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福養老院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住民入住須知 

                                                   103.06.20修訂 

親愛的家屬，您好: 

  非常感謝您選擇本中心，我們會竭誠為您的親人服務，為了使您可以瞭解您的親人在入

住期間本中心的健康照顧情形，我們特訂定此須知，亦敬請您能給予配合，在此謝謝您的合

作！ 

一、照護模式: 

    本長期照顧中心由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採全責照護模式。基於維護個人生活尊嚴與行

動自由，本中心鼓勵入住之住民自我照護，如非必要，皆不採取約束原則，以維持其基本生

理功能，並藉由日常自我照護，達到每日活動成效，進而延緩老化，恢復生理功能及健全生

活品質，如遇特殊情形需約束照護時，予以住民本人或其家屬簽署約束同意書。 

 

二、體檢項目:(詳如附件一) 

    長輩入住前請先到家中附近醫院或目前住院的醫院完成體檢項目：並將檢

查報告傳真至本中心(傳真號碼 02-8672-2927收) 

    體檢項目:B型肝炎檢查、愛滋病、梅毒檢查、胸部 X光檢查、糞便檢查(含桿菌性痢 

               疾、阿米巴痢疾、寄生蟲)、皮膚檢查(含疥瘡)。 

 請提供病歷摘要或診斷書。 

三、準備物品:(詳如附件二) 

     詳如住民入住準備資料。 

四、膳食服務: 

    (一)本中心膳食皆由營養師調配，經專業廚師烹飪，提供適合住民營養之膳食。 

    (二)住民及家屬在健康無虞時，可攜帶住民喜好之熟食至本中心，以可當場食用完畢為 

        原則，但為維護本中心用電及用火安全，本中心禁止住民自行於房內烹煮食物。 

        本中心護理站前設置配膳室供長者及家屬使用，請依照電器使用說明使用，以確保 

        全中心住民安全。 

    (三)需飲食治療之住民，應配合醫生醫囑及護理人員指導用膳，請勿自行食用外食。 

    (四)本中心用膳時間為:早餐 06:00，午餐 11:00，晚餐 17:00；另備有早茶及點心。 

五、衣著服務: 

    (一)入住時請自備 5套衣物(含內衣褲、輕便家居服、睡衣、防滑襪子、保暖衣物、當  

        季外套)，以便於更換，本中心將於所有衣物加上姓名標以利辨識，並酌收材料費 

        500元(共 100條衣標)。 

    (二)住民換洗衣物，統一由本中心工作人員收洗、烘乾、摺整齊送回房間。 

  Ps:衣物請依季節更換或於本中心通知後汰舊換新。 

 



六、住宿服務: 

    (一)房間設有緊急呼叫鈴，需要協助時可使用之。 

    (二)附有床頭櫃、直立櫃、吊掛式直立櫃、房間浴廁設備，請愛惜公物及維持清潔，若 

        地面潮濕髒亂請告知工作人員。 

    (三)不定期住民寢室內務整理(床旁桌、櫥櫃衣物)。 

七、交通工具: 

    (一)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本中心可代洽復康巴士，惟請於七日前向工作人員提出代洽； 

        另有特殊需求者，本中心亦可代洽私立救護車公司接送。 

    (二)本中心交通工具僅提供指定醫院就醫使用，並酌收車資。 

    (三)若有需要，可由本中心代叫計程車。 

八、就醫須知: 

    (一)住民如有就醫需求，本中心將通知家屬陪同至醫院診治，如家屬未能陪同，則可委       

        託本中心工作人員陪同住民就醫(限三峽區內醫療單位)，惟需酌收陪同就醫費用；      

        另緊急就醫時，因涉及相關醫療救護及專業照護，衍生之相關費用由家屬自付。 

    (二)為建立住民完整病歷資訊及用藥安全，確保住民得到優良醫療服務，本中心指定緊

急就醫單位為【恩主公醫院】，故請將住民相關病歷資訊轉至該醫院，爾後住民如有

就醫需求，本中心將優先送至該醫院就醫。 

    (三)住民自行於其他醫院就醫者，如需使用本中心送醫服務，仍以送往本中心指定醫院    

        為原則，特殊情況除外。 

    (四)住民就醫住院時，可選擇辦理退住或保留床位，保留床位者請依規定支付相關費用。 

    (五)住民身心狀況經評估或實際身心狀況需要就醫檢查治療時，其家屬應陪同就醫。 

九、藥物方面: 

