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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輔具現制與身障輔具新制對照表 

長照輔具現制 身障輔具新制 長照與身障輔具 

對應原則 碼別 項目 項次 項目 

EA01 

（EA01-1）馬桶增高器 166 馬桶增高器 

「EA01-1」與「166」

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

可重複補助。 

（EA01-2）便盆椅 168 便盆椅(一般型) 1. 「EA01-2」與「168、

169、170、171、172」

於最低使用年限內

不可重複補助。 

2. 「EA01-3」與「167、

169、170、171、172」

於最低使用年限內

不可重複補助。 

3. 「169、170、171、

172」限配搭「167 或

168」申請。 

（EA01-3）沐浴椅 167 沐浴椅(一般型) 

 

169 
沐浴椅或便盆椅附加功能-附

輪 

170 
沐浴椅或便盆椅附加功能-具

利於移位之扶手 

171 
沐浴椅或便盆椅附加功能-具

仰躺功能 

172 
沐浴椅或便盆椅附加功能-具

空中傾倒功能 

EB01 單支枴杖-不銹鋼製   「 EB01、 EB02」與

「42、43」於最低使用

年限內可同時申請。 
EB02 單支枴杖-鋁製   

  42 單支拐杖-量產型 

  43 單支拐杖-客製型 

EB03 助行器 
44 助行器-一般型 「EB03」與「44、45」

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

可重複補助。 45 助行器-輪管型或助起型(R 型) 

EB04 帶輪型助步車（助行椅） 46 帶輪型助步車(助行椅) 

「EB04」與「46」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C01 
輪椅-A 款（非輕量化量產

型） 
4 輪椅-非輕量化量產型 

4. 「 EC01 、 EC02 、

EC03、EC04、EC05、

EC06」與「4、5、6、

7、8、9、10、11」於

最低使用年限內不

可重複補助。 

5. 「 EC04 、 EC05 、

EC06 」 限 配 搭

「EC01、EC02 或

EC03」申請。 

EC02 輪椅-B 款（輕量化量產型） 5 輪椅-輕量化量產型 

EC03 輪椅-C 款（量身訂製型） 6 輪椅-客製型 

EC04 
輪椅附加功能-A 款（具利

於移位功能） 
7 

輪椅附加功能-具利於移位功

能 

EC05 
輪椅附加功能-B 款（具仰

躺功能） 
8 輪椅附加功能-具仰躺功能 

EC06 輪椅附加功能-C 款（具空 9 輪椅附加功能-具空中傾倒功



2 
 

長照輔具現制 身障輔具新制 長照與身障輔具 

對應原則 碼別 項目 項次 項目 

中傾倒功能） 能 6. 「7、8、9」限配搭「4、

5 或 6」申請。   10 高活動型輪椅-基礎型 

  11 高活動型輪椅-進階型 

EC07 
擺位系統-A 款（平面型輪

椅背靠） 
26 擺位系統-平面型輪椅背靠 

「 EC07、 EC08」與

「26、27」於最低使用

年限內不可重複補助。 
EC08 

擺位系統-B 款（曲面適形

輪椅背靠） 
27 擺位系統-曲面適形輪椅背靠 

EC09 
擺位系統-C 款（輪椅軀幹

側支撐架） 
28 擺位系統-輪椅擺位架 

「EC09」與「28」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C10 
擺位系統-D 款（輪椅頭靠

系統） 
29 擺位系統-輪椅頭靠系統 

「EC10」與「29」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C11 電動輪椅 

14 電動輪椅-基礎型 1. 「EC11」與「14、15、

16、17、18、19、20、

21」於最低使用年限

內不可重複補助。 

2. 「16、17、18、19、

20、21」限配搭「14

或 15」申請。 

 

15 電動輪椅-進階型 

16 電動輪椅配件-沙發型座椅 

17 電動輪椅配件-擺位型椅架 

18 
電動輪椅配件-電動變換姿勢

功能 

19 
電動輪椅配件-特殊規格控制

器 

20 
電動輪椅配件-新車內建鋰系

電池 

21 
電動輪椅配件-控制器操作位

置調整 

EC12 電動代步車 30 電動代步車 

「EC12」與「30」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D01 移位腰帶 49 移位腰帶 

「ED01」與「49」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D02 移位板 51 移位板 

「ED02」與「51」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D03 人力移位吊帶 52 人力移位吊帶 
「ED03」與「52」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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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輔具現制 身障輔具新制 長照與身障輔具 

