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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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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趨勢 

 
• 截至105年月止，65歲以上老年人口計2,981,770 人，已達

人口總數的12.69％；老年人口數達總人口數成長到14％，

進入高齡社會；預估114年達到20％，成為超高齡社會。 

一、全國老年人口

成長趨勢 

• 截至105年4月止，65歲以上老人計28萬8,603人，佔本市人

口10.49%，為全國五都最低，屬較年輕城市，惟老年人口

數亦已逐年快速成長。 

二、臺中市老年人

口成長趨勢 

• 截至105年4月止，65歲以上長者實際接受長期照顧服務人數約

10,000人；依據長照十年計畫推估需求人數，本市104年失能老人

約28,000人，至105年將增長至約30,000人，隨著失能人口的增長，

照顧服務需求亦不斷增加。 

三、臺中市失能老

人成長趨勢 



貳、臺中市老人福利現況 
本市105年度老人福利服務業務重點 

一、保障老年經濟生活，發放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二、維護老年健康，提供中低收入戶老人假牙補助、綜合所得稅5%以下健保自付額補助、中低老人傷病住院看護補助。 

三、規劃多元活躍老化方案，倡導老人社會參與，如增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能量、拓展長青快樂學堂。 

四、加強照顧資源整備，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居家、送餐、家庭托顧等照顧服務。 

五、增強偏遠地區老人福利服務，辦理和平區老人福利服務站-慕懷樹計畫。 



經濟安全 

生活照顧 

休閒教育 

住宅及安全 

健康維護 

老人保護 



一、保障老年經濟生活，持續發放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 

•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設籍本市之國民  

• 未接受政府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亦未經收容安置者，家庭總收

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公佈最低生活費標準 

2.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1.5倍者。  

• 全家人口存款本金、投資及有價證券合計一人時未超過新臺幣二

百五十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 全家人口不動產合計未超過新臺幣七百五十萬元 

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 



 

 

一、保障老年經濟生活，持續發放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 

• 受照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 1.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 2. 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居家服務、未僱用看護（傭）、未

領有政府提供之日間照顧服務補助或其他照顧服務補助。 

• 3. 失能程度經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估為重度以上，且實

際由家人照顧。 

• 4. 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 

中低收入老

人特別照顧

津貼 



二、健康維護 

(一)臺中市老人傷病住院醫療及看護費用補助 
補助對象： 
1.設籍本市之老人，並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或領有榮民院
外就養金之榮民符合中低收入資格者。 

2.公費安置於本局委託照顧機構符合申請規定之低收入戶老人。 

二、醫療費用補助部分 

1.符合本補助要點第二點補助對象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
配，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公佈最低生活費標準二點五倍，無力負擔醫
療應自行負擔之傷病費用者。 



(二)低(中低)收入65歲以上老人暨55歲以上原住民補助裝置假牙計畫 

 

二、健康維護 

1.設籍本市年滿65歲以上者，經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並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 

(1)列冊低（中低）收入戶。  
(2)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者。  
(4)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達百分之50以上
者。  
(5)其他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者。  
2.設籍本市年滿55歲以上之列冊低（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經醫師評估缺牙
需裝置活動假牙者。 
3.受理單位：與本局簽約之臺中市健保特約牙醫院所 



三、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品質 

本市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情形 

年度 村里總數(A) 村里服務數(B) 
服務村里涵蓋率

(B/A)% 
據點設置數 

102(12月底止) 625 426 68.16% 162 

103(12月底止) 625 488 78.08% 207 

104(12月底止) 625 522 83.52% 241 

截至105年4月30日，

已達到241個據點 

（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涵蓋率大幅成長 



三、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品質 

（二）加值方案促進長輩參與，服務人數倍增 

為鼓勵據點提昇服務質與量，針對健康促進活動3天以
上、餐飲服務2天以上據點額外加碼補助，241個據點
服務加值，使1天服務增值3天到最後5天，逐漸轉型為
日間托老所，以服務更多長輩。 

服務5天- 

14單位申請 

服務4天- 

6單位申請 

服務3天-33單位申請 

服務1天-75位(未申請加值) 

全國首創 
增加補助、
服務升級 

服務5天- 

7單位申請 

服務4天- 

4單位申請 

服務3天-20單位

申請 

服務2天-16單位申請 

服務1天-62單位(未申請加值) 

健康促進活動服務加值 餐飲服務加值 



三、規劃多元活躍老化方案，倡導老人社
會參與 

• 辦理長青快樂學堂 
規劃合適健康長輩白天可以去的場所類似托兒所的概念，

透過服務設計使老人家的身心靈保持最佳的狀態，進而

享受老年生活。目前長青快樂學堂共計13處。 

已設置長青快樂學堂的行政區 

中區 沙鹿區 

東區 梧棲區 

北區 新社區 

西屯區 霧峰區 

東勢區 太平區 

清水區 和平區 

大雅區 - 



四、加強照顧資源整備，健全長期照顧
服務體系 

14 

申請人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是否為 
服務對象 

核定補助額度 
擬定照顧計畫 

提供相關資訊 
轉介其他單位 

安排照顧服務 
連結照顧資源 

否 

是 

受理單位： 

請向臺中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 

申請專線：4218080(幫您幫您) 



四、加強照顧資源整備，健全長期照顧服
務體系 

•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 身體照顧服務 
居家服務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午送餐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 1. 生活照顧2.生活自立訓練3.健康促進4.文康休閒活動5. 供或連結交通服務6. 

