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

編號
科別 承辦人 分機 單位名稱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容 辦理時間 計畫總金額

單位申請

補助金額
核定金額 核定意見

社工科 廖景賢 377508
社團法人台中市社會

工作師公會

提升社會工作專業品

質訓練計畫-社會福

利機構服務績效成果

展現

社會工作專業品質訓練計畫辦理「論文寫作工

作坊」及「論文發表研討會」，希冀透過專家

學者的經驗分享與論文寫作技巧的傳授，使參

與的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將其工作經驗整合及組

織成論文，並將相關成果公開於網際網路，讓

社會福利的實務工作經驗可以被看見及傳承。

107/7/1~10/26 90,050 72,040 0
本案屬論文發表，考量公彩經費有限，不予補助，

建議可向中央或學術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107-2救-般-1 救助科 蘇娑玉 3720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幸

福家庭促進協會

107年度「開發專屬

你的財務IQ」計畫

透過系列財務管理課程，邀請本市低收、中低

收入戶或弱勢家庭親代與子代共同參與，提升

財務知能，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107/8/15~9/19      106,418       85,134 85,134

補助項目：膳食費、場地佈置費(最高8,000元)、講

師鐘點費(外聘最高1,600元、內聘最高800元)、講

師交通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印刷

費、雜支。

婦平科 侯宛妤 37616
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

協會

新二代外交官多元文

化體驗營

通過外交部的參訪交流，南向政策的座談，讓

新二代未來探索啟動夢想，藉由文物探索課程

，提升新二代自然觀察的能力及其關心未來的

目標，以及異國童玩的體驗，從各式童玩中認

識東南亞國家文化及培養尊重多元文化之觀

念。

107/08/10~08/11 122,336 152,920 0

一、本案活動經評估屬於參觀及旅遊活動，不符合

公彩補助項目原則，故不予補助。

二、計畫總金額與單位申請補助金額有誤，請業務

單位再督導申請單位確實撰寫計畫書。

107-2婦-般-1 婦平科 侯宛妤 37616
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

協會

新住民義消種子師資

培訓暨巡迴宣導活動

計畫

創造機會讓新住民不同的領域發展，鼓勵新住

民自我發揮，在「以人為本、雙向多元」的交

流原則下，強化教育、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合作

，結合新住民及新住民二代的力量，提升臺灣

與東協及南亞各國雙邊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合

作。

107/06/23~12/02 352,240 280,990 97,200
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場地佈置費、印刷費、場地

租借費、教材費

107年度第2次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自辦方案之審查結果一覽表【34案】

注意事項：

一、請於計畫辦理完竣14日內，函送本局憑撥補助款，逾時恕不予受理。

二、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況，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原計畫項目、執行進度、進度及計畫總經費時，應詳述理由，層報本府業務單位核准後方

得辦理；    其經費有變更者，除不可歸責於受補助單位外，以函報本府業務單位一次為原則，且應於計畫預定結束日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三、各項補助請依補助項目及基準第四條經常門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辦理。最高補助額度：(一)「教材費」每案最高補助不得超過8,000元、（二）「郵資費」每案最高補助不得超過10,000元、（三）「場地佈置費」每案最高補助不得超

過8,000元、（四）「場地租借費」每案最高補助不得超過20,000元、（五）「保險費」每案最高補助不得超過10,000元、（六）「車輛租借費」每案最高補助不得超過100,000元、（七）「通譯費」每案最高補助不得超過5,000元。

四、依本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項目及基準，單位應自籌經費百分之二十以上，如有不足，應繳回差額。

五、購置之設備請辦理會內財產登記及清冊，並註明「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補助」字樣，且補助項目未達最低使用年限者請妥善保管，不得重複申請。

六、補助費用請核實支付，並應按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稅法規定及政府採購程序，專款專用。

七、其他相關事項請依「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運用作業要點」及「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辦理。

一般性方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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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科別 承辦人 分機 單位名稱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容 辦理時間 計畫總金額