    (一)為確保用藥安全，住民所用藥物(含內服及外用藥用，均要有醫師處方藥單)，應主 

    動交由本中心護理人員管理，護理人員將按時發給。 

    (二)本中心全面禁用未經醫師處方之藥物，含保健藥物及保健食品。如仍須服用，需填 

        寫非醫師處方藥物服用切結書。 

十、訪客規則: 

    (一)訪客時間為早上 10:30~12:00，下午 14:30~20:30。 

    (二)為確保住民健康安全，凡進入本中心之訪客，一律需要先測量體溫。 

    (三)訪客若是孕婦、小孩、有感冒症狀或傳染病時，請勿前來探訪以避免傳染給住民。 

    (四)探訪前使用乾洗手液洗手，探訪時請勿喧嘩，以免影響住民安寧，禁帶寵物入室內。 

    (五)歡迎親屬朋友多探訪住民，如已約好時間因故無法前來時，請先通知住民或服務人      

        員轉達住民，以免住民掛慮。  

    (六)本中心全面嚴禁抽菸。 

 

 

 



十一、繳費方式： 

(一) 本中心於每月 5日前出具帳單並以簡訊等方式通知，繳費期間為每月 6~10日止。 

(二) 繳款方式以匯款、銀行臨櫃繳款、ATM轉帳等方式為主，開立支票需以即期票。 

十二、貴重物品管理: 

    (一)貴重物品請家屬自行妥善保管，勿讓住民攜帶，若有遺失本中心概不負責。 

    (二)住民之私人用物，如：助聽器、眼鏡、假牙、輔具、輪椅、衣物等請標明姓名、房        

號。 

    (三)住民之零用金建議存放在服務台零用金帳冊中，需要時向櫃檯人員提領，住民身上 

        請勿留有現金等貴重物品，若有遺失本中心概不負責。 

十三、退住手續: 

(一)除特殊狀況外，住民或家屬決定退住時，請提早三個工作天前告知工作人員，以便

辦理相關手續。(詳如退住辦法) 

(二)退住時，請家屬檢具保證金收據、當月月費收據、存摺影本及身分證辦理退住手續。 

(三)退費將於退住程序完成後 5~7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轉入家屬指定之帳戶內。 

※本中心所有退費一率採取匯款方式退費，現場無法以現金退費，敬請見諒。 

十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請於入住時主動告知住民的特殊需求及配合事項，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住民可攜帶個人物品至本中心，營造屬於自己的環境。 

(三)請勿讓住民攜帶尖銳物品（剪刀、水果刀）等。 

(四)有必要限制其他訪客時請事先告知。 

(五)入住當天請簽約者及瞭解住民的主要照顧者陪同前來。 

(六)本中心照顧人力非一對一式，且為輪班制，有任何意見皆可知會工作團隊。 

    (七)辦理入住的時間為早上 9:00至中午 11:30，下午 13:00至下午 16:00止。 

    (八)本須知以實際為準，內容有所修訂時將不另行通知。 

 

 

為了使我們更完善體貼的照顧您的親人，關於入住手續如有任何問題

或不清楚的部分，請洽電(02)8672-5678 分機    ,           

 

謝 謝 您 的 合 作 !  

