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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案，通過補助46案

107年度申請及結果
申請需求

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審查結果

357,556,327

211,228,000

135,263,000

346,491,000

核定內容

1.建築工程、2.家具設備工程、3.水電設備工程、4.消防設備工程、5.材料設備試
驗費、6.勞工安全衛生費、7.承包商管理費（含合約製作）、8.品質管制費、9.
15,000,000
包商營業稅、10.空氣污染防治費、11.工程管理費、12.設計規劃監造服務費、13
室內裝修申請費。

衛生福利 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
1071K2009 部臺南教 院永愛苑院舍防漏暨
養院
隔間改建工程計畫

15,000,000

0

15,000,000

衛生福利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
部彰化老
1071L2003
養護中心污水廠設備
人養護中
改善實施計畫
心

6,900,000

0

5,500,000

5,500,000 污水處理設備改善。

衛生福利
部彰化老 購置自立支援能力回
1071L2004
人養護中 復復健設備實施計畫
心

1,400,000

0

1,200,000

1,200,000

衛生福利
部彰化老 購置照顧床設備實施
1071L2005
人養護中 計畫
心

1,400,000

0

1,300,000

1,300,000 多功能護理電動硬床50台130萬元。

衛生福利
部彰化老 107年度公彩長照多元
1071L2722
人養護中 服務資源發展計畫
心

1,500,000

1,100,000

250,000

衛生福利部

自力支援能力回復機120萬元（能力回復胸部推舉復健機、能力回復水平腿部推
蹬復健機、能力回復身體片伸展彎曲復健機）。

1.專案服務費87萬7,500元（社工員3萬5,000元*13.5個月*1人、照顧服務員3萬元
*13.5個月*1人）、2.臨時酬勞費13萬3,000元（駕駛133元/時*4小時/日*250日）、
3.團體領導費3萬8,400元（1,200元/時*32時）、設施設備及耗材費5萬1,100元（烤
1,350,000
箱、微波爐、電視櫃、電子血壓計、額溫槍、耗材費）、其他購置固定資產25
萬元（電腦、音響系統、投影機設備、電視、活動用桌椅、沙發椅、電冰箱、
流理台及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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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
107年度電氣設備改善
1071K2008 部雲林教
計畫
養院

3,500,000

0

3,000,000

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
衛生福利
之家院舍整修、汰換
1071L2708 部中區老
暨增設設施設備實施
人之家
計畫

13,190,000

0

11,871,000

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
衛生福利
家 辦理「懷舊體驗、
1071L2709 部中區老
活躍老化-行動式整合
人之家
服務方案」實施計畫

354,400

195,000

3,000,000 1.工程費、2.工程規劃監造設計服務費、3.工程管理費。

11,871,000

怡養大樓室內環境改善工程、全自動洗衣機1台、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
1台、烘衣機1台。

105,000

一、懷舊擔仔麵攤：1.古早味擔仔麵攤餐車1台、2.外聘講師費（每節最高1,000
元）、3.食材費、4.器材費、5.雜支（最高6,000元）。二、桌遊方案：1.外聘講
300,000 師費（每節最高1,600元）、2.手持式輔助溝通器2支、3.器材費、4.點心費、5.場
地佈置費、6.活動遊戲桌、7.雜支（最高6,000元）。三、懷舊戲院設備汰換：1.
卡拉OK點歌機1台、2.無線麥克風1組、3.混音擴大機1組。

一、營養餐飲服務：1.送餐服務費、2.共餐服務費、3.蒸櫃1台、4.車輛油料費、
5.餐食盛裝器皿及推車等費用。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1.外聘講師費（
每節最高1,200元）、2.督導費（每次最高1,600元）、3.投影機1台、4.相機1台、
1,453,000 5.手提電腦1台、6.電腦1台、7.A3雷射印表機1台、8.手持式輔助溝通器3台、9.活
動材料費、10.辦公（事務）用品費、11.卡拉OK點唱機1式、12.車資、13.中餐及
晚餐費（每人次最高80元）、14.點心費、15.保險及門票費、16.雜支（最高6,000
元）。三、提供喘息服務：1.護理床5台、2.輪椅5台、製氧機1台。

