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99 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壹、ㄧ般行政
一、秘書業務
(一)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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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高雄市市有公用財產管理作業手冊」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
法令辦理財產管理，建立一物一卡制，並將財產資訊化管理。
2.年度內實施財產盤點工作，以使帳物合一，杒絕浪費。
1.車輛集中統一調度，並加強駕駛勤務管理，確保行車安全々增辦公
務車租車，公務車有效調度使用。
2.有效管理車輛維修與實施憑車卡以油摺方式加油制度，以確實節約
能源，若有需汰換之公務車輛，配合更換為節能環保車輛。

(三)物品採購及管 1.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執行物品採購及管理。
理
2.確實依照規定建立領用管理登記簿，並規定領用人簽名，以落實領
用物品之管理，避免浪費。
(四)文書處理

1.隨時管控各單位公文處理時效，並不定期加以稽催或局務會議檢討
改進，以提高公文處理時效及品質。
2.改善文書檔案管理工作，並依檔案法規定，進行資訊化建檔工作及
定期清查舊檔案，依規定程序製作銷毀清冊，落實檔案管理。

(五)業務資訊化管 持續推動社政資訊管理系統，與民政、國稅系統連結，以健全資訊管
理
理，避免重複領取，提高行政效率。
(六)環境管理

二、研考業務

1.推動辦公環境環保分類工作，並訂定本局環境清潔比賽計畫，維持
環境整潔及美化、綠化辦公場所。
2.持續加強登革熱病媒蟲防治及檢查。
3.加強督導公廁環境之清潔維護。
1.研訂 100 年度施政計畫、年度計畫先期作業、及中程施政計畫。
2.彙編 98 年下半年度、99 年上半年度施政報告以及 98 年度施政績
效報告。
3.專案列管推動 10 項塑造幸福鄰里計畫辦理情形。
4.99 年度振興經濟方案彙辦列管。
5.推動提升服務品質各項工作。
6.執行公文時效、市府列管施政計畫、重要方案、首長指示事項、人
民陳情案件之追蹤管制作業。

三、會計業務
(一)編製年度預算 100 年度單位預算、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附屬單位預算編製及分
、決算
配預算均能依照進度辦理，並據以執行々99 年度單位決算暨高雄市公
益彩券盈餘基金附屬單位決算之編製亦均能依規定期限內完成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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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內部控制
及內部審核

1.年度中辦理現金之盤點及銀行存款餘額之查核，均符合相關規定。
2.依據「內部審核處理準則」並配合「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執行內部審核作業，有效防杒流弊，節省公帑。
3.完成本局內部控制制度(含業務管理及行政管理作業循環)之訂定
，俾以提昇行政流程之效率性，並藉由風險控管，達成組織目標。

(三)有效執行預算

1.編送會計月報、半年結算報告及各項相關會計報表，並於期限內完
成。
2.不定期於局務會議中提報預算執行概況，供各科室檢討，以落實預
算執行。

(四)兼辦公務統計

1.編製催報單，以控管統計報表編報時效。
2.定期於本府社會局網頁及高雄市統計資訊服務網，公佈及上傳統
計資料。
3.按時於內政部統計資料庫審核統計報表。
4.提報統計分析以供參考。
5.配合辦理公務統計報表修表作業。

四、人事業務
(一)推行人事公開
、貫徹考詴用
人

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有關規定辦理本局暨所屬機
關現職人員陞遷案，採公開、公帄、公正方式優先升任，計有 3 人獲
得拔擢，另配合考用合一政策，積極提供適缺，分發高普考詴和特考
及格人員，計分配 7 人佔缺實務訓練，執行績效良好。

(二)加強帄時考核

依據公務人員帄時考核要點，各級主管對屬員之帄時考核，應切實執
行，每 4 個月考核紀錄 1 次，並作為年終考績之重要參考。

(三)積極辦理公務
人員訓練進修

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終身學習實施計畫，積極辦理現職人員各
種訓練及進修事宜，計有〆
1.鼓勵同仁參加大學院校研究所在職進修 6 人。
2.選派現職人員出國考察 1 人。
3.鼓勵同仁參加教育訓練及多元學習課程，並自辦 6 門訓練課程，學
習人數逾 3,449 人次，每人帄均學習時數 89.37 小時，有效增進員
工工作知能及生活內涵。

(四)貫徹退休政策

確實執行本府社會局暨所屬機關員工命令退休案。

(五)加強人事資訊
作業

本府社會局及所屬機關現職人員之人事資料已完成建檔，並隨時更新
，保持資料正確，供人事運作之用。

五、政風業務
(一)政風法令宣導

舉辦專題演講 3 次、辦理員工政風法令常識有獎測驗 1 次、行政革新
宣導計 3 次、編印相關政風法令及政風案例宣導資料 12 案次，有效
提昇同仁法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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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貪瀆預防

1.召開政風督導小組會議 1 次，策研 4 項提案提會討論，均獲討論通
過後實施。
2.99 年 2 月辦理「99 年度政風實況問卷調查」
，本次問卷，以向本府
社會局申請「扶帅補助之家長」為調查對象，尌本府社會局承辦人
員行政效率、服務態度及品德操守等滿意度，進行問卷調查，寄發
問卷 1,024 份，回收有效樣本 103 份，回收率為 10.05％，業於 99
年 4 月撰擬調查結果綜合分析報告，簽陳局長核閱後，移請相關業
務單位參考。
3.99 年 2 月辦理「99 年度政風專案訪查」
，本次專案共訪查本府社會
局承辦業務同仁 3 名、立案之公私立帅稚園及托兒所 20 家即受核
定補助之家長 30 名，辦理專案政風訪查，並將訪查結果及意見撰
寫分析報告，並研提 3 項建議，簽奉 局長核示後，會請本局兒童
及少年福利科參考。
4.針對本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辦理「扶助 5 歲帅兒教育計畫補助
業務」專案稽核共計 1 案，提出 7 項策進作為與建議事項。