單位申請

補助金額
核定金額 核定意見

長青科 陳嘉興 37442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中杏社會福利基金會

老人懷舊之旅陪伴照

顧方案

辦理紓壓團體課程、水療團體課程、多元感官

團體課程及老幼共學戶外參訪，期提高長輩自

我認同，追求不失能、不憂鬱、快樂活耀的老

年生活。

107/6/1~11/1 281,430 225,144 0

一、經審查本計畫為辦理老幼共學戶外參訪及紓

壓、水療、多元感官之團體課程，每次課程僅服務

10位長輩，除未達一定經濟效益外，計畫中亦未見

詳細服務內容(如課程服務時數、招生對象與限制，

是否針對失能或經濟相對弱勢長輩及相關收費情形

等)。

二、再查該會今(107)年業經本府衛生局補助辦理預

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與社區整體照顧C級服務據點

，考量本計畫內容與前述兩計畫方案相似，為使資

源有效利用及分配，爰本案不予補助。

長青科 陳嘉興 37442
社團法人臺中市原住

民族勞工權益促進會

『活化老化、部落耆

老YOUNG起來』

因該會未於制式計畫申請書簡述計畫內容，故

參採本計畫具體目標簡述如下:

1.尋找部落傳統美食的起源，為部落美食文化

與食材建檔以提供文化傳承。

2.辦理一場「讓食材說話」的原鄉、原味美食

展，重新找回原鄉食材的感動。

3.研發創新三款機能性組合介護餐食。

4.辦理活化在地耆老新生命，為老長輩洗腳感

恩活動。

5.配合原鄉文化健康站之啟用聯合揭牌儀式。

107/5/21~8/31 474,030 300,000 0

經審查案附資料，本計畫執行之內容豐富，惟辦理

期程及具體目標顯未能與本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

助要點及規定相符。次查本計畫大致為辦理原住民

族之文化健康站、文化保存及推廣，建議貴會可逕

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洽詢是否有相關補助。

107-2兒-般-1 兒少科 陳俐均 3752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優

質家庭教育發展促進

會

107年暑期兒少社區

服務培訓營

為提升學童學校之課業與課外的學習，期待用

較活潑的教學內容使孩子於玩樂中成長，並且

能將所學之知識運用在生活中，增添孩童學習

的樂趣，另也藉由團體活動建立社會化情操，

讓孩童學習與他人合作的能力，並激發奮發向

上的鬥志。

107/7~107/8 110,000 88,000 50,000
一、補助項目：技藝及訓練班等課程鐘點費、印刷

費。

107-2兒-般-2 兒少科 何家瑗 37509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中杏社會福利基金會

早期療育無礙吾幼-

專業系統化支持情緒

障礙兒童及家庭照顧

計畫

本案由專業人員支持情緒障礙兒童之家庭照顧

者，使其能面對及接納孩童的獨特性，與孩子

建立正向支持親子關係，其內容含家長教養賦

能講座、親子互動遊戲團體、家長減壓團體、

專業督導支持系統課程。

107/06/1~11/1 338,797 271,038 198,000
一、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印刷費、材料費、膳食

費、講師交通費、臨時酬勞費、雜支

二、執登於貴會講師鐘點費內聘為800元

兒少科 何家瑗 37509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中杏社會福利基金會

愛回自己的十二堂

課-早期療育親職服

務

本案辦理愛回自己12堂課程（講座8場、團體2

梯，每梯2次），讓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家長能

獲得新教養知能和獲得同儕間的相互支持力

量。

107/09/08~11/24 101,145 80,916 0
本案辦理地點皆為潭子區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與本市委託方案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所辦親職講

座業務重疊，故不予補助。

107-2兒-般-3 兒少科 林子傑 37537
社團法人台中市晨星

社區服務協會

暑假單親/弱勢家庭

子女課後照護

為了解決孩子課業及課後安全問題，培訓四位

課輔老師及志工，以年級分班實施辦理暑假課

後陪讀班、國中小補救教學、國小品格教育及

團康活動及暑期兒童夏令營，透過以上服務期

望改善孩童學習低成就及培養孩童獨立完成任

務之能力。

107/7/8~8/24 120,400 96,320 84,280 一、補助項目：膳食費、臨時酬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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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科別 承辦人 分機 單位名稱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容 辦理時間 計畫總金額

