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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防治】
一、性暴力防治整合型創新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 財(社)團法人團體、公、協、學會。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文教基金會及宗教組織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3. 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
4. 設有社會工作、心理諮商或法律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二) 補助原則：
1. 全國性團體以 1 案為限，各直轄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縣（市）政府以核轉 2 案為限。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本方案服
務，並辦理下開事項：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
年召開至少兩次業務聯繫會議，辦理計畫執行成效之評核事
宜，其評核結果應呈現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
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講座鐘點費、保險費【每人新臺幣(以下同)500 元/
年】
、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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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諮商及心理治療費、律師諮詢費、通譯服務費、督導鐘點費、
訪視交通補助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場地及佈置費、印刷費、差旅
費、臨時酬勞費、膳費、表演演出費、撰稿費、翻譯費、器材租金、
媒體素材製作費、設計費、剪輯費、播出費、版權費、拷貝費、購
買媒體通路、宣導費(不含宣導品、紀念品)、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
險費、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請分項申請甲類、乙類專管費)等。
(四) 工作項目：
1. 數位/網路性騷擾、性私密影像、性誘拐與性勒索防治服務：
辦理渠等成年被害人之諮詢及服務，協助上開諮詢及服務個案
相關影像移除及下架事宜，並依當事人需求轉介提供法律諮
詢、陪同報案、陪同偵（詢）訊、關懷訪視、社會暨心理評估
與處置、心理輔導等服務。
2. 兒少性侵害或性剝削未成年行為人預防教育輔導服務：設計行
為人輔導教育模式，提供諮詢、風險評估，以及早期介入服務
方案。
3. 針對性暴力多元案件樣態（如男性、移工、原住民、身心障礙
者、同志被害議題、數位/網路性暴力案件等）設計適合其特殊
處境之創新宣導教育作為，以協助專業工作者及一般社會大
眾，對於兒少性剝削去汙名、兒少人權觀念、新興犯罪型態
（如網路誘拐）、青少年友誼網絡特性、多元處境被害人求助
困境與迷思，以及非實體數位網路風險議題與合作策略的了
解。
4. 申請單位應提供前一年度實際辦理成效，以量化數據或質性資
料呈現；若為新興計畫，則請提報計畫預估之成效。
(五) 成效計算標準：
所提計畫應提報下列預期效益指標，以供審核參考：
1. 辦理數位/網路性騷擾、性私密影像、性誘拐與性勒索防治成
年被害人，或兒少性侵害、性剝削未成年行為人預防教育輔導
個案服務，應說明各項服務介入之成效指標，以量化數據或具
體案例分析呈現。
2. 辦理工作坊、專題或個案研討、座談會等宣導者，應視辦理目
的設計前後測問卷，於宣導活動辦理前後進行施測，並針對施
測結果分析說明辦理效益。
(六)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 年以上、4 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
助，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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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
二、家庭暴力被害人復原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文教基金會及宗教組織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3. 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心理師公會。
4. 設有社會工作、心理諮商輔導或法律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二) 補助原則：
1.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如經行政院核定，則配合刪除本主
軸方案。
2. 每直轄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縣（市）政府以核
轉 5 案為限。
3. 申請單位如為民間團體，應出具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含
其所屬機關）委託或補助辦理該項服務內容之證明文件，或同
意進行個案轉介之證明文件。所簽契約或個案轉介證明應包含
第 4 點所列事項，並將影本併同請款資料函報本部，始得辦理
撥款。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服務方案，
並辦理下開事項：
(1) 核轉民間團體之申請計畫，應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之公私
協力分工原則，培力民間團體發展家暴被害人之專精與深化
服務。
(2) 為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應召開至少兩次
業務聯繫會議，並將會議內容呈現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
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3)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家暴被害人及其家庭，落實服務資
源轉介及後追個案服務工作，並配合提供中央政府相關服務
數據與統計。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社工、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科系畢業）
、助理員《補助偏
鄉、離島地區聘用高中(職)畢業或具 2 年以上社福服務或教育實務
經驗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以下同)2 萬 6,000 元；聘用大專院校
畢業者，每人每月補助 2 萬 9,000 元，每年最高補助 13.5 個月(含
年終獎金)》、專業人員參加家庭社會工作或輔導相關工作坊訓練補
助費（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1 萬元）
、家庭評估工具費、家庭系統處遇
媒材費、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個別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諮商及心理治療費、律師諮詢費、訪視交通補助費、設施設備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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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所需之辦公、安全、諮商輔導及育樂設施設備、其他相關設施設
備等）
、設施設備修繕費、講座鐘點費、督導鐘點費、差旅費、專家