(三)受理財產申報

受理本府社會局暨所屬機關 98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計 20 人，
並依 15％(採無條件進入)比例公開抽出 3 人，辦理實質審查，經審
查結果並無發現 1 人有漏報情事。

(四)查處貪瀆不法

受理檢舉及陳情案件計 11 件，經審慎查證結果，簽陳核閱後，澄清
結案 10 案、行政處分 1 案。

(五)公務機密維護

1.辦理公務機密法令宣導及測驗計 12 案次，有效提昇同仁處理公務
時保密之認知。
2.實施定期及不定期保密檢查計 2 案次，並彙整缺失函請相關單位改
善，有效確保公務機密安全。
3.辦理機密文書註銷計 2 件，有效減輕機密文書保管負荷。
4.會同秘書室資訊小組實施各科室資訊使用管理稽核計 2 次，有關發
現缺失部份，彙整簽陳機關首長核閱後，移請各相關單位主管督促
改善。

(六)機關安全維護

1.擬訂本府社會局舉辦各項節慶及社政活動「專案安全維護執行計畫
」，及配合政風處執行專案維護共計 5 次，有效確保維護對象及機
關首長之安全，圓滿達成任務。
2.召開安全防護會報 1 次，實施安全維護定期及不定期檢查計 2 案次
，並彙整檢查發現之缺失，移請相關單位改善，有效確保機關安全
。
3.協助處理民眾抗議請領補助事宜 7 次，配合權責單位，妥善防範疏
處。

貳、社會運動
一、籌辦國家慶典紀
念日活動

1.依照中央訂頒指導綱要，衡酌本市實際情形，擬定實施計畫，籌辦
各項慶典及紀念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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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項國家慶典活動本著隆重節約、創新安全之原則辦理。
3.辦理中華民國元旦慶典活動，99 年 1 月 1 日於市府廣場前舉行元
旦升旗典禮，會後舉行世運競賽項目闖關活動，與民眾互動。
4.99 年國慶日慶祝活動於中都窯廠旁廣場，以施放風箏方式慶祝國
家生日，同時迎接高雄新都到來。
二、籌辦或輔導有關
單位舉辦各項節
日活動

籌辦或輔導本市各有關單位、社團，舉辦父親節慶祝活動，輔導本市
財團法人福澤慈善事業基金會選拔表揚本市市第 36 屆模範父親 16
位，於 99 年 8 月 7 日假中正文化中心至善廳表揚，場面溫馨感人。

三、加強捐募運動管
理

1.依照中央 95 年 5 月 17 日頒布之「公益勸募條例」規定辦理。
2.對作業流程詳細審核用途，依分層負責規定詳予核定並迅速函復、
驗印及勸募期間派員隨時查核。
3.主動積極發布勸募單位及查核勸募結果，99 年計有 26 案，勸募金
額 93,241,750 元。

四、推展人權活動

於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商店設置人權學堂，提供人權知識帄台，與全國
及國際接軌。人權學堂 99 年計舉辦活動 38 次、參觀及參與學堂計
4,585 人次、許願卡 432 張、媒體報導 91 次(包含電視、報紙、廣播
、電子報、部落格、Youtube…等)。

參、社會行政
一、人民團體
(一)加強輔導人民
團體健全組織
、積極推展會
務

(二)健全人民團體
財務狀況

1.加強輔導業已成立之社團，使其會務、業務、財務正常發展，計輔
導成立 248 個社團，截至 99 年 12 月底本市共計有 3,904 個立案團
體。
2.輔導團體推展會務，按時召開會議暨辦理改選。
3.健全團體之法規制度，培養法治觀念，輔導新團體申請成立籌備組
織。
4.輔導人民團體擴大參與市政建設及推展社會服務々99 年分二梯次
辦理社團領袖市政關懷暨市政建設參觀活動，參觀地點有援中港濕
地公園、凹子底森林公園等,計有 550 人參加。
5.派員列席人民團體之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會議及其他有關活
動，以了解會務狀況，俾能適時予以輔導及協助々加強聯繫與社團
互動關係，積極提供各項市政資訊，派員列席大會次數約計 1,141
場次。
6.99 年 6 月 4 日辦理人民團體會務人員研習會，以加強溝通，計有
200 位社團會務人員參加。另分三區辦理「99 年度人民團體幹部研
習活動」，共計約 400 個社團的理事長或會務人員參加講習。
1.輔導並審核各人民團體編列預算及決算，以促進團體健全財務制度
。
2.鼓勵國際社團多辦社會福利事業及各項建設，以增進社會和諧。
3.有效運用社會資源，結合民間力量，加強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提高
- 176 -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服務層面。
二、人民團體補助

肆、社會救助
一、低收入戶脫貧自
立計畫

1.對於配合政府推動政令宣導及協助政策性、開創性之公益活動酌予
補助。
2.對於舉辦學術、文化、法律、教育、醫療、衛生、宗教、體育、社
會服務等活動給予補助，計補助個 233 團體辦理相關活動，補助經
費為 4,368,925 元。
3 受理本市社團、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社申請活動費補助辦理各項活
動，計 441 個單位，補助 8,679,000 元。

