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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 蔡英文總統原住民族政策-具體主張七、重視原住

民族健康權，消弭福利與醫療照護的不均等。 

二、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第六章原住民族長期照顧。 

三、 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第 4 期 4 年計畫（110 年至

113年）。       

貳、背景說明 

本會自 95 年訂頒「推展原住民部落老人日間關懷

站實施計畫」，結合部落、宗教組織的人力、物力等資源

提供原住民族長者預防性、關懷性及連續性之照顧服

務。自 104 年起將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更名為文化健康

站（下稱文健站），以強調文健站同時具有文化傳承與健

康照顧之精神，105 年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下稱長照

2.0)將原住民族長期照顧納入專章，並自 106 年下半年

起由長照基金挹注經費。文健站的布建數，由 105年 121

站，大幅增加至 110 年的 429 站，照顧的長者由 4,259

人增長至 1萬 3,743人。 

文健站之布建，係考量部落地理環境、福利與醫療

資源缺乏、照顧服務人力不足等不利因素，發展以原住

民照顧原住民、培植在地原住民族人民團體為原則，保

障原住民族長者獲得符合在地族群及文化特色之照顧服

務、延緩失能及減少臥床時間、以降低家庭醫療及長照

之負擔，爰訂定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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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的 

一、 落實長照 2.0前端初級預防功能，連結後端失能專

業照顧服務，提升原住民族長者生活品質。 

二、 建構原住民族長者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之多元

化照顧環境，保障原住民族長者選擇在地終老的自

由權利。 

三、 打造原住民族地區「長照偵測器」，強化原住民族

互助支持文化，滿足資源匱乏地區長者照顧需求。 

四、 建構在地「經濟安全」、「健康醫療」、「居家照顧」、

「部落（社區）照顧」多層次服務體系。 

肆、辦理機關(單位)及條件 

一、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承辦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協辦機關：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 

四、專案訓練中心：本會委託單位。 

五、文健站執行單位：立案人民團體(含設於原住民族地

區/都會區之地方分會)，並以扶植在地原住民族團

體為優先；另倘於執行單位更換期間，得由承協辦

機關暫行代理執行事宜。 

伍、執行地區及服務對象 

一、 地區：原住民族地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永久屋基

地或原住民族聚落。 

二、 服務對象，優先順序如下： 

(一) 55 歲以上輕度失能原住民族長者(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以「照顧管理評估量表」評估結果為 2~3 級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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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5歲以上獨居原住民族長者。 

(三) 55歲以上亞健康原住民族長者。 

(四) 55歲以上衰弱原住民族長者。 

(五) 55歲以下得自理之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 

(六) 原住民族地區之非原住民族長者，此服務比例不

得超過總服務人數之 10%(服務原住民族長者之配

偶、或居住在地逾十年以上之非原住民長者不計入

本比例限制)。 

陸、服務項目： 

一、 組成專業工作小組，辦理老人照顧服務，項目如下： 

(一) 簡易健康照顧服務：陪伴服務、基本日常照顧、

測量生命徵象、健康促進、文康休閒活動等。 

(二) 延緩老化失能活動（活力健康操、肌力與體能訓

練、文化藝術課程、心靈課程、文化音樂活化腦

力）。 

(三) 營養餐飲服務（共餐或送餐）。 

(四) 電話問安及居家關懷服務。 

(五) 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 

(六) 量能提升服務(僅補助原住民族地區文健站量能

提升業務費)。 

(七) 運用志工及連結、轉介服務（輔具提供、居家護

理、社區級居家復健、部落義診）。 

二、 辦理文健站照顧服務座談會及成果發表會。 

三、 推廣健康部落，促進健康。 

柒、服務模式 

一、 採取以部落/社區為單位之集體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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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在地照顧需求擇以三日或五日開站。 

三、 服務人數及級距：按服務人數區分 20~29人、30~39

人、40~49 人三種級距為原則；另有服務人數小於

19(含)人以下，或有特殊在地文化特性者，則依其

服務量能及照顧需求另以專案審查核定。 

捌、布建原則 

一、 原住民族地區 

(一)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轄內尚未設置文健

站之部落。 

(二) 文健站布建於部落村里數涵蓋率未達 60%之地

區。 

(三) 部落區域範圍內 55 歲以上人口數逾 150 人

(含)，有在地長者照顧需求者。 

(四) 部落設置 2 處以上文健站者，服務長者不得重

疊。 

二、 非原住民族地區之永久屋基地或原住民族聚落。 

(一) 福利資源缺乏或不易取得照顧服務之都市原住

民族聚落。 

(二) 原住民族 55 歲以上人口數達 150 人以上、且尚

未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健站或巷弄長照站

者，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確有設置需求

者，得由本會專案核定設置。 

玖、補助項目及標準（補助細項如附件資料 5） 

一、 補助文健站執行單位 

(一) 開辦費。 

(二) 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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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餐點費。 

