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單位 社會救助科 填表日期 107.10 項次 1 

計畫名稱 

107 年度建構臺中市愛

心食物銀行營運體系計

畫 

主辦人及連

絡電話 

蕭佳心 

22289111 

支出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5

款：本委員會所通過之

其他有關社會救助事業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食物銀

行 

計畫摘要 

一、規劃設置愛心食物銀行實體店、發放站、聯盟店，由實體店

做為執行端中樞，並同時強化各食物銀行發放站功能、輔導

各發放站結合在地資源，發展多元化之物資募集及發放模

式，同時結合民間團體成立食物銀行聯盟店，提供更為在地

及時之服務。 

二、連結民間企業嘉里大榮物流公司，提供無償物流服務及冷凍

冷藏倉儲空間。另與零售連鎖通路業者(五大超商超市)合作，

作為愛心守護站據點，提供弱勢家庭兒少緊急餐食，發掘高

風險家庭。 

三、另由公部門倡導，創造友善環境，鼓勵社福團體、社區在地

團體、公司企業、學校等共同加入剩食共享，有效將多餘食

材、食物分享給需要的民眾，降低食物浪費，並達到社會關

懷與共享之目標。 

計畫期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支出

概況 

核定金額 1,000,000 元 

已執行金額 103,875 元 

執行率 10.38% (本計畫優先使用自籌經費) 

辦理情形

簡述 

一、幫助因失業或遭逢變故而導致家庭經濟陷困之家庭，基本生

活 

維持，免於陷入三餐不繼之窘境，全年度共計提供約3萬戶

(次)之弱勢家庭食物包。 

二、透過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建置公私部門合作機制，有效整

合社會資源，避免資源的重覆使用與浪費，充分發揮社會資

源效益。 

三、透過食物銀行之設立及運作，積極食物銀行價值精神，宣導

帶動社會大眾共同參與公益活動，建立市民惜福價值觀，避

免不必要之食物浪費。 

四、愛心守護站服務方案107年底共接獲通報數32案，本方案係協

助有緊急需求自行求助之兒少個案，並依領餐數覈實支付。



另為提升服務品質，特製作教育宣傳影片，供合作超商作為

員工訓練教材。 

計畫辦理

照片 

 

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大里區發放站例行發放情形。 

 

107 年 6 月 20 日召開愛心守護站聯繫會議情形，請各大超商及府

內相關單位加強宣導。 



 

 
臺中市愛心守護站超商員工教育訓練暨宣傳影片 

 

 

結合民間資源：107 年 7 月 31 日全聯慶祥基金會捐贈本市愛心食

物銀行物資活動儀式。 

 



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單位 社會救助科 填表日期 1071022 項次 2 

計畫名稱 
107 年度溫馨快遞-愛心

關懷您計畫 

主辦人及連

絡電話 

陳佳慧/ 

04-22289111 分機 37239 

支出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5

款：本委員會所通過之

其他有關社會救助事業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36,524

元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捐助

溫馨快遞計畫款項

3,163,476 元 

計畫摘要 

為關懷本市 107 年農曆春節期間急難戶及因遭逢重大事故致生活陷

困之個人及家庭（弱勢人口），擬結合各公益慈善社團於農曆春節前

辦理「溫馨快遞─愛心關懷您」活動，針對突遭變故、在年節前家

庭尚處於不穩定狀況，提供立即性之經濟扶助、協助恢復正常生

活，使之在春節期間度過溫馨、平安的節日。 

計畫期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支出

概況 

核定金額 3,296,000 (元) 

已執行金額 

(至 107 年 10 月 30 止) 

3,200,000 (元) 

執行率 97.09 (%) 

