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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益彩券回饋金創新計畫 
守護家庭小衛星─ 

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 (草案) 

 

壹、 計畫緣起 

    家庭為人類社會生活的核心，對個人發展與社會穩定有其重要

的意義與功能。惟因人口結構與社會發展的變遷、貧富差距擴大、

就業市場緊縮及家庭解組等現象，使得家庭已無法如往昔發揮正常

功能，家庭能量有逐漸減弱之趨勢，影響家庭中成員難以獲得穩定

且妥適的照顧。因此，為維持家庭功能正常運作，提供家庭相關支

持性服務措施，以分攤家庭照顧能量，促使家庭健全發展，已成為

政府首要任務。 

    當家庭持續面臨不同的挑戰，有賴政府與社區非營利組織等各

社會團體建立夥伴關係，透過公私部門、跨網絡合作，建構完整社

區服務資源網絡以提供家庭支持服務體系，協助並預防各類家庭危

機之發生，進而落實家庭政策「發展全人照顧與支持體系，促進家

庭功能發揮」之重要目標。惟現有兒少家庭服務體系，著重於補救，

缺乏預防;初級預防發展不僅未臻健全且資源嚴重分散不均，致難

從源頭阻斷並遏止家庭問題之發生，尤其當家庭初期失衡、發生危

機時，倘缺乏第一線防護網先穩住並支持家庭功能持續穩定運作，

後續反需付出更多社會成本避免家庭問題的發生。因此，為提升家

庭正向能量，並降低負向因子對家庭之影響，強化社區資源網絡推

動初級預防之功能更顯重要。 

    要達到初級預防之目標，宜先建置普及與可近性之在地化服務

資源網絡，以即時回應並貼近社區或轄內兒少家庭之需求，本署目

前積極推動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家庭中心)透過以「兒少為

重、家庭為核心、社區為基礎」之模式，提供近便，友善及整合性

家庭支持與預防服務。惟查家庭中心因以公部門場地、人力為主，

拓點非短時間內可達成，反觀各類型非營利組織既存於社區內，願

意投注心力於弱勢家庭的服務，如能串聯、整合、培植其力量，就

能成為最貼近民眾的守護家庭小衛星。當家庭一出現照顧與教養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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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弱化危機時，小衛星(據點)旋即扮演第一線的關懷陪伴及支持角

色，穩定且維繫家庭照顧功能，避免家庭問題更加惡化。倘小衛星

所服務之家庭問題更趨複雜時，則轉由家庭中心提供更深度之輔導

處遇與資源連結等服務。  

    藉由加強小衛星與家庭中心之連結，使家庭中心成為小衛星重

要的「後送單位」，同時小衛星也扮演著家庭中心服務網絡深入社

區之「前線戰士」，透過多層級服務的提供，達到由小而大、由點

而線而面服務擴展與延伸之效果，建構普及且完整的社區支持服務

網絡，促使在地民眾可以得到及時、完善、優質的服務，協助家庭

得以健全發展，同時滿足兒少家庭都能獲得有品質且延續性的關懷

照顧，爰訂定本實施計畫。 

貳、 計畫目標 

一、 發展以家庭為核心、社區為基礎之整合性支持服務體系，落

實家庭政策推動目標。 

二、 透過多層級服務之提供，提升家庭支持服務之廣度與深度。 

三、 辦理初級預防、支持性與發展性等多元服務方案，強化家庭

功能。 

四、 培植在地社會團體，建構普及性、多元性及可近性之家庭支

持服務網絡。 

參、 實施期程 

 106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肆、 經費需求及來源 

每年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  

伍、 服務對象 

以隔代家庭、單親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原住民家庭、外籍配

偶家庭、受刑人家庭、經濟弱勢等弱勢兒童及少年家庭為優先。 

陸、 主辦單位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柒、 承辦單位： 

經主辦單位擇定培植或規劃承辦執行本項計畫之機構、基金會及

團體(以下簡稱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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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施策略及方法 