學者出席費、場地及佈置費、印刷費、膳費、雜支、專案計畫管理
費(請分項申請甲類、乙類專管費)等。
(四) 工作項目：
1. 依家庭暴力被害人需求及其家庭脈絡，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之評
估及處遇服務。
2. 申請單位應盤點、連結並建立家庭暴力被害人之家庭、社區支
持資源網絡，建立在地化服務模式。
3. 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各項自立生活處遇、創傷復原個案服務、
諮商輔導服務及團體支持性活動。
4. 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家庭相關諮商、協談輔導及關係修復
相關服務。
5. 得併同申請教育訓練，提供專業服務人員進行專精化之教育訓
練及督導。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為延續性計畫申請者，請於申請表中說明前一年開結案人數、
被害人需求達成之評量，及其他足以呈現前年度計畫執行成效
相關數據，並辦理成效評估，同時提供具體案例分析。
2. 所提計畫(含延續性及新提計畫)應說明本(111)年度關鍵績效
指標（KPI）並說明測量方式，包括：預定受理案件數、連結服
務資源數與方式、服務內容與方式、被害人需求達成程度、被
害人創傷復原程度、被害人對暴力的認知及因應策略、比較家
庭暴力被害人及其家庭接受服務之前後差異等。
3. 其他各項服務工作之成效指標，由申請單位自行訂定，本部審
酌計畫時將參考所提工作項目與方式，審視其合理性。
(六) 延續性計畫請說明前一次核銷年度之經費執行率，若經費執行率低
於 80％，請分析執行不佳原因及本一年度因應對策。
(七)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 年以上、4 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
助，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三、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2.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文
教基金會及宗教組織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3.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心理師公會。
4.設有社會工作、心理諮商輔導或法律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二) 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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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且不得扣
減民間單位補助款。
2. 每直轄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縣（市）政府以核
轉 5 案為限。
3. 申請單位如為民間團體，應出具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含
其所屬機關）委託或補助辦理該項服務內容之證明文件，或同
意進行個案轉介之證明文件。所簽契約或個案轉介證明應包
含第 5 點所列事項，並將影本併同請款資料函報本部，始得辦
理撥款。
4. 申請單位應擇定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如: 年輕被害
人、新住民、多元性別、男性等提供服務。
5.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服務方
案，並辦理下開事項：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民間團體之申請計畫，應依強
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之公私協力分工原則，培力民間團體發
展家暴被害人之專精與深化服務。
(2) 為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應召開至少兩
次業務聯繫會議，並將會議內容呈現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
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3)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家暴被害人及其家庭，落實服務
資源轉介及後追個案服務工作，並配合提供中央政府相關
服務數據與統計。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社工、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科系畢業）、助理員(補助偏
鄉、離島地區聘用高中(職)畢業或具 2 年以上社福服務或教育實務
經驗者，每人每月以 2 萬 6,000 元核算；聘用大專院校畢業者，每
人每月以 2 萬 9,000 元核算，每年最高補助 13.5 個月(含年終獎
金))、專業人員參加家庭社會工作或輔導相關工作坊訓練補助費（每
人每年最高補助 1 萬元）
、家庭評估工具費、家庭系統處遇媒材費、
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個別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心
理治療費、律師諮詢費、訪視交通補助費、設施設備費（開辦所需
之辦公、安全、諮商輔導及育樂設施設備、其他相關設施設備等）、
設施設備修繕費、講座鐘點費、督導鐘點費、差旅費、專家學者出
席費、場地及佈置費、印刷費、膳費、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請分
項申請甲類、乙類專管費)等。
(四) 工作項目：
1.依家庭暴力被害人需求及其家庭脈絡，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之評估及
處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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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單位掌握、評估並敘明計畫所服務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對
象在社會文化脈絡下之處境、服務需求；所規劃提供之處遇服務應
具文化(性別)敏感度，同時建立並敘明針對該族群之服務方式、特
點與內涵。
3.申請單位應盤點、連結並建立家庭暴力被害人之家庭、社區支持資
源網絡，建立在地化服務模式。
4.應提供符合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各項個案工作、團體支持、社
區工作等服務，有效協助該族群及其家庭面對及解決暴力。
5.得併同申請教育訓練，提供專業服務人員進行專精化之教育訓練及
督導。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為延續性計畫申請者，請於申請表中說明前一年開結案人數、被害
人需求達成之評量，及其他足以呈現前年度計畫執行成效相關數
據，並辦理成效評估，同時提供具體案例分析。
2.所提計畫(含延續性及新提計畫)應說明本(111)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KPI）並說明測量方式，包括：預定受理案件數、連結服務資源
數與方式、服務內容與方式、被害人需求達成程度、比較家庭暴力
被害人及其家庭接受服務之前後差異、專業人員接受督導及教育訓
練後對多元文化、性別敏感度或認知程度之改變情形等。
3.其他各項服務工作之成效指標，由申請單位自行訂定，本部審酌計
畫時將參考所提工作項目與方式，審視其合理性。
(六) 延續性計畫請說明前一次核銷年度之經費執行率，若經費執行率低
於 80％，請分析執行不佳原因及本一年度因應對策。
(七)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 年以上、4 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
