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之改善方案

分類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 反映人次 改善方案 

二手輔具 希望增加二手輔具

領用項目及排隊資

訊 

5 1. 二手輔具為民眾捐贈的資源，目前具備多項生活或醫

療輔具，像是電動床、輪椅、便盆椅、抽痰機、噴霧

器、氧氣製造機等，但因應需求人數眾多，根據需求

強度做為排隊依據 

排隊順序為: 

(1)保固內故障 

(2)鑑定轉銜期/安寧 

(3)老人/身障但經濟弱勢 

(4)臨時需求 

(5)因額度已滿/住機構不補助者 

(6)老人/身障一般戶者 

(參照 3104 輔具服務標準作業流程) 

 

2. 各項二手輔具概估排隊等候天數公告於輔具中心網頁

首頁之訊息公告專區,每個月皆會定時更新,建議排隊

前可先行查詢了解(如下圖)! 

 

  



分類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 反映人次 改善方案 

主動諮詢 希望輔具中心能

夠主動致電關心

輔具後續使用狀

況、家屬需求、

是否需要輔具維

修等相關資訊 

5 1. 申請或重新鑑定身心障礙手冊時,經快篩有輔具

需求者,輔具中心皆有專員主動致電提供諮詢(參

照 輔具中心自辦創新性或高效益之服務)。 

 

2. 針對到宅、定點等無法現場試用輔具之個案,以

及較複雜的親自中心個案,如有需求,治療師皆安

排到宅、定點、親自中心檢核，以提供該項輔具

的教學與適配(參照 3110.輔具使用情形之追蹤

輔導)。 

 

3. 如有輔具維修之需求,請先來電中心諮詢,經中心

判斷為免費簡易至中級維修,由輔具中心協助之,

若為較複雜之重級維修,則協助聯絡廠商處理(參

照 3104.輔具服務標準作業流程)。 

 

行政流程 送件請款資料如

有缺漏，希望立

馬通知，並提供

中午受理的窗口 

3 1. 輔具中心收到民眾請款檢附之相關資料後，於 4

日內完成初審，如有缺漏將致電通知，如去電 3

次未接，則將文件及說明寄還至民眾(參照 3104.

輔具服務標準作業流程)；對缺漏件有任何疑

義，皆可來電諮詢承辦人。 

 

2. 為因應民眾利用午休時間(12:00-13:00)進行諮

詢、送件請款、領用二手輔具等需求日增 ,自

104/9/4 起,輔具中心於午休時間安排 1 名專員

值班,協助親自中心之現場民眾及電話諮詢(參照

2104.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分類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 反映人次 改善方案 

宣導 透過其他單位

(如市府、朋友

等 )轉介才知道

輔具中心，希望

能多推廣此項資

源 

6 1.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設有網頁,欲查詢輔具相

關資訊的民眾可經由 Google 搜尋，或透過其

他友站連結,網頁內有輔具中心所提供服務介

紹，以及輔具使用衛教、相關表單下載等資訊

(見下圖，參照 1105.對輔具補助與服務之宣

導)。 

 

2. 輔具中心於 103,104 年分別辦理 150 及 151

場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針對直接服務民眾之

照顧服務員、照管專員、公所承辦人、在醫療

院所或仍在學的護理師、治療師、醫師，甚至

輔具銷售人員，進行輔具補助申請宣導、輔具

需求快速篩檢以及相關使用衛教(參照 1105.對

輔具補助與服務之宣導)。 

 

  

於 Google 搜尋輸入

「輔具」，新北市輔具資

源中心的網頁為搜尋排

行榜上第 3 筆資料 



  

於 Google 搜尋輸入「輔具

中心」，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的網頁為搜尋排行榜上第 2

筆資料，並可觀看大家的

Google 評論與聯絡資訊 



分類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 反映人次 改善方案 

場地/ 

地點 

輔具中心地點較

遠，空間不足 

11 1. 目前於新店大豐社福中心及雙溪衛生所設有輔

具中心分站，提供新店區以及平溪、雙溪、瑞芳、

貢寮區，免費領用的二手輔具資源，以便此區域

之民眾就近取得合適的輔具(參照 4101.服務普

及性及可近性)。 

 

2. 如為長期臥床之個案，或同一地點有 2 位以上有

需求的民眾，輔具中心皆可安排到宅、定點評

估，到府協助評估事宜(參照 4101.服務普及性

及可近性)。 

 

3. 建議可於至中心評估前一週，預約復康巴士做為

往訪輔具中心之交通方式，目前有兩個營運中

心，其預約電話分別為: 

第一營運中心:(02)2257-3688 

第 2 營運中心:(02)8285-3200 

詳細規則辦法請見附錄 

 