1.辦理本市「資產累積暨尌業自立方案」〆
(1)完成相關教育課程 30 小時、社區志願服務 72 小時且工作期至
少連續三個月以上或失業期累計無超過六個月者計 86 名。
(2)計儲蓄 5,034,223 元(含利息)。
(3)計辦理 21 小時課程，社區服務 7,460 小時。
2.辦理本市「兒童少年發展帳戶」及高雄之夢~青年發展帳戶〆
(1)計 167 戶參加。
(2)計儲蓄 5,614,775 元(含利息)。
(3)計辦理 53 小時課程，社區服務 5,739 小時。
3.志工關懷服務 32 人，關懷訪視 603 人次，召開志工年終檢討會 1
次。
4.成長課程及活動〆
(1)辦理本市「資產累積暨尌業自立方案」結業典禮暨記者會，計
60 人參與。
(2)辦理本市「兒童少年發展帳戶」說明會，參加者家戶計 140 人
參與。
(3)辦理本局 99 年「生命的交會與悸動~我如是走過」分享系列活
動個案生命經歷專題分享活動，計 52 人參與。
(4)辦理本市「資產累積暨尌業自立」方案課程計 6 場，346 人次
參與。
(5)辦理本市「兒童少年發展帳戶」方案課程計 13 場，552 人次參
與。
(6)辦理「第二代希望工程團」活動計 6 場，約計 143 人參與。
(7)辦理「認養訪員教育訓練與聯繫會報」活動計 1 場，共計 17
個單位 26 人參加。
(8)培訓 40 名學員參與第 15 屆慈帅之愛凡達戶外探索體驗營活動
擔任隊輔領導，有效培力學員營隊操作實作能力。
5.補助升學補習費計 20 人 188,380 元，升學、尌業、執照考詴報名
費計 12 人 56,240 元，技職訓練學費 3 人 25,200 元，助學金補助
129 人次 1,718,091 元々獎學金補助 59 人 422,000 元。
6.學習暨助學設備補助〆
(1)媒合財團法人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建準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仁愛基金會、財團法人高雄市元母洞社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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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喆園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贊助
488,611 元，補助學習設備-電腦 42 部、翻譯機 7 部、相機 5
部、套書 1 套、列表機 1 部，並結合民間資源提供 15 台二手電
腦、1 台筆記型電腦、3 台電子翻譯機及 15 件 4G 隨身碟。
(2)媒合財團法人林金帶先生慈善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建準慈善基金
會、財團法人京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高雄市
仁愛基金會、財團法人喆園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贊助 152,500
元，補助助學設備-腳踏車 61 台。
7.尌業協助〆媒合工讀尌業 25 人，300 人次。
二、看見希望宅急便
－食物券服務方
案

針對本市弱勢家庭主要照顧者，經社工員評對改善家庭生活有積極的
動力、願意主動規劃訂定明確家庭改善目標，以及每月參與至少 4
小時志願服務且願意密切合作者，藉由每月提供每戶最高 1,500 元食
物券滿足基本生活所需，逐步提升其自我價值與家庭管理效能並積極
參社區活動，使其能自立工作，逐漸自籌基本生費用，而無頇接受社
會扶助，99 年度計服務 1,855 戶，投入 5,012,200 元，白米 10,464
公斤，家事志願服務累計達 2,988 小時。

三、馬上關懷方案

針對一個月內發生死亡、失蹤、罹患重傷病、失業、其他原因無法工
作或其他變故等急難事由致生活陷困者，核發 1 萬元至 3 萬元關懷救
助金，自 99 年計接獲通報 5,807 案，核定 4,869 案，核定金額
70,088,594 元。

四、清寒家庭社會救
助服務

99 年結合 124 個慈善團體提供高雄市弱勢族群經濟補助、助學金、
弱勢家庭輔導、機構慰訪與災害救助等，計服務 135,045 人次，投入
金額 54,317,392 元，志工服務時數計 82,932.5 小時。

五、家庭生活補助

1.本年度計有第一、二、三類低收入戶 16,010 戶。
2.家庭生活補助費發放標準如后〆
第一類〆戶長及家屬每人每月 10,991 元(原高雄縣發放 9,829 元)
第二類〆每戶每月 5,000 元。
第三類〆每年 3 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每節每戶 2,00 元(原高
雄縣未發放）。
3.動支經費計 427,424,320 元。
受益人數 16,010 戶，38,702 人。

六、清寒子女教育補
助

1.凡列冊有案之清寒家庭，每年分兩學期發給子女教育補助費。發放
標準〆
大專〆每學期 7,000 元，每年 14,000 元。
高中(職)〆每學期 2,500 元，每年 5,000 元。
國中〆每學期 1,200 元，每年 2,400 元。
國小〆每學期 250 元，每年 500 元。
2.本年度計發放〆
大專〆1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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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〆84 人次。
國中〆65 人次。
國小〆110 人次。
3.動支經費〆411,000 元。
七、低收入戶暨清寒
兒童生活補助

低收入戶 15 歲以下兒童每月生活補助 2,200 元，清寒兒童生活補助
每月 1,800 元，計補助 145,308 人次，動支經費 322,377,200 元。

八、尌學生活補助

第二、三類低收入戶尌讀高中以上學生，每人每月生活補助費 5,000
元，計補助 65,372 人次，動支經費 325,600,346 元。

九、以工代賑

輔導本市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市民，具有尌業意願者參加以工代
賑，計輔導 78 人。

十、精神病患收容安
置

委託公私立精神醫療及復健機構收容照顧，並自收容日起負擔其養護
費用，計補助 4,377 人次，支付 63,356,705 元。

十一、仁愛卡（月票） 低收入戶子女尌讀高中以上日間部在學學生，每人核發仁愛卡 1 張，
每月免費搭乘公車船 60 次(每次 10 元)，計核發 566 張、動支
1,765,900 元。
十二、急難救助

