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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顧服務員(3 級)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PIC5320-00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居家照顧服務員(3 級)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個人及社會服務／個人照護服務 職類別代碼 PIC 

職業別 個人健康照顧工作人員 職業別代碼 5320 

行業別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Q 

工作描述 以關懷的心，運用照顧相關知識與技能，協助服務對象及其家庭，共同使其有安全與尊嚴的日常生活。 

基準級別 3 

 

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T1 身體照

顧服務 

T1.1 個人照顧

(日常生活活動

之協助)，如更

衣、如廁、盥

洗、翻身、拍

背、移位、擺位

等。 

O1.1身體照顧服務

紀錄 

P1.1.1 正確使用輔助用品，協助如廁及

清潔，且妥適進行輔助用品的清

潔與貯放。 

P1.1.2 根據口腔清潔與保健需求，協助

清潔口腔、假牙。 

P1.1.3 協助穿脫衣物、鞋襪及整理儀容。 

P1.1.4 協助日常生活活動之移位。 

P1.1.5 協助擺位、翻身、拍背。 

P1.1.6 為維持生理機能、衛生及協助日

常生活保健所需，依照服務對象

要求使用成藥類別之甘油球浣腸

劑，進行簡易、少量甘油灌腸。 

3 K01 身體結構與功能相關知

識 

K02 舒適照顧輔助用品之應

用知識與方法 

K03 口腔衛生及清潔保健之

知識與方法 

K04 正確穿脫衣物鞋襪之知

識與方法 

K05 移位、擺位、翻身與拍

背之知識與方法 

K06 姿勢性低血壓之知識與

預防方法 

K07 拍痰之知識與方法 

S01 舒適照顧輔助用品應用之

能力 

S02 協助清潔保健口腔之能力 

S03 協助穿脫衣物與鞋襪之能

力 

S04 協助盥洗及整理儀容之能

力 

S05 協助修剪與清潔指(趾)甲

之能力 

S06 擺位、翻身與拍背之能力 

S07 拍痰之能力 

S08 腸道及泌尿道排泄照顧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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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K08 腸道及泌尿道排泄常

見問題及相關照顧知識

與方法 

K09 常見感染疾病預防知

識  

K10 洗手之正確步驟與方

法 

K11 執行甘油球浣腸劑之

相關知識 

S09 甘油球浣腸劑之使用能力 

S10 服務人員執業風險預防與

因應之技術 

SS04 正確傾聽 

SS06 成果導向 

SS08 表達說服 

SS10 時間管理 

SS12 問題解決 

SS16 溝通 

SS21 顧客導向 

T2 清潔與

沐浴 

T2.1 依需要準

備輔具 

 P2.1.1 正確使用輔助用品，協助服務對

象清潔與沐浴。 

3 K12 相關輔助用品、用具之

相關知識與方法 

S11 相關輔助用品、用具應用之

能力 

 T2.2 準備清潔

用品 

 P2.2.1 準備服務對象所需的清潔與沐浴

用品。 

2 K13 清潔與沐浴用品之相關

知識與方法 

S12 清潔與沐浴用品應用之能

力 

 T2.3 身體清潔

與沐浴 

O2.3 身體照顧服務

紀錄 

P2.3.1 協助服務對象至浴室淋浴或盆

浴。 

P2.3.2 協助完成清潔與沐浴的前置準

備。 

P2.3.3 協助床上洗頭、擦操，並視情況

協助更換床單。 

P2.3.4 協助外生殖器清潔並保持乾燥。 

P2.3.5 協助確認皮膚狀態，以避免病變

或造成感染。 

4 K14 身體清潔之知識與方法 

K15 洗頭、擦澡、洗澡之知

識與方法 

K16 外生殖器常見問題及相

關照顧知識與方法。 

K17 皮膚異常觀察及相關照

顧知識及方法 

S10 服務人員執業風險預防與

因應之技術 

S13 身體清潔之能力 

S14 協助洗頭、擦澡、洗澡之能

力 

S15 協助外生殖器清潔之能力 

S16 皮膚異常觀察及照顧能力 

SS04 正確傾聽  

SS06 成果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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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SS08 表達說服 

SS10 時間管理 

SS12 問題解決 

SS16 溝通 

SS21 顧客導向 

T3 健康維

持 

T3.1 生命徵象

之測量與疾病

徵兆之偵測 

O3.1生命徵象測量

紀錄(含體溫、脈搏、

血壓) 

