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彰化縣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

計畫審查作業規定 

一、 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 107 年 5 月 9 日衛部顧字第 1071960347 號公告「照顧

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 

(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7 年 9月 19日發訓字第 10725011471 號

令修正發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

畫」。 

二、 本審查作業就具辦訓資格之訓練單位所規劃之訓練班次妥適性及訓

練單位之辦訓能力進行審查評定序位，審查評定序位結果作為本府核

定各該訓練單位訓練班次之依據。 

三、 本審查分兩階段，首先針對各訓練單位之資格進行書面審查，資格不

符者，不予審查；資料不齊者，通知訓練單位限期補正，未於期限內

補正者視同資格不符，不予審查。資格符合者方進行第二階段審查會

議。 

四、 受理申請時間: 申請單位應於 107 年 1 月 4 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向本

府勞工處提出申請，以郵戳或實際送達時間為憑，逾時不予受理。（郵

寄地址：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100 號 8 樓，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收）。 

五、 受理申請單位：  

(一) 依法設立之公益、醫療、護理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公益、

醫療、護理人民團體，或設有醫學、護理學、社會工作、老人

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二) 經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

構、護理機構、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規定設立且經評鑑合格之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四) 依工會法設立且與照顧服務相關之工會。 



六、 申請文件： 

(一) 相關證明文件一式一份： 

1. 資格審查表、學術科及實習場地審查表正本各 1 份。 

2. 立案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 組織章程影本(無則免附)。 

4. 其他申請單位應具備之證明文件。 

5. 訓練場地及實習場所非屬自有者，請檢附訓練期間有效之租賃

契約或使用同意書。 

6. 訓練場地及實習場地符合建築物消防安全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利用公、私立學校或政府機關場地辦理者，得免附）。 

7. 符合衛生福利部訂定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所規定之訓練場

所證明文件影本。 

8. 承諾僱用切結書正本(職缺數需大於或等於預訓人數)。 

(二) 訓練計畫書。訓練計畫書之提送，請以一個開班期程提送 1 式

(8 份)訓練計畫書，如規劃兩個開班期程則提送 2 式訓練計畫書，

以此類推，本府分別依不同班次各別審查。 

七、 訓練辦理期程：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20 日止，並應於 11 月 20

日前辦理核銷。 

八、 審查方式： 

(一)由本府勞工處邀集審查委員組成「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

自用訓練計畫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共計 7 名，外聘委員 2 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代表 1名，本府勞工處代表 2名、

社會處及彰化縣衛生局各 1 名，針對申請單位組織和財物健全性

(5%)、師資及課程規劃(20%)、經費合理性(20%)、訓練單位之行

政管理與執行能力(30%)、就業輔導(25%)等項目進行實質審查，

評定各訓練班次序位，並依據審查結果辦理案件核定及駁回相關

作業。 



(二)本委員會委員應公正辦理審查，審查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

不得代理。 

(三)本委員會會議之召開，應有委員總額 1/2 以上出席。 

(四)108 年度補助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預訓學員人數以

補助 65 名學員為原則，並核列備取班。 

 

九、 評分項目： 

項次 審查項目 

1 
組織和財物

健全性 
5% 

1.計畫主持人及專案人員學經歷、本計

畫行政人員之配置。 

2.機構組織健全性、財務報表、定期開

會會議紀錄。 

2 
師資及課程

規劃 
20% 

1. 訓練時數編配及課程內容之合理性。 

2. 訓練課程內容充實度及符合就業需

求。 

3. 授課師資之學經歷及專長。 

4. 學科及術科教學場地及設備之充實

度。 

3 經費合理性 20%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4 
行政管理與

執行能力 
30% 

1.招生宣導及甄選錄訓機制之規劃。 

2.學員申訴處理及學習輔導之規劃。 

3.開班及訓練人數目標達成情形。 

4.最近一年度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

自訓自用訓練缺失情形。 

5 就業輔導 25% 

1.預訓人數訓後足額僱用之可行性。 

2.前次訓練結訓學員聘僱率。 

3.結訓受僱人員之勞動條件。 

 

 



七、 審查結果： 

(一) 審查委員依上述審查項目於評分表所列審查項目、內容、配分審

查，審查評分以 100 為滿分，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者為合格分

數。總平均低於 70 分者不得作為補助之對象。 

(二) 總計各審查委員之審查評定序位結果，序位總和最低者，為序位

第一名，次低者，為序位第二名，餘依此類推，若遇二個（含）

以上訓練班次總序位和相同者，則以審查項目「行政管理與執行

能力」分數較高者優先；若分數相同，再依審查項目「就業輔導」

分數較高者優先；若分數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三) 依各申請單位總評分排序，簽報後公告審查結果，並辦理案件核

定及駁回相關作業。 



彰化縣政府補助辦理 

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畫 

資格審查表 

單位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單位地址  電  話  傳    真  

申請資格 

□第 1類：依法設立之公益、醫療、

護理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公益、

醫療、護理人民團體，或設有醫學、

護理學、社會工作、老人照顧或長

期照顧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第 2類：經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 