辦理情形

簡述 

1. 本次計畫共關懷 400 戶弱勢家庭，由本府相關主管、轄區公所、

捐助單位、社工員一一至急難戶家中致發慰助金及應節慰問物

品，陷困情形未改善者，後續結合政府及社會資源給予協助。 

每戶致贈慰助金 8,000 元、應節慰問品(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高和

春貴慈善基金會暨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沈國榮董事長捐贈物資

400 份，內容有白米、麵、醬油、橄欖油、米粉等)及慰問卡片

(本局自籌支出)，救助金支出金額計新台幣 3,200,000 元。 

2. 達成效益： 

(1) 情緒支持：歲末年終針對 106 年發生變故家庭及 107 年春節期

間因突發事故致家庭經濟陷困之個案提供關懷慰問，俾使弱勢

家庭儘速恢復正常生活，度過平安祥和之溫馨佳節。 

(2) 經濟支持：藉由本府社工員及基層團體提供之名單，結合資源

給予立即性援助與救濟，使生活確實困阨之急難戶及弱勢家庭

得到幫助，關懷撫慰弱勢家庭之傷痛，並結合公、私部門之資

源發揮「及時甘霖」之最大效益。 



(3) 福利服務諮詢及輔導：後續協助弱勢家庭獲得相關福利補助，

提供各種需要服務與轉介，以維持其基本生活水準。及提供上

開補助週邊福利措施資訊及規定，便於案家隨時運用。 

計畫辦理

照片 

 

 

 

 

 

 



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單位 台灣社區家庭關懷協會 填表日期 107.10.22 
項

次 

3 

計畫名稱 
107年街友生活自立輔

導方案-培力商店 

主辦人及連

絡電話 

林杏霞執行長 

04-22221833 

支出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5

款：本委員會所通過之

其他有關社會救助事業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 

計畫摘要 

因應社會變遷，本市街友伴隨著社會心理因素，呈現非穩定就業，依賴

社會福利補助之生活狀態，目前本市已發展出多項培力就業及職業服務

轉銜之方案計畫，然因街友需求多元複雜及自身的生心理因素，參與職

場就業及求職困難度提高，致缺乏穩定經濟來源，持續落入社會底層成

為弱勢族群。為給予街友未來生活自立穩定，並融入社區獨立生活，保

障其生存權，並獲得良好社會適應及勝任能力，是故「培力商店」方案

孕育而生，期能藉由此方案提供街友進入職場的中繼站，模擬職場之實

境狀況，藉由長期陪伴關懷，協助學習其在職場所需之人際應退、問題

解決、商店與產品之行銷等基本就業技巧，培訓其一計之長及就業技

能，提升進入就業職場之能力及自信心。 

計畫期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支出

概況 

核定金額 801,416 元 

已執行金額 1,073,260 元(271,844 自籌) 

執行率 100% 

辦理情形

簡述 

1. 個案管理： 

由社工主責，並與商店之協力社工合力提供服務，定期邀請職人提

供教學與專業技能之訓練。 

(1)107年度，共計培力5位街友(張 O 炳、高 O 旭、王 O 清、藍 O 辰、

王 O 陽)，以面訪與電話關懷提供個人情緒關懷與輔導、工作諮詢與討

論、輔導與協助租屋等。 

(2)1-12月份個案關懷訪視次數共計210次，450人次。 

(3)大智販售員(11名)關懷與輔導，其中10名並持續、穩定販售中，另有 

  1 名，脫下販售員制服決定走入競爭職場，自107年7月起於台北 OO 

  酒店擔任保全，且目前持續穩定就業中，偶爾會捎來問候訊息報平

安。 

  另1名，則因為就醫治療殘疾義肢，出院後感染，多次進出醫院，又

驗出肝炎，於12月病逝。 

(4) 1-12月開案培力進度與紀錄一覽表 



 

2. 團體輔導課程： 

1-10月執行共計11次，106人次。(附件) 

3. 宣傳活動： 

姓名 
開案

日期 
案源 培力狀況 結案理由 

張 O

炳 

107. 

03.01 

社會局

轉介 

1. 手沖咖啡知識與技巧接學 

2. 接待禮儀 

107.04.20

因個人就醫 

高 O

旭 

107.0

4.30 

社會局

轉介 

1.手沖咖啡知識與技巧接學 

2.接待禮儀 

3.個人儀容整理 

4.大智雜誌之認識與行銷訓練 

5.協助與輔導租屋 

107.9.10 

成功轉銜為

大智雜誌販

售員。 

持續販售中 

王 O

清 

107.0

8..01 

主動求

助 

1.手沖咖啡知識與技巧接學 

2.接待禮儀 

3.個人儀容整理 

4.市集擺攤體驗與教導 

5.邀聘職人教導縫紉機使用、

手作環保提袋，並學習販賣 

6.團體輔導課程 

7.大智雜誌之認識與行銷訓練 

8.協助與輔導租屋 

107.10.31 

成功轉銜為

大智雜誌販

售員，期限

1年。 

協助租屋。

目前持續販

售中 

 

藍 O

辰 

107. 

