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政府、團體及機構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核定表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37案，通過補助28案

新北市中高齡智障者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 家庭服務計畫（中
1061PX165D
福利基金會
和、永和、土城及樹
林）

106年度心智障礙者社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
1061PX169B
區作業育成恆德站服
福利基金會
務計畫

1061MX151F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 新北市和平小衛星培
會
植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106年精障家庭支持性
社團法人新北市康
1061GX121F
服務計畫 階段性工作
復之友協會
發展期
社團法人新北市智 心智障礙者性侵害防
1061GX124F
障者家長協會
治運用計畫

申請需求

106年度申請及結果
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審查結果

47,636,428

21,231,000

21,231,000

571,700

3,329,171

199,640

445,000

651,100

521,000

2,023,000

142,000

400,000

0

0

核定內容

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2.外
聘督導出席費2萬4,000元（即每月督導1次，每次出席費2,000
元*12次）、3.業務費4萬元【專家到宅出席費（每人每日最高
521,000
補助1,000元，最多補助10人次）、講座鐘點費（每節最高補
助1,600元，內聘折半支給）、團體帶領鐘點費、印刷費（最
高補助8,000元）、交通費】、4.專案計畫管理費1萬2,000元。

0

1.專業服務費157萬9,000元（含社工員人事費3萬3,000元*13.5
個月*1人、教保員人事費2萬8,000元*13.5個月*3人）、2.房屋
2,023,000
租金42萬元（請於請款時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3.專案計畫
管理費2萬4,000元。

0

1.課後安心關懷服務方案8萬元【辦理課後安心關懷─小太陽
班，含課後照顧人員費（每班每小時補助150元，照顧人數不
足25人，補助1名服務人員費，請款時請附學童名冊）、印刷
費；辦理兒童成長團體，含團體帶領鐘點費（每小時最高800
142,000 元）】、2.促進親子關係活動方案1萬3,000元【辦理親子郊遊
趣，含膳費、交通費】、3.彩虹學堂多元學習4萬3,000元【含
講座鐘點費（每節最高600元）】、4.雜支6,000元、5.依據本
署「守護家庭小衛星─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辦
理。

0

1.專業服務費40萬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餘請由團
體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所聘人員應具社會工作或心理等相
400,000
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自107年度起
，歷年接受補助人事費逾2年者，不再補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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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符合本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
0 準伍、四、9.其他一般性活動計畫，請於執行當年度循社會
福利補助作業相關程序提案申請。

1061PX166D

社團法人新北市智 伴你兒行-中高齡智障
障者家長協會
者家庭服務計畫

1061TX029

藝起成長~唐氏症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發展遲緩兒童藝術陪
唐氏症基金會
伴活動及家長藝術治
療成長團體計畫

讓愛萌芽迎向希望~
社團法人新北市殘
1061GX122F
社區化身心障礙國小
障福利服務協會
學童與家庭成長計畫

1061FX030E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佈
福利慈善基金會
建日間托老服務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小胖威利北區日間作
1061PX168B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
業設施計畫
協會

1,170,771

507,000

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2.外
聘督導出席費2萬4,000元（即每月督導1次，每次出席費2,000
507,000 元*12次）、3.業務費2萬6,000元【講座鐘點費（每節最高補
助1,600元，內聘折半支給）、團體帶領鐘點費、印刷費（最
高補助5,000元）、交通費】、4.專案計畫管理費1萬2,000元。

160,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0

1.專業服務費40萬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餘請由團
體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所聘人員應具社會工作或心理等相
400,000
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自107年度起
，歷年接受補助人事費逾2年者，不再補助。

0

1.專業服務費44萬5,5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臨時
酬勞費17萬2,500元（1小時120元，每日最高補助6小時，每月
最高補助20天）、2.受補助單位應依規定辦理上開補助服務費
618,000 人員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3.申
請撥款時，受補助單位應檢附上開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及
工作職掌、4.本案專職人力應專用於本署據點辦理日間托老
服務計畫執行並配合參與該計畫相關培訓課程及會議。

0

1.專業服務費120萬1,000元（含社工員人事費3萬3,000元*13.5
個月*1人、教保員人事費2萬8,000元*13.5個月*2人）、2.房屋
租金48萬元（請於請款時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3.專案計畫
1,705,000
管理費2萬4,000元。【本案收案對象應至少達16人以上且持續
接受服務滿3個月以上，其目標達成率作為下年度續予補助之
重要準據。請地方政府輔導單位積極辦理。】

569,000

625,500

3,108,100

400,000

618,000

1,7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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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210