衛生福利 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
1071L2710 部中區老 之家辦理長照多元服
人之家
務資源發展計畫

1,500,000

998,000

455,000

衛生福利 家童居住環境及生活
1071S2006 部北區兒 設施改善計畫（第一
童之家
期）

7,580,000

0

7,580,000

衛生福利
頤苑自費安養中心房
1071L2712 部北區老
舍改善及整新工程
人之家

20,350,000

0

19,500,000

衛生福利部

7,580,000

1.值班辦公室及樓梯等設備改善工程320萬元、2.家區化糞池及戶外排水系統改
善工程390萬元、3.洗衣房設備汰換48萬元。

1.發包工程費、工程管理費、空污費及委託技術服務費。2.本案請依政府採購法
19,500,000 規定辦理招標、決標、履約管理、驗收等，並採最低標決標，將決標結果以書
面通知各投標廠商同時副知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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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
長照多元服務資源發
1071L2723 部北區老
展計畫
人之家

1,500,000

0

0

衛生福利
中程個案計畫—院舍
1071S2003 部南區兒
遷建案
童之家

35,000,000

0

35,000,000

衛生福利 「活力總動員─從
1071L2001 部南區老 『心』出發─生活自
人之家
立及感官刺激」

1,135,000

290,000

450,000

740,000

1.室內步行車5台、2.Nice walker4輪式5台、3.迴轉式洗澡椅雙掀扶手10台、4.三功
能燈管50組、5.垂直律動機1台。

衛生福利 「『感』動奇蹟─四
1071L2002 部南區老 季紅『響』宴─高齡
人之家
長者感官刺激」

133,800

100,000

0

100,000

1.外聘督導費（每次最高補助1,600元）、2器材費、3文具費、4.雜支（最高5,000
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

衛生福利 長照多元服務資源發
1071L2724 部南區老 展計畫─日間照顧中
人之家
心

1,500,000

1,000,000

500,000

1,500,000

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 居住環境設施設備更
1071K2002
家庭署宜 新
蘭教養院

3,447,500

1,400,000

1,900,000

衛生福利
消防標示設備專用閃
部社會及
1071K2001
滅信號裝置工程計畫
家庭署寧
書
園安養院

543,884

0

480,000

衛生福利部

0 本案計畫內容非以建置長期照護多元服務資源為主，不予補助。

35,000,000 其他工程費。

1.專案服務費47萬2,500元（社工人員3萬5,000元*13.5個月*1人）、2.講師費、3.
材料費、4.餐桌、5.餐桌椅、6.活動床組、7.健康促進器材、8.修繕費。

3,300,000 1.傢俱、2.照護站呼叫鈴系統、3.宿舍區窗簾（防焰窗簾）、4.恆壓供水設備。

1.信號控制器、2.出口標示燈B級-LED燈、3.HIV1.6mm耐熱線、4.PVC管、5.管線
480,000 另料、6.高架作業、7.工程告示牌、8.工程品質管理費、9.勞工安全管理費、10.
工程綜合保險費、11.規劃設計費、12.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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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輕鋼架天花板（局部修補）、2.外牆刷水泥漆、3.水電工程、4.H型鋼模板灌漿
植筋、5.外牆水泥粉光、6.C鋼琉璃鋼瓦 PU發泡板、7.局部拆除頂部構造、8.修
8,300,000 補室內牆面、9.現場室外恢復工程、10.鷹架工程、11.消防管路工程、12.空調拆
裝工程、13.外牆剃除工程、14.外牆防水工程、15.雜項工程、16.稅金、17.工程
管理費及工程保險安衛費、18.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建築師費及監造。

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 松苑建築物結構補強
1071K2005
家庭署寧 修繕工程計畫書
園安養院

