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1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財團法人苗栗縣

私立幼安教養院

「106年度身心

障礙福利服務

機構服務專業

人員培訓計

畫」

65,440 24,400

本案補助經費補助經費新

台幣2萬4,400元，補助明

細如下：外聘講師鐘點費2

萬2,400元(14小時X1,600

元)、雜費2,000元(文具、

郵資、攝影)。

106年11月1日至

106年11月10日

1.本案屬政策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2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財團法人台灣省

天主教會新竹教

區附設苗栗縣私

立聖家啟智中心

「106年度身心

障礙服務專業

人員計畫」

44,880 35,600

本案補助經費新台幣3萬

5,600元，補助明細如下：

外聘講師鐘點費3萬3,600

元(21小時X1,600元)、雜

費2,000元(攝影、茶水、

文具、郵資、運費)。

106年10月1日至

106年12月31日

1.本案屬政策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3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財團法人台灣省

天主教會新竹教

區附設苗栗縣私

立聖家啟智中心

106年度身心障

礙者家庭支持

服務方案「愛

在一起採柚

趣」-親子共學

成長營

41,640 33,200

本案補助經費新台幣3萬

3,200元，補助明細如下：

車輛租借費2萬元。(2輛X1

萬)、餐費7,200元。(90人

X80元)、保險費4,000元、

雜費2,000元(攝影、文

具、茶水、郵資、運費)。

106年9月15日

1.本案屬政策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4.請依照委員建議修正計畫書：

增加交流相關活動的設計、活動

流程修改，修正後送本府備查。

苗栗縣106年第3次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結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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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4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聲暉協進會

106年苗栗縣手

語溝通對話班

實施計畫

92,500 88,600

本案補助經費新台幣8萬

8,600元，補助明細如下：

外聘講師鐘點費4萬8,000

元、助理講師鐘點費2萬

4,000元、講師交通費

8,600元、教材費3,000元

(15人X200元)、場地佈置

費3,000元、行政管理費

2,000元。

106年10月16日

起至11月15日

1.本案屬政策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4.請依照委員建議修正計畫書：

請增加招生方式、修正課程內

容、縮短每次時數、拉長期程，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

5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聲暉協進會

107年聽障者家

庭社群支持服

務人事費補助

方案

364,500 364,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36萬4,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甲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2.補助資

格，同意補助新台幣36萬4,500

元整（薪資2萬7,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2



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6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脊髓損傷者協會

107年苗栗縣建

立聽障輔具評

估服務計畫

285,000 285,000

本案補助經費新台幣28萬

5,000元，補助明細如下：

人事類21萬6,000元(外聘

鐘點費：600元/小時；依

照實際執行及服務時段而

調性調整)、設備與校正費

2萬5,000元(聽力設備維

護、耗材與校正費，含聽

力檢查儀 、中耳分析儀校

準費、中耳分析儀用測量

管聽力檢查儀用耳機線 、

耳機皮套、酒精棉片)、電

費2萬元、印刷費1萬,8000

元(印刷評估報告書、申請

文件)、雜費6,000元(服務

聯繫郵費、文具)。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本案屬政策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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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7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脊隨損傷者協會

脊髓損傷者居

家照護-「發現

更好的自己」

服務計畫

459,000 459,0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45萬9,0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5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優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1.補助資

格(具專業證照之專業人員補助

證照加給新臺幣一千元)，同意

補助新台幣45萬9,000元。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8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同心身心障礙服

務協進會

2017國際身心

障礙者日「歌

唱競技大賽」

活動

150,000 58,800

本案補助經費新台幣5萬

8,800元，補助明細如下：

場地佈置費2,000元(紅布

條)、音響租借費1萬5,000

元、膳食費2萬8,800元

(360人X80元)、茶水費

6,000元、評審出席費

4,000元(5人X800元)、雜

費3,000元(文具、郵資、

攝影)。

106年11月19日

1.本案屬一般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4.請依照委員建議修正計畫書：

請修正報名表、增加參賽規則、

委員資格、及安排特色活動(增

加多元性活動設計)，修正後送

本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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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9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同心身心障礙服

務協進會

107年人事補助

申請案
310,500 310,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31萬0,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5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甲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3.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31萬500元

整（薪資2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10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特殊教育關懷協

會

提升身障夥伴

生活技能「心

身靈療育技能

班」實施計畫

86,400 0

請確認計畫內容並予以修

正，本次不予補助。

本案緩議，請協會確認計畫內容

並予以修正，本次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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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11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特殊教育關懷協

會

「讓愛永續關

懷」日間照顧

服務計畫

378,000 364,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31萬0,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5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乙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3.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31萬500元

整（薪資2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12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智障福利協進會

106年度全國心

智障礙者親子

運動大會活動

120,000 104,760

本案補助經費新台幣10萬

4,760元，補助明細如下：

(一)傳遞聖火：租車費

6,000元(2000元X3輛)、場

地佈置費 8,000元、主持

人費2,000元、表演費

8,000元、茶水費1,200

元、印刷費1,000元、雜支

2,000元(文具、郵資、攝

影)。(二)運動大會：租車

費2萬元、餐費1萬3,440元

(80元X42人X4餐)、茶水費

(30元X42人X2天)、住宿費

3萬3,600元、雜費3,000元

(文具、郵資、攝影)。保

險費4,000元。

106年11月3日、

106年11月11、

12日

1.本案屬一般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4.請依照委員建議修正計畫書：

請修正主辦單位名稱、增加傳遞

聖火人員、競賽項目、歷年活動

績效、表演單位及內容，修正後

送本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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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13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智障福利協進會

