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辦理交通接送服務實施計畫
臺南市政府 108 年 5 月 3 日府社照字第 1080493113 號函頒

一、 為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以下簡稱長照提供者)申請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法
第十條至第十三條規定之長期照顧服務及後續辦理服務費用暫付、審核與支付
等相關作業，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二、 主辦機關：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長照提供者資格：
(一) 醫事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二) 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 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四)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
小客車租賃業。
四、 服務對象：
(一) 實際居住臺南市，由本局以照顧管理評估量表（CMS）審定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四級以上或實際居住於本市偏遠地區（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
、龍崎區），由本局以照顧管理評估量表（CMS）審定為長照需要等級第
二級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１、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２、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３、五十五歲以上至六十四歲以下原住民。
４、五十歲以上失智症者。
(二) 乘坐輪椅者優先服務。
五、 補助原則：
(一) 補助對象依其福利身分別，需負擔一定比率之自付額，補助標準及自付
比率依照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規定辦理；補助額度控管
是以每次乘車之計程車跳表金額計算。
(二) 福利身分別分別如下：
１、長照低收入戶：列冊低收入戶、列冊中低收入戶、符合領取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津貼者。
２、長照中低收入戶：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二款津貼者、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者。
３、一般戶。
(三) 超過核定之長照服務額度、未載明於照顧組合表之服務、服務內容及服
務主體非為長期照顧需要者，需自行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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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核定補助之服務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補助變更自補助條件事實
發生日起生效：
１、福利身分別變更。
２、接受機構收容安置。
３、其他補助條件變更。
前項事項應主動通知本局，無者經查證屬實，仍自補助條件事實發生日起
，變更其補助資格；補助變更致有溢領並應繳回溢領款。
六、 收費標準：
(一) 補助額度內收費標準：服務收費比照臺南市計程車日間費率二分之ㄧ收費，
再依福利身分別計算其自付額部份，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共乘時，則以
按下計程錶之共乘計費鍵之里程計算，每位乘客搭乘段皆以計程車日間費率
二分之ㄧ收費標準的六點六折優惠，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惟過路費須乘
客自付，另遇計程車費率調整時隨之調整(共乘收費對照表由長照提供者製
作報本局核備)。
(二) 超過額度外收費標準：服務收費比照臺南市計程車日間費率收費。
(三) 服務對象以一名陪同者為原則，二名為限，第二名陪同者酌收新臺幣五十元。
七、 交通接送服務事項：
(一) 服務範圍：以服務全臺南市境內之住家至醫療院所（指門診就醫、復健醫療
行為）之交通接送為原則。得跨區（限嘉義縣市）提供服務，起迄點一端需
位於臺南市境內。
(二) 服務時間：
１、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十七時三十分為末班車，抵達乘客住家
或預訂搭乘地點），長照提供者可另定延長服務時間，並向本局備查，
以不違反勞基法為原則。
２、如遇颱風等特殊狀況，經臺南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上課時得停
駛。
(三) 訂車限制：預約訂車每人每日僅限訂來回各一趟次。
(四) 訂車及查詢服務時間：每日八時起至十七時止。
(五) 訂車及服務方式：
１、以電話預約為主，聽障及瘖瘂者可採傳真、簡訊或網路預約。
２、預約訂車應於用車日前七日訂車，臨時訂車視特約單位當日車輛調度
情形提供服務。
３、服務對象補助額度用罄後，預約訂車列為後補。
４、更改或取消預約須於用車前一日向特約單位提出申請，未依限取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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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於用車當日取消服務，未提出正當理由及證明文件，致影響其
他服務對象權益，扣計一點。
（２）預定用車時間十分鐘後，未抵達申請地點候車，經司機電話聯
繫後，不能立即抵達並提出正當理由及證明文件，致影響後續
服務班次，扣計一點。
（３）扣點方式以趟次計算，如預約來回二單趟者扣計二點。
（４）累計達五點者，自翌日起十四日內停止其申請服務。
５、車輛依約定時間到達接送地點經等候逾十分鐘民眾尚未到達，特約單
位駕駛員需先以電話連絡，並向特約單位報備，始得離開，由特約單
位列冊紀錄供查核。
八、 特約單位辦理本特約之業務，應負責以下事項：
(一) 應設置必要之服務車輛條件：
１、須裝設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以下簡稱 GPS）之車輛，該 GPS 之基本需
求如下：
（１）儲存或傳送衛星定位資料之設備。
（２）監控軟體平臺，能製作 GPS 行車月報表(包括車號、車輛服務起
訖時間及地點（路名）、臨時趟次、乘客上、下車時間及地點
（路名），地點並以文字表示)。
（３）電子地圖，資料傳送方式採離線或即時均可。應利用 GPS 行車資料
，運用於本案之排班調度管理系統。
２、營運車輛數最低不得少於五輛。（期間若經費用罄，本局得公告停止受
理）。
３、須為冷氣客車，附符合法令規定之身心障礙專用輪椅昇降機。
４、車齡限於出廠後六年以內，並定期維修保養及清潔維護。
５、車輛應符合相關監理法規規定。
６、每輛車需加裝經檢定合格封鉛之計程收費器二組，需備有收費器里程
報表、營運報表（含趟載客里程、總里程、累計次數、合計金額及列印收據
存根等供備查）
。
７、其他經本局指定應設置之設施設備，詳細規格依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
理交通接送服務車輛規格表（詳附件）辦理。
８、長照提供者之服務車輛為長照專車者，應於預計提供服務日前三十日，
檢送相關資料函送本局核備，非經核備之車輛不得提供服務。
（二）特約長照專車者，自核定特約日起第二年，核備營運車輛數最低不得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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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輛。
（三）長照專車特約單位基本（最低）營運績效：
１、特約單位載客趟數每輛車每月總量應達八十八趟次以上（當年度農曆
年以當月工作日每日平均四趟次計算）
。
２、首次加入特約單位：
（1）自核定特約起第一到第三個月，依核備車輛數補助營運費用；特約
期間未達二年以上者，需繳回上開已補助營運費用。
（2）自核定特約起第四到第六個月載客趟數每輛車每月總量應達四十五
趟次以上。
（3）自核定特約起第七到第十二個月載客趟數每輛車每月總量應達八十
八趟次以上。
３、營運費用每輛車每月最高請領六萬二千五百元整，未達前述基準者，
當月營運費得依達成比例酌減：
（1）達成率百分之九十以上未達百分之百者，補助百分之九十。
（2）達成率百分之八十以上未達百分九十者，補助百分八十。
（3）達成率百分七十以上未達百分八十者，補助百分七十。
（4）達成率百分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七十者，補助百分六十。
（5）達成率百分五十以上未達百分六十者，補助百分五十。
（6）達成率百分四十以上未達百分五十者，補助百分四十。
（7）達成率百分三十以上未達百分四十者，補助百分三十。
（8）達成率百分二十以上未達百分三十者，補助百分二十。
（9）達成率百分之十以上未達百分二十者，補助百分之十。
（10）達成率未達百分之十者，依實際達成比例補助。
（四）非長照專車營運費請領標準：依所接送服務對象里程數計算，每公里以新
臺幣四十元核付。
九、 長照提供者應與本局簽訂「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特約長期照顧交通接送服務契
約書」
，辦理交通接送服務。
十、 本計畫內容若有未盡事宜，依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
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
及本局特約長期照顧交通接送服務契約書等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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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交通接送服務車輛規格表

