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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屏東縣長照服務人員暨家庭照顧者表揚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一、 表揚本縣提供優質長期照顧服務且卓越貢獻之長照人員。 

二、 促進長期照顧服務人員專業形象建立，強化長照人員自我的服務價值並持續於長

照領域提供服務。 

三、 建立績優長照服務人員楷模，鼓勵全縣長照人員邁向優質化服務。 

四、 鼓勵本縣家庭照顧者善用長期照顧與各項資源，提昇自我生活品質、減輕照顧壓

力並了解自身權益與肯定自我價值，藉以鼓勵尚在照顧困境中的照顧者運用長照

與各項資源。 

貳、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參、 辦理時間：111年10月15日星期六上午9點至13點(暫定，得視疫情調整)。 

肆、 活動地點：屏東縣政府大禮堂(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 

伍、 對象及條件： 

對象 條件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

業務負責人/居家服

務督導員 

一、 截至111年6月30日仍登錄本縣之醫事人員、社工(員) 師、居家服務督導員

或任職本縣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並業經主管機關核備在案之業務負責人。 

二、 實際從事於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據點、營養餐飲單位、家托輔導團等與本縣特約或受本縣獎補助之長期照

顧服務單位。 

三、 無懲戒紀錄並具有特殊、績優事項，足為楷模者。 

四、 未曾獲頒本縣長照人員表揚者。 

個案管理人員 

一、 截至111年6月30日仍登錄於本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或從事本縣失智共同

照護中心、長照出院準備服務之個案管理人員。 

二、 無懲戒紀錄並具有特殊、績優事項，足為楷模者。 

三、 未曾獲頒本縣長照人員表揚者。 

個管實務指導員 

一、 截至111年6月30日仍登錄於本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並從事個案管理員之

業務。 

二、 經本中心培力個案管理指導員，111年度配合指派與用心指導至少2名以上

新進個管員者。 

三、 無懲戒紀錄並具有特殊、績優事項，足為楷模者。 

四、 未曾獲頒本縣長照人員表揚者。 

照顧服務員 

一、 截至111年6月30日仍登錄於本縣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含居家式、社區式、綜

合式)、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一般護理之家、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之照顧服務

員。 

二、 無懲戒紀錄並具有特殊、績優事項，足為楷模者。 

三、 未曾獲頒本縣長照人員表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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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條件 

家庭托顧服務員 

一、 截至111年6月30日仍登錄於本縣社區長照機構之家庭托顧服務員。 

二、 無懲戒紀錄並具有特殊、績優事項，足為楷模者。 

三、 未曾獲頒本縣長照人員表揚者。 

行政人員/司機 

一、 截至111年6月30日仍任職於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或與本縣特約或受本縣獎補

助之長期照顧服務單位行政人員或接送司機。 

二、 無懲戒紀錄並具有特殊、績優事項，足為楷模者。 

三、 未曾獲頒本縣長照人員表揚者。 

家庭照顧者 

一、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均實際共同居住本縣。 

二、 符合長照資格的照顧家庭，至少使用1項長照資源(如居家照顧、日照中心

及交通接送等)。 

三、 由推薦單位(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擬定推薦原因、親友或家屬撰寫家

庭照顧者「照顧歷程」，及善用長照四包錢、公私部門資源連結及社區互

助協助等資源後，照顧壓力改善情形。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一、 經110年居家式、社區式、綜合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合格(評鑑不合格於

次年再次評鑑合格者除外)。 

二、 無懲戒紀錄並具有特殊、績優事項，足為楷模者。 

住宿式長照機構 

一、 經110年屏東縣住宿式長照機構(含一般護家及住宿式長照機構)督導考核合

格。 

二、 無懲戒紀錄、並有特殊、績優事蹟足以作為楷模者。 

社區整合服務中心 
一、 經110年屏東縣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實地評鑑成績結果為優良單位。 

二、 無懲戒紀錄、並有特殊、績優事蹟足以作為楷模者。 

失智照護服務計畫執

行單位 

一、 經 110年失智照護服務單位評鑑成績結果為優良單位。 

二、 無懲戒紀錄、並有特殊、績優事蹟足以作為楷模者。 

陸、獎項內容 

一、 獎項名稱及名額 

獎項名稱 對象 名額 資格 參選方式 

(一) 個人獎項類 

優質專業獎 醫事人員 /社工

人員 /業務負責

人  

9 符合對象條件者，並從事長期照顧

服務工作年資屆滿 2 年，或於現職

工作屆滿 1 年。 

需經評審 

績優個管獎 個案管理人員 3 符合對象條件者。 

拿麼用心指導獎 個管實務指導員 5 符合對象條件者。 依屏東縣

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推薦 

照顧品質

獎 

活力新人 照顧服務員 5 符合對象條件者，(年齡)從事照顧服

務員工作年資達半年以上、未達 2 

年，於現職工作屆滿半年。 

需經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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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對象 名額 資格 參選方式 