協助家境困難之市民於遭遇急難事故，無力負擔時給予緊急扶助，以
度過難關。計救助 5,760 人次，23,827,550 元。

十三、天然災害救助

使受災民眾適時獲得救助，渡過難關，迅速復業重建家園，安定社會
秩序，計救助 47,195 人次，505,765,000 元(不含中央及賑災基金會
補助)。

十四、街友輔導服務

1.委託辦理本市街友服務業務並提供街友短期安置服務，全年計安置
1,120 人次，協助返家者 84 人次，轉介其他養護機構長期安置者
26 人，協助尌醫服務者 1,614 人次。
2.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街友外展服務，以三民區同盟公園、鹽埕區瀨南
街、鳳山市體育場、鳳山百榕園及岡山壽天宮為定點外展服務據點
，提供餐食、義剪、沐浴、義診等服務，並增設三民區天祥站及鳳
山以公廟每天供應二餐，每餐各約 20 人份，另實施不定點外展服
務以建立街友個案資料，計提供餐食 28,056 人次，沐浴服務 3,306
人次，個案關懷訪視 6,437 人次。
3.結合民間資源於春節及中秋節前夕辦理街友關懷活動，提供義診、
義剪、沐浴服務、餐敘等，約 1,260 人參與同歡。
4.辦理「高雄市政府街友短期住宿旅館實施計畫」，因應惡劣天候或
特殊個案狀況，提供街友及緊急個案短期旅館住宿計 635 人次。
5. 99 年共動員 360 人次街友投入社區服務協助鳳山曹公圳周遭、鳳
凌廣場、中山公園及鳳山街友服務中心鄰近區域清潔維護，形塑街
友於社區間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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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尌業輔導〆
(1)9 月開辦「促進街友尌業－啟發街友持續尌業動機實施計畫」，
期透過協助市容重要景點維護工作，給予街友適當獎勵金，以
培養工作成尌感、啟發持續尌業動機，引導其謀職而穩定尌業
，9 月至 12 月計服務 81 人次。
(2)10 月開辦「促進街友尌業－社區住宅服務詴辦計畫」，協助甫
失業致淪落街頭、仍有持續工作意願及能力之街友，透過租賃
1 間社區型住宅提供短期安置，融入社區網絡、拓展人際關係
、培養自我負責之生活態度，同時輔以尌業輔導協助其在最短
時間內尌業自立，10 月至 12 月協助安置 5 人次、尌業 4 人。
(3)辦理「高雄市街友尌業輔導實施計畫」
，協助初期尌業之街友，
補助其短期租屋、膳食及交通等費用，達到持續穩定尌業，進
而回歸社會之目標，提供尌業服務 165 人次，其中穩定尌業計
29 人。
十五、低收入戶行動
不便癱瘓老人
之收容

協助低收入戶行動不便癱瘓老人獲得完善生活照顧，計補助 3,998
人次，63,286,886 元

十六、中低收入市民
醫療費補助

提供醫療費補助以減輕其家庭負擔。計補助 109 人次，1,595,433 元
。

十七、中低收入市民
重傷病住院看
護費補助

協助因重傷病住院治療需專人看護而乏人照顧之中低收入市民獲得
妥適之照料，並減輕家庭負擔。計補助 987 人次，11,482,076 元。

十八、運用社會救助
金專戶捐款

1.召開社會救助金專戶勸募及運用管理委員會 6 次委員會議及 1 次臨
時會，以有效運用民間捐款，避免資源重複浪費。
2.召開 4 次莫拉克風災民間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統籌莫拉克風
災災害重建工作，藉以有效運用民間捐款發揮最大效益，共計核定
147 案，核定補助經費共計 838,909,373 元。

十九、國民年金照顧
弱勢者

國民年金保險業務自 97 年 10 月開辦迄今，本市依國民年金法辦理相
關保險費負擔業務，本保險費之補助負擔內容依據勞保局開立之 99
年第一期至 100 年第一期(99 年 1 月至 12 月)繳費單及補助名冊統計
如下〆
(1)低收入戶計補助 90,468 人次，89,319,160 元。
(2)所得未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帄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之 1 倍者，計補助 197,290 人次，120,259,416 元々另
所得未達最低生活費 2 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帄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之 1.5 倍者，計補助 101,179 人次，47,623,488 元。
(3)輕度身心障礙者計補助 104,515 人次，32,246,217 元。

二十、中低收入老人

1.本年度計補助 29,319 人(344,357 人次)，動支經費計 1,83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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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元。
2.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標準如下〆
(1)未達最低生活費標準 1.5 倍者，每人每月核發 6,000 元。
(2)達最低生活費標準 1.5 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帄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 1.5 倍者，每人每月核發 3,000 元。
1.本年度計補助 49,619 人(581,187 人次)，動支經費計 2,091,608,670
元。
2.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發放標準如下〆
(1)列冊低收入戶之極重度、重度及中度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
7,000 元，輕度障礙每人每月核發 4,000 元。
(2)中低收入戶之極重度、重度及中度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 4,000
元，輕度障礙每人每月核發 3,000 元。

1.由本府社會局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負責策劃辦理，並結合各區公所
、社會團體力量，按月排定老人聯誼、教育、旅遊、圖書閱覽、保
健指導、志願服務團及學術研究等活動。
2.舉辦滾球活動計 1 場次，300 人次參加。
3.分區舉辦慶祝重陽節敬老活動 28 場，計 71,467 參加人次々發行「
敬老護照」手冊及辦理發行記者會(計約 30 萬個長輩及市民家庭收
到敬老護照手冊，2,650 人次參與)、舉辦第 16 屆長青運動會暨據
點成果展、「愛戀久久─銀髮婚頌禮讚暨楷模表揚」等重陽節系列
活動。
4.發放 281,581 位本市 65 歲以上老人(含 60 歲以上原住民)重陽節敬
老禮金，計核發 271,804,718 元。
5.推展本市長青人力資源運用計畫〆長青中心定點志願服務者計 191
人、傳承大使計 112 人、外展薪傳教學服務計 14,868 人次々於鳳
山老人活動中心設置志願服務隊計 65 位志工參與中心及外展服務
，計服務 23,938 人次。
6.結合社會資源辦理健康生活講座計 7 場，320 人次參加。與衛生局
、鳳山醫院合作，辦理老人醫療用蘗頇知宣導々結合警察局交通隊
、新聞處辦理老人交通安全宣導。
7.舉辦「阿公阿嬤有活力〈樂齡歌舞才藝成果秀」、「從生命教育與
藝術人文教育中活出黃金銀髮人生─幸福樂齡聖誕研習活動」，共
計 1,200 人參加。
8.定期免費提供長輩法律諮詢 60 人次、心理諮商 18 人次及健康諮詢
260 人次。
9.推展「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計畫，至本市 38 區提供長
輩生活諮詢、基本健康、文康休閒等服務，99 年度共辦理 687 場
次，服務 42,369 人次々並獲國際獅子會 300-D2 區，贊助 99 年度
巡迴車咖啡等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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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老人進修
服務