4. 輔具中心為因應目前空間不足，曾分別於 2015

年、2016 年提出板橋、三重等公益空間、以及

設立土城分站之申請，希望可舒緩此狀況。 

停車問題 

 

2 輔具中心所屬的新北市蘆洲重陽市場暨社教機

構大樓附設有地下停車場，前半小時洽公免費，

超過半小時者，以每小時 20 元計費。 

具備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者，可備齊以

下四樣證件正本於 B1 管理室辦理免費停車，管

理員值班時間為 8:00am-20:00pm，如遇非管理

員值班之時間，可撥打 24 小時服務專線洽詢。 

1.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2.身心障礙證明 

3.行車執照 

4.駕駛執照 

詳細規則辦法請見附錄 2 



分類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 反映人次 改善方案 

評估 輔具中心治療師

的建議與醫師或

學校治療師不同 

2 輔具中心治療師建議的輔具型式，如與醫療院所或

學校系統的專業人員有所不同，會主動與相關專業

人員諮詢溝通，如因醫生門診時間無法配合，則請

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或輔具適配建議等；若是採行雙

軌評估之項目，也可直接由醫療院所的醫生與治療

師開立，輔具中心再協助申請核定之公文。 

 

希望可以接受現

場評估 

2 輔具中心於 103-104 年已增聘治療師提供服務，然

而為提供良好品質的輔具評估，使親自中心者有完

整的輔具規劃與試用教學，並避免現場長時間之等

候，故目前中心皆採用預約制，以確保每位民眾之

權益。 

 

安排評估和評估

過程比較久 

5 1. 輔具中心於 103-104 年已增聘治療師提供服

務，等候評估時效超過 7 個工作天的人次比例由

103 年 17%降至 104 年 14%，並透過加開晚上

評估時間以及主動提供到宅資訊，以降低等候時

效；然而人力及空間場地不足之狀況仍待努力。 

 

2. 輔具中心為提供周全性評估，希望透過一次性的

評估，個案即可獲得食、衣、住、行、求學求職

等合適的輔具，因此會先了解個案於日常生活各

方面的需求，並由督導覆核評估之結果，以確保

民眾的權益(參照 3103.輔具評估結果的內部督

導機制)。預約評估時即請個案預留 1.5-2 小時

之時間，民眾如有時間上的限制(如:需回診、預

約復康巴士的時間等)，可事先告知評估治療師。 

 

  



分類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 反映人次 改善方案 

評估 視障輔具的型式

不足，另希望增

加智慧型語音手

機 

3 1. 於 103 年 12 月購置各色濾光眼鏡、放大鏡評估

組、望遠鏡評估組，以及近距離視力表、放大尺、

博朗聽書機等視障類輔具，以利評估建議使用

(參照 3101.輔具展示項目之完整性及可用性)。 

 

 

2. 並於 103年 9月 18日會議決議(參照 2104.定期

召開工作會議)，可透過轉介愛盲低視能中心，

提供視障輔具借用，以確定輔具符合視障個案於

工作場所與居家環境使用。 

 

3. 目前智慧型手機使用廣泛，且 iphone 內建有

voiceover 語音報讀功能，而 HTC、Samsung

等常見之智慧型手機可藉由下載 app 而有語音

手機功能，因此治療師多使用本身或與同仁商借

展示。 

 

補助流程 購買輔具須先行

支付，低收入戶

難以支付 

1 1. 低收入戶可轉介中華科技輔具基金會，經基金會

提供居家訪視後協助代墊補助款項。 

2. 且於103年6月起已全面開放低收入戶與廠商在

輔具中心確認下，簽結同意廠商代墊同意書，其

補助之款項將直接入帳輔具廠商(參照3105社工

人員之服務效能)。 

 

補助流程繁複 1 輔具中心可提供輔具資源諮詢，協助安排評估、申

請核定公文，輔具購置完畢，也可透過輔具中心送

件請款，建議如有輔具需求，先來電中心洽詢。 

 

  



分類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 反映人次 改善方案 

補助流程 補助款等候時間

長 

8 民眾於文件備齊後經由輔具中心請款，輔具中心應

於 4 日以內完成初審，而社會局複審日數則應於 12

日之內，並於複審後 14 日之內完成撥款；因此，

文件備齊後提出請款申請者，應於 5 週內可取得補

助款項，然而補正天數不涵蓋於內(參照 3104 輔具

服務標準作業流程)。 

補助時程若超過，將提請相關負責單位協助。 

 

國外購置的輔具

以及復健器材

(像是:信望愛)無

法補助 

2 1. 目前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僅限於生活輔具與醫

療輔具，尚未提供復健相關器材的補助。 

 

