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五心 銀向幸福 宣導稿 V0412
為提供長輩更多關懷與照顧，臺北市政府現正推動「臺北五心．銀向幸福｣
整合性方案，歡迎各位學員（里民）多加使用。年輕朋友也要將這「五心｣帶
回家告訴長輩，讓我們和市政府一起幫所有長輩「安心居｣、
「開心遊｣、
「歡心
學｣、「用心護｣以及「貼心顧｣，讓長輩健康快樂，幸福滿滿。
第一心：安心居-修屋補 8 萬 老人保平安（社會局）
一、服務對象：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之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及一般戶
（即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
率（含）百分之 5 以下者），評估其住家環境有安全之虞，並以
獨居老人(含雙老同住者)為優先
二、補助額度：每案自核定日起十年內最高補助新臺幣 8 萬元。
三、服務內容：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到宅協助弱
勢長者居家安全簡易修繕及設置生活輔具（如扶手、止滑墊）並
由專業人員從評估、補助申請，到修繕施作、驗收全程協助
四、洽 詢 方 式 ： 財 團 法 人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免 付 費 諮 詢 專 線
0800-894-580；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
轉 6967
第二心：開心遊-臺北市敬老卡（社會局）
一、服務對象：設籍並實際居住臺北市之年滿 65 歲老人及年滿 55 歲
原住民
二、服務內容：65 歲以上申請本市敬老悠遊卡，持臺北市敬老卡每
月免費 480 元(每月 480 點，1 點 1 元)，可使用在交通工具類(公
車、臺北捷運、貓纜、敬老愛心計程車、YouBike、觀光巴士)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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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場館類(分為免費入館及扣點入館)，詳細使用情形請參閱附
表。
★超過免費額度搭乘公車、捷運享自行加值後無限次半價優待
（捷運公司另提供 8 折優待，故老人搭乘捷運再優惠半價為 4 折
優待）
三、洽詢方式：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966~8 或各區區公所社會課
第三心：歡心學-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會局）、樂齡學習（教育局）
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一) 服務對象：臺北市 60 歲以上長者
(二) 服務內容：至 107 年 3 月底本市計有 392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其中 352 處提供定點共餐服務，讓長者藉由健康促進課程及共
餐結交朋友，進而活躍老化及延緩失能
(三) 服務地點：歡迎加入社會局據點臉書粉絲專頁(請搜尋「呷百二
心聚點-臺北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按讚，或輸入臉書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ElderlyActivityCenters/
(四) 洽詢方式：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967
二、 樂齡學習
(一) 服務對象：本市 55 歲以上中高齡者
(二) 服務內容：提供健康保健、運動類以及靜態性課程
(三) 服務地點：本市 12 所樂齡學習中心以及 40 所樂齡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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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洽詢方式：可至臺北市銀髮服務資訊網查詢各樂齡學習據點之
聯繫方式，或撥打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423 查詢
第四心：用心護-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衛生局）
一、 服務對象：設籍本市 65 歲以上且從未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者
二、 服務內容：接種 1 劑肺炎鏈球菌疫苗，疫苗免費
三、 服務地點：本市 166 家合約醫療院所
四、 洽詢方式：可至臺北市預防接種資訊系統
(http://vaccine.health.gov.tw/)查詢接種資格及合約醫療
院所，或撥打衛生局預防接種專線 02-2375-4341 洽詢
第五心：貼心顧-居家醫療（聯合醫院）
一、 服務對象：有明確醫療需求，因失能或疾病特殊性，外出就醫
困難，符合收案標準者
二、 服務內容：行動醫療、行動超音波、復健治療、送藥到府、牙
科診療、營養諮詢、其他醫療服務
居家個案接受到府服務，需自行負擔健保部分負擔及團隊往返
交通費用
三、 洽詢方式：1999 轉 88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客服中心(外縣市請
撥 02-255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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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北市敬老悠遊卡免費點數使用範圍說明(V0412)
敬老卡每月免費 480 元(每月 480 點，1 點 1 元)使用範圍如下表：
公車

每段次搭乘扣 8 點。
每次搭乘單程票價 4 折後，依里程遠近扣 8~26 點。

臺北捷運 例：原價 20 元，折扣後 8 元，扣 8 點。
原價 65 元，折扣後 26 元，扣 26 點。以此類推。
貓纜

每次搭乘扣 50 點。
每次搭乘車資 100 元以下扣 16 點，超過 100 元扣 32 點，其餘車
資由卡片自行儲值金支付。

敬老愛心
計程車

交通
工具

使用本服務需卡片自行儲值金足夠支付該趟車資，並先撥打臺北
市敬老愛心車隊智慧型叫車轉接系統免付費專線 0800-055850 或
手機直撥 55850，以確保該車輛可使用本服務。
於臺北市境內租借 YouBike 前 30 分鐘扣除 5 點，30 分鐘後每 30
分鐘扣 10 點，4 小時後至 8 小時每 30 分鐘扣 20 點。

YouBike

(1、同 YouBike 計費方式，差異為可用每月補助點數扣點折抵租
車費用。2、於新北市租借不適用，須扣自行儲值金額，享有新
北市前 30 分鐘免費優惠) 。
(一)敬老單次票 75 元，扣 16 點，實付 59 元。

雙層觀光
巴士

(二)敬老 4 小時票 150 元，扣 32 點，實付 118 元。
(三)敬老日間票 250 元，扣 32 點，實付 218 元。
(四)敬老單日票 300 元，扣 32 點，實付 268 元。
(五)敬老兩日票 600 元，扣 32 點，實付 568 元。
(一)動物園、兒童新樂園：可刷敬老卡免費入場。
(二)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市立天文館、台

場館

免費入館

北故事館、李國鼎故居、臺北自來水園區、林語堂故居、芝
山文化生態綠園、台北當代藝術館、草山行館等出示敬老卡
或 65 歲以上身分證明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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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林官邸正館：每次入館扣 50 點。
(二)北投會館健身房：每次使用扣 30 點。
扣點入館

(三)山豬窟游泳池、葫蘆洲運動公園游泳池、博嘉運動公園游泳
池、洲美運動公園游泳池每次使用扣 55 點。
(四)民生社區健身房或桌球室每小時扣 7 點。

★備註：
1. 上述範圍 YouBike 及觀光巴士於 107 年 4 月 1 日起適用。
2. 點數足夠優先扣點，點數用罄或點數不足時，將扣除卡片自行儲
值金。
3. 桃園捷運持敬老卡享半價優待，高雄捷運持敬老卡享 85 折後半
價優待。
4. 如有其他疑問，請洽臺北市各區公所社會課或臺北市民當家熱線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分機 6966~8，或逕上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網站(http://www.dosw.gov.taipei)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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