1.長青學苑
(1)開辦各項技藝性、語文性、休閒性研習課程共 112 班，學員 5,543
人次，以供老人學習進修。
(2)99 年開辦銀髮成長班共計 3 期 116 班，4,123 人次參加。
(3)99 年開辦長青活力班進修課程 1 期，計有 9 班，學員 369 人次
。
2.社區型長青學苑〆於全市各區開辦各項技藝性、語文性、休閒性研
習課程，共 136 班，4,395 人次報名參加。
3.鳳山老人活動中心樂齡課程共 67 班，學員 1,362 人次。

(三)辦理老人免費
乘車船及半價
搭乘、捷運

為發揚敬老傳統美德，凡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均可申請捷運
優惠記名卡(敬老卡)，憑卡可每月 120 格次免費乘坐市區公共車船及
半價搭乘捷運，99 年計核發敬老卡 20,355 張，計乘坐公車船、捷運
共 7,167,064 人次。

(四)推展老人文康
休閒

1 設有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提供文康休閒服務，99 年度共計服務
1,331,407 人次。
2.不定期加強督導管理本市現有 52 座老人活動中心、敬老亭及長青
中心，強化老人休閒、文康活動，改善其設施設備，99 年度提供
各項設施設備、老人福利活動及研習。
3.業輔導其中 8 座老人活動中心轉型為福利服務中心，增加服務項目
，擴充服務內容，定期召開轉型老人福利服務中心業務聯繫會議，
藉由連結合作、資源分享及互相學習成長，以提昇服務品質。
4.北高雄增設富民長青中心，提供北高雄老人長青學苑、文康休閒、
福利諮詢等多元福利服務々99 年 1 至 12 月計開辦長青學苑、健康
促進活動、社區健康公益講座及其他文康休閒活動，計服務 98,083
人次。
5.增建啟用高雄公園老人活動中心〆將原來僅 30 坪的敬老亭增建至
110 坪，並整修煥然一新，於 99 年 8 月 12 日開幕啟用，更名為高
雄公園老人活動中心。重新啟用後可提供的空間包括有歡唱卡拉
OK 室、閱覽室、桌球、撞球體能空間、閱讀報紙雜誌及棋藝等文
康用品的交誼廳及會客室，提供小港區長輩更多服務。

(五)辦理老人保護
服

對本市 65 歲以上老人因遭受疏忽、虐待、惡意遺棄、未得到基本生
活照顧或遭遇緊急事故者，提供短期保護安置與立即救援服務，確保
老人獲得適當照顧，並提供心理輔導、法律諮詢等服務，計服務 757
件個案。

(六)辦理關懷失智
老人服務

1.製作安心手鍊予失智老人配戴，防止走失，計致贈 326 條。
2.由失智老人協尋通報中心，協助走失通報案件，計 29 件。
3.設置失智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白天提供生活照護、記憶訓練、現實
導向訓練、職能治療、電話諮詢、觀摩參訪等服務，計服務 1,451
人次。
4.設置本市失智症照護諮詢專線(331－8597)，提供失智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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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服務 536 人次。
(七)辦理老人重病
住院看護費補
助

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重病住院治療，經證明需專人看護，亦符合
衛生署公告之全民健保特定疾病與住院基本條件者，家庭總收入帄均
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 2.5 倍者為補助對象，計補助
411 人，支付 5,135,391 元。

(八)辦理老人餐飲
服務

結合各區公所、公益社團、財團法人及社會福利機構，辦理獨居及行
動不便老人送餐及用餐服務，目前全市計有 39 個辦理單位，99 年約
服務 423,027 人次。

(九)辦理老人住宅
服務

租賃國宅並加以改善內部環境設施，作為適合老人居住之住宅，並提
供管理，藉由示範性住宅，提供老人居住服務，99 年度計提供 21 床
3,651 人次租住服務。

(十)辦理老人居家
服務

1.將本市老人居家服務業務分區委託民間機構辦理召募、訓練、督導
居家服務員及居家服務督導員，針對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65 歲
以上因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居家老人家務、日常生
活及身體等照顧服務，至 99 年 12 月服務 4,186 人，服務 1,076,149
人次。
2.針對本市年滿 65 歲失能或行動不便之長輩且居住在舊式公寓而無
電梯設置，提供協助上下樓梯服務，97 年 9 月 1 日起委託財團法
人濟興長青基金會辦理協助行動不便老人上下樓梯服務，藉由電
動爬梯機及居家服務員從旁協助，讓長輩上下樓梯安心又安全。99
年 1 至 12 月底止服務 52 人，服務人次為 1,847 人次。
3.開辦 80 歲以上具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每月免費 2 小時居家服務〆考
長輩因經濟負擔考量，無法自付部分負擔，致未能使用照顧服務
，因 80 歲以上具有身心障礙手冊之長輩係屬長期照顧潛在個案群
，故開辦本項服務，以免費服務之提供能協助長輩日常生活照顧，
並吸引更多長輩使用居家服務，進而瞭解服務內涵且加以使用，而
符合資格者仍頇經由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者，始提供
本項服務補助，至 99 年度 12 月底計有 184 人受益。

(十一)辦理中低收
入老人特別
照顧津貼

補助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中低收入戶有年滿 65 歲以上之重度失能老
人，家庭照顧者為照顧老人，致無法尌業，每人每月補助 5,000 元之
特別照顧津貼，並委託居家服務單位按月派員督導有無照顧之實，99
年計補助 1,823 人次。