8,839,200

0

8,300,000

衛生福利
增設喘息服務方案設
1071L2719 部澎湖老
施設備及照護人力
人之家

1,500,000

0

0

衛生福利
提升機構服務品質計
1071L2726 部澎湖老
畫
人之家

1,742,000

0

1,460,000

1,460,000

1.木製摺疊門修繕、2.塑膠製對開門、3.地板工程修繕、4.餐桌椅設備、5.養護大
樓與視聽室、復健室，及安養餐廳冷氣機31台。

衛生福利
改善機構環境安全計
1071L2727 部澎湖老
畫
人之家

1,758,000

80,000

1,150,000

1,230,000

1.院區路燈設置工程、2.修換無障礙樓梯止滑墊工程、3.安養大樓休憩平台遮陽
棚建置工程。

衛生福利
老頑童愛七淘-機構老
1071L2728 部澎湖老
人桌遊團體活動計畫
人之家

140,000

120,000

0

120,000

1.講師費、2.交通費、3.器材費、4.茶水費、5.佈置費、6.雜支（最高6,000元，含
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

衛生福利 衛生福利部南投啟智
1071K2010 部南投啟 教養院園藝治療團體
智教養院 計畫

215,232

0

0

1,174,000

0

1,100,000

衛生福利 服務對象宿舍（瑞竹
1071K2007 部南投啟 樓1樓）寢室空調改善
智教養院 計畫

衛生福利部

0 本案計畫僅預定提供喘息服務4床，考量經費運用效益，不予補助。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1,100,000

1.1對2變頻分離式冷氣室外機9萬元*6台、2.1對2變頻分離式冷氣室內機3萬元*12
台、3.外包防脆化塑鋼管等管材及安裝費20萬元*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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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
AB院區消防管路改明
1071K2006 部南投啟
管工程計畫
智教養院

衛生福利 營造友善社會企業生
1071A2003 部社會及 態圈：發展民間NPO
家庭署
社群

2,047,000

3,580,000

0

3,580,000

2,000,000

0

衛生福利 107年度公益彩券回饋
1071A2004 部社會及 金推展社會福利效能
家庭署
提升計畫

11,581,000

10,371,000

1,210,000

衛生福利
落實兒童權利公約（
1071D2022 部社會及
CRC）推動計畫
家庭署

20,515,000

19,267,000

300,000

衛生福利部

1.工程告示牌、2.防護工程、3.暨設管路拆除及焊接封口、4.消防管4”、5.消防
管11/2”、6.管路配管閘閥、固定鐵架及另件、7.挖鑿復原及水溝蓋復原更新等
2,000,000 工程、8.管路焊接及油漆工程、9.試水試壓工程、10.機具租借及廢棄物清運等運
什費、11.工程品質管理費、12.工程設計與監造費用、13.勞工安全及衛生費、14.
營業稅、15.工程管理費。

一、交流網絡方案100萬元：專業服務費47萬2,500元（3萬5,000元*13.5個月*1人
，所聘社工員應具有增加補助資格之證明，若無相關資格證明，將以每月3萬
3,000元核算）、業務費52萬7,500元【出席費、講座鐘點費、住宿費、差旅費（
含租車費用）、膳費、口譯費、翻譯費、撰稿費、印刷費、雜支】。二、深化
培力方案45萬元：出席費、講座鐘點費、住宿費、差旅費（含租車費用）、膳
費、翻譯費、印刷費、場地費、佈置費。三、評估工具方案80萬元：專案服務
3,580,000 費47萬2,500元（3萬5,000元*13.5個月*1人）、業務費36萬2,000元（出席費、調
查訪問費、印刷費、資料整理統計費、資料蒐集費、差旅費、設備使用及維護
費、租金、臨時工資、雜支費），擬依政府採購法委外辦理，依本部社會福利
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核給經費。四、媒體推廣方案60萬元：出
席費、差旅費（含租車費）、宣傳費、編輯企劃費、文字撰稿費、圖片攝影
費、美編設計費、導演費、器材費、臨時酬勞費；行政管理費用（最高不得超
過總經費5%。以上經費除專業服務費外，可互相勻支）。

