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說明會

報告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中心

報告時間：110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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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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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簡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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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1.提高既有護理之家機構火災時自主滅火及即時通報性能，降低火災致

災風險，以保障住民、護理及相關工作人員之生命安全。

2.強化既有護理之家機構之公共安全設施設備，防止火煙蔓延，達到

機構於火災初期自主控制火勢發展之能力，爰優先補助設立年代久遠

且高風險機構設置自動撒水設備、119火災通報裝置、寢室隔間與

樓板密接整修及電路設施汰換四個項目，以降低護理之家機構火災風

險，提升機構防火安全性能。

二、補助對象
本市轄內護理之家機構（含一般及精神護理之家）



壹、計畫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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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護理之家住民特性



壹、計畫簡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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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火災案例共通性

資料來源：簡賢文教授研究所

綜合上述情況，消防

公共安全的重要性，

，藉由此計畫請機構一

起提升環境安全性。



貳、衛福部補助項目與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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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項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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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項目及基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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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類型 項目

每家機構補助額度

補助基準(額度) 機構補助上限

公共安全
修繕費

電路設施汰換

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整修

公共安全
設施設備費

119火災通報裝置

5萬/床
99床

最高獎助495萬元
自動撒水設備

以「開放床」
數為計算，最
高限額99床。

註1

註：

① 119火災通報裝置最高補助以12萬元為上限，內容原則包括：主機、安裝測試、工資材料(含配線)、打鑿修補、教育訓練等

費用。每機構以補助1組為限；如機構範圍涵蓋多樓層或分屬不同棟建築物，而有額外需求，仍以12萬元補助額度上限內辦理。

②申請補助金額於額度內，採實報實銷；超出額度外之金額，則由機構自籌。

③本案為補助既有護理之家提升公共安全，惟依法須設置或改善之項目者，則非屬本補助範疇，但本部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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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請於110/2/26(五)前提繳文件，

一式6份，應備妥下列：

1.申請函

2.申請表

3.計畫書

4.依申請項目準備應備文件

申請表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1

依風險高低，
為優先輔導
補助之對象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電路設施汰換)-2
申請項目 申請應備文件 審查注意事項

(修繕費)
電路設施汰換

1.改善評估報告(經專業電氣人員或電機技師提供)；另如有簽

證需求者，依電業法相關規定辦理。

2.長期照顧機構用電設備檢測紀錄總表、長期照顧機構用電設

備檢測紀錄表及低壓設備檢測紀錄表(衛生福利部版本)

3.配線圖〔單線圖(盤體)、平面圖(電線數量)、昇位圖(架構)〕

4.報價單

1.本項需經專業電氣人員或

電機技師等人員協助機構

進行老舊電線、電源開關、

插座、開關等評估，並提

供改善評估報告(含改善建

議)。

2.配線考量耐熱時，可以其

他方式(金屬軟管或XLPE電

纜)減少電氣火災。

3.在潮濕環境(浴室、陽台)

之用電迴路，有漏電斷路

器之需求，請依「用戶用

電設備裝修規則」規定辦

理。

核銷審查文件

1.改善評估報告

2.配線圖〔單線圖(盤體)、平面圖(電線數量)、昇位圖(架構)〕

3.竣工現場照片

4.台電用電設備增設或變更之設計審查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如

經電機技師簽證現況未涉及用電設備變更者，可免附）

5.發票或收據正本

➢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案者需檢附

6.工程契約

7.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相關文件

(含公文、決標方式、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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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寢室隔間置頂) -3
申請項目 申請應備文件 審查注意事項

(修繕費)
寢室隔間
與樓板密
接整修

1.施工詳圖

(原牆體及延伸天花板至樓板材料應標示防火時效或耐燃等級)

2.施工位置現況照片及索引圖

3.置頂工法(含材料說明及孔洞防火填塞方法)

4.裝修材料數量(含填塞)計畫及認可文件

5.估價單

6.送件掛件案號(請專業人員評估是否需申請室內裝修)

1)以下送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審查：
A. 10層以下樓層及地下室各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
300平方公尺以下者。

