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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3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5月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334 號

案由：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7 人，為近年發生老人福利機構等住宿機
構火災事件，損及居住長者之權益，考量該等機構之長者多
為避難弱勢族群，為提高主管機關檢查及管理效能，維護公
共安全及居住權益保障，並透過服務品質監督及不預先通知
檢查方式增進機構服務品質，爰提具「老人福利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配合國家長期照顧政策，鼓勵非財團法人私立老人福利機構發展多元、多層級服務型態
，並參與居家式及社區式照顧服務布建，有關辦理經中央管機關指定或公告項目者，得放
寬免受不得接受補助之限制，俾符實際所需。
二、為提升老人福利機構服務品質，保障入住老人福利機構者權益，主管機關以不預先通知方
式對機構進行檢查，有助於知悉機構實際照顧及管理情形，對於不配合檢查者，應訂強制
檢查之法律依據。
三、地方主管機關對於入住老人福利機構且無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之老人，其接受服務品
質之改善與監督責任，得導入第三方力量進入老人福利機構代住民發聲，並藉此培力老人
，以維護受照顧服務之權益。
四、為提高老人福利機構輔導效能，保障入住機構老人之權益與安全，爰擬具「老人福利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為配合國家長期照顧政策，鼓勵非財團法人私立老人福利機構發展多元、多層級服務
型態，並參與居家式及社區式照顧服務布建，爰修正第三十六條，使小型私立老人福
利機構得接受補助。（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二)為保障入住老人福利機構者權益，主管機關以不預先通知方式對機構進行檢查，有助
於知悉機構實際照顧及管理情形，另現行主管機關檢查老人福利機構時，對於不配合
檢查者有強制檢查之需要，爰修正第三十七條。（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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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主管機關對於入住老人福利機構且無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之老人，其接受服
務之品質應予監督，以維護受照顧服務之權益。（增訂條文第四十條之一）
(四)老人福利機構之擴充、遷移、停業、歇業及復業等，如未依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
可及管理辦法辦理，或有規避、妨礙、拒絕檢查情形，可能有公共安全及住民照顧之
重大影響，為有效遏止，爰修正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條。（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至第
五十條）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余

天

趙天麟

施義芳

陳

瑩

蔡易餘

余宛如

李麗芬

郭國文

何志偉

洪宗熠

陳歐珀

黃國書

陳賴素美 吳焜裕

鄭寶清

鍾孔炤

委 158

立法院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老人福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六條 私人或團體設立
老人福利機構，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
立許可。
經許可設立私立老人福
利機構者，應於三個月內辦
理財團法人登記。但小型設
立且不對外募捐、不接受補
助及不享受租稅減免者，得
免辦財團法人登記。
未於前項期間辦理財團
法人登記，而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
延長一次，期間不得超過三
個月；屆期不辦理者，原許
可失其效力。
第一項申請設立之許可
要件、申請程序、審核期限
與審查基準、撤銷與廢止許
可、自行停業與歇業、擴充
、縮減與遷移、督導管理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小型設立者，因
配合國家長期照顧政策，辦
理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公
告項目者，得接受補助。
第二項小型設立之規模
、面積、設施、人員配置等
設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三十六條 私人或團體設立
老人福利機構，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
立許可。
經許可設立私立老人福
利機構者，應於三個月內辦
理財團法人登記。但小型設
立且不對外募捐、不接受補
助及不享受租稅減免者，得
免辦財團法人登記。
未於前項期間辦理財團
法人登記，而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
延長一次，期間不得超過三
個月；屆期不辦理者，原許
可失其效力。
第一項申請設立之許可
要件、申請程序、審核期限
、撤銷與廢止許可、自行停
業與歇業、擴充與遷移、督
導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小型設立之規模
、面積、設施、人員配置等
設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一、考量第四項授權訂定之辦
法，實務上有明定地方政府
審查基準及機構申請縮減相
關程序之需要，爰酌作文字
修正，以符實際。
二、考量非財團法人私立老人
福利機構為政府推動長期照
顧服務之重要資源，為鼓勵
其發展多元、多層級服務型
態，並參與居家式及社區式
照顧服務資源布建，爰增訂
第五項規定，為配合推展國
家長期照顧政策，辦理經中
央管機關指定或公告項目者
，得免受不得接受補助之限
制，俾符實際所需。
三、現行第五項移列至第六項
。另按該項授權訂定之老人
福利機構設立標準，前係由
內政部及前行政院衛生署會
銜發布，一百零二年七月二
十三日成立衛生福利部，社
會福利業務移撥該部，爰配
合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七條 老人福利機構不
得兼營營利行為或利用其事
業為任何不當之宣傳。
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機
構應予輔導、監督、檢查、
評鑑及獎勵。
前項所定檢查，主管機

第三十七條 老人福利機構不
得兼營營利行為或利用其事
業為任何不當之宣傳。
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機
構應予輔導、監督、檢查、
評鑑及獎勵。
老人福利機構對前項檢

