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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 100 年發生○○鄉衛生所護士利用執行居家照顧

服務案機會，偽造護理紀錄申請補助，涉犯刑法偽造文書、

詐欺取財等罪（以下簡稱南澳鄉衛生所人員詐欺案），經簽

奉機關首長核示將本案移請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另並針對本

縣縣內宜蘭市衛生所等 10所衛生機構長期照顧服務－居家

護理業務（長照居護業務）100年 1 月至 8月執行情形，經

簽奉機關首長核可後，進行全面專案清查(總計 416 案)，以

釐清有無涉及不法情事並檢討內控機制是否有違漏缺失。 

        宜蘭縣政府政風處依據執行前揭專案清查結果，就長照

居護業務法令制度及執行措施研提五項興革建議，編撰專報

簽奉機關首長核示後移請本府衛生局暨所屬衛生機構參採

改進，並由政風處及所屬政風單位以廉政會報列管、執行成

效彙整表等方式持續關注追蹤，具體成果有修訂標準作業流

程、加強差勤管理查核機制、增加服務前通知案主等防弊機

制、增加服務後滿意度訪問等，落實再防貪廉政機制作為。 

        ○○鄉衛生所人員詐欺案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終結，審酌被告犯後均自白其行，顯有悔意，參

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為緩起訴處分。 

         

貳、案情概要： 

  一、詐欺案基本資料： 

（一）涉案被告之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1.○○鄉公所護士林○○。    

         2.○○鄉公所護士李○○。 

   （二）起訴之檢察機關：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三）相關案號： 

      1.法務部廉政署廉北陽 100 廉查北 97字。 

      2.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102年度偵字第 215號

緩起訴處分書。 

  二、犯罪事實： 

          林○○、李○○於民國 100 年 2月至 5 月間，均係擔

任宜蘭縣○○鄉衛生所及附設居家護理所之護士，依據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居家護理服務業務

補助項目及標準」、「宜蘭縣政府長期照顧整合計畫各項補助

申請標準書」，負責執行宜蘭縣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

長照中心指派之居家護理服務業務，○○鄉居家護理所執行

後檢附相關紀錄文件，據以向衛生局請領補助。 

          ○○鄉居家護理所對於衛生局長照中心核准指派之

居家護理個案，係交由護士林○○統籌承辦，按照個案住

居村里分派同所護士李○○等人協助執行居護工作，護士

執行居護工作後應填寫居家護理紀錄，並經個案家屬簽名

確認，再交林員彙整據以製作護理服務清冊、請款收據，

連同個案申請長期照顧服務之申請書、居家護理紀錄，陳

報衛生局核銷以請領補助，經衛生局審核無誤後，將款項

匯入○○鄉衛生所醫療作業基金專戶內。該款項迨○○鄉

衛生所結算年度事業收支後，餘總淨額中提撥 20％做為醫

療作業基金，其餘 80％做為獎勵金；獎勵金中提撥 10％



解繳衛生局統籌款專戶，其餘 90％由○○鄉衛生所醫師分

配 70％，其他人員(如行政人員、護士、工友等)分配 30

％。 

         林○○、李○○於執行楊○○等居護個案時，基於業

務上登載不實、偽造署押之犯意，虛偽登載居家護理紀

錄、護理服務清冊，並向衛生局請領居家護理補助費用。 

     三、涉犯法條、緩起訴理由：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據相關卷

證足認被告林○○、○○○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鄉

衛生所林○○行為係犯刑法第 216 條、215條行使業務上

登載不實文書、第 217條偽造署押、第 339條第 3 項詐欺

取財未遂等罪；李○○行為係犯刑法第 216條、215 條行

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第 339條第 1項詐欺取財既遂等

罪。 

          檢察官審酌被告林○○及李○○均無前科，犯後均自

白其行，顯有悔意，而其犯罪情節尚非重大，參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為緩起訴處分（102年