09.21 

主動求

助 

1.手沖咖啡知識與技巧接學 

2.接待禮儀 

3.個人儀容整理 

根據案主條

件，輔導運

用長照資源

照顧長輩，

以便進入一

般職場，但

案主不願意

而於 107年

12月 30結

案。 

王 O

陽 

107. 

10.18 

單位發

掘 

1.手沖咖啡知識與技巧接學 

2.接待禮儀 

3.個人儀容整理 

4.諮商輔導 

5.個別計畫—縫紉機使用與縫

紉技巧 

偶服用躁鬱

症藥物。父

母雙亡，無

親友 

持續在案中 



(1) 1-12月社區活動16場次，182人次參與。 

(2) 以商店為活動地點，辦理活動吸引社區民眾，引起關注，街坊鄰居

因此好奇、詢問商店的意義，經過一一說明，皆能認同商店理念，

並好奇走進商店。 

(3) 宣導活動對象為社區及大台中地區民眾為主，因此，活動前的宣傳

以逐家發 DM，並說明商店成立理念。 

(4) 另一宣傳方式，則以商店臉書 FB 作為宣傳途徑，以獲得更廣泛的

宣傳效果。 

(5) 其他途徑，以 LINE 群組傳達活動訊息。 

4. 宣導活動 

   擺攤與參訪、交流、記者會，1-12月共計執行104場次，860人次參

與。 

   例如，彰師大師生參訪、芒草心協會、香港無家者關懷協會。 

   又另有2場，為中區導覽之最終站，由本店提供解說與商店精神與價 

   值，供參訪民眾進一步了解街友與政府挹注的資源及努力。 

5. 行政(內督)會議： 

1-12月共計25場次，98人次。 

計畫辦理

照片 

  

107年 1月 4日 

職人咖啡沖泡與拉花/台灣烏龍茶、紅茶(品茶師)的教學  (為因應培

力商店開張，邀請職人預先為社工、志工解說咖啡飲品之基本知識與

沖泡技巧，並藉此確認營運商品項目之內容) 

  



107年 1月 19日 

香港基督教無家者共計１４人來訪與服務經驗交流 

(簡報臺中市政府街友服務與培力商店設立之精神與核心價值) 

  

107年 1月 28日 

擺攤與宣導 

(商店於年初尚未有個案之前，即設法前往社區市集擺攤宣傳，意欲

提供民眾知道與認識商店) 
 

  

107年 2月 3日   

社區寫春聯與宣導 

(成立之初，未開幕前試營運期，向鄰近社區居民積極宣導，藉由辦理

節慶活動，邀請居民走進商店，並簡報與說明商店設立的意義，得到民

眾支持商店存在的價值與服務理念) 

  

107年 2月 10日 



市集擺攤－小農作物 

(商店於年初尚未有個案之前，即設法前往社區市集擺攤宣傳，意欲提

供民眾知道與認識商店) 

107年 5月 28日 

市集擺攤—商店手作與烘焙商品 

社工與志工陪同培力對象王 O 清參與市集擺攤、宣傳 

 

107年 3月 2日 

社區搓湯圓、燈籠製作與宣導 

(辦理節慶活動，邀請社區一同參

與，當天不僅社區民眾，也邀請曾

輔導之街友個案參加，一起過節。

當天有一位個案一起出席參與，並

與參加民眾有所互動，一解民眾對

於街友之好奇與認知。) 

  

107年 4月 19日 

 社區異國（印、泰）料理教學與宣導 

藉由 FB 及相關管道宣傳此活動，開放報名，得到熱烈回響。相片為當

當天活動前，向參加者說明培力商店的意義與理念，得到參與民眾的認

同與支持，進一步鼓勵參加本店的活動或是購買咖啡，就是對商店理念

的最直接的支持行動，達到去汙名化的目的。 

  



 

107年 6月 6日 

彰師大師生參訪 

以剪報傳達臺中市政府設立商店理念與精神，並邀請高 O 旭與師生分

享其在培力商店的經驗與自我期許。 

  