車
項 次

號

檢
日

－
項

目

要

查
期

核對人員
簽
名
求

規

格

1

整車型式

冷氣復康巴士，附身心障礙
者專用輪椅昇降機。

2

製造年份

車齡限出廠後六年以內。

3
4

總排氣量或最大輸出 一千六百 c.c.（或）以上或
馬力(ps）
最大輸出馬力九十 ps 以上。
除駕駛座外能容納一~二座
車身全長
輪椅以上。

5

車身全寬

能容納一~二座輪椅以上。

6

輪椅進出車門高度

足夠乘坐者乘坐輪椅進入。

7

車內高度

足夠乘坐者乘坐輪椅進入。

8

註記必要字樣標誌以資辨識
車身外部噴漆或貼貼
(例如機關名稱、身心障礙標
紙
誌及長照專用車等用語)。

9

隨車工具

附隨車工具。

10

滅火設備

依公路監理機關規定。

11

故障標誌牌

12

駕駛座上方遮陽板、
擊破器。

13

駕駛室座椅

14

計程收費器

15

行車紀錄器

二座以上(含駕駛座)，均加
裝安全帶。
計程車用之收費器二組，收
費器需有列印功能。
1.可記錄里程、速率、引擎
轉速、應使用公制單位。
2.符合交通部規定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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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備
符 合

註

二項應至少一
項符合

16

17
18
19

活動式座椅四人座，附安全
帶，當活動座椅收起，可同
活動式座椅
時容納一-二台或以上電動
輪椅之空間。
可同時固定一-二台輪椅或
輪椅固定器及身心障
以上之固定器，各附身心障
礙座椅安全帶
礙座椅安全帶一組。
身心障礙專用輪椅昇 須符合政府相關規範。
降機
配置扶手及安全帶。
後車廂及踏板上鋪一層防滑
防滑地板
地板。

20

照明設備

夜間照明輪椅昇降機用。

21

車內把手

車內把手五只。

22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1.最遲自車輛開始營運時同步啟用。
2.啟用後，次月十日前提送前一個月車輛 GPS 行車
月報表及電子檔案供本處查核。
3.廠商服務後可利用該系統行車資料運用於本案
之排班調度管理系統。
4.資料傳送方式採離線或即時均可。

22-1

基本設備

22-2

車載單元：儲存或傳送衛星定位資料。

22-3

監控軟體平臺：能製作車輛 GPS 行車日報表(包括
車號、車輛服務起迄時間及地點、乘客上下車時間
及地點，地點以文字表示）。

22-4

電子地圖。

23

其他：

23-1

車輛各項規格性能(含配備)應同時符合中華民國
公路監理機關之檢驗標準(依照申領牌照時中華民
國政府公路監理機關有關營業用小客車之規定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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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服務廠商所交車輛若無法通過中華民國監理機關
及有關政府機關之檢驗，一切風險及成本均由服務
廠商自行負擔。

24

服務廠商應檢附下列書面資料：

24-1

車輛外型、車內設備配置及座椅配置圖。

24-2

24-3

24-4

引擎排氣量、最大輸出馬力及最大扭力之證明文
件，其中引擎排氣量、最大輸出馬力以中華民國政
府或政府授權機構相關證明文件內所載之數據為
準。
該型車輛空氣污染排放標準經環保署核發之機動
車輛審驗合格證明文件。
檢附駕駛、故障排除等訓練資料(包括講習日程、
內容、使用設備等資料)。
（所附之證明文件，非中文者應另附中譯之全部資
料）。

25

服務廠商應履行事項：

25-1

交車營運前應提供下列資料
1.車輛經交通部監理機關審查通過核准文件。
2.噪音合格證明文件。

25-2

服務廠商須在營運前完成駕駛訓練。

25-3

服務廠商須負責辦理受檢領牌事宜。
□ 合格
審 查

結 論：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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