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輔導各區公所辦理社區活動中

心充實設施設備暨維護與修繕工程實施計畫修正

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規定 說明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輔導各區公所

辦理社區活動中心充實與維護設

施設備暨修繕工程實施計畫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輔導各區公所

辦理社區活動中心充實設施設備

暨維護與修繕工程實施計畫 

依實際執行情

形修正計畫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簡稱本

局）為輔導本市各區公所

(下稱區公所)維護管理所轄

社區活動中心之安全及提高

社區活動中心之使用功能與

效益，依設備年限及使用狀

況，定期汰換及購置行政或

活動設備，並辦理設備之維

護及建物之修繕，特訂定本

計畫。 

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

稱本局）為輔導各區公所維

護管理所屬社區活動中心之

安全及提高社區活動中心之

使用功能與效益，依設備年

限及使用狀況，定期汰換及

購置行政或活動設備，並進

行設備之維護及建物之修

繕，特訂定本計畫。 

部分文字修

正。 

 

二、 本計畫所稱社區活動中心係

指： 

(一) 附設於各學校或各公有

建築物撥用、共用之合

法社區活動中心。 

(二) 本府或區公所編列預算

興建之社區活動中心。 

(三) 其他經本局核定，由區

公所管理之社區活動中

心。 

二、 本計畫所稱社區活動中心，

指下列各社區活動中心： 

(一) 附設於各學校或各公

有建築物撥用、共用

之合法社區活動中

心。 

(二) 本府或區公所編列預

算興建之社區活動中

心。 

(三) 其他經本局核定，由

區公所管理之社區活

動中心。 

部分文字修

正。 

三、 社區活動中心需符合以下條

件： 

(一) 已取得合法使用執照

者，依規定辦理建物公

共安全檢查或消防安全

設備管理維護，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未取得

合法使用執照者，依規

辦理建物消防安全設備

管理維護，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三、 申請本計畫補助者，除須符

合第二點之資格外，須無下

列情形： 

(一)已取得合法使用執照，

但未依規定辦理建物公

共安全檢查或未進行建

物消防安全設備管理維

護。 

(二)未取得合法使用執照且

未進行消防安全設備管

理維護，無法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者。 

一、部分文字

修正。 

二、明訂活動

中心申請

經費條

件。 



(二) 依本市各區社區活動中

心管理使用要點開放公

眾申請使用(尚未取得

使用執照者除外)。 

(三) 於本局社區培力資源網

登錄社區活動中心完整

資料。 

(四) 每週開放2日(4個半天)

以上，每季使用次數至

少24次(以最近1次函報

本局之統計表為主)，

作為各項推展社區發展

業務(例如長照服務據

點、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兒少福利、婦女福

利、社區班隊、長青學

苑等)。 

(五) 委託管理者需簽訂有效

之委託管理契約。 

(三)季使用次數低於24次

(以近一次函報本局之

統計表為主)。 

(四)委託管理但未簽訂委託

管理契約或契約已逾效

期。 

 

四、辦理項目： 

(一) 充實與維護設施設備 

1. 消防安全相關設施設

備。 

2. 會議桌椅、辦公桌

椅、公文櫃、檔案

櫃、冷氣機、電視

機、音響設備與其他

經區公所或本局評估

確有需求者。 

3. 設備維護。 

(二) 維護與修繕工程 

1. 涉及結構安全之處

理。 

2. 建築物部分損壞、滲

漏之整修。 

3. 設置無障礙設施或改

善無障礙空間。 

4. 維護建物安全其他經

評估有必要者。 

5. 活化社區活動中心使

用效能之項目。 

6. 其他經評估有必要

者。 

四、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充實設施設備及維護 

1.補助對象:本市轄內各

區公所、本市立案之社

區發展協會，且應符合

以下條件: 