資優照顧 照顧服務員 5 符合對象條件者，從事照顧服務員工

作年資達 2 年以上未滿10 年，於現

職工作屆滿 1 年。 

需經評審 

資深敬業 照顧服務員 5 符合對象條件者，從事照顧服務員工

作年資達 10 年以上，於現職工作屆

滿 1 年。 

文化照顧 照顧服務員 3 符合對象條件者，從事照顧服務員工

作年資達 2 年以上，於現職工作屆

滿 1 年，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服務於本縣原鄉或離島地區。 

(2) 具備原住民或新住民身分。 

(3) 諳客語並實際服務於本縣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 

溫馨家托 家庭托顧服務

員 

1 符合對象條件者，擔任家庭托顧服

務員工作年資達 2 年以上， 於現職

工作屆滿半年。 

傑出負責獎 行政人員/司機 2 符合對象條件者，於現職工作屆滿半

年。 

聰明照顧者獎 家庭照顧者 2 符合對象條件者。 由家庭照

顧者支持

服務據點

推薦後，

屏東縣長

期照護管

理中心內

部審核 

(二) 團體獎項類 

長照機構金牌獎 居家式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1 符合對象條件者。 需經評審 

社區式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1 符合對象條件者。 

住宿式長照機構 1 符合對象條件者。 

優良社區整合服務中

心獎 

社區整合服務

中心 

1 符合對象條件者。 依評鑑結

果 

優良失智照護服務單

位獎 

失智照護服務計

畫執行單位 

1 符合對象條件者。 

註：主辦單位得依送審情況適度調整獎項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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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勵內容 

獎項 個人獎項 團體獎項 

名額 預計40名 預計5名 

獎勵 (一) 禮券3,000元 

(二) 獎座1座。 

(三) 價值1,000元禮品 1 份。 

(一) 禮券5,000 元。 

(二) 獎座1座。 

(三) 價值2,000元禮品1份。 

三、 評審標準 

評審指標 百分比 內容 

成長與專業表現 30 
積極參與在職訓練、自我進修等，並應用相關經驗及專業執行服務，

並在服務上有具體優良事蹟。 

服務品質與服務成效 30 
透過服務的執行，貼近個案的需求，幫助服務使用者增進生理、心理

及社會參與之服務成效。 

特殊貢獻與創新服務 20 發展創新服務與深化或針對長照服務有特殊貢獻，並具有實際成效。 

其他事蹟 20 舉證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總計 100  

四、 評審辦法 

(一) 評審委員：由屏東縣政府、相關學者及專家等人員共同組成評選團。 

(二) 審查流程 

1. 初審：由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針對受推薦人進行資格審查。 

2. 決審：通過初審者，由評審檢視資料後進行評分，總分 100 分，各獎項依得

分排序決定表揚名單，分數未達 80 分以上者，不列為表揚名單。 

五、 推薦方式 

(一) 推薦單位：本計畫之獎項須經與本縣特約或受本縣獎補助從事長照服務之單位、

護理之家、本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推薦符合對象條件及資格之人員。 

(二) 推薦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7月31日截止(需於是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送達

，日期為暫定日期，依實際公告日次日起14個日曆天為截止日)，由推薦單位

協助送件，郵件封面請註明「111年度屏東縣長照服務人員暨家庭照顧者表揚

大會」及推薦獎項名稱，逾期不予受理。 

(三) 推薦文件請依相關表格並以電腦打字，並檢附應備文件與佐證資料等整成冊。

推薦文件請以信封盛裝，請提供一式6份及報名資料彙整表1份,文字統一以 A4 

紙張標楷體直式橫書繕打、雙面列印。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以免備文

方式郵寄或專人送至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屏東縣

政府北棟 2 樓）。 

(四) 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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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薦表正本 1 份，影本 5 份。 

2.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如在職證明、參訓、得獎紀錄、語言認證等)6 份。 

3. 彙整表 

(五) 推薦文件之電子檔(WORD)及照片原始電子檔(1-2 張，每張照片電子檔大小

2MB或至少800x600像數以上，檔案格式為 JPEG)，需以光碟燒錄。 

(六) 年資計算方式：實際服務日算起至111年6月30日止。(不限於同一單位) 

六、 注意事項 

(一) 同一年度同一人不得請領 2 種獎項；且5年內曾獲獎者不得申請同等獎項。 

(二) 受推薦者參與本活動如有任何違法情事，經檢舉或發現且查證屬實，主辦單

位有權取消參選資格，得獎者亦應取消其得獎資格。 

(三) 提報資料有不實或違反規定者，或侵犯他人商標、專利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

權之情事，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且若獲頒之獎金及獎狀得追回註銷。 

(四) 受推薦者應擔保其無任何違反公序良俗或其他可能損及本活動形象之行 為；

若有違反，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選資格，得獎者亦應取消其得獎資格。 

(五) 郵寄資料及相關附件印刷、郵資等費用，皆須由推薦單位自行負擔。報名素

材恕不寄還，請自行保留備份。 

(六) 如有未盡事宜，得視情形隨時修訂公布之。凡報名參加，即認同本實施計畫

辦法一切規定，受推薦者同意遵守本縣之相關規範及評審委員會所決議之各

項評審公告、規則及評審結果。 

(七) 計畫內容得視疫情彈性調整活動進行方式。 

柒、活動流程(暫定)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9：00-09：30 報 到  

09：30-09：40 長照人員服務影片分享  

09：40-09：50 暖場表演活動  

09：50-10：20 縣長及來賓致詞  

10：20-11：10 個人獎項類表揚 預計39名 

11：10-12：00 團體獎項類表揚 預計5名 

12：00-12：10 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