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護類場所營運及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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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設立機構、申請機構開業相關注意事項 

• 機構日常管理相關規範 

• 安全無價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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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開設的法律依據 
• 護理人員法 

–第14條 為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因應連續性醫療
照護之需求，並發揮護理人員之執業功能，得
設置護理機構。 

–第15條 護理機構之服務對象如左： 
一、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病人。 

二、出院後需繼續護理之病人。 

三、產後需護理之產婦及嬰幼兒。 

• 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 

• 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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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機構、申請機構開業相關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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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設立分二階段申請 

1. 許可設置階段-設置或擴充後之規模在99床
以下之護理機構，由衛生局許可;醫療法人、
財團法人護理機構或設置、擴充後之規模
在100床以上之護理機構，由衛生局(所在
地地方主管機關)初審通過後，轉報衛生福
利部(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2. 開業登記階段-申請設立者應於許可6個月
內向衛生局申請開業程序。 

5 



申請許可階段 

負 責 人 

姓名 陳○○ 
電話/手機號碼 22577155/0912345678 

身分證統一號碼 A123456789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路○○號○樓 

學歷 國立○○大學護理學系 

經歷 從事臨床護理工作▓護理師4年以上 □護士7年以上 

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姓名 曾○○、江○○、李○○、張○○ 

照顧服務員姓名 陳○○、王○○、林○○、趙○○、蔡○○、高○○ 

契約醫院 

醫院名稱 ○○醫院 

醫院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路○○號○樓 

開業執照字號 新北府衛醫字第0123456789號 

檢 

  

附 

  

文 

  

件 

一、建物峻工之各樓層平面圖，並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各隔間面積、用途說明及總面積。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1份、使用執照號碼、門牌號碼或地段地號(配合免書證免謄本，

可提供地號、建號或使用執照號碼供線上查詢者免附)。 

三、與鄰近醫院訂定轉介關係之契約暨該院評鑑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四、護理人員證書正本及影本、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本驗後發還)。 

五、負責人半身正面脫帽近照相片1吋3張。 

六、負責人於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證明。 

七、所屬照顧服務員資格證明文件。 

八、申請擴充開業者另應檢具開業執照正本（加註變更登記後發還）。 

九、當年度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合格證明。 

十、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含檢查報告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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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相關規定(護理人員法) 

第13條（護理人員執業處所登記之限制） 

 護理人員執業，其登記執業之處所，以一處為
限。 

第19條（資深護理人員之設置） 

 護理機構應置負責資深護理人員一人，對其機
構護理業務，負督導責任，其資格條件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私立護理機構由前項資深護理人員設置者，以
其申請人為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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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相關規定 
(護理機構設置標準) 

• 負責資深護理人員，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年
資7年以上，或以護理師資格登記執業從事
臨床護理工作年資4年以上。 

• 24小時均應有護理人員值班，每15床至少
應有1名護理人員，且須視各班別之工作內
容增加適當人力。 

• 照顧服務員每5床應有1人以上，得由具護
理人員資格者擔任並計列其人數。 

任何時段護 理人員及照
顧服務員之 總數與住民
人數比例：一般護理之

家不得低於 
1比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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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責 人 

姓名 陳○○ 
電話/手機號碼 22577155/0912345678 

身分證統一號碼 A123456789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路○○號○樓 

學歷 國立○○大學護理學系 

經歷 從事臨床護理工作▓護理師4年以上 □護士7年以上 

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姓名 曾○○、江○○、李○○、張○○ 

照顧服務員姓名 陳○○、王○○、林○○、趙○○、蔡○○、高○○ 

契約醫院 

醫院名稱 ○○醫院 

醫院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路○○號○樓 

開業執照字號 新北府衛醫字第0123456789號 

檢 

  

附 

  

文 

  

件 

一、建物峻工之各樓層平面圖，並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各隔間面積、用途說明及總面積。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1份、使用執照號碼、門牌號碼或地段地號(配合免書證免謄本，

可提供地號、建號或使用執照號碼供線上查詢者免附)。 

三、與鄰近醫院訂定轉介關係之契約暨該院評鑑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四、護理人員證書正本及影本、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本驗後發還)。 