P3.1.1 協助進行生命徵象測量與紀錄。 

P3.1.2 觀察健康狀況，如飲食、睡眠、

血壓、排便等情形。 

P3.1.3 為維持生理機能、衛生及協助日

常生活保健所需，協助使用市售

血糖機採血及偵測血糖。 

4 K18 疾病徵兆相關知識 

K19 體溫、脈搏、呼吸、血

糖、與血壓相關知識與

測量工具之使用方法 

K20 姿勢性低血壓之知識與

預防方法 

K21 影響睡眠的相關知識 

S17 生命徵象測量工具之操作

及解讀能力  

S18 知覺及意識評估之知識與

方法 

S19 判別健康狀況的能力  

SS04 正確傾聽 

 T3.2 協助服用

藥物 

 P3.2.1 依照藥袋指示釐清藥品的藥效、

服用方法、用藥時間和劑量。 

P3.2.2 協助進行分藥，並告知服務對象

或家屬分藥之方式。 

4 K22 服藥相關知識 

K23 藥物保管及儲存之知

識 

S20 協助遵照醫囑依時依量服

藥之能力 

SS08 表達說服 

SS16 溝通 

 T3.3 感染預防

與處理 

 P3.3.1 發現服務對象或家屬疑似患有傳

染疾病，立即回報居服單位協助

處理。 

P3.3.2 正確執行感染控制流程(如正確

洗手、環境與物品清潔消毒技

巧、口罩與手套使用方式與時機

等)。 

3 K24 常見傳染疾病之知識 

K25 常見感染疾病預防知

識 

S21 常見感染疾病照顧及預防

之能力 

SS11 問題分析 

SS12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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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T3.4 陪同就醫

或聯結醫療機

構 

O3.4陪同服務紀錄 

 

P3.4.1 協助安排適當交通工具抵達就醫

地點。 

P3.4.2 協助攜帶就醫所需之文件物品。 

P3.4.3 協助記錄就醫情形 (如醫院名

稱、就醫科別、就診時間)與居家

照顧重點注意事項(醫師交代的

居家起居、藥物或飲食等重點事

宜)。 

3 K26 就醫程序及注意事項

之知識 

S22 陪伴安全就醫之能力 

SS06 成果導向 

SS07 有效聯結 

SS22 閱讀能力 

SS23 詞彙編撰能力 

T4 協助服

務對象日常

生活活動能

力之維持或

增進 

T4.1 協助簡易

式被動關節運

動 

O4.1日常生活活動

紀錄-被動關節運動

內容 

P4.1.1 協助進行簡易式被動關節運動。 3 K27 基本肢體關節活動的被

動關節運動原則、種類

與方法 

K28 運動障礙之原因 

S23 協助上下肢被動關節運動

之能力 

SS16 溝通 

 T4.2 陪同運動 O4.2日常生活活動

紀錄-陪同運動內容 

P4.2.1 陪同進行合適的活動與運動。 

P4.2.2 陪同運動過程中確保人身安全。 

P4.2.3 鼓勵或協助從事運動。 

2 K29 日常生活活動及休閒運

動之知識與資源 

K30 服務對象活動及休閒運

動之策略 

K31 滯動之原因及對人體健

康影響之知識 

SS11 問題分析 

SS12 問題解決 

SS13 組織計畫 

SS16 溝通 

SS19 影響力 

 T4.3 協助使用

日常生活輔具 

 P4.3.1 協助服務對象正確使用日常生活

輔具，儘量維持其獨立執行日常

生活活動的能力。 

P4.3.2 協助安全移位、平地走動、上下

3 K32 日常生活輔具之種

類、功能與使用方法及

時機 

K33 常見之移動、活動輔具

S24 協助安全上下床之能力 

S25 協助輪椅患者安全上下床

之能力 

S26 單、雙人搬運能力及運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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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樓梯。 的使用對象、操作方法