一、 主辦單位： 

(一) 依轄內兒少家庭政策發展方向，進行資源統整規劃，

盤點轄內需求及資源配置情形。 

(二) 依據地區現況、區域需求與資源程度，擇定欲佈點

之服務區域及承辦單位。 

(三) 以全縣(市)角度，撰寫整體規劃內容，輔導承辦單

位研提補助計畫，並辦理計畫初審及核銷作業。 

(四) 協調小衛星與區域型綜合福利服務中心或家庭中心

進行雙向合作。 

(五) 自行規劃辦理或委由特定小衛星結合其他小衛星共

同辦理年度訓練或培力計畫及在地創新服務方案。 

(六) 每半年應辦理一次小衛星聯繫會議，並配合本署彙

送相關調查及統計分析資料(附件 1)。 

二、 承辦單位： 

(一) 依據轄內兒少家庭之問題與需求，辦理課後安心關

懷服務措施、多元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促進親子關

係活動與在地創新服務方案。 

(二) 針對需進一步關懷訪視輔導需求之家庭，連結區域

型綜合福利服務中心或家庭中心共同提供服務。 

(三) 配合主辦單位推展或串聯小衛星辦理相關大型性活

動方案。 

(四) 接受主辦單位辦理相關督導考核及訓練培力機制。 

(五) 每半年提報主辦單位相關服務調查及統計分析報表

(附件 1)。 

三、 補助內容 

(一)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應研提整體規劃

內容(附件 2)，併同承辦單位所提計畫(附件 3)

一併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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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每年至少應培植

5個小衛星，且最多以補助 10個小衛星為原則。

如為離島偏鄉等特殊情形，報經本署同意者，不

在此限。培植小衛星之服務區域不限是否為在同

一鄉鎮市區。 

3. 每個小衛星至少需服務 15 名兒少，並檢附兒少

名冊(附件 4)。每一學區原則以補助 1個小衛星

為原則。 

4. 承辦單位於該服務區域已獲本署補助辦理弱勢

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計畫者，不得申

請。 

(二) 補助項目及基準： 

1. 專業服務費 ：補助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

政府最多補助 1名。 

2. 小衛星場地使用費：含場地租金、水費、電費、

網路費、場地租金、清潔費及兒少閱讀書籍，每

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1萬元。 

3. 課後安心關懷方案：課後照顧人員費(每小時補

助 150 至 250 元)、膳費、團體輔導帶領者鐘點

費、講座鐘點費、講座交通費、講師住宿費、印

刷費、教材費、器材租金、場地費及膳費。 

4. 多元家庭支持服務方案：講座鐘點費、講座交通

費、講座住宿費、團體輔導帶領者鐘點費、印刷

費、交通費、場地費(含佈置費)、住宿費、器材

租金、教材費、膳費及臨時酬勞費。 

5. 促進親子關係活動方案：講座鐘點費、講座交通

費、講座住宿費、團體輔導帶領者鐘點費、印刷

費、交通費、場地費(含佈置費)、住宿費、器材

租金、教材費、膳費及臨時酬勞費。 

6. 在地創新服務方案：依當地需求提供創新服務方

案，補助講座鐘點費、講座交通費、講座住宿費、



5 
 

印刷費、交通費、場地費(含佈置費)、住宿費、

器材租金、教材費、膳費及臨時酬勞費。 

7. 強化小衛星組織培力方案：補助講座鐘點費、講

座交通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場地費、臨時酬勞

費、器材租金、教材費、交通費、印刷費及膳費

及雜支。 

8. 辦理小衛星聯繫會議：補助講座鐘點費、講座交

通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場地費、臨時酬勞費、

器材租金、交通費、印刷費及膳費。 

9. 認輔志工誤餐費：每案次最高補助新臺幣150元，

每案每月最高補助 8次。 

10. 雜支。 

玖、 督導及考核 

一、 為暸解承辦單位之辦理情形，主辦單位必要時應進行實地

訪視、辦理觀摩研討、委託專家學者訪視輔導或召開相關

會議，俾發現問題即時改進，提升服務品質，確保本案執

行績效。 

二、 承辦單位應提報相關服務統計報表、接受督導評估並配合

參加相關研習與培力訓練，其相關成效與行政配合事項得

列入下年度補助之參考。 

三、 主辦單位於提報承辦團體核銷文件時，應併同檢附本案整

體執行成效與檢討報告，以作為未來具體改善與服務發展

之參考。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視執行情形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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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守護家庭小衛星─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 (草案)」成果半年報 

 