一、考量現行主管機關對老人
福利機構皆以不預先通知方
式辦理檢查，且為保障入住
老人福利機構者受照顧權益
，及提供民眾選擇老人福利
機構資訊，主管機關應揭示
檢查結果及後續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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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以不預先通知方式為之

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提供民眾參考，爰增列第三

，檢查結果應公告於主管機
關所屬網站。
老人福利機構對第二項
檢查，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

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二項評鑑之指標應依
老人福利機構規模及性質訂
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方

項規定，以資明確。
二、現行第三項移列至第四項
。按現行主管機關檢查老人
福利機構時，常有機構規避

、妨礙或拒絕，並應提供必
要之協助。規避、妨礙或拒
絕者，主管機關得強制執行
檢查。

式及獎勵方式等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妨礙或拒絕檢查之情事，
造成主管機關難以查核，為
保障該機構入住老人之權益
與安全，爰依法務部一百零

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機
構執行輔導、監督、檢查及
評鑑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

一年十月一日法律第一○一
○三一○八○七○號函建議
，對於不配合檢查者有施予
強制檢查之需要者，應於本

別之標誌。
第二項評鑑之指標應依
老人福利機構規模及性質訂
定；其評鑑對象、項目、方

法增訂強制檢查之法律依據
，爰參照畜牧法第三十一條
規定，於第四項後段增列強
制執行檢查之規定。至機構

式及獎勵方式等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執行職務上開強制
執行檢查時，有必要時，得
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規定
，向警察等其他單位請求協
助。
三、另參照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增列第五
項有關主管機關輔導、監督
、檢查及評鑑時應遵守程序
等事項之規定。
四、現行第四項移列至第六項
。

第四十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對於入住老人
福利機構且無扶養義務人或
法定代理人者，應自行或結
合民間團體監督其服務品質
，老人福利機構不得拒絕。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規定，增訂地方主管
機關對於入住老人福利機構
（含中央主管機關所屬及主
管老人福利機構）且無扶養
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之老人
，其接受服務品質之改善與
監督責任，導入第三方力量
進入老人福利機構代住民發
聲，並藉此培力老人，以維
護受照顧服務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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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老人福利機構有

第四十六條

老人福利機構有

一、按第一項係為規定行政罰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令其於一個月內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限期令其於一個月內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為避免「按次連續處罰」
之規定可能產生行政執行罰
之誤解，爰修正文字，以資
明確。

並按次處罰：
一、收費規定未依第三十四
條第四項規定報主管機關
核定，或違反收費規定超

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一、收費規定未依第三十四
條第四項規定報主管機關
核可，或違反收費規定超

二、考量老人福利機構之擴充
、遷移、停業或歇業等，如
未依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
許可及管理辦法辦理，可能

收費用。
二、財務收支處理未依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第
四項規定所定辦法辦理。

收費用。
二、擴充、遷移、停業或歇
業未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所定

有公共安全及住民照顧之重
大影響，為有效遏止，爰將
現行條文第二款移列至第四
十七條第四款。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未與入住者或其家
屬訂定書面契約、未納入
應記載事項或將不得記載

辦法辦理。
三、財務收支處理未依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第
四項規定所定辦法辦理。

三、為保障老人福利機構住民
之權益及服務品質，有效因
應機構拒絕檢查情形，爰將
第四款移列至第四十八條第

事項納入契約。
四、未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或未具履行營運之擔保

四、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之檢查。
五、違反第三十八條規定，

四款，俾收成效。
四、酌修第五款及第六款文字
，另配合前開款次刪減，併
同第七款規定，分別依序遞

能力。
五、違反第四十條第二項規
定，接受捐贈未公開徵信
。

未與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
書面契約或將不得記載事
項納入契約。
六、未依第三十九條規定投

移至第三款至第五款。

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或未
具履行營運之擔保能力。
七、違反第四十條第二項規
定，接受捐贈未公開徵信
。
第四十七條 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對老人福
利機構為輔導、監督、檢查
及評鑑，發現有下列情形之
一時，應限期令其改善，並
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
期令其改善：
一、業務經營方針與設立目
的或捐助章程不符。

第四十七條 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對老人福
利機構為輔導、監督、檢查
及評鑑，發現有下列情形之
一時，應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再限期令其改善：
一、業務經營方針與設立目
的或捐助章程不符。
二、違反原許可設立之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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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加強主管機關對老人福
利機構之輔導、檢查效能，
修正第一項規定，機構違反
本法相關情事，如機構經營
已與原設立目的、設立許可
之標準、財產總額已無法達
成目的事業或對於業務、財
務為不實之陳報等罰則，一
旦發生上開情事者，或有住
民受照顧權益之重大影響，
爰主管機關於查有上開情事
時，除限期令其改善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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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原許可設立之標準

三、財產總額已無法達成目

視違規情形，併處以罰鍰。

。
三、財產總額已無法達成目
的事業或對於業務、財務
為不實之陳報。

的事業或對於業務、財務
為不實之陳報。

二、考量老人福利機構之擴充
、遷移、停業或歇業等，如
未依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
許可及管理辦法辦理，可能

四、擴充、遷移、停業、歇
業、復業及設立許可證書
登載事項變更未依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第四