助，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四、兒少領航員輔導支持資源中心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
2. 立案之社會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
3.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醫事機構。
（二） 補助原則：
1. 申請單位以有從事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直接服務單位(如
家庭暴力被害人一站式多元服務方案及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
童及少年輔導及處遇方案)為限。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輔導申請單位盤點服務區域內
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輔導與服務之國中、國小人員
或單位（如老師、輔導中心）、學諮中心、民間團體並建立服
務資源網絡，及聯繫互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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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本方案服
務，協助、訓練及督導申請單位執行本方案，每年召開至少 2
次業務聯繫會議，辦理執行成效評核事宜，評核結果應呈現
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團體活動費、講座鐘點
費、外聘督導及專家學者出席費、場地及佈置費、宣導費(不含宣
導品、紀念品)、印刷費、差旅費、臨時酬勞費、膳費、教材費、
撰稿費、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請分項申請甲類、乙類專管費)
等。
（四） 工作項目：
1. 辦理個案研討：辦理及參與直接服務相關單位(包括教育、社
政、警政、醫療衛生等)申請協助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
年輔導之研討會議；參與人員應包含社政、教育及其他網絡單
位，以精進直接服務相關專業工作者之目睹兒少服務及強化
各網絡成員之溝通合作。
2. 諮詢與督導服務：針對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處遇(包
括教育、社政、警政、醫療衛生等)，提供相關諮詢與督導服
務，以有效回應個案需求。
3. 教育訓練與培力：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輔導服務相
關教育訓練，提升服務區域內辦理目睹兒少輔導之三級輔導
教育單位、社政單位、其他相關之網絡單位之專業知能。
4. 研發與推廣：針對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預防與輔導相
關議題進行研發與推廣，累積專業知識，擴大民眾參與，以
整體提升大眾對此議題之識能。
（五） 成效計算標準：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輔導申請單位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說明測
量方式，本部將依各計畫所提工作項目與方式，審核合理性。
（六）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 年以上、4 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
補助，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兒少保護】
五、兒少保護個案家庭復原服務計畫
（一）補助對象：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或
其委託辦理家庭處遇服務方案立案之社會團體。
（二）補助原則：
1.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如經行政院核定，則配合刪除此主軸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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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項方案最高補助上限新臺幣(以下同)250 萬元。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所層轉修正計畫書獲核定後，與委託單
位訂定委託契約，或受補助單位簽訂服務提供切結書。所簽契約
應包含第 4 點所列事項，並將影本併同請款資料函報本部，始得
辦理撥款。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本方案服務，
並辦理下開事項：
(1) 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召開至少兩次業務
聯繫會議，辦理計畫執行成效之評核事宜，其評核結果應呈
現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2)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家庭及兒少，落實服務資源轉介及
後追個管工作，並配合中央規定彙送相關服務數據。
（三）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個別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
置、諮商及心理治療費、訪視交通補助費、講座鐘點費、專家學者
出席費、差旅費、外展專業指導費(每小時 1,200 元，30 分鐘以上未
滿 1 小時者 600 元)、家務及育兒指導服務費（200 元/小時）、幼兒
臨托及喘息服務費(200 元/小時)、志工交通及膳費（每人每日最高
補助 150 元，每人每月最多 21 日為限）、志工保險費（每人最高補
助 500 元）
、場地及佈置費、材料費、訪視輔導費(每次 200 元)、兒
少參與正向人際與生活能力訓練相關活動費、印刷費、膳費、臨時
酬勞費、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請分項申請甲類、乙類專管費)、充
實行動載具費用(如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等。
（四）工作項目:
1. 建立兒少保護個案家庭社區支持網絡(包含:臨時托育、喘息服務、
育兒指導、友善家庭關訪等)。
2. 培育志工關懷兒少保護個案家庭。
3. 辦理促進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親子互動相關活動(如:家庭旅遊、參加
親子活動等)。
4. 提供兒少保護個案及其家庭相關諮商輔導及關係修復。
5. 增進兒少保護個案優勢潛能發展相關服務。
6. 辦理兒少保護個案家長創傷復原團體支持活動。
7. 提供兒少保護個案家庭支持性服務及到宅親職指導服務。(如：提
供家長正向教養觀念)。
8. 提供家長支持性服務，推廣零體罰教育。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提升家庭功能:以家庭功能評估量表為基準，比較受虐兒少家庭接
受服務之前後差異。
2. 其他各項服務工作之成效指標，由申請單位自行訂定，本部審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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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時將參考所提出之工作方式審視其合理性。
（六）申請本方案專業服務費者，每名專業人力個案量為 8 至 10 案。
（七）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 年以上、4 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
