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辦理停業(辦)老人福利機構申請復業評鑑
實施計畫
壹、目的：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障老人權益，促進老人福利
機構業務發展與經營管理之理念，提昇機構服務品質，針對停業
(辦)之私立老人福利機構於申請復業評鑑，以確保受服務者在機
構得到整體性之服務，特訂定本計畫。
貳、依據：
一、老人福利法第 37 條及第 49 條。
二、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
三、屏東縣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四、衛生福利部 105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
參、辦理期程/對象/地點：
一、評鑑時間:機構申請復業後 1 個月辦理。
二、複評時間:許可機構復業後 6 個月辦理。
三、評鑑對象:
(一)經本府評鑑為丙、丁等後於限期改善期間申請停業，於
停業期間或停業期間屆滿後申請復業之老人福利機構。
(二)經本府評鑑為丙、丁等，於限期改善期間屆滿後仍未改
善；依老人福利法第 49 條第 2 項規定停辦，停辦期間屆
滿後申請復業之老人福利機構。
四、評鑑地點:受評之老人福利機構許可設立地點，本評鑑均採
「實地評鑑作業」。
肆、評鑑小組：
成立跨專業評鑑小組辦理評鑑事宜，評鑑小組由護理、社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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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類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本府消防、建管單位代表共 6 至 9 位組
成，並由本府社會處代表擔任召集人：
一、具有機構管理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 1-2 人。
二、具有護理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 2 人。
三、具有社工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 1 人。
四、本府消防、建管單位代表 2 人。
伍、評鑑項目及指標內容:
一、評鑑項目內容：
(一)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行政制度、員工制度（20%）
(二)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社工服務、醫護、復健及緊急送
醫服務、生活照顧與輔具服務、膳食服務（40%）
(三)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環境設施、安全維護、衛生防護
（25%）
(四)權益保障（13%）
(五)改進創新（2％）
二、評鑑指標內容：
鑑於申請復業之機構並無住民，爰評鑑指標參考衛生福利部
訂頒之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針對涉及實際長輩照顧措施
指標予以修訂，修訂後之評鑑指標如附件。
陸、評鑑作業程序：
一、由機構依據評鑑項目表填報實際情形，一式 8 份，以供評鑑
小組參考。
二、由評鑑小組依評鑑項目前往鑑機構訪視查閱有關資料、訪談
業務有關人員，辦理實地評鑑。
三、實地評鑑完畢，由各評鑑委員給予機構具體評語，每機構評
鑑時間約 1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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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評鑑等第標準：
依據評鑑項目之評鑑得分乘以其加權比重之總計，按整體總評結
果分為下列五等評鑑等第；評分方式有變更或有疑義，由評鑑小
組決議之：
一、優等：經評定成績在 90 分以上者。
二、甲等：經評定成績在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者。
三、乙等：經評定成績在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
四、丙等：經評定成績在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者。
五、丁等：經評定成績未滿 60 分者。
捌、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處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評鑑成績為乙等以上且無違反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
辦法之機構，由本府許可復業；經復業評鑑後成績為丙、丁等之
機構，不予許可復業，並由本府依老人福利法第 49 條第 2 項規
定廢止機構許可；其屬法人者，得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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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評鑑計分方式及評等原則
一、計分方式
（一）每項評鑑指標均為 4 分，得「A」者為 4 分、
「B」者為 3
分、「C」者為 2 分、「D」者為 1 分、「E」者為 0 分。
（二）各大項之得分為評鑑委員評分除以該大項之總分後乘以
100 再乘以該大項占總分之百分比，等於該大項之實際得
分。例如甲機構 B 大項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委員給分為 110
分；該大項總分為 124 分（31 項×4 分）
，則甲機構該大項
實際得分為：
（110÷124）×100×0.4＝35.48 分。
（三）評鑑指標如有不適用者，則以加權計算。例如 B 大項生
活照顧及專業服務總分 124 分，甲機構不適用項目 12 分，
委員給分為 110 分，則其得分為： 110/(124-12)×100×0.4
＝39.29 分。
（四）各大項實際得分之總數等於該機構實際評鑑所得分數。
二、評等原則
（一）評鑑結果列為優等或甲等者，除分數須達標準外，亦須同
時符合一級及二級指標所需達 A 等級項數之要求
（二）一級必要指標項目及二級加強指標項目
名稱
定義

一級必要指標項目

二級加強指標項目

1. 攸關機構及住民生命安全
1. 攸關潛在嚴重不利於住民健
之指標。
康、安全之指標。
2. 有關設立標準、相關法規及 2. 新近修法通過之必要事項，惟
照顧品質，含設施設備及人
尚於改善或宣導期間，為提醒
力(資格、人數)之指標。
機構注意而訂之指標。
3. 依以往評鑑結果顯示機構較
易忽略、普遍得分較低，惟對
維護機構服務品質有其重要
性之指標。