(1) 申請本項之社區活

動中心須正常營運

並開放公眾依本市

各區社區活動中心

管理使用要點申請

使用(尚未取得使

用執照者除外)。 

(2) 已於本局社區培力

資源網登錄社區活

動中心完整資料。 

(3) 每週開放2日(4個

半天)以上作為各

項推展社區發展業

務(例如長照服務

據點、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兒少、婦

女福利、社區班

隊、長青學苑

等)。 

一、部分文字

修正。 

二、對象明訂

於修正規

定第三

點。 

三、基準明訂

於規定第

五點。 



2.補助項目及優先順序

如下： 

(1) 消防安全相關設施

設備。 

(2) 會議桌椅、辦公桌

椅、公文櫃、檔案

櫃、冷氣機、電視

機、音響設備與其

他經公所或本局評

估確有需求者。 

(3) 設備維護 

3.補助基準： 

(1)由各區公所評估按

需求擇定優先社區

活動中心，每區公

所含所轄社區發展

協會申請案件合計

每年最高補助額度

新臺幣15萬元為原

則；另如為新建落

成之社區活動中心

或經評估經費不

足，並確有需求

者，如本局尚有賸

餘經費時，得以專

案方式申請補助。 

(2)每案核銷申請單位

應編列實際支用經

費總額百分之三十

自籌款，如由區公

所列入公所財產

者，得免自籌款。 

(3)已核准補助相同之

設施設備者，除有

特殊原因外，每隔

5年始得再提出申

請；設施設備需汰

舊換新者，依財物

標準分類所列最低

使用年限規定，已

達使用年限且不堪

使用者，始得再提

出申請。 

(二)維護與修繕工程 



1.補助對象:本市轄內各

區公所，且應符合以下

條件: 