對應原則 碼別 項目 項次 項目 

複補助。 

ED04 移位滑墊-A 款   「ED04、ED05」與

「53、54」於最低使用

年限內可同時申請。 
ED05 移位滑墊-B 款   

  53 移位滑布 

  54 躺式移位滑墊 

ED06 移位轉盤 50 移位轉盤 

「ED06」與「50」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D07 移位機 56 移位機-電動型 

「ED07」與「56」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D08 移位機吊帶 57 移位機吊帶 

「ED08」與「57」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E01 電話擴音器 86 電話擴音器 

「EE01」與「86」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E02 電話閃光震動器 87 電話閃光震動器 

「EE02」與「87」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E03 火警閃光警示器 90 火警閃光警示器 

「EE03」與「90」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E04 門鈴閃光器 88 門鈴閃光器 

「EE04」與「88」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E05 無線震動警示器 89 無線震動警示器 

「EE05」與「89」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重

複補助。 

EF01 衣著用輔具 175 衣著用輔具 

1. 「EF01」以補助金額

上限計算。 

2. 「175」最多得補助 4

件。 

3. 「EF01」與「175」

於最低使用年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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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輔具現制 身障輔具新制 長照與身障輔具 

對應原則 碼別 項目 項次 項目 

購買品項不可重複

補助。 

EF02 居家用生活輔具 

177 居家用輔具 「EF02」與「177、178、

179」於最低使用年限

內可同時申請。 178 物品裝置與處理輔具 

179 藥品處理輔具 

EF03 飲食用輔具 176 飲食用輔具 

1. 「EF03」以補助金額

上限計算。 

2. 「176」最多得補助 4

件。 

3. 「EF03」與「176」

於最低使用年限內，

購買品項不可重複

補助。 

EG01 氣墊床-A 款 121 氣墊床-基礎型 
「EG01、EG02」與

「121、122」於最低使

用年限內不可重複補

助。 
EG02 氣墊床-B 款 122 氣墊床-進階型 

EG03 
輪椅座墊-A 款（連通管型

氣囊氣墊座-塑膠材質） 
114 連通管氣囊輪椅座墊-基礎型 

「EG03、EG04、EG05、

EG06、EG07、EG08、

EG09」與「114、115、

116、117、118、119、

120」於最低使用年限

內不可重複補助。 

EG04 

 

輪椅座墊-B 款（連通管型

氣囊氣墊座-橡膠材質） 
115 

連通管氣囊輪椅座墊-橡膠材

質基礎型 

EG05 
輪椅座墊-C 款（液態凝膠

座墊） 
116 

連通管氣囊輪椅座墊-橡膠材

質分區型 

EG06 
輪椅座墊-D 款（固態凝膠

座墊） 
117 液態凝膠輪椅座墊 

EG07 
輪椅座墊-E 款（填充式氣

囊氣墊座） 
118 固態凝膠輪椅座墊 

EG08 
輪椅座墊-F 款（交替充氣

型座墊） 
119 填充式氣囊輪椅座墊 

EG09 
輪椅座墊-G 款（量製型座

墊） 
120 客製化適形泡棉輪椅座墊 

EH01 居家用照顧床 123 居家用照顧床 
1. 「EH01、EH02 

EH03」與「123、124、

125、126、127」於最

低使用年限內不可EH02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 A

款（床面升降功能） 
124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床板

靠背段及腿段獨立抬升功能

(電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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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輔具現制 身障輔具新制 長照與身障輔具 

對應原則 碼別 項目 項次 項目 

  125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床板

高度調整功能(手動調整) 

重複補助。 

2. 「EH02、EH03」限

配搭「EH01」申請。 

3. 「124、125、126、

127」限配搭「123」

申請。 

EH03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 B

款（電動升降功能） 
126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床板

高度調整功能(電動調整) 