180,000

0

1.課後安心關懷服務方案10萬4,000元【辦理生命品格教育，
含講座鐘點費（每節最高800元）；辦理課後陪伴與照顧，含
課後照顧人員費（每班每小時補助150元，照顧人數不足25人
，補助1名服務人員費，請款時請附學童名冊）、教材費】、
2.多元家庭支持服務方案7萬6,000元【辦理親子學習暨社區活
180,000
動，含講座鐘點費（外聘每節最高1,200元、內聘折半）、教
材費、印刷費、膳費；辦理家庭支持團體，含講座鐘點費（
每節最高1,200元，內聘折半）、教材費、印刷費】、3.依據
本署「守護家庭小衛星─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
辦理。

北海岸地區（三芝、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石門、萬里、金山）
1061UX028C 新生活社會福利發 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
展促進會
及未成年父母支持服
務方案

1,146,45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
立雙連社會福利慈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
善事業基金會(原
點導入銀髮族休閒運
名:財團法人臺北縣
動服務計畫
私立雙連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970,430

0

0

0

三芝及石門小衛星-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北市三芝及石門區培
1061MX148F 新生活社會福利發
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
展促進會
網絡計畫

1061FX013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
立雙連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原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佈
1061FX040E
名:財團法人臺北縣 建托老服務
私立雙連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618,300

618,000

0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
立雙連社會福利慈
辦理6-12歲兒童課後
善事業基金會(原
1061MX096
輔導、增進人際關係
名:財團法人臺北縣
暨生活禮儀之學習
私立雙連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666,3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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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屬本署推展社會福利既定補助項目，請於執行當年度
循社會福利補助作業相關程序提案申請，本案不予補助。

1.專業服務費44萬5,5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臨時
酬勞費17萬2,500元（1小時120元，每日最高補助6小時，每月
最高補助20天）】、2.受補助單位應依規定辦理上開補助服務
618,000 費人員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3.
申請撥款時，受補助單位應檢附上開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及工作職掌、4.本案專職人力應專用於本署據點辦理日間托
老服務計畫執行並配合參與該計畫相關培訓課程及會議。

0

本案經查另有民間團體於同地區提供相似之服務，衡酌經費
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1061MX145A

1061MX095

社團法人中華育幼 106年度新北市少年自
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立生活適應協助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育幼 106年度新北市少年自
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立宿舍服務方案

2,100,000

1,055,634

980,000

380,000

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2.個
案生活費、3.個案房租費、4.個案就學/就業/就醫/職業訓練/接
受輔導服務之交通費、5.個案學雜費、6.其他費用、7.訪視交
通輔導費、8.團體輔導及教育訓練研習費、9.外聘督導費2萬
980,000
元、10.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之
5％）、11.本案補助項目及基準請依本署104年12月7日社家支
字第1040901135號函頒之「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計畫」辦
理；新北市政府應編列自籌款50%配合辦理。

0

1.照顧臨時酬勞費36萬元（每小時133元，依勞動部最新公告
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優先運用於夜間時段為原則）、2.
公共意外責任險費用5,000元、3.專案計畫管理費1萬5,000元、
380,000
4.本案補助項目及基準請依本署104年3月6日社家支字第
1040900180號函頒之「少年自立宿舍補助計畫」辦理；新北
市政府應編列自籌款40%配合辦理。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
106年特殊兒童及少年
1061SX033B 菜種會附設新北市
團體家庭計畫
私立愛心育幼院

1,387,100

703,000

0

1.專業服務費53萬9,000元（含社工人員1萬1,000元*7月*1人、
保育人員或生活輔導人員3萬3,000元*7月*2人，以上人員資格
須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相關規
定，核銷時檢附學歷、證書等相關證明；不得與地方政府委
託人力重複，亦不得與聯合勸募補助人力重複。本案補助1個
703,000 小家，社工人員薪資補助1/3）、2.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費2
萬4,000元（1,200元/次，每案每年最高補助12次，並應檢據報
銷。本項人員應具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證照）、3.房屋
租金14萬元（2萬元/月。當年度平均每月安置人數未達該團
體家庭設置人數4人之75%者，減半補助；未達25%者，不予
補助）。

106年度新北市婦女服
務中心計畫書

2,000,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1061EX030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
1061GX118A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支持與生涯轉銜服務
計畫

2,679,444

2,389,000

0

1.專業服務費227萬5,5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8人、督導
37,000元*13.5個月*1人（106年1月至12月）×56%】，餘請由
2,389,000
新北市政府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2.專案計畫管理費11萬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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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家庭小衛星-新北
1061MX147F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市培植家庭支持服務
資源網絡計畫

575,500

540,000

0

106年度新北市視覺功
1061PX172G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能障礙者重建服務計
畫