一、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審查256萬9,000元：委員出席費、計畫審查費、膳費、
交通費、業務費、印刷費（含影印、掃描）、雜支。二、補助經費資訊管理系
統功能提升310萬5,000元：系統維護費用、功能增修及調整費用、教育訓練費
用、客服及維運費用、業務費。三、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作業研習會暨創新計
畫交流分享103萬1,400元：講座鐘點費、場地佈置費、印刷費、膳費、業務費、
11,581,000 雜支。四、公益彩券回饋金輔導查核計畫71萬4,000元：出席費、交通費、住宿
費、膳費、業務費、雜支。五、委託專業會計師諮詢輔導及帳目稽查341萬1,600
元：專案主持人、稽查分組負責人、稽查員費、出席費、差旅費、印刷費、郵
電費、業務費。六、社會福利採購教育訓練75萬元：講座鐘點費、差旅費、場
地及佈置費、印刷費、膳費、雜支。七、以上經費得依實際採購金額調整並相
互勻支。

19,567,000

業務費1,956萬7,000元（含跨部會協調平臺、法規檢視、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後
續行動、教育宣導、資訊系統、營運費、專案計畫管理費28萬6,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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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
深化婦女福利業務在
1071E2036 部社會及
地發展計畫
家庭署

衛生福利
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
1071F2403 部社會及
點服務量能計畫
家庭署

2,500,000

36,600,000

2,500,000

36,600,000

0

2,500,000

1.講座鐘點費、2.場地費、3.印刷費、4.膳費、5.交通費（實報實銷）、6.住宿
費、7.差旅費、8.業務費、9.資料收集費、10.稿費、11.宣導費、12.雜支。

0

1.據點加值服務輔導計畫1,737萬元【補助民間單位組成專業導團隊，包含補助
服務費（專業人員、專案輔導員、專案助理）、業務費（辦理本計畫之執行與
管理、臨時酬勞費、輔導訪視費、出席費、交通費、誤餐費、住宿費、場地
費、佈置費、講師鐘點費、器材租金、印刷費、保險費、宣導費、活動材料費
等工作所需經費）、成果活動費（辦理活動場地費、場佈費、印刷費、交通
費、誤餐費、住宿費、保險費、出席費、臨時酬勞費、器材租金費、材料費、
36,600,000
活動影像紀錄與錄影等費用）、專案計畫管理費】2.創新培力發展服務計畫
1,923萬元元【1.補助民間團體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形象識別，包含獎盃（
座、牌）、佈置費、器材租金、誤餐（膳）費、場地費、出席費、交通費、臨
時酬勞費、印刷費、保險費、影片製作費、執行製作費、單張製作費、作業軟
體製作費、資通訊登錄載具、專案計畫管理費、宣導文案製作費、住宿費、宣
傳費、裁判費、評審費。2.本署規劃、輔導及推動執行本項業務所需經費】。

專業服務費、場地費、佈置費、器材租借費、活動主持費、出席費、演出費（
個人最高2,000元、團體每組最高6,000元）、宣導費、印刷費、鐘點費（外聘最
6,000,000 高1,600元/時，內聘或未滿1小時者折半支給）、裁判費、獎盃（牌）費、交通
費、住宿費（每日最高1,000元）、膳費（每人每餐最高80元）、保險費、臨時
酬勞費（每小時133元）、專案計畫管理費（不超過總經費5%）。

衛生福利
107年活力老化系列活
1071F2404 部社會及
動計畫
家庭署

6,000,000

6,000,000

0

衛生福利 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
1071G2142C 部社會及 公約（CRPD）推動計
家庭署
畫-107年