與使用注意事項 

K34 姿勢及支托身體移位

運用之原理與注意事項 

K35 協助上下床之方法與

步驟 

體力學之能力 

S27 常見之移動、活動輔具之使

用能力 

 T4.4 維持與促

進自我照顧能

力 

O4.3日常生活活動

紀錄 

P4.4.1 鼓勵或協助執行日常活動。 3 K36 移位及行進活動之安

全保護知識 

SS16 溝通 

SS18 彈性思考 

SS19 影響力 

T5 家務和

庶務服務 

T5.1 環境清潔

與整理 

O5.1家務處理工作

紀錄-環境清潔項目 

P5.1.1 協助進行生活起居空間的環境清

潔、整理 

2 K37 維護居家環境衛生之知

識與方法 

K38 過敏原因及改善過敏環

境之相關知識與方法 

S10 服務人員執業風險預防與

因應之技術 

S28 清潔、整理居家環境之能力 

 T5.2 居家安全

維護 

 P5.2.1 協助維持居家環境之安全。 2 K39 維護居家環境安全之知

識與方法 

S10 服務人員執業風險預防與

因應之技術 

S29 維護居家安全之能力 

 T5.3 衣物洗滌

及修補 

 P5.3.1 協助清洗、收曬及整理歸放衣物。 

P5.3.2 協助縫補破洞的衣物或脫落的扣

子。 

2 K40 處理衣物洗滌及修補之

知識與方法  

S30 洗滌、修補與整燙及收納衣

物之能力 

 T5.4 文書服務 O5.4家務處理工作

紀錄-庶務內容 

P5.4.1 代寫信件或聯絡親友。 

P5.4.2 協助處理庶務工作，如代繳費用

或代領物資。 

2 K41 書信撰寫知識與方法 

K42 生活庶務處理相關知識 

S31 閱讀與文書處理能力 

S32 提供電話及庶務處理服務

之能力  

SS04 正確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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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SS06 成果導向 

SS12 問題解決 

SS16 溝通 

 T5.5 陪同或代

購日常生活必

需用品 

O5.5陪同服務紀錄-

簡易財物處理清單

與明細 

P5.5.1 考量習慣購物的場所，安排適當

交通工具抵達購物地點。 

P5.5.2 確認及釐清購買物品的品項及金

額，並列出購買清單。 

P5.5.3 協助記錄購物的明細。 

2 K43 財務處理相關知識 S33 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

之能力 

SS04 正確傾聽 

SS06 成果導向 

SS10 時間管理 

SS12 問題解決 

SS16 溝通 

T6 餐食服

務 

T6.1 協助進食 O6.1餐飲記錄-進食

內容 

P6.1.1 執行餵食。 

P6.1.2 若需協助用餐，用餐前協助服務

對象清潔雙手。 

P6.1.3 提供正確管灌流質製作、灌食與

相關灌食器具的清潔。 

3 K44 餵食的方法及注意事項 

K45 灌食之種類、方法與注

意事項 

 

S34 協助進食、餵食或灌食之能

力 

S35 協助服務對象清潔雙手之

能力  

S36 管灌器具清潔與消毒之能

力 

 T6.2 備餐服務 O6.2餐飲記錄-備餐

內容 

P6.2.1 考量身體狀況與喜好，製備或購

買適當的餐食。 

P6.2.2 注意食材的安全性，確認食品是

否過期、變質或腐敗，如果要丟

棄食材或食品，需事先徵求服務

對象或家屬之同意。 

P6.2.3 完成備餐後，協助相關物品歸位

3 K46 均衡飲食之意義、國民

飲食指標及主要營養素

來源知識 

K47 生理變化及其營養需求

知識 

K48 常見疾病之飲食原則知

識 

S37 烹煮適當料理之能力 

SS04 正確傾聽 

SS06 成果導向 

SS16 溝通 

SS21 顧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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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及存放。 K49 食物原料性質及烹調製

造之知識 

K50 正確使用爐火安全之知

識 

K51 餐具清潔與消毒的注意

事項 

T7 緊急/意

外/特殊/異

常事件處理

與安全維護 

T7.1 發生意外

事件時處理 

O7.1.1 通報紀錄-內

部通報 O7.1.2 通報

紀錄-外部通報單，如

警政、司法…等） 

P7.1.1 發生意外緊急事件應立即處理，

並聯繫相關單位，詳細紀錄並回

報居服單位。 

P7.1.2 發現呼吸道異物阻塞、休克、出

血、肌肉骨骼損傷、燒燙傷等緊

急狀況時，能夠提供立即性簡易

處理與撥打 119 協助送醫。 

 