(四) 工作人員服務費。 

(五) 照服員年終獎金。 

(六) 照服員績效獎金。 

(七) 文健站執行單位勞健保負擔補助。 

二、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行

政管理費。 

壹拾、工作人員資格與工作分配 

配置 

人員 
資格 工作內容 

計畫 

負責人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含 105

年度以前已進用高中畢業

者、宗教型大學或學院畢

業)，且具原住民身分及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領有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

具有老人服務經驗 1年者。 

(二)領有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

書，具有老人服務經驗 2 年

者。 

(三)具社會工作或醫護或老人服

務 20學分以上專業訓練。 

(四)具相關長照服務訓練 50 小

時以上及 1 年以上老人服務

經驗者。 

一、主要執行站內行

政管理工作： 

(一)研擬文健站實

施計畫。 

(二)規劃部落/社區

長者個別、集體

照顧服務。 

(三)連結部落內外

社福、照顧資源

以擴充文健站

照顧量能。 

(四)督導站內照顧

服務。 

(五)督導建置在地

照顧網絡。 

(六)督導召開工作

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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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人員 
資格 工作內容 

二、若經地方政府評估，無法找

到符合第一點學歷要件在地

族人擔任，得放寬學歷至高

中或實際居住於部落在地

10 年以上且符合第一點資

格之非原住民，但須請地方

政府敘明理由報本會核定後

始得聘任。 

(七)維護站內工作

人員勞動權益

及管理。 

(八)配合本會或直

轄市、縣(市)政

府政策宣導與

查核(評鑑)。 

二、其他交辦事項。 

照服員 

一、具原住民身分(在地者優先)

及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領有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

書者。 

(二)領有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

者。 

(三)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

照顧相關科(組)畢業者。 

二、若經評估在地無法進用符

合前點（一）～（三）之照

服員，得以至少完成 50小時

照服員訓練課程(得於衛福

部長期照顧數位學習平臺取

得訓練時數)以「助理照服

員」進用，並於 6 個月內取

得照服員結業證明書始得續

聘。 

一、主責長者照顧服

務(推動站內服

務項目)，並分工

輪流執行相關業

務。 

二、配合站內行政業

務 ( 含 財 產 管

理、紀錄建置)。 

三、配合普查服務地

區照顧需要。 

四、配合本會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政

策宣導。 

志工 - 支援文健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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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110年度(含)以前維續文健站： 

(一) 依本會 110年度「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

站查核計畫」各文健站查核情形作為後續補助

之評量。 

(二) 請文健站執行單位於 110年 11月 1日前至「文

化健康站資訊系統」上傳 111 年度計畫書(附

件資料 6-1)，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審查後，

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前將申請計畫書(附件資

料 7-2)函送本會申請經費。 

二、 111 年度新設文健站：本會將於 110 年 12 月底

前公告新設置文健站核定名單，至 111年度倘另

有新設置文健站需求將視年度經費運用情形另

行公告。 

壹拾貳、執行機關(單位)及分工 

一、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編列年度預算。 

(二) 制定政策及年度實施計畫。 

(三) 核定設置文健站。 

(四) 辦理全國評鑑或查核 

(五) 編輯服務手冊。 

(六) 召開中央跨部會長照溝通平臺會議與地方政

府長照執行共識會議與檢討會。 

(七) 函釋本計畫規定。 

(八) 依長照政策需要滾動函頒修正計畫。 

二、 承辦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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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本計畫提案說明會及文健站承辦單位儲

備教育訓練。 

(二) 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文

健站撥款及核銷，並向本會完成結報作業。 

(三) 受理新設置文健站提案及審查。 

(四) 輔導文健站確依本計畫執行相關業務，提供行

政指導與協助。 

(五) 辦理文健站行政教育訓練及聯繫會議。 

(六) 依本會函頒查核計畫輔導文健站。 

(七) 詳細注意事項請參考附件資料 2。 

三、 協辦機關：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 

(一) 訪查轄內文健站長者照顧情形。 

(二) 評估有長者照顧需求的部落，協助申請設置文

健站。 

(三) 主動提供公有公共空間及同意使用證明書與

轄內文健站使用。 

(四) 協助連結相關照顧資源、充實文健站服務量

能。 

(五) 其他注意事項請參考附件資料 3。 

四、 執行單位：經本會核定補助之公部門或立案人民

團體  

(一) 確實依據本計畫規定提供照顧服務及相關行

政作業。 

(二) 配合本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原住民族

地區鄉（鎮、市、區）公所相關輔導作業。 

(三) 深化在地原住民族長照服務資源。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參考附件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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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查核與獎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區)公所得針對本計畫有功人員辦理敘獎。 

壹拾肆、預期效益 

一、 達成「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111年度文健站

設置目標至少 450站。 

二、 培力照服員創造就業機會約 1,200名、服務約 1

萬 5,000名長者。 

三、 建構因地制宜之照顧服務模式，提供具有文化元

素與文化敏感度之專業服務。 

四、 培植在地組織深耕長照服務，促進整合部落長期

照顧服務資源，實踐在地老化理念。 

壹拾伍、經費來源 

一、 長期照顧服務發展基金。 

二、 本計畫以補助性原則辦理，倘補助經費有不足部

分，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

公所及文健站得自籌編列經費支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