□第 3類：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規

定設立且經評鑑合格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第 4類：依工會法設立且與照顧服

務相關之工會。 

申請單位 

用印 

(印章名稱

與單位名

稱應相同) 

 
申請單位 

負責人用印 

 

 

申請單位應具備之證明文件 

項    目 第 1類 第 2類 第 3類 第 4類 是否具備 

(1)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或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 ▲ ▲ ▲ □是 □否 

(2)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是 □否 

(3)組織章程影本    ▲ □是 □否 

(4)主管機關核准之開業證明文件影本     □是 □否 

(5)最近一次接受目地事業機關評鑑合格之證明

文件影本 
 ▲ ▲  □是 □否 

(6)承諾僱用切結書(承諾僱用職缺數大於或等

於預訓人數) 
▲ ▲ ▲ ▲ □是 □否 

資格審核 

結果 

□1.資格符合且資料齊備(含訓練計畫書 1式 8份)。 

□2.資格符合，但資料不完整。限期（   年   月   日時前）補正，逾期未

補正視同資格不符合。 

□3.資格不符合，不進行實質審查會議（原因：              ） 

備註：1.申請單位請依應具備證明文件謹慎核對，並依證明文件順序排列裝訂於左上角。 

2.若資格證明文件不齊者，本府得通知其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視同資格不符。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彰化縣政府補助辦理 

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畫 
學、術科及實習場地審查表 

單位名稱 

(填寫及用印) 

 申請班別  

負 責 人 

(填寫及用印)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學、術科場地 □□□-□□ 容納人數  

實習場地 □□□-□□ 容納人數  

學、術科 

及實習場地 

審核項目 是否檢附 

一、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由地方政府建管或工務單位所核發在訓練效期之內之「建

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利

用公、私立學校或政府機關場地辦理者，得免附） 

學
術
科 

□是 □否 

□免檢附 

實
習 

□是 □否 

□免檢附 

二、消防安全檢查申報：  

由地方政府消防單位所核發在訓練開班期間內有效之「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收執聯」影本或其他消防安全檢查合格

文件。（利用公、私立學校或政府機關場地辦理者，得免附） 

學
術
科 

□是 □否 

□免檢附 

實
習 

□是 □否 

□免檢附 

實習場地 

實習訓練場所應檢附文件：(檢附督導考核證明文件影本)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考核成績優良醫院之證明文件影本。 
  □經衛福部評鑑合格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考核成績優良護

理機構之證明文件影本。 
  □經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合格之老人長期照顧

機構、身心障礙住宿機構、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日間照顧服務提
供單位之證明文件影本。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規定設立且經評鑑合格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之證明文件影本。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提供長期照顧相關服務之衛生所之證明文

件影本。 

□是 

□否 

□只檢附前一

期證明，本期證

明待補 

學、術科 

及實習場地 

場地借用證明文件： 

學、術科訓練場地及實習場所非屬自有者，須提出至訓練期間有效之

借用或租賃證明文件(影本)。(立案地點與訓練場地非同一地點時須

檢附) 

學
術
科 

□是 □否 

□免檢附 

實
習 

□是 □否 

□免檢附 

檢送資料 

審核結果 

(本府勾選) 

□1.資料齊備。 

□2.資料不完整。限期（   年   月   日   時前）補正。 

□3.審核結果不符合。（原因說明：           ） 

備註：1.申請單位請依應具備證明文件謹慎核對，並依審核項目順序排列裝訂於左上角。 

2.若資格證明文件不齊者，本府得通知其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視同資格不符。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彰化縣政府補助辦理 

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畫 

計畫書審查表(審查會議) 
訓練單位： 

班別名稱： 

訓練期間：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 配分 訓 練 班

次得分 

一、組織和財    

務健全性 

1.計畫主持人及專案人員學經歷、本計畫

行政人員之配置。 

2.機構組織健全性、財務報表、定期開會

會議紀錄 

5  

二、師資及課    

程規劃 

1.訓練時數編配及課程內容之合理性。 

2.訓練課程內容充實度及符合就業需求。 

3.授課師資之學經歷及專長。 

4.學科及術科教學場地及設備之充實度。 

20  

三、經費合理    

性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20  

四、行政管理    

與執行能

力 

1.招生宣導及甄選錄訓機制之規劃。 

2.學員申訴處理及學習輔導之規劃。 

3.開班及訓練人數目標達成情形。 

4.最近一年度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

訓自用訓練缺失情形。 

30  

五、就業輔導 1.預訓人數訓後足額僱用之可行性。 

2.前次訓練結訓學員聘僱率。 

3.結訓受僱人員之勞動條件。  

25  

得分加總 100  

得分加總序位  

審查委員意見  

 

 

審查委員簽名  

 

 

備註：總平均 70分(含)以上者為合格分數，總平均低於 70分者不得作為補助之

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