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照輔具服務核定項目及部分負擔明細表
輔具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

最後核
定項目
(Ｖ)

輔具項目 購置價
格給付
上限

部分負擔
(一般戶 30%)

部分負擔
(中低收 10%)

部分負擔
(低收0%)

是否需專
業治療師
評估

是否需輔
具銷售人
員提供

馬桶增高器、便盆椅或沐浴椅 1200元 □1200*0.3=360元 □1200*0.1=120元 □0元

單支枴杖-不銹鋼製 1000元 □1000*0.3=300元 □1000*0.1=100元 □0元

單支枴杖-鋁製 500元 □500*0.3=150元 □500*0.1=50元 □0元

助行器 800元 □800*0.3=240元 □800*0.1=80元 □0元

帶輪型助步車(助行椅) 3000元 □3000*0.3=900元 □3000*0.1=300元 □0元 Ｖ

輪椅-A 款(非輕量化量產型) 3500元 □3500*0.3=1050元 □3500*0.1=350元 □0元

輪椅-B 款(輕量化量產型) 4000元 □4000*0.3=1200元 □4000*0.1=400元 □0元

輪椅-C 款(量身訂製型) 9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附加功能-A款（具利於移位功能） 5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附加功能-B款（具仰躺功能） 2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附加功能-C款（具空中傾倒功能） 4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擺位系統-A 款（平面型輪椅背靠） 1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擺位系統-B 款（曲面適形輪椅背靠） 6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擺位系統-C 款（輪椅軀幹側支撐架） 3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擺位系統-D 款（輪椅頭靠系統） 25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電動輪椅 限租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Ｖ

電動代步車 限租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Ｖ

移位腰帶 1500元 □1500*0.3=450元 □1500*0.1=150元 □0元 Ｖ

移位板 2000元 □2000*0.3=600元 □2000*0.1=200元 □0元 Ｖ

人力移位吊帶 4000元 □4000*0.3=1200元 □4000*0.1=400元 □0元 Ｖ

移位滑墊-A 款 3000元 □3000*0.3=900元 □3000*0.1=300元 □0元 Ｖ

移位滑墊-B 款 8000元 □8000*0.3=2400元 □8000*0.1=800元 □0元 Ｖ

移位轉盤 2000元 □2000*0.3=600元 □2000*0.1=200元 □0元 Ｖ

移位機 40000元 □40000*0.3=12000元 □40000*0.1=4000元 □0元 Ｖ

移位機吊帶 6000元 □6000*0.3=1800元 □6000*0.1=600元 □0元 Ｖ

電話擴音器 2000元 □2000*0.3=600元 □2000*0.1=200元 □0元 Ｖ

電話閃光震動器 2000元 □2000*0.3=600元 □2000*0.1=200元 □0元 Ｖ

火警閃光警示器 2000元 □2000*0.3=600元 □2000*0.1=200元 □0元 Ｖ

門鈴閃光器 2000元 □2000*0.3=600元 □2000*0.1=200元 □0元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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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震動警示器 2000元 □2000*0.3=600元 □2000*0.1=200元 □0元 Ｖ

衣著用輔具 500元 □500*0.3=150元 □500*0.1=50元 □0元 Ｖ

居家用生活輔具 500元 □500*0.3=150元 □500*0.1=50元 □0元 Ｖ

飲食用輔具 500元 □500*0.3=150元 □500*0.1=50元 □0元 Ｖ

氣墊床-A 款 8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氣墊床-B 款 12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座墊-A 款（連通管型氣囊氣墊座-

塑膠材質）

5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座墊-B 款（連通管型氣囊氣墊座-

橡膠材質）

10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座墊-C 款（液態凝膠座墊） 10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座墊-D 款（固態凝膠座墊） 8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座墊-E 款（填充式氣囊氣墊座） 8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座墊-F 款（交替充氣型座墊） 5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輪椅座墊-G 款（量製型座墊） 10000元 □免部分負擔 □免部分負擔 □0元 Ｖ

居家用照顧床 8000元 □8000*0.3=2400元 □8000*0.1=800元 □0元 Ｖ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 A 款（床面升

降功能）

5000元 □5000*0.3=1500元 □5000*0.1=500元 □0元 Ｖ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 B 款（電動升

降功能）

5000元 □5000*0.3=1500元 □5000*0.1=500元 □0元 Ｖ

爬梯機（單趟） 限租賃 □不適用 □不適用 □0元 Ｖ

爬梯機（月） 限租賃 □不適用 □不適用 □0元 Ｖ

如您有其他相關問題，可洽詢壯圍鄉衛生所    

長照個管師: 郭倩瑜 、韓佩茹                   電話:03-9385503                                            

E-mail: kuochien@mail.e-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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