單位申請

補助金額
核定金額 核定意見

107-2兒-般-4 兒少科 林子傑 37537
社團法人臺中市社區

文化協進會

2018勁陽牧禾-陪伴

成長計畫

藉此照顧方案，使參與之弱勢家庭孩童暑假期

間有一個穩定、充實、安全及提供溫碾、健康

照顧的環境，減少孩童暑假期間獨自在家造成

危險的風險，亦可避免孩童在外遊蕩或進入不

良場所，另透過課業輔導增進孩童的學習品質

及自我成長之動機。

107/7/1-8/31 207,220 165,000 125,200 一、補助項目：膳食費、教材費、臨時酬勞費

107-2兒-般-5 兒少科 林子傑 37537
社團法人臺中市多福

教育關懷協會

107年KIDS POWER暑

期課程

透過暑期課後照顧增加學童多元知能學習，並

激發學童多元文化探究興趣及擴展生活視野，

及早了解自己的性向及興趣所在。

107/7/1~8/31 164,640 131,712 93,552
一、補助項目：膳食費、教材費、臨時酬勞費

兒少科 林子傑 37537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

好牧人全人關顧協會

2018暑期兒童品格安

親營

期待透過品格的教學，以及新學期課業的輔導

來幫助每個孩子，使其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

值觀。

107/7/2~7/27 214,200 171,360 0

本案因該會未於期限內補交活動場地建築物公安檢

查申報合格證明、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合格證明

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考量環境安全問題會影響

兒少人身安全，故不予補助。

107-2障-般-1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

利基金會

心情FUN輕鬆-心智障

礙者家長支持及成長

團體

本案幫助心智障礙者家長情緒支持及成長，使

他們透過團體讓家屬獲得正向能量並更認識心

智障礙者，減少家屬對心智障礙者過多的期

待。預計服務人數80人次

107/7/28，107/8/4、

8/11、8/18、8/25，

107/9/1、9/8、9/15共8

梯次

106,034 88,362 65,000

一、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印刷費、教材費、場

地租借費、膳食費、雜項支出。

二、計畫書服務人數增加為15至20人。

三、計畫書中上課時間拉長。

四、可開放給其他單位一起參與。

五、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函送本局同意後，

始得辦理。

六、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

107-2障-般-2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

利基金會

愛(礙)要大聲說-心

智障礙者家長及服務

對象心理輔導計畫

本案幫助心智障礙者面臨壓力、挫折時能夠找

出解決的方法與因應之道，使用相關媒材，提

升心理效能。

本案幫助心智障礙者家長所帶來的身心壓力，

連結專業心理諮商師，以達到心裡危機問題舒

緩。

107/7/12~107/11/30 219,802 183,168 100,800

一、補助項目：專家學者出席費、印刷費、教材

費、雜項支出。

二、建請教保員、社工員陪同服務對象一併參與諮

商。

三、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並敘明辦理日期，

函送本局同意後，始得辦理。

四、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

利基金會

馬背上的豐富與奧

妙-身心障礙馬匹輔

助教育陪騎員訓練

本案藉馬匹做為學習媒介進行馬匹輔助教育，

幫助服務對象放鬆心情、支持服務對象從馬術

教練身上學習騎馬知識與要領，全方位提供服

務對象身體和精神上的支持。

107/05-09分兩梯次 259,600 207,680 0

馬術輔助教育對象應是以自閉症等障礙者方有成效

，本計畫服務對象為機構團體之工作人員，服務效

益未有定論，考量公彩盈餘經費有限，不予補助。

107-2障-般-3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台中市潭仔墘綜合障

礙福利協進會

小兒麻痺體適能技巧

運用

本案為使小兒麻痺會員在體適能技巧相關學

識、智能上更進步，在體適能技巧中，了解自

己適合何種運動以達到身體上的舒適並能促進

身心的健康。

也讓小兒痲痺會員在體重上、腰圍上能夠控制

，以增進其身體的活動力。

107/07/06~107/09/15 64,527 60,875 36,800

一、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印刷費、郵資、場地

布置費、場地租借費、志工交通費、教材費、雜項

支出。

二、建請聘請後小兒麻痺的專家學者、講師(委員推

薦中山藥學醫院復健科何主任)，來演講小兒麻痺如

何活動才不會導致病情更嚴重、如何幫助小兒麻痺

患者實施體適能，或附上講師學經歷證明。

三、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函送本局同意後，

始得辦理。

四、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倘若單位未依規

定辦理，將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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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科別 承辦人 分機 單位名稱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容 辦理時間 計畫總金額