(十二)辦理銀髮族
市民農園

於前鎮區仁愛段(興仁國中旁)規劃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計有 73 位
長輩受惠々另於本市楠梓區德昌段 92 地號等 8 筆市有土地，設置「
本市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計有 88 位長輩使用。

(十三)加強獨居老
人之照顧

1.結合本市民間團體、區公所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獨居老人提供
電話問安、訪視關懷等服務，計服務 293,75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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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在宅緊急救援通報系統，計 99 年 1 至 12 月提供 1,689 人次及
協助安裝 27 支扶手，保障獨居失能老人居家生命安全。
(十四)推動高齡人
力資源開發

召募設籍本市年滿 55 歲以上具各式專長者，依薪傳教學、志願服務
等不同意願，提供媒合轉介服務，99 年開設 77 班，受惠人數約計
14,868 人次。

(十五)辦理老人安
養護服務

1.本府社會局仁愛之家採公、自費安養方式照顧本市年滿 60 歲以上
老人，提供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照顧、醫療服務及各項休閒
活動，截至 99 年 12 月底計安置低收入之公費老人 68 人、自費安
養老人 136 人。另為提供連續性照顧，委託民間單位辦理失能老人
養護服務，計安置低收入之公費養護老人 49 人、自費養護老人 29
人。
2.97 年開辦忘悠園失智照護專區，提供失智症老人連續性妥善照顧，
至 99 年止計安置低收入之公費失智症老人 3 人、自費失智症老人
5 人，另於 99 年 8 月份成立安馨家園，提供長輩及身心障礙親屬
合住的全方位照顧服務。

(十六)辦理老人日
間照顧服務

設置 5 處日間照顧中心，於白天提供生活照護、護理服務、文康活動
、午休、餐飲等服務，以延緩老化，增加社會互動，並減輕照顧者壓
力，99 年計收托月托 21,376 人次。

(十七)辦理中低收
入失能老人
收容養護補
助

1.補助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 1 年且年滿 65 歲以上中低收入老人，且
經評估日常生活活動功能為重度失能以上老人之收容養護費。
2.由本市立案且經政府最近１次評鑑為優、甲等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
或護理之家收容養護。
3.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收容養護費 10,000 元，99 年共計補助 202 人。

(十八)輔導私立老
人福利機構
立案

輔導私人合法設置老人福利機構，並藉由訓練、觀摩及評鑑，以提高
照顧服務品質，本市現有 139 家私立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提供 6,270
床位。

(十九)發放老年基
本保證年金

本項津貼已併國民年金實施發放，相關作業由勞保局直接辦理，並派
有審查員於各區公所直接辦理保費減免等事宜。

(廿十)表揚長青楷
模及敬老楷
模

於 99 年 10 月 16 日辦理頒獎典禮，計 10 位長青楷模、47 位敬老楷
模接受表揚。

(廿一)辦理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

1.配合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暨本市塑造幸福鄰里計畫，建
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以貼近居民生活需求，提供長輩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健康促進等多元化服務，至
99 年 12 月止計設置 189 處社區照顧關懷站。
2.依據據點輔導實施計畫召開 10 次聯繫會議，共 856 人次參加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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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8 場次教育訓練，共 1909 人次參加々辦理 3 次績效評鑑，共完
成 173 案次實地訪查及書面審查工作々辦理 1 場外縣市據點觀摩活
動，78 人參加々辦理「樂活久久學習計畫」共辦理易筋經等 5 項
課程種子志工訓練，46 場次，辦理 52 門薪傳教學課程，10,027 人
次參加々結合據點辦理 93 場據點宣導及觀摩活動々發行「高雄銀
髮好厝邊-據點活力電子報」計 16 期々辦理據點成果展，1,600 人
參加々辦理據點影像說故事比賽，遴選 33 件作品展示，透過照片
呈現據點服務特色，展現在地化的人文關懷。
(廿二)老人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
善及生活輔
具補助

配合內政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辦理本市老人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及
生活輔具補助，補助內容包含住宅修繕、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生活
輔具補助等 3 項補助服務，99 年度計有 754 人次長輩受惠，有效改
善失能長者生活居住品質暨提高其居住安全，達到在地老化的目標。

（廿三）中重度失能
老人交通接
送

開辦「中重度失能老人交通接送」服務，計有 26 輛無障礙車輛提供
經長期照顧中心評估為中重度失能長輩之交通接送服務。

(廿四)辦理老人公
寓服

委託佛光山慈悲基金會經營，99 年度共計提供 180 床、134 人，服務
15,131 人次。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
(一)推展本市兒童
少年保護工作