五、負責人半身正面脫帽近照相片1吋3張。 

六、負責人於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證明。 

七、所屬照顧服務員資格證明文件。 

八、申請擴充開業者另應檢具開業執照正本（加註變更登記後發還）。 

九、當年度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合格證明。 

十、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含檢查報告書）。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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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相關規定 

• 護理人員法第20條  
護理機構應與鄰近醫院訂定轉介關係之契約。 
前項醫院以經主管機關依法評鑑合格者為限。 
第1項契約終止、解除或內容有變更時，應另訂新約，
並於契約終止、解除或內容變更之日起15日內，檢具
新約，向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報備。 
• 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第12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稱之契約，其內容應包括急救、
急診、轉診及定期出診等事項。 
• 消費者保護法 
服務契約(一般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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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相關規定 

• 護理機構設置或擴充許可辦法 

第9條 護理機構經許可設置或擴充之床數，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得廢止其許可或核減其已許可之床數︰ 

一、自許可之日起，逾3年未取得建造執照。 

二、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逾5年未取得使用執照。 

三、自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起，許可設置或擴充之床數，逾 

    2年未全數開放使用或開放使用後再行停止使用逾2年。 

四、最近3年內，已開放床數之占床率，依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之統計資料顯示，未達50%。 

五、已完成開放使用後，因故停業1年以上。 

…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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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許可階段 

負 責 人 

姓名 陳○○ 
電話/手機號碼 22577155/0912345678 

身分證統一號碼 A123456789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路○○號○樓 

學歷 國立○○大學護理學系 

經歷 從事臨床護理工作▓護理師4年以上 □護士7年以上 

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姓名 曾○○、江○○、李○○、張○○ 

照顧服務員姓名 陳○○、王○○、林○○、趙○○、蔡○○、高○○ 

契約醫院 

醫院名稱 ○○醫院 

醫院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路○○號○樓 

開業執照字號 新北府衛醫字第0123456789號 

檢 

  

附 

  

文 

  

件 

一、建物峻工之各樓層平面圖，並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各隔間面積、用途說明及總面積。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1份、使用執照號碼、門牌號碼或地段地號(配合免書證免謄本，

可提供地號、建號或使用執照號碼供線上查詢者免附)。 

三、與鄰近醫院訂定轉介關係之契約暨該院評鑑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四、護理人員證書正本及影本、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本驗後發還)。 

五、負責人半身正面脫帽近照相片1吋3張。 

六、負責人於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證明。 

七、所屬照顧服務員資格證明文件。 

八、申請擴充開業者另應檢具開業執照正本（加註變更登記後發還）。 

九、當年度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合格證明。 

十、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含檢查報告書）。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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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物相關考量 

• 災害潛勢評估（淹水、土石流、土壤液化
或斷層帶等）~國家防災科技中心｢防災易
起來｣ 

• 建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88年12月
31日以前申請建造者） 

• 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俗稱海砂屋）
之鑑定補強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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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業階段 

負 責 人 

姓名 陳○○ 
電話/手機號碼 22577155/0912345678 

身分證統一號碼 A123456789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路○○號○樓 

學歷 國立○○大學護理學系 

經歷 從事臨床護理工作▓護理師4年以上 □護士7年以上 

工作人員 
護理人員姓名 曾○○、江○○、李○○、張○○ 

照顧服務員姓名 陳○○、王○○、林○○、趙○○、蔡○○、高○○ 

契約醫院 

醫院名稱 ○○醫院 

醫院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路○○號○樓 

開業執照字號 新北府衛醫字第0123456789號 

檢 

  

附 

  

文 

  

件 

一、建物峻工之各樓層平面圖，並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各隔間面積、用途說明及總面積。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1份、使用執照號碼、門牌號碼或地段地號(配合免書證免謄本，

可提供地號、建號或使用執照號碼供線上查詢者免附)。 

三、與鄰近醫院訂定轉介關係之契約暨該院評鑑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四、護理人員證書正本及影本、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本驗後發還)。 