21,149,539

20,849,000

300,000

業務費2,114萬9,000元【法規檢視計畫、國家報告計畫、教育訓練計畫、多元宣
21,149,000 導計畫（含 CRPD資訊系統平台、公民參與機制、宣導品製作刊登）、專案營運
費、專案計畫管理費】。

2,500,000

1.人事費100萬6,720元（所聘人員應具法律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
歷證明）、2.勞健保及退休提撥及相關保險費15萬7,944元、3.律師酬金1,090萬
15,637,000
元、4.專家學者出席費24萬7,500元（每人每場次以1,500元為限）、5.差旅費20萬
元、6.系統維護費250萬元、7.專案計畫管理費62萬4,836元。

衛生福利
身心障礙者法律扶助
1071G2143F 部社會及
計畫
家庭署

15,637,772

13,137,000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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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至107年縝密機構
衛生福利
式老化照顧專區、建
1071K2011 部社會及
構多元老化服務模式
家庭署
計畫（第二年）

2,519,000

2,519,000

0

一、研訂與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教育訓練初階課程或工作坊、辦理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巡迴輔導及老化專區觀摩185萬9,000元：1.人事費：研究（計畫）主持
人、協同主持人、專任（兼任）研究助理、保險。2.業務費出席費、印刷費、資
料蒐集費、差旅費、臨時酬勞費、膳費、講座鐘點費、場地租借佈置費、材料
2,519,000 費、稿費、行政管理費【以不超過計畫下人事費（扣除主持人與所有協同主持
人費）及業務費總和之10%為上限】、3.以上經費依本部社會福利政策類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除人事費，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調整並相互勻
支。二、業務費66萬元：辦理本計畫107年度之執行、管理與督導等工作所需經
費。
一、優先採購資訊服務平台系統功能提升與強化（系統維護費用、維運費用30
萬元 、系統增修及調整費用40萬元 。二、委託民間辦理優先採購辦法與系統運
用研究案80萬元：計畫主持人、專任/兼任研究助理等人事費；資料蒐集費、印
2,360,000
刷費、差旅費、臨時工資等業務費，以及執行本計畫之行政管理費。三、辦理
本計畫之系統諮詢、管理、6,488個公務單位查填資料之審查，408家機構團體或
庇護工場抽查稽核、輔導，及協助委託研究等相關業務費86萬元。

衛生福利 107年度優先採購資訊
1071K2012 部社會及 服務平台及相關業務
家庭署
推廣計畫

2,360,000

1,960,000

400,000

衛生福利 提升老人福利機構住
1071L2715 部社會及 民口腔照護服務品質
家庭署
計畫

8,000,000

8,000,000

0

衛生福利部

8,000,000

設置口腔診察服務據點800萬元（含醫療診療空間規劃及修繕費、充實牙醫設施
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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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
107年家庭支持資源網
1071M2070 部社會及
絡及服務躍升計畫
家庭署

14,500,000

14,500,000

0

衛生福利部

一、提升區域型家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效能方案1,000萬元：計畫主持人、協同
主持人、研究助理、保險、公提離職儲金或公提退休金、資料整理統計費、資料蒐集
費、稿費、審查費、設備使用及維護費、翻譯費、口譯費、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差旅
費、臨時酬勞費（每小時133元，依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膳
費、場地租借（含清潔）費、場地佈置費、器材租借費、演出費、活動道具費、活動主
持人費、交通車租借費、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費、雜支、印刷費、宣導費、行政管理
費、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
5%】。二、辦理「守護家庭小衛星─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訪視輔導方案
140萬元：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保險、公提離職儲金或公提退休金、
講座鐘點費、出席費、調查訪問費、差旅費、臨時酬勞費（每小時133元，依勞動部最
新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膳費、租金、場地租借費、場地佈置費、器材租借
費、印刷費、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費、資料整理統計費、資料蒐集費、撰稿費、審查
費、翻譯費、口譯費、設備使用及維護費、雜支費、行政管理費。三、推廣家庭價值與
14,500,000 親職教育相關措施90萬元：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差旅費、臨時酬勞費（每小時133元
，依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膳費、場地租借費、場地佈置費、器
材租借費、印刷費、審查費、宣導費、稿費、翻譯費、口譯費、演出費、活動道具費、
活動主持人費、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費、網站維護及更新、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
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5%】。四、單親培力計畫成效評估研
究方案80萬元：研究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保險、公提離職儲金或公提退休
金、出席費、調查訪問費、印刷費、資料整理統計費、資料蒐集費、差旅費、稿費、審
查費、設備使用及維護費、租金、臨時工資、雜支、行政管理費用。五、業務費140萬
元：辦理本計畫之執行與管理等工作所需經費。六、擬依政府採購法委外辦理，依本部
社會福利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核給經費；行政管理費用，以不超過計畫
下人事費（扣除主持人與所有協同主持人費）及業務費總和之10%為上限。以上補助項
目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調整並相互勻支（人事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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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
107年家庭服務方案專
1071M2021 部社會及
業增能計畫
家庭署