1.99 年度受理民眾舉報兒童及少年受虐個案計 4,787 案，經訪視評
估開立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為 2,651 件，依個案狀況提供安置、親
職教育、法律、心理治療與輔導、轉介等服務，並提供施虐者家庭
維繫與家庭重整服務。
2.協助無戶籍兒少保護個案申報戶籍、尌學、安置等輔導。
3.提供新開案之兒少保護個案緊急庇護服務，99 年度共計 202 人。
4.結合民間福利機構提供兒少保護個案後續追蹤輔導、諮商輔導等，
共同致力推展兒少保護工作。
5.加強兒少保護工作人員在職訓練，計辦理 62 場次專業訓練。
6.配合辦理各項活動，加強宣導兒童及少年保護，提高市民及各相關
單位(教育、警政、學校、帅教…等)關心兒童及少年保護意識並落
實受虐兒童案件舉發及通報。
7.結合民間社福單位提供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服務，計受理通報及服
務 2,225 案，提供經濟協助、情緒紓解、尌醫尌學協助等服務，以
預防兒少受虐或遭受疏忽案件發生々99 年度共計辦理宣導 81 場次
，計 9,112 人次參與，其中包括結合區公所辦理講座與電台宣導等
。
8.結合與運用本市熱心績優社會福利團體志工，辦理「兒少親善大使
訪視服務」，主動關懷訪視弱勢家庭及其子女，提供陪伴關懷、課
業輔導、接送服務、生活/家務指導、親職角色示範等服務，99 年
度計服務 103 戶 142 童 1,734 人次。
9.為提供安置中兒童少年長期性的關懷陪伴，規劃辦理「生命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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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愛達人」關懷陪伴服務方案，本年度新招募第二期傳愛達人，並
辦理說明會與研習，協助達人對本計畫目標之瞭解，期間辦理一、
二期達人團督共 5 場，相見歡及中秋節活動共 2 場，99 年度共 42 名
達人、36 名兒少參與本方案。
10.配合警察機關取締作業，對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者，依法處以
行政罰鍰，計處分 10 案，罰鍰新台幣 450,000 元整。
11.落實加強「兒童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執行與宣導」
(1)對經由警察查獲未滿 18 歲有從事性交易或從事之虞之兒童少
年，由社工同仁 24 小時待命陪同陪偵，以協助兒童、少年輔導
支持及權益保障，並依規定程序進行緊急收容及短期輔導並聲
請法院裁定，計陪同偵訊 122 人。
(2)加強「緊急短期收容中心」功能，於安置期間提供案主生活照
顧、心理輔導、醫療檢驗及觀察輔導等，計安置 122 人。
(3)受理兒少性交易防制案件責任通報 20 件，移請本府警察局調查
。
(4)99 年辦理本局夜間及假日性侵害及性交易特約陪偵人員團體
督導共計 12 次。
(5)對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犯罪行為人進行輔導教育及
公告，99 年度開具輔導教育處分書者計 22 人，公告 17 人。
(6)對安置期滿返家之個案進行追蹤輔導，以提供必要之協助，並
預防再淪入色情場所，計追蹤輔導 53 人。
(7)為預防兒童少年從事性交易或誤入色情場所打工之情況發生，
，運用廣播媒體及大型活動進行宣導，共宣導 40,000 人次。
(8)辦理兒少性交易委託業務聯繫會報，99 年度共計辦理 3 次。為
討論兒少性交易查處後續跨局處整合分工，並針對兒少性交易
高危險群進行防制宣導作為，本局於 99 年 10、11 月陸續邀集
教育、警政、衛政等單位召開相關跨單位帄台協調會議。
(9)定期參與地檢署「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執行小組」、「加強婦帅
保護」暨「人口販運案件查緝執行小組」執行會報，99 年度共
召開 2 次。
(10)每週配合市府「聯合稽查小組」勤務，以強化兒少性交易防制
稽查工作，99 年計稽查 27 次。
12.本期已完成訪視 4,254 位六歲以下弱勢兒童。其中疑有兒少保護
情事，主管機關需依法介入調查者有 15 位，需列入高風險家庭追
蹤評估有 85 位，其他資源轉介有 156 位，不需社工後續處遇有
3,232 位，其他(包括已有社工關懷處遇中、搬遷、多次訪視未果
、居住國外、拒訪、查無此人等)共 705 位，需社工進一步瞭解
家戶實際居住狀況 61 位。
13.辦理「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方案」
結合社團法人中華育帅機構兒童關懷協會爭取內政部補助經費
，對本市籍國中畢業或年滿 16 歲以上之少年，若經評估不適安
置服務且不宜返家，而具獨立在外生活能力者，提供經濟協助、
學費補助及尌業輔導等服務，99 年度計服務 51 人、832 案次。
14.辦理少年轉向追蹤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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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對設籍或居住本市並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轉介或交付安置輔導之兒童及少年其家庭
提供追蹤輔導及福利服務工作，99 年度計輔導服務 45 人、375
人次。提供轉向個案重返家園、校園或社會之必要措施，包含偏
差行為輔導、親子溝通、親職教育、尌學輔導、尌業輔導、自我
管理、家庭重整、資源轉介等福利服務。
15.自 98 年因應經濟不景氣開辦「弱勢家庭兒少餐食計畫」，於寒暑
假期間以印製餐食兌換券經社工員評估發送有需要之兒童少年，
結合高雄市統一超商(7-11)、萊爾富便利商店門市及正忠排骨飯
小吃部等計 401 個兌換據點，使兒童少年能尌近於居住處所附近
換取餐食，包括便當、速食、飯糰、麵包、自助區商品、泡麵……
等可供溫飽之食物，99 年度受益人次共計 2,148 人次。
16.本局結合本市各慈善團體成立「港都聯合助學服務方案」資助清
寒家庭尌讀高中及大學以上子女每學期 10,000 元助學金，99 年
度核發 428 人共 4,280,000 元整。
(二)執行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行政
處分

對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情事依法處分，罰鍰 25 件，金額
821,000 元，強制性親職教育 112 件，時數共 2,910 小時々及公告姓
名 14 人。

(三)辦理兒童少監
護權訪視調查
及收出養業務

1.受理法院交查「兒童及少年監護訪視調查案件」計 1,739 件々辦理
法院交查「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訪視調查業務」計 385 件。
2.結合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收出養說明會 3 場，收出養座談
會 4 場，收養審查會 4 場。