4 K52 呼吸道異物哽塞之預

防、處理方法與注意事

項 

K53 簡易急救相關知識 

K54 常見急症與急救相關知

識及相關資源 

K55 休克的原因、種類、徵

狀與預防及立即處理之

要領 

K56 肌肉、關節與骨骼損傷

種類之知識 

K57 跌倒、損傷之預防及初

步處理的相關知識與注

意事項 

K58 燙燒傷初步處理步驟與

方式 

S10 服務人員執業風險預防與

因應之技術 

S38 緊急應變(含通報警政消防

等單位與相關人員、協助送

醫)之能力 

S39 處理呼吸道異物哽塞之能

力（如維持呼吸道暢通、哈

姆立克法等） 

S40 簡易急救的能力 

S41 常見急症之處理能力 

S42 處理休克之能力 

S43 初步判斷並處理肌肉骨骼

損傷之能力 

S44 燒燙傷之立即處理能力 

 T7.2 在災害發 O7.2.1 緊急/意外事 P7.2.1 依照災害（如火災、水災、地震） 4 K59 災害發生之緊急疏散方 S10 服務人員執業風險預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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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生時（如火災、

水災、地震）緊

急處理 

件之處理紀錄 處理程序，協助避免災害的損

害，並安撫其情緒。 

法 

K60 情緒安撫之相關原則 

因應之技術 

S45 操作滅火器之能力 

S46 危機處理之能力 

SS16 溝通 

 T7.3 協助緊急

就醫 

 P7.3.1 留意身心異常狀況，若有緊急情

形，撥打 119 聯繫醫療單位。 

P7.3.2 視情況陪同就醫，或告知其家屬

進行後續處理。 

4 K61 緊急醫療資源使用之知

識 

S47 危機處理之能力 

 T7.4 協助維護

人身與財產安

全 

 P7.4.1 發現遭受人身、財物受損或詐

騙、死亡，須立即撥打 119 或

110(報警)。 

P7.4.2 覺察疑似出現自殺、疏忽、受虐

等情形，立即通報相關單位。 

4 K62 釐清詐騙手法的相關知

識  

K63 自殺及受虐相關預防與

處理知識。 

S10 服務人員執業風險預防與

因應之技術 

SS02 分析推理 

SS07 有效連結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 親和關係 

A02 主動積極 

A03 正直誠實 

A04 自我管理 

A05 自我提昇 

A06 自信心 

A07 壓力容忍 

A08 謹慎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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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10 團隊意識 

A11 彈性 

A12 應對不明狀況 

A15 樂於助人 

A16 關懷 

A17 尊重 

 

說明與補充事項 

 「居家照顧服務員(3級)」職能基準主要職責為「T1~T7」，4級則為「T8~T10」開始，可另詳閱「居家照顧服務員(4級)」職能基準。 

 本職能基準之級別訂為【3 級】，有關職能級別共分 6 級；詳如下表： 

級別 能力內涵說明 

6 能夠在高度複雜變動的情況中，應用整合的專業知識與技術，獨立完成專業與創新的工作。需要具備策略思考、決策及原創能力。 

5 能夠在複雜變動的情況中，在最少監督下，自主完成工作。需要具備應用、整合、系統化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策略思考與判斷能力。 

4 能夠在經常變動的情況中，在少許監督下，獨立執行涉及規劃設計且需要熟練技巧的工作。需要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作判

斷及決定的能力。 

3 能夠在部分變動及非常規性的情況中，在一般監督下，獨立完成工作。需要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少許的判斷能力。 

2 能夠在大部分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中，在經常性監督下，按指導進行需要某些判斷及理解性的工作。需具備基本知識、技術。 

1 能夠在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中，在密切監督及清楚指示下，執行常規性及重複性的工作。且通常不需要特殊訓練、教育及專業知識

與技術。 

 

 擔任此職類/職業之學歷/經歷/或能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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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補充事項 

年滿 16 歲且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 

1. 高中(職)以上照護相關科系所(含高中相關學程)畢業。 

2. 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學生，取得照顧服務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各2 學分及照顧服務員40 小時實習時數證明(由就讀學校開具學分證明及符合規定之實習單位

開具之實習時數證明)。 

3. 民國92年2月13日以前之居家服務員、病患服務員或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文件(該訓練應經政府機關同意備查)。 

4. 民國 92 年 2月 13 日後之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內容需記載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備查之日期、文號、訓練課程及時數)。 

 基準更新紀錄 

 因應 2017/05/25 公告職能基準品質認證作業規範修訂版，將原「入門水準」內容移至「說明與補充事項」/【擔任此職類/職業之學歷/經歷/或能力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