度偵字第 215號處分書）。 

叄、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一、衛生所執行居護業務情形簡述： 

           辦理居家護理業務係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

付標準」第五部「居家照顧及精神病患者社區復健」內各

節規定。就「居家照顧」部分係個案病人（得委由代理人）

或該病人住院醫院直接收案後，填寫「宜蘭縣長期照顧服

務申請書」向保險醫療機構或護理機構提出申請。旨揭機

構受理申請後應依規定予以訪視、查驗，不符規定者即應



拒絕收案，並應於收案後 2周內擬定完整居家照顧計畫，

而得辦理居家照顧服務者僅限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設

有居家護理服務業務項目之醫療機構或護理機構。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為確實執行本縣長期照顧服務業

務，制訂「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居家護理服

務業務補助項目及標準」、「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整合

計畫各項補助申請標準表」，將服務對象（對象符合收案條

件）、申請條件（符合特定照顧需求）、補助原則（居家護理

案補助金額表）、派案原則（各區域病人負責之醫療院及衛生

所）及結案標準明訂規範，並制訂居家護理服務案件處理流

程，供該局及縣內各醫療院所、鄉鎮市衛生所據以實施。 

            衛生所人員就衛生局審核通過之分派案件進行居家護理

服務，其個案申報居家護理補助款（訪視費及交通費）標準

如下： 

居家護理補助款項 

(新臺幣：元) 

一般戶 中低收

入 

低收入 備註備註 

訪視費 機構 910 1170 1300 

衛生所 560 720 800 

交通補助費 0 180 200 

           衛生所人員於辦理居家照顧案件後，交由承辦人每

月彙整製成居家護理服務清冊並檢附案件「長期照顧服務  

居家護理護理紀錄」、「長期照顧申請書」向本府衛生局申

請補助款項。經該局審核同意後核發之居家護理補助款項

統一匯入該衛生所保管金專戶，其專戶性質屬該所之「醫

療作業基金」，經扣除各項醫療支出後之總淨餘數，提撥

解繳上級統籌基金，餘額提撥為當月獎勵金，乃依「縣立

慢性病防治所、鄉（鎮、市、區）衛生所人員獎勵金發給



要點」規定，核發獎勵金與該所各醫療人員。 

  二、作業缺失： 

         1.護理人員未執行長照護理案，以不實事項登錄於紀錄表

並偽造家屬簽名： 

               衛生所護理人員未確實至案主住居所實地執行長

照護理案，或以電話訪視為之，虛偽登載護理服務紀錄

並於「家屬簽名」欄內偽造簽名、指印，據以報領核撥

款項，詐欺取財。  

         2.護理人員未按時執行各長照護理案，俟後更改或補登服

務及差勤紀錄並偽造家屬簽名： 

               衛生所護理人員未於派案中心表排時間執行居護

服務，而於他日補執行之，因現場無家屬或私人服務員

在場，乃基於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偽造署押之犯意偽

登載紀錄表及家屬署押。 

      三、原因分析： 

          依據本案及執行清查結果，發現下列內控漏洞： 

         1.派案後未落實控管致服務紀錄變更情形頻仍：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將服務對象、申請條件、補助原

