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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農委會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農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計畫 

2. 適用組織 

■公司 

□基金會 /協會 

■合作社 

■其他：  獨資或合夥        

3. 議題屬性 

□食農創新      □ 社區/文化保存 

□就業整合      □ 平衡教育落差 

□環境保育      □ 偏鄉/弱勢服務 

□公平貿易      □ 醫療照護創新 

□解決居住問題    □ 銀髮議題創新 

□支援其他社企或 NPO  ■ 其他： 農村產業輔

導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諮詢輔導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活動舉辦 

□融資貸款：提供給個人或企業之貸款(需償還) 

■研發補助：提供給個人或企業之補助款項(免償

還) 

□創投資金：如導入創投機構、舉辦投資媒合等 

□網站平臺 

□創業空間：如育成中心、產學中心、萌芽中心

等，提供給個人或企業辦公營運之實

體空間 

□展銷通路：如銷售會、商展等一次性或常駐型實

體通路 

□獎項表揚：公開徵件評選並表揚之競賽性質活動 

5. 服務內容 

遴選優質潛力農村社區企業，提供最高三百萬元補助與 2

年期計畫輔導，成立「產業輔導專家總顧問團」，提供受輔

導企業即時的諮詢與協助，強化企業化經營及運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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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農村產業領頭羊，活絡在地經濟，實現農村再生永續

發展，同時引導農村社區企業關注社會層面價值發展，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或轉型社會企業。 

6. 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王翔榆副工程司 

聯絡電話：(049)2347321 

Email：taurlily27@mail.swcb.gov.tw 

8.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rse.swcb.gov.tw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每年辦理徵選 

106 年為 8 月 25 日至 9 月 29 日受理報名，預訂徵

選 30 家受輔導企業 

11. 備註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2. 計畫名稱 一百零七年青年回留農村創新研究計畫 

13. 適用組織 

□公司 

□基金會 /協會 

□合作社 

■其他：個人組：四十五歲以下之青年。 

合創組：農民團體、財團法人及其他依法  

        立案之組織或團體跨域合作為提  

        案組織。 

14. 議題屬性 

■ 其他：為鼓勵青年依所發掘之農村或農業相關

問題導入創意構想，以創造農村三生新價值及協助

產業跨域及特色亮點等區域發展。   

15.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諮詢輔導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活動舉辦 

□融資貸款：提供給個人或企業之貸款(需償還) 

■研發補助：提供給個人或企業之補助款項(免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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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創投資金：如導入創投機構、舉辦投資媒合等 

□網站平臺 

□創業空間：如育成中心、產學中心、萌芽中心

等，提供給個人或企業辦公營運之實

體空間 

□展銷通路：如銷售會、商展等一次性或常駐型實

體通路 

□獎項表揚：公開徵件評選並表揚之競賽性質活動 

16. 服務內容 

1. 個人組:鼓勵有想法、有意願回到農村的青年

或青年代表組成團隊提出具有實驗性或創新性

的生產、技術、工法、教育、服務、行銷或科

技等創新研究計畫構想，解決或改善農村生

活、環境、產業、教育及就業等問題，為農村

發展注入新能量，促進農村再生，並創造農村

三生新價值及協助產業跨域及特色亮點等區域

發展。每一入選計畫補助經費以每年新臺幣

(以下同)八十萬元為限。 

2. 合創組:針對農民團體、財團法人及其他依法

立案之組織或團體跨域合作所設定之經營目

標，鼓勵導入青年人力，協助建立發展藍圖及

規劃執行方案，提出未來創新研究之推動重點

及發展策略，以符合農村或農業社會實際需求

面向，並創造農村三生新價值及協助產業跨域

及特色亮點等區域發展。 

(1)聘任四十五歲以下青年一名每年補助經費

以八十萬元為限。 

(2)聘任四十五歲以下青年二名每年補助經費

以一百五十萬元為限。 

(3)聘任四十五歲以下青年三名每年補助經費

以二百萬元為限。 

17. 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8.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彭心燕 

聯絡電話：(049)234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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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whitenopy@mail.swcb.gov.tw 

19. 承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 專案計畫 

網站 

 