衛生福利
107年身心障礙者自立
1071P2184 部社會及
生活中心試辦計畫
家庭署

4,120,000

17,814,000

4,120,000

10,042,000

0

一、家庭多元服務方案專業人員教育訓練150萬元：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差旅費、稿
費、臨時酬勞費（每小時133元，依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膳
費、場地租借費、場地佈置費、器材租借費、印刷費、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費、專案計
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5%】。二、收出
養媒合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40萬元：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差旅費、稿費、臨時酬勞
費（每小時133元，依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膳費、住宿費、場
地租借費、場地佈置費、器材租借費、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費、印刷費、專案計畫管理
費【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5%】。三、未成年懷孕
預防及家庭支持宣導暨專業人員教育訓練70萬元：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差旅費、稿
費、臨時酬勞費（每小時133元，依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膳
4,120,000
費、住宿費、宣導費、場地租借費、場地佈置費、器材租借費、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
費、印刷費、宣導品、宣導素材製作（含設計、美編、審查、印刷等）、配送費及辦理
宣導活動、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
5%】。四、兒少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及自立生活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80萬
元：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差旅費、稿費、臨時酬勞費（每小時133元，依勞動部最新
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膳費、住宿費、場地租借費、場地佈置費、器材租借
費、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費、印刷費、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
（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5%】。五、業務費72萬元：辦理本計畫之執行與管理等工
作所需經費。六、擬依政府採購法委外辦理。以上補助項目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調整
並相互勻支。

7,772,000

1.修繕及開辦費400萬元（100萬元*4中心）、2.專案服務費178萬2,000元（3萬
3,000元*13.5個月*1人*4中心）、3.個人助理（或同儕支持員）服務費151萬2,000
元（2萬8,000元*13.5個月*1人*4中心）、4.場所租金192萬元（4萬元*12個月*4中
心）、5.專案業務費96萬元（2萬元*12個月*4中心）、6.教育訓練費120萬元（含
17,814,000
講座鐘點費、講座交通費、講座住宿費、印刷費、場地費（含佈置費）、器材
租金、膳費及雜支。每一單位最高補助新臺幣30萬元。）、7.宣導費200萬元、8.
專案管理費66萬8,000元（每案最高補助總經費之5%）、9.人才資料庫登記系統
377萬2,000元。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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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 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
1071R2021 部社會及 及充權培力研習宣導
家庭署
計畫

