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理機構評鑑辦法修正總說明 

護理機構評鑑辦法係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三日訂定發布。為簡化評鑑制度及

評鑑作業，提升評鑑效率，以及評鑑合格效期一致性，爰擬具「護理機構評鑑

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護理機構應至少每四年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評鑑一次。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評鑑之工作事項。(修正條文第三條至第五條) 

二、修正護理機構評鑑之項目。(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修正評鑑結果，其評等類別，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政策目標或機構類別、特

色，於第四條第三項評鑑作業程序定之。(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修正提出申復之時程。(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修正評鑑合格效期為四年及前一年度評鑑結果不合格者，當年接受評鑑合

格之效期認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修正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原評鑑處分之條件。(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刪除精神護理之家評鑑之過渡條款。(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八、明定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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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護理人員

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

三條之二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護理人員

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

三條之二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未修正。 

第二條  依本法設立之護理

機構，均應依本辦法接受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評

鑑。 

第二條  依本法設立之護理

機構，均應依本辦法接受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評

鑑。 

未修正。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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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護理機構應至少每

三年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

評鑑一次。 

護理機構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接受當年

之評鑑： 

一、護理機構開業日至當

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滿

一年。 

二、評鑑合格效期已屆最

後一年。 

三、前一年評鑑結果為不

合格。 

四、私立護理機構歇業

後，由他人於原址重

新申准設立及取得開

業執照。 

五、護理機構經評鑑後遷

移、擴充、增建或改

建，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其基

地、建物、總樓地板

面積等範圍或規模有

一、 為統一本部評鑑效期，

參照醫院評鑑及教學醫

院評鑑作業程序第十六

點評鑑合格有效期間為

四年，修正第一項護理

機構評鑑效期為每四年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評

鑑一次。 

二、 修正應接受評鑑對象條

件文字，使其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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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前項第四款私立護理

機構重新申准設立且取得

開業執照已逾當年五月三

十一日者，應於次年接受

評鑑。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評鑑工作： 

一、訂定評鑑項目之評鑑

基準。 

二、訂定評鑑作業程序。 

三、辦理評鑑說明會。 

四、進行評鑑實地訪查，

並作成評鑑紀錄。 

五、召開評定會議，議決

評鑑結果。 

六、公告經核定之評鑑結

果、有效期間、類別

及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

之評鑑業務，中央主管機

關得委託專業性或與評鑑

業務相關之機構、團體為

之。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作

業程序，應於評鑑實地訪

查起始日三個月前公告。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評鑑工作： 

一、訂定評鑑項目之內

容。 

二、訂定評鑑作業程序。 

三、辦理評鑑說明會。 

四、進行評鑑實地訪查，

並作成評鑑紀錄。 

五、召開評定會議，議決

評鑑結果。 

六、評鑑結果經核定後，

公告其結果、有效期

間、類別及其他相關

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

前項評鑑，得聘任專家、

學者等組成評鑑工作小

組，統籌整體評鑑事宜。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之評鑑業務，中央主管

機關得委託學術性或與評

鑑業務相關之機構、團體

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作

業程序，應於評鑑實地訪

查起始日三個月前公告。 

一、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六款

文字修正。 

二、為更符合現狀，刪除第

二項。 

三、修正第三項文字，使其

更明確。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一、修正第一項文字，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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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實地訪查時，得聘請