21.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106 年起，持續辦理。 

107 年計畫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報名作業。 

22.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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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部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23. 計畫名稱 106 年度社企型公司進階推動計畫 

24. 適用組織 █公司 

25. 議題屬性 █支援其他社企或 NPO 

26.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諮詢輔導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網站平臺 

█展銷通路：如銷售會、商展等一次性或常駐型實

體通路 

27. 服務內容 

為建構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間促進就業之合作夥伴

關係，透過執行促進地方發展，提升社會福祉之計

畫，重大天然災害之災後重建、區域再生發展、社

會性創業或就業支持系統等創新計畫，以提供計畫

發展所需人力支援為主，並依計畫發展屬性及需

求，提供適切諮詢輔導資源及教育訓練課程培訓。 

28. 主辦單位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9.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鍾宜珊專員 

聯絡電話：(02)2366-2380 

Email：ischung@moea.gov.tw 

30. 承辦單位 KPMG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1. 專案計畫 

網站 
- 

32.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33. 備註 計畫採逐年申請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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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動部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34. 計畫名稱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 

35. 適用組織 
█基金會 /協會 

█合作社 

36. 議題屬性 █就業整合 

37.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諮詢輔導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用人費用補助 (新增) 

38. 服務內容 

為建構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間促進就業之合作夥伴

關係，透過執行促進地方發展，提升社會福祉之計

畫，重大天然災害之災後重建、區域再生發展、社

會性創業或就業支持系統等創新計畫，以提供計畫

發展所需人力支援為主，並依計畫發展屬性及需

求，提供適切諮詢輔導資源及教育訓練課程培訓。 

39. 主辦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0.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李桂香 約聘人員 

聯絡電話：(02)8995-6164 

Email：A7100003@wda.gov.tw 

41. 承辦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桃竹苗分

署、中彰投分署、雲嘉南分署、高屏澎東分署 

42. 專案計畫 

網站 
- 

43.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44. 備註 計畫採逐年申請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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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衛生福利部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2. 適用組織 
▓基金會／協會 

(捐助／組織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為原則) 

3. 議題屬性 ▓ 偏鄉/弱勢服務    ▓ 銀髮議題創新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活動舉辦 

5. 服務內容 

(1) 補助依據 

衛生福利部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

處理原則。 

(2) 申請單位 

以各級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財團法人社會福

利及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

構、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宗教組織

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為原則。但各年

度補助項目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3) 申請項目 

a. 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遊民等社會福利及家

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藥癮及酒癮防治之創新及實驗

服務計畫。 

b. 困苦失依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

礙者、遊民、弱勢藥癮者、酒癮者之安置教

養服務。 

c. 公私立機關（構）、團體充實社會工作及其專

業人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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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辦理經濟弱勢家庭救助及脫貧服務、藥癮者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e. 其他社會福利服務方案及計畫。 

6.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林孟瑋小姐 

聯絡電話：(02)2658-1946 

Email：sfaa0227@sfaa.gov.tw 

8. 協辦單位 無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

428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採事前審核原則，申請單位應於衛生福利部公告之

申請期限前提出。 

11. 備註 
衛生福利部 107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主軸項

目，詳如附件一。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推展社會福利補助計畫 

2. 適用組織 
▓基金會／協會 

(捐助／組織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為原則) 

3. 議題屬性 ▓ 偏鄉/弱勢服務    ▓ 銀髮議題創新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活動舉辦 

5. 服務內容 

(1) 補助依據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

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

助項目及基準。 

(2) 申請單位 

各級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財團法人社會福利

及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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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明定

辦理社會福利者。 

(3) 申請項目 

a. 兒童及少年福利。 

b. 家庭支持服務。 

c. 婦女福利。 

d. 老人福利。 

e. 身心障礙福利。 

f. 社會救助。 

g. 社區發展。 

h. 公益勸募。 

i. 推展志願服務工作。 

j. 社會工作。 

k. 保護性業務研習、宣導、督導及倡導。 

l. 家庭暴力防治。 

m. 性侵害防治工作。 

n. 性騷擾防治工作。 

o. 兒童少年保護與處遇。 

6.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沈詩涵小姐 

聯絡電話：(02)2658-1952 

Email：sfaa0062@sfaa.gov.tw 

8. 協辦單位 無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

=429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採事前審核原則，當年度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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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部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2. 適用組織 ■其他：青年個人   