助，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六、早期逆境(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少年支持輔導創新方
案
(一) 補助對象：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或
其委託辦理少年輔導服務之立案社會團體。
2.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文教基金會及
宗教組織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3.設有社會工作、兒童及青少年福利、心理諮商等相關科系所之大專
院校。
(二) 補助原則：
1.每項方案最高補助上限新臺幣(以下同)150 萬元。
2.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所層轉修正計畫書獲核定後，與委託廠商
訂定委託契約，或受補助單位簽訂服務提供切結書。所簽契約應包
含第 3 點所列事項，並將影本併同請款資料函報本部，始得辦理撥
款。
3.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本方案服務，
並辦理下開事項：
(1) 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召開至少兩次業務聯繫
會議，辦理計畫執行成效之評核事宜，其評核結果應呈現於成果
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2)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相對人，落實服務資源轉介及後追個管
工作，並配合中央規定彙送相關服務數據。
(三)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個別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諮商及心理治療費、訪視交通補助費、講座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
差旅費、外展服務事務費(每次 600 元)、團體活動費、志工交通及膳
費（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150 元，每人每月最多 21 日為限）
、志工保險
費（每人最高補助 500 元）
、場地及佈置費、印刷費、材料費、膳費、
臨時酬勞費、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請分項申請甲類、乙類專管費)、
充實行動載具費用(如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等。
(四)工作項目:
1.辦理外展服務。
2.辦理生活技能訓練。
3.辦理增進少年正向人際互動團體活動。
9

4.提供少年相關目睹暴力創傷輔導服務。
(五)成效計算標準:
各項服務工作之成效指標，由申請單位自行訂定，本部審酌計畫時將
參考所提出之工作方式審視其合理性。
(六)申請本方案專業服務費者，每名專業人力個案量為 8 至 10 案。
(七)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 年以上、4 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助，
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性別暴力領航社區服務】
七、建構性別暴力領航社區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盤點並整合所轄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需求
與資源，連結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推動本計畫。每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申請 1 案為限。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所轄區域需求，布建社區初級預防資源；
針對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建立輔導及
培力機制。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邀集所轄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
織或民間團體，每年召開至少 2 次聯繫會議，並視需要邀網絡單
位參加。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布建在地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資源：
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講座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場地
及佈置費、印刷費、住宿費、交通費、臨時酬勞費、膳費、撰稿
費、翻譯費、口譯費、教材費、資料蒐集費、獎座(牌)、網站建置
及設計費、網站管理及維護費、設施設備費、宣導費(不含宣導
品、紀念品)、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志工服務背心(每件
最高補助 160 元)。
2. 建立社區初級預防培力及輔導機制：
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講座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場地
及佈置費、印刷費、住宿費、交通費、膳費、雜支、專案計畫管
理費(甲類)。
(四) 工作項目：
1. 布建社區初級預防資源：
依所轄區域需求，規劃配置性別暴力防治初級預防資源，以經費
補助在地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辦理以下計畫：
(1)初級預防宣導社區計畫：依所在社區特性、暴力態樣、防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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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等，規劃辦理有助於提升在地民眾辨識暴力、通報與轉知服
務資源等之宣導活動；應依在地需求及特性，採多元及融入日
常之方式辦理。
(2)初級預防領航社區方案：
A. 依所在社區特性、暴力態樣、防治作為等，規劃辦理有助於提
升在地民眾辨識暴力、通報、盤點並連結在地防治資源網絡；
應依在地需求及特性，採多元及融入日常之方式辦理。
B. 應發掘並連結其他社區組織共同參與，透過聯繫會議、參與經
驗分享、外部專業人員培訓等多元方式，提升其他社區組織之
參與。
2. 建立社區初級預防培力及輔導機制：
(1) 透過多元管道發掘並鼓勵在地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參與本計
畫，逐步提高涵蓋率。
(2) 針對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辦理教育
訓練、實地訪視，及聯繫會議。
(3) 針對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應追蹤其
推動情形，並適時透過專家學者予以輔導、協助。
(五) 成效計算標準：應依本部所提供表單辦理成效評估。

【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護】
八、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後續追蹤及創傷支持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
3. 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
4.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醫事機構。
5. 設有社會工作、心理諮商輔導或法律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
校。