2,359,400

1,853,000

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2.辦
理小衛星聯繫會議2萬元【含專家學者出席費（每次最高2,000
元）、膳費及印刷費】、3.強化小衛星組織培力方案【含講
座鐘點費（每節最高1,600元，內聘折半）、講座交通費、膳
540,000 費及印刷費】及在地創新服務方案【含膳費及交通費】5萬
元、4.實地考核督導費2萬5,000元【含講座鐘點費（每節最高
1,600元，內聘折半）、講座交通費、膳費及印刷費】、5.依
據本署「守護家庭小衛星─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
畫」辦理。
1.專業服務費77萬元【含社工員人事費（3萬3,000元*13.5個月
*2人*80%）及兼任督導費（6,000元*12個月*80%）】、2.其他
費用108萬3,000元【含各項訓練及評估處置費（定向行動訓
練、生活技能訓練、功能性視覺評估及視光學評估、輔具評
估，外聘每小時上限800元，內聘折半支給；盲用電腦、點字
訓練，外聘每小時上限500元，內聘折半支給；社會暨心理評
1,853,000 估與處遇費，外聘每小時上限1,200元，內聘折半支給）、成
長團體課程（2萬元*2場*80%）。】【依106年度申請主軸項
目及基準，本案自106年度起請縣市政府依財力分級編列自籌
款配合辦理，請款時應檢附預算書費用明細表等相關證明文
件，且不得扣減民間單位補助款；補助計畫核銷結案時，自
籌經費支付不得低於實際支用經費總額之比率20%，不足之
數應繳回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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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PX136E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61GX119F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
支持計畫

社團法人新北市視 106年度視障生課後個
障協會
別化教學服務計畫

1061GX120F

社團法人新北市視 106年視覺障礙者家庭
障協會
支持服務計畫

1061FX041

1.專案管理員服務費44萬5,0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1
人）、2.教育訓練費5萬元（辦理同儕支持員及個人助理教育
訓練，含授課鐘點費、講師交通費、場地費、印刷費、餐費
等）、3.身心障礙同儕支持員團體帶領人鐘點費1萬9,000元（
外聘每小時最高補助800元、內聘每小時最高補助400元、協
同帶領人折半支給，每次2小時為限，未滿1小時減半支
給）、4.身心障礙同儕支持員個案諮詢鐘點費1萬元（補助5人
，每小時最高補助200元，同一身心障礙者每年最高個案諮詢
以10小時為原則，但經評估有需要較長時數諮詢者，不在此
1,348,000 限）、5.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70萬4,000元、6.業務費12萬元（
每月最高補助1萬元，含水電費、電話費、網路費、書報雜
誌、瓦斯費、文具、電腦耗材、文宣印刷費、器材租金及維
護費）等。【1.依106年度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本案自106年
度起請縣市政府依財力分級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請款時應
檢附預算書費用明細表等相關證明文件，且不得扣減民間單
位補助款；補助計畫核銷結案時，自籌經費支付不得低於實
際支用經費總額之比率20%，不足之數應繳回差額。2.本案補
助之服務人員及個案照顧服務等資料請於本署「全國身心障
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之自立生活服務子系統建檔。】

1,479,000

1,348,000

0

982,400

300,000

0

300,000

1.專業服務費40萬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餘請由團
體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所聘人員應具社會工作或心理等相
400,000
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自107年度起
，歷年接受補助人事費逾2年者，不再補助。

775,400

400,000

0

新北市快樂姊妹花 移動式居家照顧服務
關懷協會
據點實驗計畫

2,216,088

0

0

財團法人天主教福
出養兒童短期安置服
1061UX027D 利會附設新北市私
務計畫
立約納家園

720,000

72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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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講座鐘點費30萬元（連續3個月以上課程，每小時300元*8小
時*12個月*25名師資）

本計畫屬本署推展社會福利既定補助項目，請於執行當年度
循社會福利補助作業相關程序提案申請，本案不予補助。

720,000 安置費(每人每月8,000元，每人最高補助6個月)。

財團法人天主教福 重新（心）出發~未
1061UX029C 利會附設新北市私 婚懷孕者短期安置暨
立約納家園
追蹤輔導計畫

1,036,700

660,000

1. 坐月子營養費22萬元（產後營養費）：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500元，每人最高補助30日，含食材、2.電話輔導事務費2萬
元：每案次最高補助160元，每月最高補助4次、3. 訪視輔導
事務費5萬元：每案次最高補助675元，同案每月最高補助4
次、4.個案房租費9萬元：每人每月最高補助3,000元、5.生活
補助費12萬元：每人每月最高補助3,000元、6.托育補助費12
660,000 萬元 ：每人每月最高補助3,000元、7.訪視輔導交通費2萬元：
同一訪視人員每日訪視件次之公里數合計，5-30公里補助200
元、31-70公里補助400元、71公里以上補助500元、8.社會暨心
理評估與處置費2萬元：每案次最高補助1,200元，檢據核銷、
9.本案個案不得與縣市政府委託安置費重複，核銷時請檢附
服務成果報告及督導評估報告（含輔導清冊及輔導紀錄
表）。

0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新北市八里愛心教
1061PX170F
辦理需求評估能量提
養院
昇計畫