3. 議題屬性 ■其他：鼓勵青年投入社會企業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活動舉辦 

■獎項表揚：公開徵件評選並表揚之競賽性質活動 

5. 服務內容 

(1) U-start 計畫分為「文創業」、「服務業」和「製

造業」三種產業別進行創業團隊徵選及補助，

分 2 階段進行。第 1 階段主要由近 5 學年度大

專畢業生或大專校院在校生組成創業團隊提出

創業計畫，並與學校育成單位提出輔導計畫共

同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將獲補助 50 萬元之創

業基本開辦費(其中 15 萬為學校育成費用)，獲

補助團隊必須接受為期 6 個月之創業育成輔導

及培育。第 2 階段績優創業團隊評選，由通過

第 1 階段補助且設立公司之創業團隊提出申

請，獲選團隊可獲得 25 萬至 100 萬元之創業

獎勵金，並將再接受育成單位輔導 1 年。 

(2) 為鼓勵畢業生投入社會企業創業，在畫審查機

制中，加入社會企業加分及額外獎金機制，每

年並規劃辦理「社會企業育成工作坊」，透過課

程安排及導師陪伴輔導，提供有意願推動社會

企業創業青年相關資訊及實作機會。 

6. 主辦單位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呂羿潔專員 

聯絡電話：(02)7736-5135 

Email：as3643@mail.yda.gov.tw 

8. 承辦單位 無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ustart.yda.gov.tw/bin/home.php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1. U-start 計畫每年 6 月 15 日截止申請。 

2.「社會企業育成工作坊」每年約暑假辦理。 

1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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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化部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獎勵作業要點 

2. 適用組織 ■其他：  個人   

3. 議題屬性 
■ 社區/文化保存      ■ 偏鄉/弱勢服務 

■ 其他：青年返鄉機會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諮詢輔導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活動舉辦 

5. 服務內容 

(1) 為鼓勵青年針對社會、文化、環境及經濟等議

題進行倡議及行動，透過掌握在地知識，連結

社區營造及社群網絡，實踐公民文化行動力，

創造未來文化新生活價值，以營造協力共好社

會。 

(2) 參賽資格為 20-45 歲本國及外籍人士參與，由

個人代表提案。執行期程原則以 106 年核定日

起持續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止，且執行期程不

得少於六個月。 

(3) 獲獎案由本部媒合提供在地業師陪伴輔導。 

6. 主辦單位 文化部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古惠茹小姐 

聯絡電話：(02)8512-6309 

Email：9947@moc.gov.tw 

8. 承辦單位 無(自辦) 

9. 專案計畫 

網站 

官網：https://youthgo.moc.gov.tw/home  

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youthgo.tw/ 

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1263419340382546/?fref=ts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106 年 7 月 29 日~107 年 10 月 31 日  

11. 備註 
106 年作業要點徵件至 9 月 11 日，預計 11 月份公

告獲獎勵名單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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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原民會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106 年度臺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 

2. 適用組織 
■公司 

■其他：  原住民   

3. 議題屬性 ■ 其他：鼓勵原住民族創新創業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諮詢輔導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活動舉辦 

■研發補助：提供給個人或企業之補助款項(免償

還) 

■網站平臺 

5. 服務內容 

辦理創新創業競賽，透過優質案源遴選及培訓機

制，發掘有創意、有市場及可商品化的創業團隊，

輔以提供顧問師諮詢、創業資金、商機媒合等資

源，提升創業成功率，協助其初期創業及開發創新

營運模式，以培育原住民族產業所需人才、活化原

住民族特色產業以達永續經營。 

6. 主辦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沙韻雯科員 

聯絡電話：(02)8995-3245 

Email：lunisasa@apc.gov.tw 

8.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startup.cpc.tw/aboutUs/aboutUs.asp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例： 

105 年 11 月 10 日至 106 年 11 月 10 日 

1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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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國發基金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 