 

                              我們非常樂意為您說明 
                                        

                              清福養老院老人照護團隊敬啟 

 

 

 



 

清福養老院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入住前體檢項目表 
誠摯歡迎您及家中長輩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為求建立完整的健康照顧計畫，

下列事項請您詳閱，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本中心，我們非常樂意為您說明。 

※1.請提供病歷摘要 

※2.長輩入住前請先完成以下體檢項目： 

 

入住體檢項目 檢  查  項  目 

肝功能檢查 

GOT 

GPT 

Albumin (白蛋白) 

Globulin (球蛋白) 

血液檢查 CBC血液常規檢查(RBC、Hb、Ht、MCV、Platelet、WBC/DC) 

糖尿病檢查 AC sugar (空腹血糖) (檢查前一天晚上 12點以後請禁止進食) 

血脂肪檢查 Cholasterol膽固醇、TG三酸甘油脂 

腎功能檢查 

BUN (尿素氮)  

Creatinine (肌酸肝) 

Uric Acid (尿酸) 

尿液檢查 尿糖、尿蛋白、潛血反應、尿沉渣鏡檢 

肝炎檢查 
HBs-Ag (B型肝炎表面抗檢查) 

Anti-HBS (B型肝炎表面抗體檢查) 

梅毒檢查 VDRL tset (梅毒篩檢) 

愛滋病檢查 HIV test 

放射檢查 
Chest PA X-ray 檢查報告  (胸部 X光檢查報告書，不需 X光

片或光碟) 

糞便檢查 

Aerobic  culture.(桿菌性痢疾) 

Amoema (阿米巴痢疾) 

寄生蟲感染 

可攜帶本單至自家鄰近醫院或以下特約檢驗所執行檢驗 

三峽區:陽明醫事檢驗所 

電話: (02)2671-1491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長泰街 100號 

 
 

 

 

 

附件一 

陽明檢驗所 

本中心 



 

清福養老院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住民入住準備資料 

項          目 
準  備 

備      註 
是 否 

長者身份證影本一份    

長者印章   用印後歸還 

長者照片 3張    

體檢表    

病歷摘要   經常就醫之醫院為主 

診斷書    

健保 IC卡一張    

簽約者身份證影本一份    

簽約者印章   用印後歸還 

連帶保證人身分證影本一份    

連帶保證人印章    

戶籍謄本/戶口名簿   戶政事務所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無則免附)一份    

費用 

住院準備金   50,000  元  

 

 

合計          元 

月   費       元 

零 用 金       元 

姓 名 標     500 元 

其它： 

 

 

 

 

 

 

 

 

 

附件二 



清福養老院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收費標準表               103.06.20修訂 

類型 基本價格 住院準備金 

正方形(靠窗) 34,000 

■50,000元 
正方形(非窗) 33,000 

直式(窗) 33,000 

直式(非窗) 32,000 

定價收費包含住宿費、照顧費、一般伙食費。 

鼻胃管加收 1,000元/月：導尿管加收 1,000元/月：管灌伙食 9000元/月 

☆加值服務 
復健服務計費方式: 

★計次費用:250元/次(12次後)需醫師評估 

★醫師評估費 100元/次(每評估一次可做 6次復健) 

★包月費用:1,400元/月(含兩次醫師評估費用) 

詳細內容請參閱復健資訊表 

◎其他收費 

1.健康體檢費用$1,100元(入住、年度) 

2.入住當天收洗衣姓名標$500元 

3.醫院回診代墊金額 

4.陪診費 200 /小時 

5.得利卡無障礙車交通費 350元(限恩主公醫院) 

☆救護車及其他地點依合約報價。▓非合約內之地點除另外報價外，當場現金繳清 

6.耗材另外計價(尿布、看護墊、手套、換藥等)  

7.如有損壞中心內之設備器材，需照價賠償 

◎入住前注意事項 

1. 依據衛生單位規定，入住前請先完成體檢(詳見附件一：入住前體檢項目表) 。 

2. 請檢附病歷摘要 (6個月內) 、診斷書、體檢表。 

3. 本中心不提供輪椅，請家屬自備。如由中心租借輪椅 10元/天(一般輪椅) 。 

4. 初入住未滿 30天者(離院回住亦含)，費用需以天數計價 1,200元/天。 

5. 如月費金額需折算成天數計算者，以該月份總天數折算之。 

6. 本中心月費係每月初收取，建議以匯款方式繳納，匯款資料可洽櫃台。 

7. 本中心對於收費項目及金額保有調整之權利，對於內容有所更正時，恕不另行通知。 

 

若您已確定要入住中心，請務必於入住前三天當面或來電告知本中心，安排入住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