五、負責人半身正面脫帽近照相片1吋3張。 

六、負責人於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證明。 

七、所屬照顧服務員資格證明文件。 

八、申請擴充開業者另應檢具開業執照正本（加註變更登記後發還）。 

九、當年度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合格證明。 

十、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含檢查報告書）。 

物 
16 



公安、消安相關考量 
• 防火區劃（各樓層安全區劃之防火門，應可兩端開
啟且不得上鎖） 

• 室內裝修材料（所有隔間牆、走道、牆壁、地板、
天花板，均採用防火構造或耐燃建材） 

• 公共意外責任險 
• 火警探測器（中央空氣調節系統之電源開關應具有
連動火警探測設備自動切斷之功能） 

• 緊急應變應勤裝備（哨子或可攜式擴音器、可保護
眼、口、鼻之防煙面罩或濾罐式防煙面罩及指揮棒
等。兩層樓(含)以上之機構應備無線電及其備用電
池） 

• 自動/手動滅火設備、安全門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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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日常管理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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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ㄧ)評鑑及督考 

護理人員法第23條（護理機構之報告義務）【相關罰則】§32 

 護理機構應依法令規定或依主管機關之通知，提出報告，
並接受主管機關對其人員配置、設備、收費、作業、衛生、
安全、紀錄等之檢查及資料蒐集。  

護理人員法第23條之1（護理機構之評鑑及督導考核）【相關
罰則】第1項～§31-2；第2項～§33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護理機構評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對轄區內護理機構業務，應定期實施督導考核。 
護理機構對前項評鑑及督導考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第一項之評鑑、督導考核，必要時，得委託相關機構或團
體辦理。 
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第17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3-1條規定辦理護理
機構業務督導考核，應訂定計畫實施，每年至少辦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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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第23條之2（評鑑後之應公告事項；合格有效期間
內，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罰）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護理機構評鑑，應將各機構
評鑑之結果、有效期間及類別等事項公告之。  
 護理機構於評鑑合格有效期間內，違反本法或
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或其違反情節重大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調降其評鑑合格類別或廢止其評鑑合格資格。  
 護理機構評鑑之標準，包括對象、項目、評等、
方式等，與評鑑結果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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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一)評鑑 

• 護理機構評鑑辦法第3條： 

護理機構應至少每四年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評鑑一次。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從其規定：  

一.新設立或停業後復業者，自開業之日起滿一年後之一年
內，應接受評鑑。  

二.原評鑑合格行政處分經撤銷或廢止，或前一年評鑑結果
為不合格者， 自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一年內，應接受
評鑑。  

• 衛生福利部評鑑專區：
https://dep.mohw.gov.tw/DONAHC/np-3848-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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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與督考指標面向 

護理機構評鑑 護理機構督導考核 

A、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 
   務對象權益保障 
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D、創新改革 

護政作業(法規面) 
• 人員管理 
• 設置標準查核 
• 行政管理 
• 護理服務設施 
• 建築物之設計構造與設
備 

護理照護品質作業  

火災預防及緊急應變作業 

22 



日常管理(ㄧ)督考 

年度督導考核工作計畫 

第一階段 
.辦理委員共識會議 
.辦理機構說明會 

第二階段 實地考核 

第三階段 
.召開評定、檢討會 
.辦理標竿學習 

護理機構實地督考議程 

工作項目 時間 

會前會 5分鐘 

督考團隊介紹及督考目的、
查核流程說明 

5分鐘 

機構簡報及陪評人員介紹 15分鐘 

實地查核及書面資料查閱 120分鐘 

督考小組討論及資料整理
(閉門會議) 

20分鐘 

綜合座談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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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衛生局護理機構督導考核專區 
https://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
/index.php?parent_id=22596&type_id=2
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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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行政組織、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
務權益保障 

• A1.5 訂定符合機構住民及需要之緊急災害(EOP)
持續運作計畫  

• 1.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包括：(1)依機構特性訂定災害可能
發生的情境，以達防減災目標需求；(2)完備之緊急聯絡
網及災害應變啟動機制，及具有適當的人力調度及緊急召
回機制；(3)機構避難平面圖示應明顯適當，明確訂定各
樓層住民疏散運送之順序與策略。 