單位申請

補助金額
核定金額 核定意見

107-2障-般-4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臺中市山海屯脊髓損

傷協會

脊髓損傷家庭照顧支

持與訓練研習營

本案從照顧者生理、心理、社會三方面下手，

藉由此計畫，減輕照護者的照顧負荷壓力，得

到正向的情緒滿足，也提供給家庭照顧者，一

個可互相交流、分享彼此照護經驗的舒壓管道

，進而提升家庭整體生活品質。

107/10/28~107/10/29 192,200 153,760 61,000

一、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印刷費、膳食資、場

地布置費、場地租借費、車輛租借費、教材費、雜

項支出。

二、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

107-2障-般-5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台中市山海屯聲暉協

進會

聽障生暑期主題式體

驗營

本案於暑假期間辦理相關學習課程，希望能增

近聽障生人際溝通、互動之觀念，並藉由不同

的主題課程體驗，了解團隊合作，增加解決問

題之重要性，從中探索自我，也替忙於工作之

家長提供喘息空間。

107/07/17~107/08/11 286,412 229,130 83,000

一、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技藝及訓練等課程鐘

點費、通譯費、印刷費、保險費、膳食費、車輛租

借費、場地租借費、郵資費、場地布置費、教材

費、雜項支出。

二、惟計畫中聽障生參與人數須達到7成。

三、惟計畫中課程表未能了解，請提供詳細說明。

四、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函送本局同意後，

始得辦理。

五、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

107-2障-般-6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台中市山海屯聲暉協

進會

遊學停看聽~聽障家

庭親子共學體驗營

本案透過戶外參訪活動的辦理，拓展聽障子女

及手足的生活經驗，提供聽障者家屬彼此交流

支持、經驗分享、知能學習的管道與機會，增

進親子間的互動關係，舒緩、解決聽障家庭壓

力與問題。

107/10/20~107/10/21 128,520 102,816 58,000

一、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訓練課程費、通譯

費、印刷費、保險費、膳食費、車輛租借費、場地

租借費、郵資費、場地布置費、志工交通費、雜項

支出。

二、服務對象聽障者須達到一定比例參與。

三、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函送本局同意後，

始得辦理。

四、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

107-2障-般-7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社團法人臺中市愛無

礙協會

有愛無礙社區參與能

力培力計畫

本案培養身心障礙者手工藝技能，學習皮雕製

作、增進創造能力的訓練方式以及強化社會餐

與、增進人際關係創造學員成就感進而達到經

濟獨立。

107/07/01~107/11/30 101,646 81,317 51,000

一、補助項目：技藝及訓練班等課程鐘點費、教材

費、印刷費、膳食費、保險費、專家出席費、郵資

費、場地費、雜支。

二、惟計畫中服務對象由心智障礙者優先參與改為

身心障礙者優先參與。

三、預期效益以社會參與為主題來說明。

四、成果展~「行銷實戰」班較不符公彩補助精神，

建議修改文字。

五、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函送本局同意後，

始得辦理。

六、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

107-2障-般-8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社團法人台中市身心

障礙福利協會

107年身心障礙自行

車環台前集訓

本案藉由環台集訓活動，讓更多身障者走出戶

外，並參與健康的戶外自強活動。也藉著訓練

身障者強健的體魄，讓身障者也能以自行車環

島的方式，參與國內的自行車環島旅行，體驗

台灣之美。

107/07/14~107/09/15 130,916 104,728 65,000

一、補助項目：課程鐘點費、膳食費、志工交通

費、場地租金、場地布置費、教材費、保險費、雜

支。

二、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

107-2障-般-9 身障科 高心祐 37337
臺中市山海屯國際生

命線協會

散播生命種子-107年

臺中市專業人員會談

能力訓練

本案讓在助人服務角色的位置轉變之下，期待

透過課程的訓練，提供1995專線本年度新進協

談志願服務人員、在職協談志願服務人員及社

福網絡相關工作人員對於會談能力增長與精

進。

107/07/06-107/11/30 115,000 92,000 57,000

一、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印刷費、教材費、膳

食費、雜項支出。

二、請依上揭核銷注意事項辦理。

第 4 頁，共 6 頁



計畫

編號
科別 承辦人 分機 單位名稱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容 辦理時間 計畫總金額