9,500,000

9,500,000

0

一、1.辦理兒少安全相關研究、宣導、研習、製作教材影片、兒童遊戲設施安全
檢驗及兒少諮詢代表培力方案350萬元、2.辦理兒童權利公約相關宣導研習活動
300萬元、3.辦理臺灣女孩日宣導活動300萬元。二、補助或委辦項目包括活動
費、宣導品費、影片（含短片或動畫）製作費、製作人員費、配樂製作費、後
期製作費、媒體通路宣導費、企劃及設計費、場地費、場地設計與施工、佈置
費、器材租借費、道具設計與製作、活動主持費、印刷費、翻譯費、撰稿費、
9,500,000 審查費、潤稿費、郵電費、表演費、出席費、差旅費、交通費、住宿費、運
費、計畫主持人費、協同主持人費、兼任研究助理費、授課鐘點費、團體領導
費、協同帶領員費、資料蒐集整理費、膳費、保險費、檢驗費、臨時酬勞費、
業務費（辦理本計畫活動規劃、執行與管理、業務宣導、法令政策之研擬蒐
集、補助案審核撥款、資料彙整統計、與地方政府協調聯繫、方案督導等所需
行政業務費）、雜支及專案計畫管理費（補助案雜支及專案計畫管理費不重複
補助）。

1.機構服務品質精進計畫：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含機構工作人員及安置個案
，每次1,200元，每案每年最高補助24次，並應檢據核銷）、個案督導費（辦理
團體工作輔導、個案督導等，每次以出席費2,000元計，機構內工作人員不得支
領）、講座鐘點費（辦理個案研討、親職教育、兒童少年福利講座、職前及在
職訓練、研習訓練或宣導活動等；視授課者學、經歷而定，外聘每節最高新臺
幣1,600元，內聘折半支給）、膳費（每人每餐以80元計）、差旅費（依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規定覈實報銷）、場地費（含佈置費）、購置圖書、印刷費、業務
12,500,000 費、雜支。2.編製機構性侵害防治工作手冊、辦理種子教師培訓及機構工作人員
教育訓練：人事費（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專案助理及兼任助理）、出席
費（性侵害防治工作手冊及教育訓練焦點團體、座談會人員，每人每次2,000元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不得支領）、講座鐘點費（辦理種子教師培訓及機
構工作人員教育訓練等；視授課者學、經歷而定，外聘每節最高新臺幣1,600元
，內聘折半支給）、膳費、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定覈實報銷）、場
地費（含佈置費）、印刷費、業務費、臨時酬勞費、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
費、專案計畫管理費。

衛生福利 107年度兒童及少年安
1071S2024 部社會及 置及教養機構服務品
家庭署
質精進計畫

12,500,000

12,500,000

0

衛生福利 107年度兒童及少年安
1071S2025 部社會及 置及教養機構院生學
家庭署
習成效提升計畫

6,000,000

6,000,000

0

衛生福利部

6,000,000

1.教育訓練講座鐘點費（每小時1,000元）、2.機構訪視費（每次2,000元）、3.交
通費、4.課輔老師鐘點費（每小時150元）、5.課輔教材費、6.印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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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 107年提升居家托育服
1071T2030 部社會及 務中心服務效能創新
家庭署
計畫

衛生福利
落實建構0-2歲兒童社
1071T2031 部社會及
區公共托育執行計畫
家庭署

9,000,000

7,300,000

9,000,000

7,100,000

0

1.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實務交流工作坊90萬元：依政府採購法委外辦理，補助講座
鐘點費、差旅費、撰稿費、臨時酬勞費、膳費、場地費（含佈置費）、印刷
費、專案計畫管理費等。2.精進居家托育品質創新計畫735萬元：（一）依政府
採購法委外辦理影片拍攝、媒體宣導、網路社群行銷等，補助臨時酬勞費、翻
譯費、口譯費、撰稿費、場地費（含佈置費）、印刷費、宣導費、宣導素材製
作（含設計、美編、審查、印刷等）、電視廣告、宣導短片製作（含拍攝、設
9,000,000
計、後製等）、活動道具費、宣導廣告拍攝、設計費、製作費、光碟壓製費、
配送費、器材租金及雜支等；（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各類創新計畫，補助講
座鐘點費、臨時酬勞費、出席費、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員費、差旅費、翻譯
費、口譯費、撰稿費、場地費（含佈置費）、印刷費、宣導費、器材租金、膳
費及雜支等。3.業務費75萬元：辦理本計畫之執行與管理等工作所需經費。以上
經費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調整並相互勻支。