  127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床板

高度調整功能(高升降行程電

動調整) 

EH04 爬梯機（單趟） 

132 居家無障礙輔具-爬梯機 

「EH04、EH05」與

「132」於最低使用年

限內不可重複補助。 EH05 爬梯機（月） 

FA01 居家無障礙設施-扶手 137 
居家無障礙修繕-固定式扶手

(每 10 公分) 

「 FA01-FA19 」 與

「135-148、150-160」

於最低使用年限內同

一處不可重複補助。 
FA02 

居家無障礙設施-可動式扶

手 
138 

居家無障礙修繕-可動式扶手

(單支) 

FA03 
居家無障礙設施-非固定式

斜坡板 A 款 

154 
居家無障礙輔具-門檻斜角(單

側) 

155 
居家無障礙輔具-非固定式斜

坡板(未達 90 公分) 

FA04 
居家無障礙設施-非固定式

斜坡板 B 款 
156 

居家無障礙輔具-非固定式斜

坡板(90 公分以上) 

FA05 
居家無障礙設施-非固定式

斜坡板 C 款 

157 
居家無障礙輔具-非固定式斜

坡板(120 公分以上) 

158 
居家無障礙輔具-非固定式斜

坡板(150 公分以上) 

FA06 
居家無障礙設施-固定式斜

坡道 

140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10 公分以下(單處) 

141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20 公分以下(單處) 

142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30 公分以下(單處) 

143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31 公分以上(單處) 

FA07 
居家無障礙設施-架高式和

式地板拆除 

140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10 公分以下(單處) 

141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20 公分以下(單處) 

142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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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輔具現制 身障輔具新制 長照與身障輔具 

對應原則 碼別 項目 項次 項目 

30 公分以下(單處) 

143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31 公分以上(單處) 

FA08 
居家無障礙設施-反光貼條

或消光 
160 

居家無障礙輔具-反光貼條或

消光處理(單處) 

FA09 居家無障礙設施-隔間 152 
居家無障礙修繕-隔間(每平方

公尺)(新增) 

FA10 居家無障礙設施-防滑措施 

145 
居家無障礙修繕-防滑地磚(單

處) 

159 
居家無障礙輔具-防滑措施(單

處) 

FA11 居家無障礙設施-門 A 款 

135 
居家無障礙修繕-門簡易型(單

處) 

139 居家無障礙修繕-截水槽(單處) 

140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10 公分以下(單處) 

141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20 公分以下(單處) 

142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30 公分以下(單處) 

143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高低差

31 公分以上(單處) 

FA12 居家無障礙設施-門 B 款 136 
居家無障礙修繕-門進階型(單

處) 

FA13 居家無障礙設施-水龍頭 144 
居家無障礙修繕-水龍頭(單處) 

(新增、改換) 

FA14 

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浴缸

（新增、改換、移除-居家

環境改善含原處填補） 

146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浴缸(新

增、改換、移除-含原處填補) 

FA15 

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洗臉

台（槽）（新增、改換、移

除-含原處填補） 

147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洗臉台

(槽)(單處) (新增、改換、移除-

含原處填補) 

FA16 

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馬桶

（新增、改換、移除-含原

處填補） 

148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馬桶(單

處)(新增、改換、移除-含原處填

補) 

FA17 
居家無障礙設施-壁掛式淋

浴椅（床） 
153 

居家無障礙修繕-壁掛式淋浴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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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輔具現制 身障輔具新制 長照與身障輔具 

對應原則 碼別 項目 項次 項目 

FA18 
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流理

台（新增、改換） 
150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流理台

(新增、改換) 

FA19 
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抽油

煙機（位置調整） 
151 

居家無障礙修繕-改善抽油煙

機(位置調整) 

FA20 
居家無障礙設施-特殊簡易

洗槽 
163 移動式身體清洗槽-局部型 

「FA20」與「163」於

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可

重複補助。 

FA21 
居家無障礙設施-特殊簡易

浴槽 
164 移動式身體清洗槽-全身型 

「FA21」與「164」於

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可

重複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