單位申請

補助金額
核定金額 核定意見

107-2障-般-10 身障科 廖可傑 37327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

中教區附設台中市私

立慈愛發展中心

慢飛天使與我(襪)同

行，親子親師健走及

DIY學習互動之旅

藉由辦理親子親師走進社區健走活動為起點，

設計加入許多能讓身心障礙者與親屬或社會大

眾一起合作與我完成襪子娃娃DIY及園藝治療作

品。透過活動宣導讓社會大眾能了解台中慈愛

各項服務及拉近民眾與身心障礙者的距離。

107/11/17-11/17 77,496 61,496 56,000

一、補助項目：車輛租借費、技藝及訓練班等課程

鐘點費、教材費、講師交通費、保險費、膳食費、

印刷費、雜支。

二、惟計畫書內課程時間表格標示不清，請依據各

分類組別呈現課程表，另計畫內容應避免使用治療

用語，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函送本局同意後

，始得辦理。

107-2障-般-11 身障科 廖可傑 37327
社團法人台中市啟明

重建福利協會

「音符跳動，聲咚擊

嘻」-視障生課後進

階音樂教室

藉由樂器及音樂課程之訓練，適性啟發、增進

視障生之潛能興趣，透過音樂的陶冶、強化內

在的力量，發掘及體悟個人情感及潛意識，有

鑒於106年上半年度視障孩童成果校益良好且學

習動機佳，而學習不應停滯，為了帶給孩童更

有延伸未來發展性，故辦理進階課程，下半年

度本會將規劃簡易並更有系統之音樂課程，課

程進入進階課程，強化視障孩童對音樂、樂器

技巧、加強小組互動，予孩童學習不中斷，加

強學習力。

107/08/04-12/16 140,450 112,360 81,000
一、補助項目：技藝及訓練等課程鐘點費、場地租

借費、場地佈置費、教材費、郵資費、雜支。

107-2障-般-12 身障科 廖可傑 37327
社團法人台中市啟明

重建福利協會

把心交給我，讓我與

你在一起～視障者同

儕支持團體

本計劃將分為兩項課程進行，以自身的故事作

為經驗傳承、自我倡議、心理支持，提升成員

自我價值觀強化自信心，陪伴著同是視障者成

員給予正向支持以期達到獨立自主能力。

107/07/28-11/25 105,000 84,000 80,000

一、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場地佈置費、膳食

費、郵資費、雜支。

二、本案以15場次核列，惟計畫書內容課程表未標

示時間，另身權公約所聘講師請檢附相關訓練證明

文件，部分課程可另聘有視障工作經驗講師擔任，

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函送本局同意後，始得

辦理。

107-2障-般-13 身障科 廖可傑 37327
社團法人台中市啟明

重建福利協會

我的「視」界，由我

創造！視障者登山體

適能養成班

本計劃案以登山活動為此體適能之媒介導引視

障者拓展活動空間及休閒活動，增進身心健康

，發揮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使體適能運動全

面普及於視障者。

107/07/14-11/02 150,060 121,648 110,000
一、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車輛租借費、膳食