2. 而申請輔具補助時，需檢附經中央主管機關醫療

器材查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參照附件  )，目前尚

未開放其他國際查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如 ISO

等)。 

 

3. 建議可反映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

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建議支架類輔具

可補助部分零件

維修，年限已達

即更換全新支架

較浪費；且每次

皆需重新評估 

2 1. 建議可反映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

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2. 經由輔具中心評估之個案，除提供該項輔具報告

書的開立外，亦提供周全性的評估，以期能讓合

適的輔具一次到位。 

 

建議補助款可透

過郵局以外的系

統入帳 

1 若不具備郵局存簿、且為長期臥床者，經由醫生開

立臥床診斷證明書，或身心障礙鑑定為失智症重度

之個案，可填寫更改郵局存簿切結書，將補助款匯

至本人的其他帳戶。 

如有其他補助款匯款之問題，將提請相關負責單位

協助。 

 

  



分類 不滿意及建議事項 反映人次 改善方案 

補助流程 法定補助金額不

足，與廠商售價

價差大 

3 建議可反映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

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對於經濟狀況的

認定有疑義，認

為審核時應審查

負債 

1 請與戶籍所在地的區公所諮詢。 

電話 電話時常滿線 4 1. 於 104 年 1 月開始執行總機制度,由 2 名承辦人

輪流擔任總機,指派現場工作人員負責電話諮詢,

如遇現場工作人員皆在忙線中,則協助留言、並

請相關承辦人再行回電。 

 

2. 輔具中心目前每天平均有 17-20 小時的通話

量，提供 5 線電話線路諮詢(參照 2106.服務資

料應用資訊化管理情形)，10:00-12:00pm 及

14:00-16:00pm 為電話尖峰時段，建議可於離

峰時段來電避免久候。 

 

增加人力 希望能增加人力

以減少評估等候

的時間，並利於

調整預約的時間 

3 輔具中心於 103-104 年已增聘兼職治療師提供服

務(換算為專職輔具評估人員由 103 年 14.8 人增加

為 15.3 人)，但受限於人力、空間、經費預算，目

前將在有限的資源中，盡量提供民眾高品質的服務

(參照 1109.輔具中心人員任用符合身心障礙者個人

照顧服務辦法所訂法規標準之情形)。 

 

其他 評估與接案人員

不同，需重述病

情 

1 經由現場或電話諮詢之民眾，承辦人員皆會建檔於

「新北市政府社會福利管理系統」中的「輔具電話

諮詢」，以便日後其他承辦人員查詢、隨時掌握民

眾案件之處理進度(參照 輔具中心自辦創新性或高

效益之服務)。將會加強宣導，提供完整的諮詢紀

錄，並同時呈現於「輔具評估管理系統」，以便評

估人員即時瞭解病況。 

 



3. 民眾之建議鼓勵 

採獎勵制，保持熱情，可以保持競爭力 

覺得丁鏡鳴治療師的服務非常好，熱心而且預約後很快就聯絡 

服務很好，大家加油! 

治療師態度親切 

態度佳 

態度好 

服務態度很好 

態度很好 

希望申請的流程不要拖那麼長。但是非常感謝輔具中心熱心地提供服務，讓

個案家屬感到十分溫暖 

這項服務很棒，繼續努力 

很有用，因為很多人對輔具這塊不是很了解 

之前我爸爸有插鼻胃管，在都不清楚的狀況下接受顧老師和新北市政府的協

助，真的蠻謝謝顧老師的幫忙。 

十分感謝蘇老師的專業評估與親切的態度，對於家屬的幫助良多。 

很感謝中心給予的協助，幫很多忙！ 

很好！ 

很滿意，滿分 

都很好，但希望可以提醒請款 

謝謝你們 

服務品質很好，有問題問態度也很親切。 

謝謝你，辛苦了 

非常感謝你們的協助 

老師能夠提供適合的處理 

還不錯 

繼續保持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這樣就很好啦 

服務態度好，對生活有很大改善。 

二手輔具服務方便，很感謝! 

非常感謝輔具中心的協助 

覺得評估人員的態度很好 



在中心服務的老師基本上都具備復健的專業背景，且服務認真熱誠，但工作

量大、且輔具維護都是一些機件上的細節，花太多時間，如鎖緊螺絲等機械

性的工作，這些工作可以交給懂得機械操作的人員，如有機械背景的替代役

即可，而復健專業人員可以有更多時間，處理更需要她們專業的工作，如此

人力才能充分運用! 

辛苦大家了~~~~.有你們的幫忙真好.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