107年 6月 9日 

社區端午節香包製作，分享不同文化端午節活動 

運用 FB 宣傳活動，由民眾自由報名參加，從不同文化、生活習慣談到

街友，藉機會傳達商店理念與街友需要的協助與關注，若社會願意給予

機會，相信培力後的街友皆可以有機會翻轉其生命。 

  

107年 7月-9月 

社區環保手做教學 

以培力街友王 O 清為主，開放社區民眾自由參與，也藉此讓民眾親近

「街友」，進而翻轉其對於街友之認知偏誤。個案亦於過程中重新得到

近距離相處與互動的會，有助其恢復自信心與社會形象。 



  

店內會議 

不定期召開社工內都會議與店員會議，讓大家有共識，提供一致性的、

有品質的服務，期待店員以好的形象與服務面對客人，藉具體服務表

達，呈現街友積極的面向。 

與其中一位來自嘉義的街友，應徵本店店員，雖然商店答應願意協助與

培力，後因為精神狀況感到壓力無法適應，而自己放棄，但仍予祝福。 

  

  

  



107年 7月-9月 

共計 10 次 

團體輔導課程 

以開放的方式接受街友主動報名，並給予全勤者獎勵金，以資鼓勵。成

員在過程中得到鼓舞，也有具體變化，並為其製作「作品集」，作為其

成果，並邀請科長、及各社工’志工等給予勵志留言。 (團體過程記錄

如附件) 

  
107年 10月 26日 

 單位參訪暨接待培力 

芒草心協會衛福部計畫來本店參訪，由本店培力個案服務的實況現場 

運用粉絲專頁(FB)傳達街友服務之各項訊息，藉此 

與社會大眾連結 (下圖擷取自已發表過之 FB 內容) 

  



 

 

  

  

活動前開放報名，活動後提供民眾後續情報，以便追隨本店活動訊息 



  

社區導覽來到商店，並簡報、互動 藉 FB 告知活動 
 

107年 3月 29日   
開幕記者會— 
社會局呂局長親臨主持，媒體記者與民眾踴躍出席，當天由培力對
象手沖咖啡機代局長，並由商店輔導個案烘烤手工餅乾接待與會來
賓與記者。 

  

  



  
 

107年 3月 23日-4月 3日    

培力商店與東海學聯合策展 街友生命故事 展，邀請民眾進商店，

並藉由解說、體驗、相簿等，了解街友生活，及其生命故事，以消

彌民眾對於街友的認知偏誤，翻轉民眾對於街友的汙名化。 

  

  



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單位 社會救助科 填表日期 108.02 項次 5 

計畫名稱 
辦理 107 年度重大災

害防救重建整備計畫 

主辦人及

連絡電話 

鍾智明 

22289111*37227 

支出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5 款：本委員會所通

過之其他有關社會救

助事業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 

重大災害防救重建整備

計畫 

計畫摘要 

1.為於災害發生前作好防災、備災及災害發生時統籌各項福利

需求，以提供常態性備災、臨時性救濟及物資援助。 

2.實施內容包含(1)建立防災資源網絡連結機制(2)物資開口契

約訂定(3)預先建立救濟物資儲存暨物流管制作業機制(4)災害

收容處所整備(5)辦理災害救助相關措施(6)推動防災教育宣

導。 

計畫期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支出

概況 

核定金額 2,872,000(元) 

已執行金額 

(至 107 年 12 月底止) 

1,813,655(元) 

執行率 63%(扣除災害預備金後執行率達

93.8%) 