（二）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且不得扣
減民間單位補助款。
2. 申請單位應擇定依老人福利法第 43 條通報之老人保護個案或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6 條通報之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提供
後續追蹤服務。
3. 申請單位應執行「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處遇服務」、「老
人或身心障礙者及家屬（含相對人）支持團體」、「老人保護
或身心障礙者個案家庭關係修復及互動活動」，並從「大眾教
育宣導」、「專業教育訓練」等 2 項工作中至少擇 1 項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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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敘明服務涵蓋區域。
4. 申請單位如為民間單位，應出具直轄市、縣(市)政府(含其所
屬機關)委託或補助辦理該項服務內容之證明文件，或同意進
行個案轉介之證明文件。所簽契約或個案轉介證明應包含第 5
點所列事項，並將影本併同請款資料函報本部，始得辦理。
5.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拓展轄內本方案服
務，並辦理下開事項：
(1) 核轉民間單位之申請計畫，應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之公
私協力分工原則，培力民間團體發展老人保護或身心障礙
者保護被害人之專精與深化服務。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輔導申請單位盤點並建立服
務區域內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保護服務資源網絡，包
含長期照顧管理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老人福利中心、
身心障礙服務中心、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家庭教育中心、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並建立在地服務模式。
(3) 協助督導民間單位邀集所轄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網
絡人員參與該單位辦理之專業教育訓練。
(4) 協助、訓練及督導民間單位執行本方案，每年召開至少 2
次業務聯繫會議，辦理執行成效評核事宜，評核結果應呈
現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
考。
(5)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老人保護被害人及其家庭，落實
服務轉介及後追服務工作，並配合中央政府提供相關服務
數據及統計。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團體活動費、社會暨心
理評估與處置、家族諮商費、講座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場
地及佈置費、宣導費(不含宣導品、紀念品)、印刷費、訪視交通
補助費、差旅費、臨時酬勞費、膳費、撰稿費、器材租金、教材
費、設施設備費、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雜支、專案計畫管
理費(請分項申請甲類、乙類專管費)等。
（四） 工作項目：
1.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處遇服務：針對直轄市、縣（市）
政府委託或轉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依其經濟、健
康、法律、心理輔導、照顧及其他等多元需求，提供以家庭
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之整合保護服務，並落實個案管理。
2.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及家屬（含相對人）支持團體：提供老人或
身心障礙者保護或高風險個案及其家屬有關生命經驗回顧與
統整、創傷復原、老年生活照顧、財務規劃、家屬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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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渠等適應與處理危機事件之能力，並有充權之效益。
3. 老人保護或身心障礙者個案家庭關係修復及互動活動：透過
協談、輔導、年節聚會或其他活動等方式，增進老人或身心
障礙者保護個案與其家庭成員之關係修復及溝通互動。
4. 專業教育訓練：辦理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防治工作坊、專
題或個案研討、座談會等教育宣導，提升老人或身心障礙者
保護防治網絡相關專業工作者（包括法官、檢察官、醫療衛
生、教育、警政、社政）等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知能。
5. 大眾教育宣導：針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照 C 據點、村里辦
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及其他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活動地點等之
志工、參與人員、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本身進行老人或身心障
礙者保護宣導。
（五） 成效計算標準：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輔導申請單位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說明測
量方式，本部將依各計畫所提工作項目與方式，審核合理性。
（六）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 年以上、4 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
補助，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充實保護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
九、充實保護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計畫
(一)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補助原則：
1. 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聘用集
中派案社工、成人保護社工、兒少保護社工等保護性社工人力所
需設施設備為限；每直轄市、縣(市)政府以申請 1 案為限。
2. 設施設備以保護性社工每人補助新臺幣 5 萬元為限；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設施設備費。
(四) 工作項目：
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
風險控管】，積極預防並發掘潛在保護性個案，提升通報準確度及精
進風險預警評估機制、強化以家庭為核心之多元服務與發展。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應說明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二的新增人力聘用策略。
2.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竣時檢附策略二之保護性社工人力
進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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