200,000

一、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績效管考作業（370萬元）：規劃、執行、推動辦
理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績效管考作業及召開相關會議等事宜之業務費、差
旅費、場地費、佈置費、器材租金、講師費、出席費、撰稿費、印刷費、文具費、交通
費、膳費、住宿費、臨時酬勞費、保險費、購置電腦及其軟體費（4台）、專案計畫管
理費等。二、辦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訪視輔導業務、教育訓練、研訂工作手冊、觀摩研
習、年度發表會（200萬元）：1.人事費：研究（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
理。2.業務費：出席費、鐘點費、調查訪問費、印刷費、資料整理統計費、資料蒐集
費、差旅費、誤餐費、稿費、審查費、設備使用及維護費、租金、臨時工資、雜支費。
3.行政管理費用：不超過計畫人事費（扣除主持人與所有協同主持人費）及業務費總和
之10%為上限。4.以上經費依本部社會福利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調整並相互勻支。三、辦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營運成本分析（80
7,300,000
萬元）：1.人事費：研究（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2.業務費：出席
費、鐘點費、調查訪問費、印刷費、資料整理統計費、資料蒐集費、差旅費、誤餐費、
稿費、審查費、設備使用及維護費、租金、臨時工資、雜支費。3.行政管理費用：不超
過計畫人事費（扣除主持人與所有協同主持人費）及業務費總和之10%為上限。4.以上
經費依本部社會福利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
調整並相互勻支。四、辦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成效評估（80萬元）：1.人事費：研究（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2.業務費：出席費、調查訪問費、印刷費、資
料整理統計費、資料蒐集費、差旅費、稿費、審查費、設備使用及維護費、租金、臨時
工資、雜支費。3.行政管理費用：不超過計畫人事費（扣除主持人與所有協同主持人
費）及業務費總和之10%為上限。4.以上經費依本部社會福利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
編列基準表編列；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調整並相互勻支。

衛生福利部

共 12 頁，第 11 頁

1.計畫人事費、業務費、行政管理費，擬依政府採購法委外辦理，依本部社會福
利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核給經費；行政管理費用，以不超過計
900,000
畫下人事費（扣除主持人與所有協同主持人費）及業務費總和之10%為上限。以
上補助項目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調整並相互勻支。2.業務費。

衛生福利 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
1071U2042 部社會及 女及其家長商談服務
家庭署
成效檢討計畫

900,000

900,000

0

衛生福利 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
1071U2043 部社會及 務個案管理暨媒合資
家庭署
訊系統建置計畫

8,550,000

6,550,000

2,000,000

1.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個案管理暨媒合資訊系統建置費850萬元（擬依政府採
8,550,000 購法委外辦理）、2.業務費5萬元：辦理本計畫之執行與管理等工作所需經費。
以上補助項目得依實際採購議價金額調整並相互勻支。

衛生福利
學員生活品質與公共
1071S2016 部少年之
安全提升計畫
家

2,080,000

0

2,080,000

2,080,000 1.汰換冷氣機38萬元、2.電梯汰舊換新工程170萬元。

衛生福利
107年度長照多元服務
1071L2721 部東區老
資源發展計畫
人之家

1,500,000

950,000

400,000

衛生福利部

1.專案服務費47萬2,500元（社工員3萬元5,000元*13.5個月*1人）、2.臨時酬勞費
26萬8,000元（駕駛133元/時*8小時/日*252日）、3.團體領導費3萬元6,000元（
1,200元/時*30時）、設施設備及耗材費17萬3,500元（換藥車、氣墊床、輪椅、
1,350,000
烤箱、微波爐、電視櫃、電子血壓計、額溫槍、耗材費）、其他購置固定資產
40萬元（按摩椅、跑步機、電動腳踏車、肢關節訓練器、踏步機、活動用桌
椅、沙發椅、電冰箱及流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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