家屬教育及諮詢服務7.護理服務8.復健服務9.備餐服務 
日間照顧 

• 含輔具器具（18項）、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16項）共34項，詳細內容請

參閱失能老人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輔具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項目表。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

環境 



四、加強照顧資源整備，健全長期照顧服
務體系 

• 合約機構：105年計94家。 長照機構服務 

• 宣導方式包括：編印臺中市長期照顧福利資源手冊、宣導DM、小型宣導品製作、

廣播電台宣導、報章雜誌廣告宣導、長期照顧之社區宣導及大型宣導活動等。 
長照宣導 

• 1. 身體照顧服務2.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3.  安全性照顧：注意異常狀況、

緊急通報醫療機構、協助危機事故處理及其他相關服務。 
家庭托顧 

• 每人每月最多補助4次（來回8趟）。 交通接送服務 



五、加強老人福利機構查核輔導，提升機
構服務品質 

輔導查核 
為提升機構照顧品質，導入各式活動（如園藝療法、懷舊活動、健康促進等），以增強

機構照顧能量。 

機構評鑑 依據老人福利法規定3年進行評鑑乙次，預計105年進行評鑑。 

資訊管理 輔導機構登錄衛生福利部老人福利機構管理資訊系統。 

未立案機構

之清查輔導 

查發現有未立案機構時，輔導其依法令立案，未能立案者，依據老人福利法處以行政罰鍰，

令其停辦並轉安置長輩。 



六、規劃多元活躍老化方案，倡導老人社
會參與 

（一）長青學苑 
為鼓勵長者活到老學到老，凡設籍本市年滿55歲之市民皆可參加本市輔導

各區設立之長青學苑，且65歲長輩就讀第一班免學費。 

開設班別:含本國語文及國學、外國語文、國樂、戲劇、手工藝、居家環境

研究、 電腦(資訊)、歌唱、樂器、健身、槌球、書畫、園藝、民謠及其他

各類科等。 
名次 縣市 參與比率(人/百人) 

1 臺中市 7.2 

2 新北市 4.3 

3 高雄市 4.2 

4 臺南市 2.9 

5 臺北市 2.8 



六、規劃多元活躍老化方案，倡導老人社
會參與 

（二）老人文康活動中心設置及管理 

照片 

本市已設置14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三)老人乘車補助 

• 年滿65歲以上市民，每月補助1000元乘車點數；年滿55歲山地原住民
，每月補助1500元乘車點數。  

• 市區公車： 
優惠搭乘中部地區17家業者之臺中市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班車，免費乘
車範圍涵蓋中部五縣市(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雲林縣)，
其他地區則需自行儲值付費。  

• 國道客運：統聯客運、台中客運、豐原客運及國光客運共4家客運業者
。  

 

六、規劃多元活躍老化方案，倡導老人社
會參與 



(一)愛心手鍊： 

1.須設籍本市有走失之虞者。 

2.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需符合智能障礙、精神障礙、自閉症、失智症等任一項) 

(2)醫師診斷證明書(需為三個月內公立醫院或衛生署評定合格之醫院) 

(3)警察局走失紀錄影本 

(4)重大傷病卡影本(需符合智能障礙、精神障礙、自閉症、失智症等任一項) 

(5)失智評估量表(CDR) 

• 上述符合條件者，不限年齡並至臺中市各區公所申辦。 

 

 

七、加強住宅及居家安全 



(二)獨居老人緊急救援生命連線 

• 設籍本市且實際居住本市，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獨居老人，或設籍本市且實際居住本市領
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之年滿五十歲以上獨居身心障礙者。 

• 上述補助對象須經評估日常生活活動量表(ADL)總分90分(含)以下。 

• 提供服務單位：財團法人生命連線基金會04-23264695 

 

七、加強住宅及居家安全 



(三)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 補助對象：設籍且實際居住臺中市六個月以上且年滿六十五歲之低收入
或中低收入老人。 

• 補助原則：補助以改善老人現住屋設施為限、每人自核定補助日起3年
內補助金額不得逾新臺幣10萬元，且同一補助項目三年內不得重複申請
。  

• 補助項目： 屋頂（瓦）防水、排水、地面（磚）、牆壁、樓梯(扶手)之
修補、 衛浴、廚房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防滑措施、住屋安全扶手設
施或住宅安全輔助器具等。 

 

七、加強住宅及居家安全 



(一)老人保護(緊急安置) 

• 第 41 條 老人因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對其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忽、
虐待、遺棄 等情事，致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之危難，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得依老人申請或職權予以適當短期保護及安置。老人如
欲對之提出告訴 或請求損害賠償時，主管機關應協助之。 前項保護及
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依老人申請免除 之。 第
一項老人保護及安置所需之費用，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先行支 
付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檢具費用單據影本及計算書，通知
老 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有扶養義務者於三十日內償還；逾期未
償還 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 第 42 條 老人因無人扶養，致有生命、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者，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老人之申請或依職權，予以適當安置。  