指標
項目

A2.1、A2.2、A2.3、A2.4、C1.1、 A1.2、B1.1、B1.2、B2.2、C1.3、
C1.9、C2.1、C2.2、C2.3、C2.4、 C1.10、C1.11、C1.12、C1.13、
C3.4
C1.14、C3.6、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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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優等及甲等之評等原則
1. 一級指標共計 11 項，其中 C.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C2.安
全維護中一級指標 C2.1、C2.2 未達「A」、C2.3 未達「B」
者，不得列為優等及甲等機構。除上述指標外，一級指標
有 3 項(含 3 項)未達「A」者，不得列為優等機構；4 項以
上(含 4 項)未達「A」者，則不得列為甲等以上機構。
2. 二級指標共計 12 項，4 項以上(含 4 項)未達「A」者，則
不得列為優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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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9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程序表
工作項目

預備會議

介紹機構相
關人員及評
鑑委員
評鑑機構簡
報

時間

主持人

說明
1.各評鑑委員互相溝通，達成評鑑共識。
2.確認行程、重點及評鑑委員之分工。
3.評鑑工作執行小組針對本次評鑑重要
事項進行說明。

5 分鐘

召集人

5 分鐘

機 構 主 任 1.機構負責人介紹出席工作人員。
(院長)
2.評鑑小組召集人介紹評鑑委員及主管
召集人
機關代表。

10 分鐘

構主任（院長）進行機構簡報，親自報
召集人
告，並就機構創新作為及前次評鑑改善
機構主任
情形扼要報告，以利委員瞭解現況及辦
(院長)
理績效。

60 分鐘
(評鑑委
員得視機
實地查核及
構實際情
書面資料查
況彈性調
閱
整訪評時
間)

1.受評鑑機構帶領評鑑委員訪視各有關
設施、一般作業情形。
機構相關
2.請機構依評鑑項目順序備妥相關資
人員
料，委員針對每一項評鑑項目查閱相
主管機構
關資料，以對每一項目作評等。
代表評鑑
3.若委員針對資料有所疑問，可請受評
委員
機構立即解說；必要時得訪談相關人
員，機構不得拒絕。

評鑑小組討
論

綜合座談

15 分鐘

25 分鐘

召集人

1.評鑑委員先行商談初步評鑑結果（含
不適評項目），並由召集人協調達成
共識。
2.討論評鑑結果及建議事項。

1.評鑑委員與受評機構進行意見交換，
提出初步建議。
評 鑑 小 組 2.可即時請受評機構補充相關資料，以
召集人
使委員確認試評結果。
3.機構可針對評鑑項目有爭議之處提出
說明。

備註：以上評鑑時間，評鑑委員得視機構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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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受評機構注意事項
1. 由機構製作評鑑委員桌牌，請分別以各組名稱呈現：管理組委員、
護理組委員(2 位)、社工組委員、建管組委員、消防組委員、社會
處召集人。
2. 請備妥當日評鑑所需資料，以利實地評鑑現場檢閱，恕無法接受
事後補送資料。
3. 資料檢視期間：機構申請復業起始。
4. 由院長(主任)親自簡報 10 分鐘，就前次評鑑改善成效及創新措施、
未來展望等情形扼要報告。
5. 請準備單獨空間以供委員開會及陳列評鑑相關文件，陪評人員以
機構在職工作人員為主，並宜熟悉評鑑項目及文件以回復委員提
問，並請依評鑑項目分組(管理組、護理組 A、護理組 B、社工組、
建管組、消防組)陳列，每組應有至少 1 名陪評人員。
管理組 A：A1.1~A1.10、A2.1~A2.9、C1.1~C1.9
護理組 A：B2.1、B2.3~B2.8、B2.12~B2.15、B3.1~B3.4、C3.4
護理組 B：B2.2、B2.9~B2.11、B2.16、B4.1、C1.14~C1.16、
C3.1~C3.6(不含 C3.4)
社工組：B1 全(1.1~1.8)、B3.5、B4.2、D 全(1~12)
建管組：C1.10~C1.13、C2.1、C2.3
消防組：C2.2、C2.4
6. 受評機構與評鑑委員間，宜互相信任與尊重，全程禁止錄音、錄
影及拍照，以保障機構及住民權益。
7. 評鑑當日不開放其他機構觀摩學習，非受評機構員工請勿參與評
鑑，且不得代替機構發言。
8. 受評機構於評鑑完成時，由機構院長(主任)確認當日評鑑項目有
關一、二級指標達成情形，並於查核表上簽名。
9. 評鑑當日若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災害，委員及受評單位所屬
縣市主管機關發佈停止上班之訊息，則取消當日評鑑行程，另行
擇期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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