辦理情形

簡述 

1. 建立防災資源網絡連結機制，結合各區公所、志工團體及

社區辦理防災演習及相關教育訓練，107 年度辦理 1 場次

災民收容聯合演習及分區辦理 4 場次志工教育訓練，藉由

演習及訓練強化資源網絡並培養救災團隊合作默契。並建

置一呼百應社政單位手機資料，俾利於災害手機簡訊緊急

通知。 

2. 物資開口契約訂定，除督導各區公所依地理特性及災害潛

勢採購儲備物資外，並與轄內廠商簽訂物資小額採購開口

契約，每區至少簽訂 2 家契約商家，目前已與 83 個商家

簽約。同時，因應道路中斷物資空投需要，本局另辦理招

標簽訂食品及水等物資開口契約採購，107 年決標金額 65

萬 3,000 元，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動支數為 0。 

3. 預先建立救濟物資儲存暨物流管制作業機制，與紅十字會

臺中縣及臺中市支會辦理物流管理中心計畫，實際參與

107 年度災害防救演練。規劃大型物資集散地點，選定本

市大甲高中及興大附中 2 處，作為災時緊急採購或受理各

界物資捐贈之物資儲備處所。107 年度補助本市霧峰區、



大里區及太平區公所民生物資儲備計畫，落實民生物資儲

存作業機制。 

4. 災害收容整備應變，截至 107 年 12 月底完成轄內避難收

容處所 522 處整備，並與本市旅館簽約計有 33 家作為備

援安置處所，以協助災害受災民眾短期安置。 

5. 本計畫總經費 287 萬 2,000 元，均依計畫目標及期程辦

理，惟其中災害緊急物資採購 90 萬元及個案心理治療費

4 萬元等作為災害預備金，因未支用致使經費執行率偏

低。若扣除災害預備金計算，執行率為 93.8%。 

計畫辦理

照片 

 
結合公所、社區、志工辦理防災演習 

 
災害防救志工教育訓練 

 

備災物資儲備管理 



 
公所避難收容處所汛前訪視 

 
物流管理中心參與防災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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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單位 社會工作科 
填表日期 108/02/25 項次 7 

計畫名稱 
「臺中市弱勢家庭生活

扶助專案」實施計畫 

主辦人及

連絡電話 

柯素珠 

(04)2228-9111#377521 

支出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5

款：本委員會所通過之

其他有關社會救助事業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臺中市弱勢家庭生

活扶助專案 

計畫摘要 

一、 結合民間資源補助福利邊緣弱勢戶或因遭逢重大變故家庭之子女基本

生活及教育費用，可免於因生活困境而影響就學權益。。 
二、 扶助對象為已有福利補助，但生活仍感艱困之家庭及遭逢急難或重大

變故之家庭。 
三、 由本府社工員及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提報個案，由

社工科簽請核撥補助款，一年發放 3 次，每次補助 4 個月之生活扶助
金，每人每月最高 3,000元，依實際狀況會同捐助者發送並表達關懷
及慰問。 

四、 本年度 1-12 月生活扶助金之發放作業已辦理完竣。 

計畫期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支出概

況 

核定金額 2,400,000(元) 

已執行金額 107 年 1-4 月計新臺幣 700,000 元(共 107) 
107 年 5-8 月計新臺幣 654,000 元(共 94) 
107 年 9-12 月計新臺幣 774,000 元(共 112)                        
合計:2,128,000 

執行率 89(%) 

辦理情形簡

述 

1. 107年1月~12月，社工員專案評估並申請補助個案共計有65戶，(約計

1,252人次)受益，執行金額計新臺幣2,128,000元整。  

2. 方案內容檢附照片。 

 



辦理情形簡

述 

 

計畫辦理照

片 

 

   

 

 

 

 

 

 



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單位 社會救助科 填表日期 107.10.19 項次 8 

計畫名稱 
107 年度弱勢兒童及少

年關懷系列活動 

主辦人及連

絡電話 

04-22289111 分機 38854 

支出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1

款：捐款指定用途事項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 

家暴性侵害被害人輔導 

計畫摘要 
107 年度辦理圍爐、兒童節及父親節結合民間企業共同辦理弱勢兒

童少年關懷系列，提供無法返家兒少有「家」過節氛圍。 

計畫期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支出

概況 

核定金額 95,000 (元) 

已執行金額 

(至 107 年 10 月底止) 

90,600 (元) 

執行率 95.1(%) 

辦理情形

簡述 

辦理情形請多以數據說明。 

一、年節關懷弱勢兒少活動已於 107 年 02 月 09 日辦理完竣，當

日共 195 名安置中弱勢兒童及少年參加,機構人員 56 人，執行經費

總計新臺幣 158,265 元。(由社會救助金專戶新臺幣 84,100 元整) 

二、兒童節關懷弱勢兒少活動已於 107 年 4 月 21 日辦理完竣，當

日共 113 名安置中弱勢兒童及少年參加，機構人員 29 人執行經費

總計新臺幣 123,026 元。(社會救助金專戶為新台幣 0 元整) 