• 2. 機構相關緊急應變計畫、演練腳本、演練後之檢討會
議(含紀錄)、檢討修正調和後之緊急應變計畫(需有修正
歷程及重點)及演練之紀錄(照片)。 

• 3. 機構負責人對最近一次應變演練情形之瞭解與參與，
包括計畫規劃、流程、檢討修正調和的改善方案等。 

24 



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C1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空間設置 

1.樓梯間、走道及緊急出入口、防火門等周圍1.5 
公尺內以標線明白標示，應保持暢通無阻礙物。 

2.逃生路徑為雙向（其中具備一座安全梯及兩個以
上避難途徑），二樓(含)以上主要逃生出入口處有
具閃滅或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設備。 

3.設置無障礙設施之逃生路徑，防火門應往避難方
向開啟並隨時保持關閉，或能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連動而關閉，且不需鑰匙即可雙向開啟。 

4.設有等待救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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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C2訂定符合機構住民之疏散策略及持續照
顧作業程序，並落實照顧人力之緊急應變
能力 

1.機構應於明顯適當處張貼避難平面圖示，明
確訂定各樓層住民疏散運送之順序與策略。 

2.安排照顧服務員(含外籍照服員)參與災害風
險辨識、溝通及防救災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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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C3訂有機構特性之夜間災害情境緊急應變之模擬演
練計畫並依情境實地抽測演練 
 1. 訂有符合機構特性，包含風險因子辨識及脆弱度分
析，且合理可行並有其時限性及可及性之必要應變作
為之夜間演練計畫。 

 2. 演練人員（含護理/外籍照護員）應在災害急迫的
模擬情境環境下(如起火住房及區劃空間內)，執行如
下: 

 (1) 實際操作機構內因應演練測試所需之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安全設備及緊急應勤裝備。 

 (2) 正確啟動自衛消防編組、執行初期緊急應變
（RACE）、限縮火災範圍、合宜疏散策略及即時通報
（內部、外部）。 

 (3) 整體情境演練測試，演練人員應有即時溝通確保
住民安全及持續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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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二) 
• 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 
機構/場所每日應紀錄病患之健康狀況，發現其受照
顧、收容者或工作人員（含流動工作人員）出現下列
症狀時，應進行通報。 
一、上呼吸道感染 
二、咳嗽持續三週 
三、類流感 
四、每日腹瀉三次(含) 
    以上 
五、不明原因發燒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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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三) 
• 消防法第13條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
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
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
必要之業務。 
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其管理權有分屬時，
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並報
請消防機關核備。 
防火管理人遴用後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消防
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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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三) 
•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5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
難引導班；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
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等。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
少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六、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七、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止縱火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另定消防防護計畫，以監
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 

30 



公安及消安申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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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五) 

• 應為工作人員投保勞健保 

• 衛生福利部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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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六) 
• 廢棄物清理法 

指定公告應檢具清理計畫書之事業： 
(二) 下列醫療機構： 

      1.醫院。 

      2.洗腎診所。 

      3.設三個診療科別以上之診所。 

(三十一) 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從事提供長
期照護、養護等服務之行業。 

(三十二) 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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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七) 

• 電業法第65條及優惠電價收費辦法第4條 

公用售電業對庇護工場、立案社會福利機構
及護理之家之用電，除用電超出契約容量部
分依電價表計收外，其電價依電價表之百分
之八十五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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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無價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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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無價：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 人~~24小時均應有護理人員值班；任何時段護理
人員與照服員總數與住民人數比高於1:15。故排
班需有備案，亦可將自衛消防編組排入。 

• 事~~除醫院契約，可與鄰近機構訂定｢支援協定｣，
以利安置，住民家屬通訊錄亦應保持最新。 

• 地~~避免災害潛勢區，需有可執行的應變計畫與
方案，且遠親不如近鄰，建立與社區的友好關係。 

• 物~~用火用電用水用氧等管理，防災應勤裝備測
試與使用，醫療設備、消防設施設備確保堪用，
並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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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令規定、督考成績
優良或通過護理機構評鑑
不等於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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