635,000

635,000

0

財團法人基督教都
向日葵少女團體家庭
1061SX034B 市人工作群社會福
實驗計畫
利事業基金會

5,323,100

1,281,000

0

106年度身心障礙者少
社團法人台灣遲緩 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1061PX167B
兒天使樂園協會
計畫「歡昕工坊」小
型作業所

3,679,500

0

0

輔具評估人員人事費63萬5,000元【4萬2,000元*13.5個月*2人
（106年1月至12月）×56%】，餘請由新北市政府編列自籌款
635,000 配合辦理，請款時應檢附預算書費用明細表等相關證明文
件；所聘輔具評估人員需為專職專任，且領有「輔具評估人
員訓練結業證明書」，請款時請檢附相關證明。
1.專業服務費103萬9,000元（社工人員1萬1,000元*13.5個月*1
人、生活輔導人員3萬3,000元*13.5個月*2人，以上人員資格須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相關規定
，核銷時檢附學歷、證書等相關證明；不得與地方政府委託
人力重複，亦不得與聯合勸募補助人力重複，本案補助1個小
家，社工人員薪資補助1/3）、2.房屋租金19萬2,000元（1萬
1,281,000 6,000元/月。當年度平均每月安置人數未達該團體家庭設置人
數4人之75%者，減半補助；未達25%者，不予補助）、3.社會
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費5萬元（含A.個案心理諮商輔導：1,200元
/次，每案每年最高補助12次，並應檢據報銷；B.團體工作輔
導：團體領導費1,200元/小時。本項人員應具臨床心理師、諮
商心理師或社工師證照，且本案補助之社工員不得兼領該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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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中高齡智障者家庭支
1061PX164D 會福利基金會台北
持服務計畫
分事務所

1061PX171H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061GX123F

106年提升復康巴士服
務能量計畫

社團法人新北市脊 脊髓損傷者關懷訪視
髓損傷者協會
暨自立計畫

新福小衛星-新北市鶯
新北市新福家庭關
1061MX149F
歌區培植家庭支持服
懷協會
務資源網絡計畫

1061MX150F

社團法人雙和基督
雙和小衛星
之家協會

536,500

506,000

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3萬3,000元*13.5個月*1人）、2.外
聘督導出席費2萬4,000元（即每月督導1次，每次出席費2,000
元*12次）、3.業務費2萬5,000元【專家到宅出席費（每人每
506,000
日最高補助1,000元，最多補助10人次）、講座鐘點費（每節
最高補助1,600元，內聘折半支給）、團體帶領鐘點費、印刷
費（最高補助5,000元）】、4.專案計畫管理費1萬2,000元。

900,000

900,000

0

900,000

445,500

0

0

631,840

919,900

250,000

175,000

3輛復康巴士營運費用90萬元【3名司機人事費33萬7,000元（2
萬5,000元*12個月*3人）】。

經查符合本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
0 準伍、四、9.其他一般性活動計畫，請於執行當年度循社會
福利補助作業相關程序提案申請。

0

1.課後安心關懷服務方案21萬元【辦理國小、國中生命品格教
育，含講座鐘點費（每節最高1,600元，內聘折半）；辦理課
後陪伴與照顧，含課後照顧人員費（每班每小時補助150元，
照顧人數不足25人，補助1名服務人員費，請款時請附學童名
冊）】、2.家庭關懷與多元支持方案3萬1,000元【辦理親職講
250,000
座，含講座鐘點費（外聘節最高1,600元、內聘折半）；辦理
成長團體，含講座鐘點費（每節最高800元，內聘折半）】、
3.到宅認輔志工交通及誤餐費9,000元（每案次最高補助150元
，每案每月最高補助8次）、4.依據本署「守護家庭小衛星─
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辦理。

0

1.課後安心關懷服務方案11萬4,000元【辦理生命品格教育，
含講座鐘點費（每節最高800元）；辦理課後陪伴照顧課輔，
含課後照顧人員費（每班每小時補助150元，照顧人數不足25
人，補助1名服務人員費，請款時請附學童名冊）、膳費、教
材費】、2.促進親子關係活動方案2萬3,000元【辦理親職教育
175,000 與講座，含講座鐘點費（內聘每節最高800元）；辦理親子體
驗教育，含團體帶領費（每小時最高150元）、教材費、膳
費、場地費（限公立或公設民營場地）】、3.在地創新服務
服務方案3萬8,000元【辦理領袖生命品格教育，含講座鐘點費
（每節最高800元）、教材費】、4.依據本署「守護家庭小衛
星─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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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光
重症病童家庭支持服
1061RX037 點兒童重症扶助協
務與學習成長計畫
會

571,700

97,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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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00

1.訪視交通費、2.講座鐘點費、3.膳費、4.印刷費、5.場地租借
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