申請本項之社區活動中

心須正常營運並開放公

眾依本市各區社區活動

中心管理使用要點申請

使用(尚未取得使用執照

者除外)，並已於本局社

區培力資源網登錄社區

活動中心完整資料。 

2.補助項目及優先順序如

下： 

(1) 涉及結構安全之處

理。 

(2) 建築物部分損壞、滲

漏之整修。 

(3) 設置無障礙設施或改

善無障礙空間。 

(4) 維護建物安全其他經

評估有必要者。 

(5) 活化社區活動中心使

用效能之項目。 

(6) 其他經評估有必要

者。 

3.補助基準：每區公所每

年最高補助額度新臺幣

15萬元為原則。倘各區

公所申請本案補助經費

執行後，如有不足，並

確有實際需求，且本局

尚有賸餘經費時，得以

專案方式申請補助。 

五、 經費核定基準 

(一) 一般申請：每區公所每年

最高額度新臺幣15萬元為

原則。 

(二) 專案申請：如單筆申請案

件超過新臺幣15萬元以

上，由本局召集專家組成

審查小組，經審查後再予

核定。 

1. 耐震補強工程案，每平方

公尺不超過新臺幣4,000

 本點新增。 



元，每案最高額度新臺幣

100萬元。 

2.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案，以

不超過內政部營建署代辦

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工作共同供應契約之標

價，每案最高額度新臺幣

30萬元。 

3. 其他案件，每案最高額度

新臺幣100萬元。 

(三) 相同之設施設備除有特殊

原因外，每隔5年始得再提

出申請；設施設備需汰舊

換新者，依財物標準分類

所列最低使用年限規定，

已達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

者，始得再提出申請。 

六、 辦理程序 

(一) 申請機關：區公所。 

(二) 申請程序： 

1. 區公所應考量地方實際需

求、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狀

況、計畫之急迫性與必要

性等因素，並經現場勘查

後，擇定優先修繕、維護

或充實設施設備之社區活

動中心，研擬計畫書並檢

具相關應備文件函送本局

核辦。 

2. 如單筆申請案件金額超過

新臺幣15萬元以上者，請

區公所於每年2月底前函

送本局核辦。 

(三) 審查：  

1. 行政審查：本局依區公所

檢具之計畫書、相關應備

文件辦理行政審查，依下

列審查指標給分，並按分

數高低排列優先順序。 

(1)修繕項目：無障礙設

施、性別友善廁所得1

分。 

(2)活動中心完工年份：未

達10年1分、10年至19年

五、申請程序： 

1.提出申請： 

(1)由區公所提出申請者：各

區公所應考量地方發展、

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狀況、

計畫之急迫性與必要性等

因素，並經現場勘查後，

擇定優先修繕維護或充實

設備之社區活動中心，研

擬計畫書並檢具相關應備

文件函送本局核辦。 

(2)由本市社區發展協會提出

申請者：由本市社區發展

協會先行預估金額，經所

屬區公所現場勘查，評估

確有充實設備及修繕之需

求者，由各該社區發展協

會研擬補助計畫並檢具相

關應備文件，函送所屬區

公所初審後送本局核辦。 

2.函送核定：本局經簽報核定

補助金額後，由區公所統

一掣據送本局請款，撥付

區公所。 

3.執行作業： 

(1)申請單位為區公所者：依

規定辦理招商採購。 

一、明訂申請

機關、申

請期限。 

二、新增審查

條件。 



2分、20年至29年3分、

30年以上4分。 

(3)活動中心使用頻率：以

前1年度使用次數計算，

每年達96次至239次1

分、240次至383次2分、

384次以上3分。 

(4)活動中心使用用途：1項

1分。 

(5)每次皆依限依規報送社

區活動中心報表者得1

分。 

(6)申請耐震詳評者，以民

國88年以前為優先核定

對象。 

2. 專家審查：本局召集專家

組成審查小組，並依區公

所檢具之計畫書、相關應

備文件辦理書面審查。 

(四) 核定：經本局簽報核定金

額後，由區公所掣據送本

局請款。 

申請單位為社區發展協會

者：由區公所函知申請單位

辦理採購，另由區公所掣據

送本局請款，款撥付區公

所，申請單位於執行完成

後，檢具核銷資料向所轄公

所辦理請款。 

七、 申請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附件1）。 

(二) 計畫書（含經費概算表）。 

(三) 會勘紀錄表（含現況照

片）（附件2）。 

(四) 最近1年社區活動中心使用

紀錄。 

(五) 估價單(含細項及面積單

位)。 

(六) 消防安全設備維護證明文

件。 

(七) 土地登記簿謄本（包括標

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部

分）。 

(八) 建物使用執照資料。 

(九) 公共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

件。 

(十) 初審意見表（附件3）。 

(十一) 委託管理契約書及該區

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管理

要點。 

(十二) 收支對列預算書。 

六、應備文件：除該社區活動

中心係屬無建照使照建物免附

（七）、（八）及（九）項目

外，應備文件如下： 

(一) 申請表（附件1）。 

(二) 計畫書（含經費概算

表）。 

(三) 會勘紀錄表（含現況照

片）（附件2）。 

(四) 最近一年社區活動中心使

用紀錄。 

(五) 估價單。 

(六) 消防安全設備維護證明文

件。 

(七) 土地登記簿謄本（包括標

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部

分）。 

(八) 建物使用執照資料。 

(九) 公共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

件。 

一、部分文字

修正。 

二、估價單需

包含細項

及面積單

位。 

三、新增收支

對列預算

書。 



如社區活動中心係屬無建照使照

建物者，免附（七）、（八）及

（九）項目。 

(十) 初審意見表（附件3）(申

請充實設施設備者應備文

件)。 

(十一) 委託管理契約書及該區

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管理要

點。 

 七、 注意事項: 

(一) 社區活動中心由5年內獲

選為績優社區之社區發展

協會管理者得優先補助設

施設備。 

(二) 申請社區活動中心修繕或

充實設施設備後，六個月

內應提升社區活動中心使

用次數，每季應提升2次

並持續半年(以函報本局

之統計表為主)，若未達

成本局得暫停該區社區活

動中心設備充實案。 

(三)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編

列預算委託各區公所辦

理，並採就地審計核銷，

經費用罄即不再受理申

請。 

(四) 本計畫購置之設備應置於

社區活動中心，標示「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字

樣，由專人保管並登載於

財產清冊（如附件4）

中，列入移交。 

(五) 區公所應於109年籌編110

年之收支對列預算，110

年起尚未編列收支對列之

公所，將不予以補助。 

本點刪除，並

將文字內容分

列於其他點。 

八、核銷作業： 

(一)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編

列預算委託各區公所辦

理，並採就地審計核銷，

經費用罄即不再受理申

請。 

(二)本計畫購置之設備應置於

社區活動中心，標示「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字

樣，由專人保管並登載於

八、核銷：區公所及本市社區發

展協會應於計畫執行完竣

後，檢附以下資料逕由區公

所辦理核銷: 

(一) 領據。 

(二) 原始憑證正本。 

(三) 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 

(四) 設備照片及財產清冊(此項

為申請充實設施設備者應

備之核銷資料)。 

部分文字修正

及點次調整。 



財產清冊（如附件4）中，

列入移交。 

(三)計畫執行完竣後，檢附以

下資料由區公所就地審計

辦理核銷： 

1. 領據。 

2. 原始憑證正本。 

3. 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 

4. 設備照片(標示「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補助」字樣)

及財產清冊(此項為申請

充實設施設備者應備之核

銷資料)。 

5. 檢附工程前、中、後照片

(此項為申請維護與修繕

工程者應備之核銷資

料)。 

6. 檢具執行概況考核表（如

附件5）送本局備查。 

7. 成果報告(含工程前、

中、後照片)(此項為申請

維護與修繕工程者應備核

銷文件)。 

(五) 檢附工程前、中、後照片

(此項為申請維護與修繕工

程者應備之核銷資料) 

(六) 檢具執行概況考核表（如

附件5）送本局備查。 

(七) 成果報告(含工程前、中、

後照片)(此項為申請維護

與修繕工程者應備核銷文

件)。 

九、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九、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