則、派案原則及結案標準明訂規範，並制訂居家護理服

務案件處理流程，供該局及縣內各醫療院所、鄉鎮市衛

生所據以實施。就補助款項核銷部份，衛生所需於次月

5 日前提交領據、提供服務清冊、申請書、居家護理紀

錄單與衛生局。 

               衛生所就衛生局審核通過之分派案件指定辦理人

員進行居家護理服務，惟分派案件後的控管部份，未能

積極有效管控服務案執行落實情形，是以經本府清查調



閱資料時，發生有護理人員有更改服務紀錄日期或時間

痕跡及報局紀錄表與清查調閱紀錄表有差異情形。 

         2.差勤審核管理未盡落實： 

               查衛生所護理人員執行長期護理時段差勤記錄，差

假申請情形紊亂，有更改、增補、抽換情形，另差假申

請事由亦與居護業務不相關，足見主管於差假審核上未

盡謹慎，差勤資料管理人員亦未為重視。 

         3.居護業務僅要求書面，易流於形式： 

                 居護服務執行業務僅要求書面紀錄表，發現部份衛

生所書面紀錄表就身體評估狀態、照護紀錄部份係運用

電子方式填表，就係現場攜帶電腦設備（及列表設備），

抑或事先製成再事後簽名者，不無可疑，又紀錄中家屬

簽名欄又未確實執行，難發揮其保證功用，致使部份居

護個案執行上流於形式。      

肆、 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內控漏洞之因應措施： 

             民國 100年發生本縣南澳鄉衛生所人員詐欺案，為釐

清有無其他涉及不法情事並檢討內控機制是否有違漏缺

失，即擬定清查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核示後據以執行，針對

縣內宜蘭市衛生所、頭城鎮衛生所、員山鄉衛生所、礁溪

鄉衛生所、壯圍鄉衛生所、五結鄉衛生所、冬山鄉衛生所、

三星鄉衛生所、大同鄉衛生所及南澳鄉衛生所等 10 所衛

生機構 100年 1月至 8月長期照顧服務－居家護理業務執

行情形（本縣轄內羅東鎮衛生所及蘇澳鎮衛生所未執行該

項業務）為清查範圍，總計 416案。 

             專案清查工作調閱宜蘭市衛生所等 10 所衛生機構



100年 1月至 8月執行長期照顧服務－居家護理服務案（以

下簡稱長照護理案）各案資料，含本縣長期照顧服務申請

書、居家護理紀錄、服務清冊表、請款收據等相關資料及

各衛生所執行人員 100 年 1月至 8 月差勤紀錄資料影本，

以比對服務紀錄與差勤情形有無差異或其他異常之處，比

對結果製成一覽表並就清查發現缺失情形提出五項業務

興革建議，以專案報告方式簽奉機關首長核示後移請宜蘭

縣政府衛生局督導所屬衛生機構檢討策進。 

  二、興革建議： 

（一）法令制度變革之建議： 

         1.派案執行作業透明化： 

               建議要求各衛生機構於排定每月各案服務清冊

時，提供相關資料與案主及家屬知悉服務時間、服務人

員為何，除達成行政作業透明化，亦加深機關內部控管。 

         2.建立居家護理服務實地執行作業標準作業程序及流程

圖，加強內控機制： 

                 現行制度「宜蘭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居家護理服務

流程」係在規範長期照顧案之申請及審核作業，針對通

過審核案件之實地執行部份，亦建立一標準作業流程規

定及流程圖，供各衛生機構護理人員遵依執行，加強內

部控制，避免便宜行事情事發生，影響機關形象。 

   （二）執行措施變革之建議： 

         1.差勤審核管理再落實： 

           衛生機構護理人員因業務屬性，外出執行業務情形頻

繁，惟長期照顧居家護理案主為自我照顧能力有限或罹

患慢性疾病需長期護理者，居護業務有無執行及品質良



窳，影響甚深，其差勤審核及管理人員仍應落實審核保

管職責。 

         2.居家護理服務除要求書面紀錄，亦增加以拍照等方式為

佐證，避免外界質疑： 

           清查時居護服務業務僅要求書面紀錄即可，發現部份紀

錄係運用電子方式填表，又紀錄中家屬簽名欄又未確實

執行等情，建議增加拍照或其他佐證方式，避免質疑。 

         3.建議針對研商案主或家屬辦理滿意度調查，並藉以瞭解

服務需求並規劃未來提供方向： 

           建議針對研商針對長期照顧案案主或家屬辦理滿意度

調查，除傳達本府對其之重視與關懷，亦可藉以瞭解服

務需求，並參酌規劃未來提供方向。 

     三、追蹤興革成效： 

               為彰顯政府興利防弊成效及行政革新效率，請宜蘭縣

政府衛生局暨所屬衛生機構追蹤彙整前揭興革建議案後

續改進措施及革新作為，具體成果有修訂標準作業流程、

加強差勤管理查核機制、增加服務前通知案主等防弊機

制、增加服務後滿意度訪問等，各項興革作為分述如下： 

