定點、到宅等支持服

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服務方式。 

前項服務方式，長照機

構得合併提供之。 

第一項第二款社區式之

整合性服務，應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邀集社區

代表、長照服務使用者代表

、長照服務提供者代表、及

專家學者協調、審議與諮詢

長照服務及其相關計畫、社

區式整合性服務區域之劃分

、社區長照服務之社區人力

資源開發、收退費、人員薪

資、服務項目、爭議事件協

調等相關事項；並得與第七

條規定合併設立。 

宿、團體家屋、小規模多

機能及其他整合性等服務

。但不包括第三款之服務

。 

三、機構住宿式：以受照顧

者入住之方式，提供全時

照顧或夜間住宿等之服務

。 

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為家庭照顧者所提供之定

點、到宅等支持服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服務方式。 

前項服務方式，長照機

構得合併提供之。 

第一項第二款社區式之

整合性服務，得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邀集社區

代表、長照服務提供者代表

及專家學者協調、審議與諮

詢長照服務及其相關計畫、

社區式整合性服務區域之劃

分、社區長照服務之社區人

力資源開發、收退費、人員

薪資、服務項目、爭議事件

協調等相關事項；並得與第

七條規定合併設立。 

處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

點，透過長照基金委託辦理

。據點提供家庭照顧者諮詢

及轉介、情緒支持、紓壓活

動、支持團體、訓練課程、

志工關懷服務，引導長照服

務使用及創新思維等，具有

其特殊性與必要性，故修正

第一項第四款。 

三、長照服務使用者為使用長

照服務之主體，因此社區式

之整合性服務之協調、審議

與諮詢長照服務及相關計畫

、區域劃分及人力資源開發

、收退費、人員薪資、服務

項目、爭議事件協調等相關

事項，應參採長照服務使用

者之意見，爰修正第二項。 

第十條 居家式長照服務之項

目如下：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家事服務。 

四、餐飲及營養服務。 

五、輔具服務。 

六、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

善服務。 

七、心理支持服務。 

八、緊急救援服務。 

九、醫事照護服務。 

第十條 居家式長照服務之項

目如下：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家事服務。 

四、餐飲及營養服務。 

五、輔具服務。 

六、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

善服務。 

七、心理支持服務。 

八、緊急救援服務。 

九、醫事照護服務。 

一、身心失能者於居家式服務

中亦需要同儕支持服務，增

訂「同儕支持服務」，於政

策中被關注並正式發展與提

供，滿足身心失能者的需求

。 

二、因應國際趨勢發展，

WHO 呼籲重視「功能性能

力」的觀點，積極發揮個案

潛力，健康活躍地面對老化

與失能（失智）；台灣失智

症政策綱領 2.0 的長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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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

重失能之服務。 

十一、同儕支持服務。 

十二、功能促進服務。 

十三、安寧善終服務。 

十四、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到宅提供與長照有關

之服務。 

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

重失能之服務。 

十一、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到宅提供與長照有關

之服務。 

，建立失智友善台灣，讓失

智者及家庭照顧者能在友善

且熟悉的社區，有尊嚴、自

主、平等地發揮自己潛能至

幸福終老。 

三、「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

重失能之服務」，用詞消極

，也無法包含目前實務中居

家服務、社區服務及住宿服

務中的相關服務，如自立支

援、自立生活、健康促進、

復能服務、延緩失智、認知

促進等能夠促進失能/失智

者心智與身體機能的服務，

故建議新增「功能促進服務

」，期許失能者保有的功能

可以發揮到最大可能範圍。

同時亦保留「預防引發其他

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

避免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

能與失智之服務，例如長時

不動、缺乏人際互動等。 

四、任何人皆有善終的權利，

失能者有權利使用安寧善終

服務，指照顧服務員等長照

服務人員提供之安寧善終服

務，非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等醫療人員提供之

安寧療護服務。 

五、準此，現行法內容之服務

項目無法涵蓋失能/失智者

所需，為健全服務內容，增

列「同儕支持服務」、「功

能促進服務」及「安寧善終

服務」，爰增訂第十一款至

第十四款。 

第十一條 社區式長照服務之

項目如下：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臨時住宿服務。 

四、餐飲及營養服務。 

第十一條 社區式長照服務之

項目如下：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臨時住宿服務。 

四、餐飲及營養服務。 

一、身心失能者於社區式服務

中亦需要同儕支持服務，故

建議新增「同儕支持服務」

，於政策中被關注並正式發

展與提供，滿足身心失能者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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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具服務。 