2. 適用組織 
■公司 

■其他： 獨資、合夥事業       

3. 議題屬性 ■其他： 鼓勵創新及應用發展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研發補助：提供給個人或企業之補助款項(免償

還) 

5. 服務內容 營運資金補助 

6. 主辦單位 國家發展基金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簡宇德先生 

Tel: 02-23890633#222 

8. 承辦單位 

林資芸 Fran Lin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 

執行機構：台北市電腦公會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 號 3 樓  

Tel: 02-2577-8518 #890 或 02-2577-4249 #890 

e-mail:fran_lin@mail.tca.org.tw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www.angel885.org.tw/index.php?doc=qa 

10. 計畫開始

及截止日期 

102 年 6 月 25 日~107 年 6 月 24 日 

1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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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2. 適用組織 ■公司  

3. 議題屬性 ■其他： 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創投資金：導入創投機構 

5. 服務內容 投資資金挹注 

6. 主辦單位 國家發展基金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李坤忠先生 

Tel: 02-23890633#214 

8. 承辦單位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周正偉先生 

Tel: +886-2-23662350 

Email: cwchou@moea.gov.tw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www.moeasmea.gov.tw/content.asp?CuItem=1283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96 年 4 月 17 日至 100 億元額度受理完罄 

1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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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

案 

2. 適用組織 ■公司 

3. 議題屬性 ■其他： 促進服務業發展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創投資金：導入創投機構 

5. 服務內容 投資資金挹注 

6. 主辦單位 國家發展基金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葉懷仁先生 

Tel: 02-23890633#212 

8. 承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張唯聖電話：27541255 轉 2423 

Email：wschang2@moeaidb.gov.tw 

馮文美 Sandy Feng  經理 02-27041077 #12  

Fax:02-27840126 

E-mail:sandy_feng@mail.tca.org.tw  

http://www.issip.org.tw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s://www.moeaidb.gov.tw/external/ctlr?PRO= 

project.ProjectView&id=1345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101 年 5 月 28 日~111 年 5 月 27 日 

1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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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金管會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創櫃板 

2. 適用組織 ■公司 

3. 議題屬性 
■其他：提供電子科技、文創、生技醫療、農林漁

牧、社會企業、電子商務等創新產業籌資管道。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諮詢輔導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活動舉辦 

■創投資金：如導入創投機構、舉辦投資媒合等 

■網站平臺 

■展銷通路：如銷售會、商展等一次性或常駐型實

體通路 

5. 服務內容 

「創櫃板」取其「創意櫃檯」之意涵為命名，定位

為提供具創新、創意構想之非公開發行微中小型企

業「創業輔導籌資機制」， 目前提供之服務如下： 

(1) 優質會計師輔導公司建置簡易內部控制及會計

制度，並落實執行。 

(2) 提供「股權籌資」功能但不具交易功能。 

(3) 依需求安排經營管理課程。 

(4) 提供公司參加海內外展覽、資金或業務媒合等

活動及網站曝光之機會。 

6. 主辦單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黃曉盈小姐 

聯絡電話：(02)2774-7176 

Email：hsiaoying@sfb.gov.tw 

8.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www.tpex.org.tw/ch/gisa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103 年起，持續辦理 

1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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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外交部 

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外交部補助民間團體從事國際交流及活動要點 

2. 適用組織 ■基金會 /協會 

3. 議題屬性 
■支援其他社企或 NPO   

■其他：鼓勵 NGO 出國參與國際相關會議及活動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活動舉辦 

5. 服務內容 

(1) 為協助我國民間團體及機構從事國際交流活動，

本部特訂定「補助民間團體從事國際交流及活動

要點」，補助對象係依法向我國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設立之非營利團體及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或各

級學校、學術機構等，並須以「團體形式」申請

經費補助。倘有經費補助需求，可備妥相關申請

經費計畫書後向本部提出申請。 

(2) 另對於我民間團體或學校前往海外參加各項活

動，向本部申請經費補助者，均提送本部審查小

組審議後衡量是否同意補助，嗣將團體來函及相

關資訊以副本通知相關駐外館處，並由駐外館處

視情酌予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 

6. 主辦單位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李宗翰薦任科員 

聯絡電話：(02)2348-2016 

Email：thlee01@mofa.gov.tw 

8. 承辦單位 無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www.taiwanngo.tw 

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持續辦理 

11. 備註 最遲須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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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填寫說明 