B. 11層以上樓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100平方公尺

以下者。

2)其餘規模送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審查。

1.本項補助為防止起火住房之煙可能之流至非

起火住房，而於兩住房及住房與走廊間之牆體，

其天花板至樓板間之延伸工程（即坊間稱之置

頂工程），故其延伸處倘有開口應施以合法且

適合開口工法之防火填塞。故天花板非補助項

目。

2.置頂工程之裝修材料耐燃等級或工法至少應

為其下方牆體裝修材料同等耐燃或防火等級之

工法予以施作。

3.置頂工程及原已有一部或全部之置頂，其孔

洞施以防火填塞予以補助。增設撒水設備補助

之孔洞防火填塞予以補助

4.參考現況照片確立是否牆體未置頂。

5.經建築師或專家提出評估報告確無法申請置

頂工程者，經地方政府審查同意補助住房區域

兩防火區劃之改善工程。

6.排煙設備、防火門非本項補助範圍。

7.天花板以下之開口不予補助。

核銷審查文件

1.工務局室內裝修執照

2.竣工圖

3.竣工照片

4.發票或收據正本

➢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案者需檢附

5.工程契約

6.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相關文件

(含公文、決標方式、招標公告…) 17



14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119火災通報裝置)-4
申請項目 申請應備文件 審查注意事項

(設施設備費)

119火災通報
裝置

1.維護檢修計畫

2.產品規格型錄

3.估價單

4.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5.護理機構開業執照

6.建議火災風險與適用條件評估

7.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最近一期)

8.預計施工安裝位置圖

9.預計安裝位置圖照

1.最高獎補助以12萬元為上限，

內容原則包括:主機、安裝測試、

工資材料(含配線)、打鑿修補、

教育訓練等費用。

另增設火警授信總機或副機及遠

端啟動裝置者，需提供評估報告

(每機構以補助1組為原則)

2.應配合火災緊急應變計畫流程

說明討論，以發揮119火災通報

裝置即時通報功能，並應與消防

機關充份討論避免誤報之困擾

3.補助之119火災通報裝置以符

合認可基準之設備為主，至於額

外增設之雲端、智慧通報警報等

系統，非屬補助項目。

核銷審查文件

1.測試功能正常核准函或消防局圖說審查核准函、竣工查

驗核准函

2.內政部審核認可書

3.設備測試報告書

4.安裝完成各設備照片

5.發票或收據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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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自動撒水設備)-5
申請項目 申請應備文件 審查注意事項

(設施設備費)

自動撒水設備

1.風險分析

2.設置評估報告

3.設計圖

4.施工詳圖

5.報價單

6.消防局掛件案號

7.工務局掛件案號

1.非全部既有機構皆能設置「傳

統」之自動撒水設備，仍應視既

有機構空間等而定;仍有可能經評

估後申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第17條規定之水道

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請依

機構特性及空間進行評估。

2.增設自動撒水設備部分，若有

增加發電機容量，應檢附發電機

容量計算書，檢討容量是否可足

夠。

3.發電機、幫浦移出或未於原有

位置（原機房），應依規定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

核銷審查文件

1.消防局圖說審查核准函、竣工查驗核准函

2.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

3.竣工圖及竣工照片

4.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5.內政部審核認可書

6.發票或收據正本

➢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案者需檢附

7.工程契約

8.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相關文件

(含公文、決標方式、招標公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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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已放置本局網頁
業務科室/長期照顧中心/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計劃書格式)-6

依此目錄撰寫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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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已放置本局網頁
業務科室/長期照顧中心/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計劃書格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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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已放置本局網頁
業務科室/長期照顧中心/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計劃書格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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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已放置本局網頁
業務科室/長期照顧中心/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計劃書格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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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已放置本局網頁
業務科室/長期照顧中心/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計劃書格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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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已放置本局網頁
業務科室/長期照顧中心/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參、補助項目申請文件(計劃書格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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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關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及評估報告：建築師、消防設備師、電機

技師或用電設備維護業專業電氣人員之證書影本及評估報告

2.現況照片(如配電盤、電線線徑等施工前照片)

3.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4.原核准竣工圖說影本(建築、消防及電力)

5.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如土地或建物為租賃者，請檢附租賃契約。

6.送件至工務局及消防局申請施工許可之掛號證明：申請室內裝修許可掛號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消防設備)掛號證明。