六、心理支持服務。 

七、醫事照護服務。 

八、交通接送服務。 

九、社會參與服務。 

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

重失能之服務。 

十一、同儕支持服務。 

十二、功能促進服務。 

十三、安寧善終服務。 

十四、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以社區為導向所提供

與長照有關之服務。 

五、輔具服務。 

六、心理支持服務。 

七、醫事照護服務。 

八、交通接送服務。 

九、社會參與服務。 

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

重失能之服務。 

十一、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以社區為導向所提供

與長照有關之服務。 

二、國際趨勢發展，WHO 呼

籲重視「功能性能力」的觀

點，積極發揮個案潛力，健

康活躍地面對老化與失能（

失智）；台灣失智症政策綱

領 2.0 的長程目標，建立失

智友善台灣，讓失智者及家

庭照顧者能在友善且熟悉的

社區，有尊嚴、自主、平等

地發揮自己潛能至幸福終老

。 

三、「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

重失能之服務」，用詞消極

，也無法包含目前實務中居

家服務、社區服務及住宿服

務中的相關服務，如自立支

援、自立生活、健康促進、

復能服務、延緩失智、認知

促進等能夠促進失能/失智

者心智與身體機能的服務，

故建議新增「功能促進服務

」，期許失能者保有的功能

可以發揮到最大可能範圍。

同時亦保留「預防引發其他

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

避免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

能與失智之服務，例如長時

不動、缺乏人際互動等。 

四、任何人皆有善終的權利，

失能者有權利使用安寧善終

服務，指照顧服務員等長照

服務人員提供之安寧善終服

務，非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等醫療人員提供之

安寧療護服務。 

五、準此，現行法內容之服務

項目無法涵蓋失能/失智者

所需，為健全服務內容，增

列「同儕支持服務」、「功

能促進服務」及「安寧善終

服務」，爰增訂第十一款至

第十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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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機構住宿式長照服

務之項目如下：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餐飲及營養服務。 

四、住宿服務。 

五、醫事照護服務。 

六、輔具服務。 

七、心理支持服務。 

八、緊急送醫服務。 

九、同儕支持服務。 

十、社會參與服務。 

十一、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

加重失能之服務。 

十二、功能促進服務。 

十三、安寧善終服務。 

十四、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以入住方式所提供與

長照有關之服務。 

第十二條 機構住宿式長照服

務之項目如下： 

一、身體照顧服務。 

二、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餐飲及營養服務。 

四、住宿服務。 

五、醫事照護服務。 

六、輔具服務。 

七、心理支持服務。 

八、緊急送醫服務。 

九、家屬教育服務。 

十、社會參與服務。 

十一、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

加重失能之服務。 

十二、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以入住方式所提供與

長照有關之服務。 

一、使用機構式服務之家庭照

顧者並非僅需要「家屬教育

服務」，而是同儕支持服務

。此外，身心失能者於機構

式服務中亦需要同儕支持服

務，滿足家庭照顧者、身心

失能者之需求。 

二、因應國際趨勢發展，

WHO 呼籲重視「功能性能

力」的觀點，積極發揮個案

潛力，健康活躍地面對老化

與失能（失智）；台灣失智

症政策綱領 2.0 的長程目標

，建立失智友善台灣，讓失

智者及家庭照顧者能在友善

且熟悉的社區，有尊嚴、自

主、平等地發揮自己潛能至

幸福終老。 

三、「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

重失能之服務」，用詞消極

，也無法包含目前實務中居

家服務、社區服務及住宿服

務中的相關服務，如自立支

援、自立生活、健康促進、

復能服務、延緩失智、認知

促進等能夠促進失能/失智

者心智與身體機能的服務，

新增「功能促進服務」，期

許失能者保有的功能可以發

揮到最大可能範圍。同時亦

保留「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

加重失能之服務」，避免引

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與失

智之服務，例如長時不動、

缺乏人際互動等。 

四、任何人皆有善終的權利，

失能者有權利使用安寧善終

服務，指照顧服務員等長照

服務人員提供之安寧善終服

務，非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等醫療人員提供之

安寧療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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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準此，現行法內容之服務