1. 計畫名稱 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 

2. 適用組織 

■公司 

■基金會 /協會 

■合作社 

■其他：個人 

3. 議題屬性 

■社區/文化保存 

■環境保育      ■ 偏鄉/弱勢服務 

■公平貿易      ■ 醫療照護創新 

■支援其他社企或 NPO  ■ 其他：人才培訓 

4. 服務項目 

請依計畫專案重點提供之服務項目勾選，可複選 

■諮詢輔導 

■課程培訓：如系列性專題課程、數位/線上/網路

課程等 

5. 服務內容 

(1) 本部自 93 年起均委託國內專門機構在國內擇地

辦理「NGO 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就當時社會

關注相關議題進行培訓，邀請國內 NGO 幹部、

地方政府相關部門人員、青年學子及地方意見領

袖參加。 

(2) 透過專題講座及小組討論，協助我 NGO 及從事

NGO 事務之青年瞭解當前國際主流議題、我

NGO 與各國合作交流現況與展望，以及 NGO 與

外交工作之連結，期提升我國人未來從事國際事

務能力及興趣。 

6. 主辦單位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 

7. 主辦單位 

聯繫方式 

李宗翰薦任科員 

聯絡電話：(02)2348-2016 

Email：thlee01@mofa.gov.tw 

8. 承辦單位 無 

9. 專案計畫 

網站 

http://www.taiwanng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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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計畫開始及

截止日期 

每年舉辦日期不一，以 106 年為例，辦理日期為

106 年 8 月 5 、6 日與 8 月 26、27 日。 

11. 備註 本部每年均會辦理旨揭活動。 

 

附件一、107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主軸項目 

一、 家暴、性侵害防治及兒少保護類 

(一) 辦理性騷擾、性侵害防治整合型創新方案 

(二) 家庭暴力多元處遇方案 

(三) 精進兒少保護專業服務量能計畫 

(四) 藥物濫用兒少預防輔導及家庭服務方案 

(五) 兒少性剝削行為人輔導教育及被害人家庭處遇方案 

(六) 辦理性別暴力防治及保護服務倡議及創新方案 

 

二、 社會救助、社區及社會工作類 

(一) 積極性社會救助多元脫貧服務方案 

(二) 遊民生活重建服務躍升方案 

(三) 「實(食)物給付」方案 

(四) 強化政府、民間組織提升偏鄉離島社政防救災量能方案 

(五) 設立社區培力育成中心 

(六) 本土社會工作實務模式之建構與分享方案 

(七) 社工人身安全提升計畫 

(八) 強化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三、 加害人處遇及預防類 

(一) 家庭暴力相對人處遇品質提升服務方案 

(二)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多元處遇資源培力計畫 

(三) 未成年性侵害事件行為人處遇品質提升方案 

 

四、 婦女福利類 

(一) 辦理建立地方婦女議題策略聯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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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多元族群婦女服務方案 

 

五、 兒少福利類 

(一) 幼兒照顧津貼宣導及教育訓練計畫 

(二) 特殊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實驗計畫 

六、 家庭支持類 

(一) 提升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服務量能計畫 

(二) 守護家庭小衛星─培植家庭支持服務資源網絡計畫 

(三)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服務人力需求計畫 

(四) 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 

(五) 收出養短期安置服務計畫 

(六) 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女及其家長商談服務 

 

七、 老人福利類 

(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人力加值計畫 

(二) 強化老人福利機構服務量能輔導計畫 

 

八、 身心障礙者福利類 

(一) 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畫 

(二) 辦理潛在性身心障礙者關懷服務創新方案 

(三)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計畫 

(四)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 

(五) 縣市輔具資源中心需求評估能量提昇計畫 

(六) 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七) 提升復康巴士服務能量計畫 

(八) 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整合服務計畫 

(九)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佈建計畫 

(十) 建構爬梯機服務輸送體系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