醫護、管理與環境安全之

專家學者及具護理機構實

務經驗者為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應依相關法

規規定，遵守利益迴避原

則；對評鑑工作所獲悉之

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

務，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不得洩漏。 

評鑑實地訪查時，得聘任

醫護、管理及環境安全等

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為評

鑑委員。 

評鑑委員應依相關法

規規定，遵守利益迴避原

則；對評鑑工作所知悉之

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

務，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不得洩漏。 

更為明確，並增列具護

理機構經驗實務者之委

員。 

二、第二項文字酌修。 

第六條  護理機構評鑑之項

目如下： 

一、經營管理效能。 

二、專業照護品質。 

三、安全維護及設施設

備。 

四、個案權益保障。 

五、創新照護措施。 

護理機構非屬收住式

者，其評鑑得不包括前項

第三款及第五款所定項

目。 

第一項評鑑項目之評

鑑基準，中央主管機關應

於評鑑實地訪查前一年十

二月公告之。 

第六條  護理機構評鑑之項

目如下： 

一、行政管理：行政制

度、人員配置、工作

人員權益、教育訓練

及其他相關事項。 

二、照護服務：專業服

務、感染管制、生活

照顧、膳食服務及其

他相關事項。 

三、環境設施：環境維

護、安全維護、衛生

防護及其他相關事

項。 

四、權益保障：權益規

範、契約訂定、收費

基準、申訴處理及其

他相關事項。 

五、創新改革：創新措

施、改善成效及其他

相關事項。 

護理機構非屬收住式

者，其評鑑得不包括前項

一、為讓護理機構評鑑項目

能依政策目標與時俱進

及評鑑效能，修正第一

項護理機構評鑑項目。 

二、依據第一項文字修正第

二項款次文字。 

三、修正第三項文字，使其

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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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膳食服務及第三款

與第五款所定項目。 

第一項評鑑項目之內

容，由中央主管機關於評

鑑實地訪查前一年公告

之。 

 第七條  護理機構評鑑結

果，分為合格及不合格。 

前項評鑑結果，其評

等類別，中央主管機關得

依政策目標或機構類別、

特色，於第四條第三項評

鑑作業程序定之。 

第七條  護理機構評鑑結

果，其評等分為優等、甲

等、乙等、丙等及丁等。 

前項評鑑結果之類別

列乙等以上者為合格；列

丙等或丁等者為不合格。 

一、明訂評鑑結果為合格及

不合格。 

二、為保有評等類別之彈

性，修正第二項評鑑結

果之評等類別，得由中

央主管機關依政策目標

或機構特色按年修正評

鑑作業程序公告。例如

為配合本部社會及家庭

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

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

準，以及地方政府安置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入住一般護理之家申請

社會福利安置費用補助

相關規定，護理機構評

鑑結果需有評鑑等第，

故評鑑結果之評等等第

得以優等、甲等、乙等、

丙等及丁等公告之；前

項評鑑結果之等第列乙

等以上者為合格；列丙

等或丁等者為不合格。 

第八條  護理機構對評鑑結

果不服者，應自收受通知

之次日起十四日內，先向

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復。 

第八條  護理機構對評鑑結

果不服者，應自收受通知

之次日起十日內，先向中

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復。 

修正提出申復之時程與長照

機構評鑑辦法草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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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不服前項評

鑑申復之決定者，得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護理機構不服前項評

鑑申復之決定者，得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第九條  評鑑合格效期為四

年。 

護理機構前一年度評

鑑不合格，當年始經評鑑

合格者，其合格效期為三

年；連續二年評鑑不合

格，當年始經評鑑合格

者，其合格效期為二年；

連續三年評鑑不合格，當

年始經評鑑合格者，其合

格效期為一年。 

第九條  評鑑合格效期為三

年。 

護理機構因前一年度

評鑑不合格於當年接受評

鑑，其評鑑結果為合格

者，僅得評定為乙等，且

合格效期為二年。連續二

年評鑑不合格，始經評鑑

合格者，僅得評定為乙

等，其合格效期為一年。 

一、為統一本部辦理各類機

構評鑑之效期，參照醫

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

作業程序第十六點規

定，修正第一項護理機

構評鑑合格效期為四

年。 

二、配合評鑑效期由三年修

正為四年，修正第二項

前一年度評鑑不合格於

當年始經評鑑合格者，

其評鑑效期為三年。 

三、連續年度評鑑不合格

者，評鑑效期依前述原

則依此類推。 

第十條  護理機構於評鑑合

格效期內，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有違反

護理機構設立標準或其他

法令規定，情節重大或經

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

原評鑑處分。 

護理機構接受評鑑所

提供之文件或資料，有虛

偽不實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撤銷原評鑑處分。 

第十條  護理機構於評鑑合

格效期內，有不符合機構

設置標準、發生重大違規

事件或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督導考核結果為

不合格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廢止原評鑑處分。 

護理機構接受評鑑所

提供之文件或資料，有虛

偽不實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撤銷原評鑑處分。 

第一項文字酌修，使其對於

廢止原評鑑處分條件更明

確。 

第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前，

已接受中央主管機關評

鑑，且於合格效期內者，

第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前，

已接受中央主管機關評

鑑，且於合格效期內者，

刪除第二項精神護理之家評

鑑過渡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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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合格效期已屆最後一

年接受評鑑。 

應於合格效期已屆最後一

年接受評鑑。 

精神護理之家評鑑，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仍依原

規定辦理，不受第三條及

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之限

制。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 

明定本辦法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