統計期間：       年 上/下半年 (自    年  月至      年      月)                                           服務縣市別：      縣市別/區域 

服務個案數 

家庭類別 隔代 單  親 身心障礙 原住民 外籍配偶 受刑人 經濟弱勢 其  他 總計服務(戶數) 

戶數   
男性家長   

            
  

女性家長   總計服務(人數) 

人數 
男                     

女           

服務項目 課後安心關懷方案 多元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促進親子關係活動方案 在地創新服務方案 
強化小衛星(小衛星)組織培力方

案 
志工參與

人數 

服務個案

轉介 

中心之案

件數 統紀項目 方案數 人數 人次 方案數  人數 人次 方案數 人數 人次 方案數 人數 人次 場次 人數 人次 

統計數                  

備    註 
 

註： 

一、家庭類別統計請以複選方式計算，總計服務戶數及人數部分請以實際案量計算。 

三、每半年統計資料務請於每年 1月 5日、7月 5日前送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彙辦，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於每年 1月 10日、7月 10日前以傳真或

電子郵件方式送本署，請確實依規定按時提報，提報情形將作為本署核定次年度補助之參考。(本署承辦人員及電子信箱及傳真電話詳見核定函) 

填表單位：                             填表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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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守護家庭小衛星─    縣/市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 (草案)
整體規劃內容 

一、 計畫名稱： 

二、 背景說明： 

(一) 盤點區域需求與資源配置之規劃： 

1. 依轄內兒少家庭政策發展方向，進行資源統整規劃。 

2. 對轄內兒少家庭資源現況進行通盤檢視，包含：現有轄內各服務區

域兒少家庭服務資源配置狀況、資源不足尚待建置之區域、及擬優

先規劃培植之服務區域。 

(二) 配置小衛星之區域分析：針對擬佈點區域進行以下人文與物理環境分

析： 

1. 社區人文分析：社區人口組成與家庭類型、社區經濟活動與產業狀

況、社區機構與組織、社區歷史與文化傳統。 

2. 物理環境分析：社區地理環境及交通狀況、社區基礎建設與空間資

源狀況。 

3. SWOT分析 

三、 計畫目標： 

四、 實施策略：依據轄內弱勢兒少家庭政策發展方向與整體相關資源規劃，推動

整合性照顧與延續性服務資源網絡，依轄內區域需求辦理以下事項： 

(一) 擇定擬扶植之小衛星數量、承辦單位、服務區域、小衛星地址。 

(二) 建構與協調協調小衛星與區域型綜合福利服務中心或家庭中心進行雙

向合作。 

(三) 辦理小衛星年度活動之規劃： 

1. 自行規劃辦理或委由特定小衛星結合其他小衛星共同辦理小衛星

年度訓練或培力計畫及在地創新服務方案。 

2. 建構小衛星溝通聯繫平台與連繫會報之規劃。 

3. 依據在地需求與區域特性辦理其他相關服務事項。 

五、 預期效益： 

六、 經費來源： 

七、 成效評估方式及督導計畫： 

八、 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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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小衛星─    縣/市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 (草案) 
申請書(格式) 

一、 計畫名稱：  

二、 方案緣起： 

(一) 社區背景說明。 

(二) 社區問題分析：找出在地社區與轄內弱勢兒少家庭面臨之問題。 

(三) 社區需求評估：依據社區與轄內弱勢兒少家庭所遭遇問題，評估所需

之服務。 

三、 計畫目標： 

四、 實施地點(服務區域)/承辦團體： 

五、 計畫內容： 

(一) 服務執行模式：服務提供的型態、內容、時間與次數。 

(二) 服務內容安排規劃：包含課程與服務規劃之內容/主題/名稱、擬聘請

之講師、參與人數。 

(三) 投入資源：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 

(四) 社區資源盤點：社區類似服務資源、可運用之社區資源及潛在社區資

源。 

(五) 擇定合作與連結之區域型福利服務中心與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並說明

合作方式(附上合作流程圖)。 
六、 服務效益： 

七、 方案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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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守護家庭小衛星─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 (草案)」 

兒少服務名冊 

序號 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 

家庭狀況 

1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2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3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4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5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6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7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8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9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10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11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12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13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14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15 
  □ 隔代教養□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 

□ 經濟弱勢□其他（請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