107年度心智障

礙者家庭支持

服務計畫

502,572 310,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31萬0,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5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甲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3.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31萬500元

整（薪資2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14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無障礙關懷協會

「身障楷模表

揚暨咱的故鄉~

咱的歌」歌唱

比賽活動

180,670 58,800

本案補助經費新台幣5萬

8,800元，補助明細如下：

音響租借費1萬5,000元、

誤餐費2萬元、評審出席費

2,400元(3人X800元)、場

地佈置費2,000元、主持費

4,000元(2人X2,000元)、

車輛租借費1萬元、歐式帳

篷5,400元。

106年11月18日

1.本案屬一般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4.請依照委員建議修正計畫書：

請增加活動方式、流程及參與者

說明，修正後送本府備查。身障

楷模表揚另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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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15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無障礙關懷協會

107年度身心障

礙者定點式照

顧服務支持計

畫

445,500 445,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44萬5,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5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甲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3.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31萬500元

整（薪資2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16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身心障礙福利協

進會

苗栗縣身心障

礙家庭照顧者

「喜悅心動力

情緒疏洪道」

方案計畫

70,800 50,200

本案補助經費新台幣5萬

200元，補助明細如下：講

師費3萬2,000元、膳食費

4,200元、場地佈置費

2,000元(紅布條)、印刷費

6,000元、材料費3,000元

(15人X200元)、雜費3,000

元(文具、郵資、攝

影)。。

106年10月28日

至106年11月18

日

1.本案屬一般性補助。

2.各項活動看板、布幕、文宣及

印刷等應加入公彩標章(得於社

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專區下載)，

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照片或樣

張佐證。                3.本

案核銷時請檢附參加人員名冊、

活動成果分析等資料。

4.請依照委員建議修正計畫書：

請修正參加對象、需求評估、活

動內容等，修正後送本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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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17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身心障礙福利協

進會

107年苗栗縣身

心障礙者綜合

性服務計畫

445,500 445,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31萬0,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甲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1.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44萬5,500

元整（薪資3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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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18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康復之友協會

107年度綜合服

務方案計畫
445,500 445,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44萬5,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甲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1.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44萬5,500

元整（薪資3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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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19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盲友愛心協進會

107年度綜合服

務方案計畫
445,500 445,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44萬5,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乙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3.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31萬500元

整（薪資2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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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20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自閉症協進會

「愛星滿滿」

自閉症宣導計

畫

445,500 445,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44萬5,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乙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3.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31萬500元

整（薪資2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21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展夢圓關懷身心

障礙協會

107年度綜合服

務計畫
364,500 364,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36萬4,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乙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2.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36萬4,500

元整（薪資2萬7,000元×13.5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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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22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迦南身心障礙福

利協進會

107年綜合方案

厚植社團專業

人力需求計畫

書

459,000 459,0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45萬9,0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甲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1.補助資

格(具專業證照之專業人員補助

證照加給新臺幣一千元)，同意

補助新台幣45萬9,000元。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13



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23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肢體傷殘自強協

會

107年度肢障者

服務人事方案
364,500 364,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36萬4,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優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2.補助資

格，同意補助新台幣36萬4,500

元整（薪資2萬7,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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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24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身心障礙燭光技

能發展協會

身心障礙者會

員關懷訪視服

務計畫方案

445,500 445,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44萬5,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乙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1.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44萬5,500

元整（薪資3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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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25
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社團法人苗栗縣

視覺障礙者福利

協進會

107年愛。轉動

你我視界
445,500 445,500

專業人事費補助：1名人事

費44萬5,5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7年12月31日

1.專業人事費補助須並未接受政

府或其他單位補助專業人事費

者。

2.105年度身心障礙福利社團考

評結果優等，符合苗栗縣公益彩

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

業要點第十一條（一）1.補助資

格，建議補助新台幣44萬5,500

元整（薪資3萬3,000元×13.5個

月）。

3.依據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

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人事

費支薪說明:

(1)聘用人員需當年度十二月一

日在職，方得依全年度工作天數

比例領取終獎金。

(2)聘用人力應檢附其學經歷相

關證明報府核備 ，人員異動時

亦同 ，半年內不得替換 二名人

力，一年內不得替換 三名人力

。

(3)人事費核銷時，需檢具計畫

執行進度及成果、投保(勞保、

健保、勞退)等相關資料函報業

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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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業務單位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經費 核定經費 審查結果 完成日期 備 註

26
本府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財團法人苗栗縣

私立大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社區照顧服

務-推展到宅沐

浴車服務」服

務計畫

533,400 377,700

本案補助新台幣37萬7,700

萬元整，補助項目明細如

下：

1.專業人事費：1名人事費

新臺幣31萬500元（薪資2

萬3,000元×13.5個月）。

2.專業服務費：新臺幣6萬

元。(1人次補助新台幣600

元)

3.保險費：新臺幣4,000

元。

4.專案管理費：新臺幣

3,200元。

107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

1.本案為一般性補助。

2.請依委員建議修正計畫經費概

算及補送進用人力之學經歷或證

照文件，並報送業務單位備查。

3.本項計畫為持續性方案，如下

年度提出申請應檢附上年度執行

成果報告。

4.專業服務費核銷時需附中低收

及低收入戶證明。

5.依委員建議廣為宣導，以提升

服務量。

6.專案計畫管理費依補助項目實

際需要核實計列，最高不得超過

核定補助總經費5%。

7.專案管理費憑證依苗栗縣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補(捐)助民間

團體及個人款項處理原則第五點

辦理，以檢附支出費用明細表辦

理報結，原始憑證則由受補助單

位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29

條自行保管。

7,232,560合 計 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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