項目無法涵蓋失能/失智者

所需，故為健全服務內容，

新增「同儕支持服務」、「

功能促進服務」及「安寧善

終服務」，增訂第九款、第

十二款及第十三款，並刪除

第九款「家屬教育服務」。 

第十三條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提供之項目如下： 

一、有關資訊之提供、轉介

。 

二、長照知識、技能訓練。 

三、每週至少二十四小時之

喘息服務。 

四、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

轉介。 

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

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

服務。 

前項支持服務之申請、

評估、提供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提供之項目如下： 

一、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

。 

二、長照知識、技能訓練。 

三、喘息服務。 

四、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

轉介。 

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

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

服務。 

前項支持服務之申請、

評估、提供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目前全國約有 76 萬失能

者，其中約四成由家屬自行

照顧，對其身心經濟等各面

向壓力龐大。 

二、在長照 2.0 給支付基準中

，家庭照顧者可拿到的喘息

服務額度為一年 32,340 至

48,510 元，換言之，以機構

喘息為例，等於家庭照顧者

一年僅有 14～21 天的喘息

服務可用，更遑論用時數計

算的居家喘息，實為不足。 

三、爰修正本條第三款喘息服

務，提供家庭照顧者至少周

休一日之需求，同時要求政

府應發展每週至少二十四小

時之「喘息服務」目標，亦

即政府應提供一年至少 52

天之喘息服務，並符合每週

至少二十四小時之頻率，保

障家庭照顧者的休息權、健

康權等。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

年定期辦理長照有關資源分

配盤點、服務需求之調查及

計算服務人口比等事項進行

調查，並考慮多元文化特色

，與離島偏鄉地區、原住民

族地區特殊處境，據以訂定

長照服務發展計畫及採取必

要之獎助措施，並將盤點結

果及調查報告上網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

照資源之發展，應根據前項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

期辦理長照有關資源及需要

之調查，並考慮多元文化特

色，與離島偏鄉地區特殊處

境，據以訂定長照服務發展

計畫及採取必要之獎助措施

。 

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

照資源之發展，得劃分長照

服務網區，規劃區域資源、

建置服務網絡與輸送體系及

人力發展計畫，並得於資源

一、目前台灣長期照顧責任約

有八成以上係由家庭照顧者

承擔，因此長照制度能否適

當地支持家庭照顧者系長期

照顧體系完善之關鍵。 

二、倘能掌握長期照顧資源、

服務人口、勞動條件、職業

傷害及不同地區等，俾利後

續將其納入長照服務體系中

，因此增列調查內容、項目

，及評估報告應上網公告，

爰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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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結果及調查報告以劃分

及定期調整長照服務網區，

規劃區域資源、建置服務網

絡與輸送體系及人力發展計

畫，並得於資源過剩區，限

制長照機構之設立或擴充；

於資源不足之地區，應協助

該地方發展服務或跨區援引

服務資源，並獎助辦理健全

長照服務體系有關事項。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

計畫、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

發展之規劃及推動，中央主

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助辦

理長期照顧創新服務之相關

研究。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助之

項目、方式與長照機構設立

或擴充之限制，及第二項長

照服務網區之劃分、人力發

展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過剩區，限制長照機構之設

立或擴充；於資源不足之地

區，應獎助辦理健全長照服

務體系有關事項。 

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

計畫、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

發展之規劃及推動，中央主

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助辦

理長期照顧創新服務之相關

研究。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助之

項目、方式與長照機構設立

或擴充之限制，及第二項長

照服務網區之劃分、人力發

展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目前長照相關調查資訊並

未掌握家庭及社會變遷狀態

，故所擬之長照服務與相關

規劃有缺漏，故應調整調查

之方向，以利未來長照政策

及服務之規劃，另增加中央

主管機關應針對資源不足之

地區有協助義務，衡平現行

資源分配不均之問題，爰修

正第二項。 

第十八條 長照服務之提供，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

員為之。 

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

教育、認證、在職訓練課程

內容與積分之認定、證明效

期，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

、性別、特定疾病及照顧經

驗之差異性。 

長照人員應接受一定積

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長照人員之訓練、認證

、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與積分

之認定、證明效期及其更新

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長照服務之提供，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

員為之。 

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

教育、在職訓練課程內容，

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性

別、特定疾病及照顧經驗之

差異性。 

長照人員應接受一定積

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長照人員之訓練、認證

、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與積分

之認定、證明效期及其更新

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一、實務現況中，A 單位之個

案管理人員資格除了備長期

照顧、社會工作、醫事或公

共衛生等相關學歷或專業證

照之外，需定師級人員應具

有 1 年以上、專科以上相關

科系 2 年、士（生）級人員

3 年之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

作經驗，而工作經驗卻僅限

於從事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單

位之年資認定，使得具有在

地文化觀點，以及服務破碎

家庭、身心障礙者為服務對

象之專業人員被排除在外。 

二、準此，長照人員之認證與

、在職訓練課程積分之認定

、證明效期應考量地區、族

群、性別、特定疾病及照顧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31 

經驗之差異性，以符合多元

照顧之原則，爰修正第二項

。 

第六十四條 外國籍長照人員

，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指定之訓練。 

於本法施行後初次入國

之外國籍長照人員，並受僱

於失能者家庭從事看護工作

者，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之補充訓練。 

前項補充訓練之經費，

應由政府提供；其課程內容

、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本條修正施行後入國之

外國籍長照人員，於合約期

滿後應改由長照機構聘用。 

本條修正施行五年後，

應停止開放個人聘僱外國籍

長照人員之許可。 

第六十四條 個人看護者，應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

之訓練。 

於本法施行後初次入國

之外國人，並受僱於失能者

家庭從事看護工作者，雇主

得為其申請接受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之補充訓練。 

前項補充訓練之課程內

容、收費項目、申請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長照服務人員應包含本、

外籍提供長照服務之相關人

員，故配合第三條之定義修

正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個

人看護者」一詞，改為「外

國籍長照人員」。 

二、為落實本法第三條所定依

就業服務法由個人聘僱之「

外國籍長照人員」，其應逐

年納入長照體系管理，參考

ICF 舊轉新制之期間為五年

，爰於第五項增訂五年落日

條款，於本法施行後第五年

停止私人聘僱，逐步改為機

構聘僱模式，將失能者家庭

之雇主個人負擔，逐年轉移

到長照機構來承擔，補充訓

練課程之經費亦應由政府提

供，以利我國長照體系公共

化服務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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