三、父親節餐敘活動已於 107 年 8 月 7 日辦理完竣，當日共 184

名安置中弱勢兒童及少年參加，機構人員 78 人執行經費總計新臺

幣 81,286 元(社會救助金專戶錢為新臺幣 6,500 元整)。 

以上三次活動餐費由企業贊助總計新臺幣約 570,000 元，並與企業

志工共同協辦活動。  

計畫辦理

照片 

 



 

 

 

 

 

 

 

 

 

 

 

成果照片 



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單位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填表日期 108.01.30 項次 9 

計畫名稱 

107 年度臺中市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保

護性個案安置費差額補

助計畫 

主辦人及連

絡電話 謝秀花 

04-22289111*38894 

支出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5

款：本委員會所通過之

其他有關社會救助事業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 

  途-邱坤德公益捐款科目 

  項下支應。 

計畫摘要 

一、現有政策補助基準係以失依失能老人、身心障礙者及本中心保

護性安置個案為對象，補助機構照顧費用以補充家屬照顧負擔

為訂定標準，若個案家屬部分負擔能力有限，或無直系親屬個

案者，僅能由社工員協助安置，加上個案若需特殊照護時，各

機構所需負擔的費用超過政府補助標準時，經常面臨無法順利

協助個案安置之困境，為保障其生活受照顧權益，及後續機構

安置費用之差額，特訂定本實施計畫予以協助。 

二、補助項目及額度： 

(一) 安置費：每名個案每月補助差額最高新臺幣5,000元整。 

(二) 醫療費：個案於安置期間所需醫療費，採實報實銷方式辦 

        理。 

(三) 體檢費：補助個案因轉換機構或其他因素所需之身體健康 

        檢查費，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2,000元整，採檢據 

        核銷。 

(四) 交通費：1.補助安置期間個案搭乘救護車費用，依臺中市救 

       護車收費標準，檢據核銷。2.補助安置期間所需就  

       醫(非搭乘救護車)或體檢交通費，檢據核銷，每趟 

       最高補助新臺幣500元整。 

    (五)雜支：其他因保護性服務所需之支出費用。 

計畫期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支出

概況 

核定金額 新臺幣 124 萬 3,896 元整 

已執行金額 

(至 107 年 12 月 31 止) 
新臺幣 61 萬 1,450 元整 

執行率 49.16％ 



辦理情形

簡述 

ㄧ、辦理情形與執行成效： 

    本市家庭暴力案件中，老人、身障保護案件約佔整體案件

數 10％，每年度約計 1,000 件，其中面臨需安置之案件約 200

件，開發本方案係為保障未達政府補助標準之受暴力虐待之老

人及身心障礙者，且無生活自理能力需機構照顧者之生活受照

顧權益，由社工員協助遭受家庭暴力之老人現況進行緊急安置

與庇護，綜合評估整體公部門與民間團體之社會福利資源後，

再評估是否挹注使用本方案資源，以協助個案並接受妥適機構

照顧，追蹤輔導受暴者後續之生活照顧事宜。 

    107 年核定每名個案每月接受差額安置費新臺幣 1,000 元

至 5,000 元不等，共計補助 50 名個案差額安置費用，支出新臺

幣 61 萬 1,450 元整(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本項計畫經費來

源考量係屬民間資源捐助性質，爰撙節開銷，以達最佳使用效

益。 

    本方案自 107 年經由社工員積極處遇，共計結案 23 案，

結案原因包含： 

(一) 社工員積極輔導家庭以協助家屬接回個案或協尋家屬負  

擔相關安置費用。 

(二) 由社工員評估個案及其家庭狀況，協助申請相關公部門之 

福利身分，包含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

中低收入戶老人失能失依長期照顧機構安置費補助等相

關長期性補助項目。 

(三) 聯結民間資源挹助安置費。 

(四) 消極結案(個案死亡、遷出外縣市)。 

二、未來需求量仍高： 

        本中心機構安置個案安置期程較長，原因包含個案身心

功能日趨衰弱較難返回社區、家屬溝通意願低落、多數個案不

符合公部門福利資格、民間資源挹注困難等因素，導致安置費

用之需求日趨增加，現有 27 名個案持續安置於機構，未來仍

有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性個案面臨安置費用不足困境；惟

108 年度本中心業獲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補助「臺中市老

人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案件特殊處理服務計畫」在案，故未申請

本救助金專戶賡續挹注。 

計畫辦理

照片 

無(本方案係屬補助安置費，無照片提供) 