有公共安全及住民照顧之重
大影響，為有效遏止，爰將
現行第四十六條第二款移列
至第四款。另參考長期照顧

項規定所定辦法辦理。
經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
再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令其停辦一個月

服務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
復業及設立許可證書登載事
項變更納入第四款規定，以
資完備。

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告其名
稱與負責人姓名及未改善情
事於所屬網站，以供民眾查
詢。停辦期限屆滿仍未改善

三、另為完備違反本條之裁處
程序，將現行第四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移列至第二項，以
資明確。

或令其停辦而拒不遵守者，
應廢止其許可；其屬法人者
，得予解散。
第四十八條 老人福利機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公告其名稱及負責人姓
名，並限期令其改善：
一、虐待、妨害老人身心健
康或發現老人受虐事實未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報。
二、提供不安全之設施設備
或供給不衛生之餐飲，經
主管機關查明屬實者。
三、經主管機關評鑑為不合
格者，或有其他重大情事
，足以影響老人身心健康
者。
四、違反第三十七條第四項
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之檢查。
經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
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得令其停辦一個月以

第四十八條 老人福利機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再限期令其改善：
一、虐待、妨害老人身心健
康或發現老人受虐事實未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報。
二、提供不安全之設施設備
或供給不衛生之餐飲，經
主管機關查明屬實者。
三、經主管機關評鑑為丙等
或丁等或有其他重大情事
，足以影響老人身心健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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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量本條第一項所列各款
情事，影響住民受照顧權益
甚鉅，為加強主管機關監督
及輔導效能，修正第一項規
定，增列公告機構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
二、配合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
鑑辦法之施行，其評鑑成績
以合格、不合格區分，爰刻
正研議修正老人福利機構評
鑑辦法規定，並修正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三款文字。
三、為有效因應機構拒絕檢查
情形，加強主管機關之檢查
效能，將現行條文第四十六
條第四款移列至第四款，俾
收成效。
四、另為完備違反本條之裁處
程序，將現行第四十九條第
二項移列至本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另考量老人福利機構
照顧服務涉住民權益，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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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以下，並公告其名稱

第二項但書，針對評鑑成績

與負責人姓名及未改善情事
於所屬網站，以供民眾查詢
。其經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
十七條第六項所定辦法辦理

不佳，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
及輔導後，再接受複評之結
果仍為不合格者，應廢止其
許可，以保障住民權益。

評鑑複評不合格者，應廢止
其許可；其屬法人者，得予
解散。
前項停辦期限屆滿仍未
改善或令其停辦而拒不遵守
者，應廢止其許可；其屬法
人者，得予解散。
第四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
十六條至第四十八條規定限
期改善之老人福利機構，未
經主管機關備查改善完成前
，不得增加收容老人，違者
，另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
罰。

第五十條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
停辦、停業、歇業、解散、
經撤銷或廢止許可時，對於
其收容之老人應即予以適當
之安置；其無法安置時，由
主管機關協助安置，機構應
予配合；不予配合者，強制
實施之，並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必
要時，得予接管。
前項停辦、停業期間不
得收容老人，違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第四十九條 老人福利機構於
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六條至第
四十八條規定限期令其改善
期間，不得增加收容老人，
違者另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連續處罰。

一、按第一項係為規定行政罰
，為避免「按次連續處罰」
之規定可能產生行政執行罰
之誤解，並釐清不得增收老
人之期限，爰修正文字，以
資明確。
二、配合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

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七
條及第四十八條規定再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令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並公告其名稱及未
改善情事於所屬網站，以供
民眾查詢。停辦期限屆滿仍
未改善或令其停辦而拒不遵
守者，應廢止其許可；其屬
法人者，得予解散。

八條文字修正，將現行條文
第二項予以刪除。

第五十條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
停辦、停業、歇業、解散、
經撤銷或廢止許可時，對於
其收容之老人應即予以適當
之安置；其無法安置時，由
主管機關協助安置，機構應
予配合；不予配合者，強制
實施之，並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必
要時，得予接管。
前項接管之實施程序、
期限與受接管機構經營權及
財產管理權之限制等事項之

一、考量現行老人福利機構經
主管機關令其停辦或其主動
申請停業期間，如有違反規
定收容老人之事實，現行罰
則尚無相關規定，爰增訂第
二項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第三
項，並酌修文字。
三、增列停業機構應比照停辦
者申請復業相關規定，修正
現行條文第三項文字，並移
列至第四項，並參照私立老
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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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辦法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一項接管之實施程序
、期限與受接管機構經營權
及財產管理權之限制等事項

。

增定第五項規定，明定經主
管機關停辦或主動申請停業
之老人福利機構未申請復業
或歇業之處理方式。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項停辦或停業之私
立老人福利機構於原因消失

原設立許可機關申請復業。

第一項停辦之私立老人
福利機構於停辦原因消失後
，得檢附相關資料及文件向

後，應依第三十六條第四項
規定所定辦法申請復業或歇
業許可。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違反
前項情事者，依第四十七條
規定處理，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設立許可，並註銷其設立
許可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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