 

八、老人保護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37&FLNO=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37&FLNO=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37&FLNO=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37&FLNO=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37&FLNO=4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37&FLNO=4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37&FLNO=4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37&FLNO=42    


(二)監護輔助宣告聲請 

• 應受監護宣告之對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老人。 

• 聲請人：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 

• 應備文件：受監護宣告對象、聲請人、欲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之戶籍謄本與印章；受監護宣告對象之醫師診斷證明書或身心障礙
證明影本 

• 受理法院：應受監護宣告對象住、居所之地方法院 

• 諮詢電話：社會局長青福利科22289111#37424 

八、老人保護 



參、創新服務與特色 



一、臺中市長期照顧業務推動計畫 

結合民間單位資源辦理本市長期照顧相關業務，提昇資源運
用效率及服務品質，落實個案服務權益保障。 
1. 社政類照顧服務績優人員表揚； 
2. 長期照顧業務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3. 長期照顧服務方案輔導考核評鑑； 
4. 家庭照顧者成長支持活動； 
5. 長期照顧服務滿意度調查暨資源盤點等。 



二、和平區老人福利服務站-慕懷樹計畫 
為增進本市偏遠地區-和平區老人福利服務
之推展，本局特開辦本計畫，針對弱勢、
失能長輩提供交通接送服務、餐食服務、
關懷訪視及福利宣導等，以挹注福利資源，
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 



三、空間行善者-獨居銀髮族暨弱勢  
民眾住屋愛心修繕補助計畫 

針對現行法令及措施上無法獲得住屋
修繕補助之獨居長者及弱勢民眾，連
結民間修繕資源，提供住屋修繕服務，
有效改善居家生活環境，提升生活品
質。 

施工前 

施工後 



五、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 

•設籍本市1年以上之65歲以上老人及55
歲以上原住民，且年綜合所得稅率在5%
以下者，每人每月補助上限為749元。 

•受補助老人人數達17萬人占全市老人總
數逾6成。 

受補助人數 
未獲補助者 

99,634 

    172,722 



• 服務對象：失智症中度以上，經公辦公營之公立醫院或衛生福利部評鑑
合格之醫院、專科醫院診斷為失智症，並載明CDR評估為2分（以上）
之老人 

• 補助標準： 

1.中度失能(CDR2分)：低收入戶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中低收入
者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九千元、一般戶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七千元。 

2.重度失能(CDR3分)：低收入戶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中低
收入者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六千二百元、一般戶每月最高補助新臺
幣一萬二千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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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失智症者服務-團體家屋 



單位名稱 專線名稱 電話 

社團法人台灣省失智症協會 失智症關懷專線 0800-474580(失智時，我
幫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失智者照
顧協會 

彩憶專線 04-23051685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真愛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失智守護專線 0800-200880 

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
利基金會-老人諮詢服務中
心 

老朋友專線 0800-228585(愛愛，幫我
幫我)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失蹤協尋專線 02-2597-1700 

0800-0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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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失智症者服務-失智資源諮詢專線 



• 服務對象: 照顧65歲以上老人、55歲以上原住民及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之家
庭照顧者 

• 服務內容:  

  1.心理協談服務 

  2.居家照顧技巧指導 

  3.喘息服務 

  4.電話關懷 

  5.各種照顧者支持活動：照顧技巧訓練、辦理支持團體、舒壓活動等 

• 服務提供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台中市支會 

• 服務單位: 臺中市中區綠川西街145號7樓（台中火車站前第一廣場C1入口） 

• 諮詢專線: 0800-507272(台語:有你真好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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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人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 服務對象：重度失能且無法自行沐浴或家屬無法協助沐浴者，或經專業
人員評估有特殊情形者。 

• 服務內容：身體清潔。 

• 費用：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300元，一般戶：600元 

• 服務單位：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松
柏園老人養護中心 

• 申請電話：(04)2676-0180分機271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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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到宅沐浴車 



八、到宅沐浴車 

到宅沐浴車DM(1).jpg


九、推動獨居長輩關懷訪視計畫 

•為妥善照顧本市獨居長輩，本局於
103年10月正式啟動獨居長輩關懷
訪視計畫，連結服務提供單位及在
地民間團體志工，主動關懷訪視獨
居長輩，以了解需求並適時轉介福
利服務資源提供協助。 
•將規劃建置個案管理系統，以落實
追蹤管理，建構完整的獨居長輩關
懷網絡。 



肆、未來展望 



參、未來展望     托老一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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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照顧 
準備期 

初級預防照顧 次級預防照顧 長期照顧 

健康 健康+亞健康 亞健康+輕度失能 

學習成功老化 

預防成為被照顧者 

失能、失智 

長青快樂學堂 

(托老所) 

多功能日間
托老中心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70% 20% 10% 佔老年人
口比例 

提升 

復原力 

連續性 
提升質與量 

老少共學
典範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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