 



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單位 勞工局 填表日期 107/9/27 項次 10 

計畫名稱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弱

勢勞工住屋修繕」補助

計畫 

主辦人及連

絡電話 

賴昱安 

04-22289111#35304 

支出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5

款：本委員會所通過之

其他有關社會救助事業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空間行善

暨身心障礙者住屋修繕 

計畫摘要 

為擴大照顧基層勞工、保障勞工權益，本局透過結合整體社會的

力量從改善基層勞工的住屋環境做起，給予他們一個安全、整潔

的住家環境，使其感受到市府及整體社會的關心與溫暖，並藉由

引進職業訓練及就業媒合等措施，使勞工能增進職業技能，提高

收入，以達成市府縮短城鄉差距、扶植弱勢勞工家庭之理念。 

計畫期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支出

概況 

核定金額 219 萬元 

已執行金額 71 萬 9,921 元 

執行率 32.87% 

辦理情形

簡述 

目前共計完成2件弱勢勞工住屋修繕案，茲分述如下： 

一、清水區民眾吳書旻主要係從事布袋戲表演工作為生，經濟收入

不穩定，且尚育有2子，妻子未從事工作，父親患有舌癌及咽喉

癌，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及低收入戶證明，且經評估居住環

境具有急迫安全上之疑慮，符合補助資格，經本局於107年7月

29日協助完成住屋修繕。 

二、北屯區民眾曾毓銳共育有2子1女，妻子未從事工作，主要在家

中負責照顧孩子，並領有低收入戶之證明，且經評估申請人之

家庭經濟狀況恐無力再行負擔修繕費用，符合補助資格，經本

局於107年6月14日協助完成住屋修繕。 

 

 

 

 

 

 

 

 

 

 



計畫辦理照片 

(清水修繕案) 

 

 

 

 

 

 

 

 



計畫辦理照片 

(北屯修繕案) 

 

 

 

 

 

 

 

 

 

 

 

 

 

 

 

 

 

 

 

 

 



107 年度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核定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主辦

單位 

社會工作科 填表日期 108/02/25 項次 11 

計畫

名稱 

人生扶手—經濟弱勢個案安置服

務補助計畫 

主辦人及連

絡電話 

柯素珠 

(04)22289111#377521 

支出

範圍 

依據 

要點第 8 點第 1 項第 5 款：本委

員會所通過之其他有關社會救助

事業 

經費來源 □非指定用途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人生扶手

—經濟弱勢個案安置服務補

助計畫 

計畫

摘要 

(一)近年來人口及家庭結構變遷，大環境經濟不景氣、人為意外及疾病發生率

增加，衍生青壯年即失去自我照顧能力，又缺乏穩定家庭照顧系統資源，需政

府介入協助安置並負擔照顧費用，此類個案逐年增加。 

(二)由於政府法定補助以失依、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為對象，補助機構照顧

費用標準以補充家屬負擔為訂定標準，與實際照顧市場價格有一段差距，家屬

部份負擔能力有限，無直系親屬個案僅能由社工協助安置，但機構要求費用超

過政府補助標準時，即無法順利安置，社工員及家屬必須面對醫院、機構、社

會大眾及通報單位等多重困境。 

(三)針對非老非殘、未能達政府補助標準之無生活自理能力但有機構照顧需求

之老人、身障個案，其機構安置費用無法負擔部分擬尋求支應財源，協助社工

員順利媒合安置資源，維護個案權益，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計畫

期程 

107 年 7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

支出

概況 

核定金額 800,000(元) 

已執行金額 

(自 107 年 7-12 月底止) 

107 年 7-12 月計新臺幣 799,244 元

(共 56 名) 

執行率 99.9% 

辦理

情形

簡述 

1. 107 年 7 月~12 月社工員專案評估安置個案共計 139 人，執行金額計新臺幣

2,256,577 元整。 

2. 由社會救助金專戶支付 799,244 元(56 名)，其餘結合民間資源申請吳柏濂

社會福利信託經費支付計新臺幣 918,333 元(58 名)及吳俊康社會福利信託

經費支付計 539,000 元(2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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