1. 修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家護理個案訪視作業流程： 

           修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家護理個案訪視作業流程

並要求各鄉鎮市衛生所據以執行，修訂重點如下： 

        (1)居家護理師訪視前需與家屬確認訪視時間及身份。 

        (2)首次服務之個案需簽訂契約書（個案同意書及權利與義

務單）。 

        (3)居家護理師依個案狀況及需求給予護理後，於居家護理

訪視紀錄單紀錄完畢後，請家屬或個案於紀錄單上簽



名，並於訪視過程中拍照記錄。 

        (4)服務紀錄個案簽名欄位，若個案無法書寫，有蓋手印或

家屬代簽者須敘明理由。 

        (5)請服務提供單位（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於核銷時檢

附該服務個案之照片影本（於每次提供服務時拍照）及

居家護理服務契約書。 

           2.召開專案檢討會及利用局務會議，加強內部控管： 

       (1) 衛生局於 101 年 5月間召集 12鄉鎮市衛生所業務承辦

人假宜蘭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參加居家護理業務專案

檢討會議，請各衛生所提出檢討缺失報告及改善措施。   

           另衛生局並將修訂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家護理收

案管理流程及居家護理個案訪視作業流程，於檢討會議

宣達。 

        (2)101年 6 月 13日衛生局務會議議，再次進行居家護理業

務專案檢討報告，讓 12鄉鎮市衛生所主任知悉，協助

各衛生所內部人員控管、規範與宣達。 

           3.加強差勤管理查核機制之落實： 

           101年 5月間召集 12鄉鎮市衛生所業務承辦人假宜蘭縣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參加居家護理業務專案檢討會議，

並請衛生局人事室主任列席，再次宣導差勤理注意事

項。衛生局人事室亦不定期至各鄉鎮市衛生所查察人員

差勤狀況並要求各鄉鎮市衛生所兼任人事課員負起差

勤宣導及查核工作。 

         4.增加服務前通知案主等防弊機制： 

               衛生局於 101 年 4 月 25 日由政風室召開「廉政會

議｣ ，報告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業務—防弊作為



內容： 

        (1)請服務提供單位（衛生所）於核銷時檢附該服務個案之

照片影本（於每次提供服務時拍照）。 

        (2)訂定長期照顧服務同意書，由服務提供單位與個案簽訂

（合約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乙份），核銷時一併附上。 

        (3)民眾所申請之長期照顧各項服務，經核定後，自 101年

1 月 1 日起均發文給個案及服務提供單位知悉，讓個案

知道所核定之服務項目（公文內容註明身份別、補助內

容及項目、所需支付費用比例、服務提供單位）及提供

專責之照顧管理專員姓名、諮詢或聯繫電話。 

           5.增加服務後滿意度訪問： 

               民眾於接受居家護理服務後，由居家護理所將轉介

單回復至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後，由照顧管理專員電話訪

問個案或家屬服務滿意度，並確認服務內容、服務日

期、服務次數等，是否確實。 

               宜蘭縣政府 101年 5 月至 102 年 5 月，居家護理服

務總使用人數共 407 人、使用 1,381 人次，其中衛生所

共計服務 142人、477人次；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

理專員於上述期間電話訪問個案約計 1,000人次。 

伍、結語： 

           長期照顧居家護理案主為自我照顧能力有限者或罹患

慢性疾病需長期護理者，政府提供之居家護理服務落實與否

及品質良窳對於案主及其家屬甚為重要，是以政府機關執行

此業務更應殷切落實，切勿流於形式或畏難規避，有違政府

美意及人民期待。 

           宜蘭縣政府政風處積極啟動「防貪、肅貪、再防貪」



的機制，於肅貪案件調查過程中，發現有人員行政違失

或制度面缺失事項，發動專案清查，在不影響後續偵辦

情況下，即時清查弊失風險，研提興革建議，追蹤革新

成效，執行再防貪作為，達到肅貪與防貪工作結合之目

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