參、補助項目注意事項(其他應備文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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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構接受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

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100萬元）以上者，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等

相關規定辦理。

2.機構所購置之設備，其產權屬受補助單位所有，應妥為保管使用，逐一編號

黏訂標籤並註明「衛生福利部補（捐）助購置」且依規定編製「財產清冊」

於核銷時送本局備查。

3.上述補助相關資料應與改善內容及現場相符，如有偽造文書、出具不實證明、

侵害他人財產、實際設計、施工與所申請資料不符，應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4.本局得派員實地查核受獎助機構執行進度及設施設備使用情形，機構不得拒絕。

5.不得於工程竣工查驗合格後3年內，任意變更受獎助之項目。

參、補助項目注意事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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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補助計畫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局得予以撤銷或廢止；

如已撥款者，得要求全額繳回或核扣部分獎助款：

•獲核定獎助1年內，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查核發現功能不符原核定獎助內容。

•未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擅自變更原核定申請計畫。

•申請書、申請撥款資料及檢附文件有隱匿、虚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

•未依核定內容及期限竣工，或未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查驗。

•經查核或竣工查驗有不合格情形，未依期限完成。

•虛報或浮報款項。

•違反核定計畫或其他法令規定。

參、補助項目注意事項-14



肆、申請流程、審查及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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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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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方式與原則

31

衛福部110年度「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審查機制參考注意事項

➢審查時間：預計3月中旬辦理

➢辦理方式：

設置位置適當性

計畫內容適當性

經費概算合理性

辦理期程合理性

審查原則

工務局

消防局

建築師公會

消防設備師公會

跨專業
團隊審議會

電機技師公會

1.計畫書
2.自評表及相關
應檢附相關文件

119

多項

1.簡報
2.計劃書
3.自評表及應檢
附相關文件

機構、專業技師或施工廠商(簡報5分鐘)
審查委員現場提問方式進行(10分鐘)

書面審查

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整修
自動撒水設備
電路設施汰換



工務局

消防局

建築師公會

消防設備師公會

跨府專
家團隊

電機技師公會

定期（實地）
輔導

不定期輔導

⚫ 依申請項目、設置期程進
度、設置困境等，依機構
需求至機構實地輔導

於機構執行困難、特殊狀
況時或衛生福利部有政策
需現場確認或輔導

建築

消防

電機

衛政

⚫ 高風險機構實地輔導

機構計畫書
審查輔導

工務

32

地方輔導機制（定期、不定期輔導）

輔導機制



伍、110年度計畫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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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10年度計畫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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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

110年11月5日(五)前檢附核銷文件送至本局辦理核銷請款。

5-10月

定期及不定期輔導

3月-5月
召開審查會議：申請機構以簡報說明及委員提問方式進行

審查，通過者核定補助項目及經費。

2月
申請計畫送件：110年2月26日前送件
至本局(申請函、申請表、申請計畫書及其他應備文件)。



陸、相關附件資訊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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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附件(計劃書範本)於本局網站下載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t/news.php?zone=323&author=93

36



二、機構常見問題-1

37

1.如何尋找專業人員到場評估？

➢衛生福利部管理平台下載

http://nhfs.twrecruit.com.tw/news/bulletin/news.php



二、機構常見問題-2

38

2.擔憂施工過程中，住民安置問題及流失住民

➢機構宜與委託之專業技師充份需求討論，含住民收容情形、

住房配置，該如何進行分階段、分區域等，倘有需求也可

向本局提出進行實地輔導。

3.(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

因消防排煙規定在天花板下方牆體有開孔，是否可以補助？

➢天花板下方牆體、防火門、排煙設備皆非補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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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路汰換)

(1)是否有限定可申請之建築物年代，還是只要電氣專業人員

判斷就可補助？

➢基本上老舊建築物(一般是30年以上)較可能全面汰換，

此部份還是建議由實地輔導團協助確認是否確實因

電路老舊而有汰換需求。

(2)是否需要簽證，另評估費可否併入規劃設計費？

➢機構委託專業人員(電氣人員或電機技師)提出評估報告

申請修繕，需繪製圖面及相關文件等，倘專業人員或

建管單位認為有簽證必要，則有簽證費。

➢評估費用可併入規劃設計費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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