費、保險費、雜支。

107-2障-般-14 身障科 廖可傑 37327
社團法人台中市身障

福利協進會

107年身障者科技輔

具與社會環境評比計

劃

推動無障礙環境重要性並非只是身障者需要，

更是考驗老年化社會來臨前準備就緒的前序，

透過此計畫讓身障者了解自身相關的權益保障

及認識無障礙普及的重要性，讓身障者學習到

應有的尊重與人權，更落實政府推動無障礙環

境的重視。

107/10/13-10/15 206,534 165,227 50,000

一、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場地佈置費、場地租

借費、車輛租借費、膳食費、保險費、郵資費、雜

支。

二、惟計畫書內容課程表格時間誤植，另教學進度

計畫建議刪除研討、宣導欄位並保留內容課程細節

，綜上請貴會修正計畫書後，函送本局同意後，始

得辦理。

107-2障-般-15 身障科 廖可傑 37327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

中教區附設立達啟能

訓練中心

運動無界限心障礙者

樂活體適能活動方案

身心障礙者的老化速度更比一般民眾增加20%。

例如：即30歲身心障礙者已約為一般民眾45歲

的退化狀況，(本中心的年齡層大多為30-45之

間)而身心障礙者的障礙類別與嚴重程度不同也

會影響其提前老化的程度，身心狀態各樣的情

況，因此適度的運動對心智障礙者來說更是有

迫切的需要。

107/07/02-11/26 112,500 90,000 73,000 一、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印刷費、教材費。

資本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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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科別 承辦人 分機 單位名稱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容 辦理時間 計畫總金額

單位申請

補助金額
核定金額 核定意見

救助科 徐慕怡 37223

社團法人台中市慈善

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

會

107年充實設施設備

計畫

該會係服務女性街友之團體，服務內容含短期

安置、生活重建、就業媒合、心靈關懷等，考

量辦公設備影印機老舊，為能於服務個案過程

中，印製詳實個案紀錄及辦理輔導婦女課程之

講義，預計服務540人次。

107/7/1~12/30       40,950       32,760 0

經查該會107年投保人數為3人，依據臺中市公益彩

券盈餘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規定：「員工3人以

下最高補助新臺幣6萬元，該會員工107年投保時間

需達六個月以上僅3人，故該會三年內補助額度最高

補助新臺幣6萬元」；另該會於105年申請通訊設備

（電話總機）費用30,432元，106年度業獲得補助電

腦設備22,327元，合計52,759元，該會107年申請補

助經費32,760元，三年累計額度逾補助額度，故本

案擬不予以補助。

長青科 陳嘉興 37442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童庭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17社區廚房

建構以社區民眾需求導向的社區廚房，以社區

共食模式，提供社區民眾從白天到黑夜、從弱

勢到一般家庭、從小孩到長輩，都可以有一個

健康餐食的選擇

107/7/1~11/30 894,600 300,000 0

一、經審查本計畫為建構設置社區廚房，發展平價

且健康的社區共食模式，收費方式區分為一般民

眾、老人自費(每餐85元或以月包餐方式)及弱勢家

庭或老人(每餐50元或視個案狀況收費)為主。次查

本局辦理之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營養餐飲服務已涵蓋

烏日區，且針對提供前述服務之單位亦未補助設施

設備費用。另該會服務對象除社會弱勢族群外，亦

提供餐食供社會大眾訂購，其中涉及營利行為顯與

本市公益彩券盈餘補助之精神不符。

二、建議該會可逕向本府衛生局申請成為長照服務

特約單位（特約項目為居家式或社區式餐飲服務）

，長照基金針對該等服務提供單位設有充實廚房設

施設備之獎助。

107-2兒-資-1 兒少科 何家瑗 37509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中杏社會福利基金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電腦設備

購置筆記型電腦及個人電腦1台，以協助該會登

打服務紀錄及增進其行政效率。
107/6/16~12/31 60,000 48,000 20,000 一、補助項目：個人電腦1台:20,000元。

107-2障-資-1 身障科 廖可傑 3732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

聯聽障文教基金會附

設台中市私立至德聽

語中心

台中至德聽語中心設

施設備補助計畫

藉由設施設備的更新與擴充，預期中心100%的

聽損學童都能受惠；所有聽損兒童及其家庭都

能在中心接受更完善的服務。

107/04/06-07/31 36,847 29,477 23,000

一、補助項目：碎紙機1台2,000元、攝影機1台

20,400元、攝影機記憶卡1份400元、攝影機讀卡機1

台200元。

107-2障-資-2 身障科 廖可傑 37327
社團法人台中市身障

福利協進會

107年充實設施設備

計畫-電腦設備

提升擴充設施設備來增加活動服務品質，以服

務身心障礙者學習及滿足有效應用資訊需求為

目的，期以身障者遠離內心孤獨感並走出戶外

增加社會參與意願。

107/04/01-12/31 33,740 26,992 20,000 一、補助項目：電腦設備(筆電及投影機)。

6,145,740 4,496,370 1,823,966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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