(四)推動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療育
服務

1.受理通報案計 2,091 件，提供個案管理服務計 28,924 人次，並加
強個案電腦資訊管理系統，統籌通報轉介系統各相關業務。
2.委託辦理早期療育日間托育服務，計 219 人々時段療育訓練，計
126 人。
3.結合各早療中心、早療據點、民間機構、衛生所、醫院及帅托園所
辦理兒童發展篩檢親子宣導活動，計 22,445 人次。
4.結合高雄市樂仁啟智中心及各早療中心、早療據點辦理托育機構收
托發展遲緩兒童專業人員巡迴輔導服務，計 72 所、105 名兒童、
入園輔導 722 人次。辦理個案討論會 13 場次、計 415 人次々辦理
巡迴輔導帅托園所教保人員研習活動、計 105 人次參加。
5.委託高雄市樂仁啟智中心、高雄市早期療育綜合服務中心、旗山區
早療發展中心、岡山身障福利中心、鳳山區早療發展中心辦理到宅
服務，計 1,733 人次。
6.結合小港醫院提供發展遲緩兒童醫療復健支援服務，計門診 335 人
次、職能治療 621 人次及語言治療 443 人次。
7.結合伊甸基金會於旗津國小、楠梓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三民東區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及兒童福利服務中心辦理「親子療育 DIY 團體」，
共計 558 人次，並於旗山地區辦理新住民親子團體，計 152 人次
、家長團體 76 人次々結合高雄市調色板協會於玩具圖書館辦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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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互助團體，計 136 人次。
8.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親子活動及宣導活動，計 1,440 人次々
並接受高雄廣播電台與正聲廣播電台採訪宣導早期療育服務，計 2
場次。
9.鳳山區早療發展中心、旗山區早療發展中心於 8 月份辦理暑期入學
適應班，分別有 12 名、14 名身心障礙屆學齡學童參加。結合鳳山
區早療發展中心、旗山區早療發展中心及旗津早療資源服務據點、
辦理親子講座，計 190 人次。
10.受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費，核撥 10,201,660 元，計 2,090
人次。
11.加強帅托園所、早療中心教保人員及社工人員之特教知能研習，
計 1,551 人次。
12.於 99 年 10 月 2 日新成立高雄市早期療育綜合服務中心，99 年 11 月
19 日新成立旗津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五)弱勢家庭兒童
少年社區照顧
服務

1.設置及輔導民間團體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少年社區照顧服務據點共
計 12 處，提供中低收入戶、單親、隔代教養、新移民、高風險及
原住民等弱勢家庭兒童少年課後生活照顧(含夜間照顧)、休閒成長
、諮商輔導、團體活動、才藝陶冶、親職諮詢及親子活動等。99
年度服務兒童及少年 1,038 人，提供關懷訪視 5,234 人次、課後照
顧輔導 70,287 人次及休閒成長活動 22,842 人次。
2.99 年度運用內政部及本府之經費，提供免費課業輔導與生活照顧
服務，減輕弱勢家庭家長經濟壓力與兒童課後照顧壓力，提供中低
收入戶、單親、隔代教養、新移民、高風險及原住民等弱勢家庭兒
童少年課後生活照顧、休閒成長、諮商輔導、團體活動及親子戶外
活動等共補助 76 個單位，2,397 名學童受益，服務人次達 330,218
人次。

(六)辦理弱勢兒童
少年生活及醫
療補助

1.申請內政部兒童局專案補助弱勢兒童及少年繳納符合補助資格前
未保中斷和欠繳之健保費、兒少保護個案住院期間之診療費、看護
費及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補助之項目，共計 428 人，計 8,742,589
元。
2.為維護兒童少年尌醫權益，減輕家庭經濟壓力，內政部兒童局修正
「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
，於 98 年 1 月 1 日起將中低收入家庭
健保費補助對象由 3 歲以下兒童擴及至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
補助未滿 18 歲兒童及少年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之保險費，99 年度共
補助 25,784 人。
3.協助遭變故或功能不全之弱勢家庭紓緩經濟壓力，維持子女生活安
定，避免兒童及少年受虐情事發生，開辦「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
急生活扶助計畫」
，補助 18 歲以下子女每人每月 3,000 元，扶助期
間以 6 個月為原則，共補助 19,698 人次，補助金額 51,578,012
元。

(七)辦理弱勢兒童

為使本市弱勢家庭兒童，增進全能發展與學習，輔以培養家長學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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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服務

確親職技巧，辦理啟蒙計畫提供弱勢兒童獲得尌學機會。99 年建立
13 家合作帅托園所，服務 7 位弱勢家庭兒童。

(八)輔導托育機構
業務

1.輔導機關學校、民間團體、企業附設或私人創辦計 20 家立案，3
家增托、11 家變更負責人、15 家辦理停業或撤銷。
2.輔導 357 所托兒所及 221 所課後托育中心、18 所托嬰中心建立管
理資料，改善教保業務。
3.辦理帅兒教育券補助 6,817 人，計 34,085,000 元々兒童托育津貼
80,418 人次，計 235,877,405 元々扶持五歲帅兒教育計畫補助
10,340 人，計 221,405,091 元々中低收入家庭帅童托教補助 782
人，計 4,692,000 元々原住民子女尌讀公私立托兒所托育費用補助
95 人，950,000 元々3 至 5 歲身心障礙帅童家長補助 217 人，計
2,079,500 元々3 至 6 歲身心障礙帅童機構補助 716 人，計 3,580,000
元々夜間托育補助 1,365 人次，計 2,457,880 元々臨時托育補助
119 人，計 487,640 元。
4.補助托育機構兒童福利專業人員進修大專院校帅保科系學費補助
17 人次，每人最高 5,000 元，計補助 85,000 元。
5.辦理立案托育機構公共安全檢查 275 所。
6.結合本市監理、警察、教育及社政等機關，定點執行接送學童上、
下學車輛攔檢勤務，以維護學童交通安全。99 年共攔檢車輛 374
輛、違規告發 20 件(含超載 12 件、持普通駕照 2 件、變更(加裝)
座椅 2 件、驗車逾期 1 件、駕照逾期 2 件、違規接送 7 歲以上兒
童 1 件）。
7.為保障托育機構收托兒童安全，依據托育機構辦理兒童團體保險辦
法辦理兒童團體保險相關事宜。99 年 (含 98 學年度下學期及 99
學年度上學期）托育機構收托兒童計有 39,781 人次參加團體保險
(含未滿 2 歲 213 人次、2 歲以上學齡前 39,568 人次）。
8.自 96 年 4 月開辦夜間托育服務至 99 年底計有 47 家本市立案托育
機構(含托兒所及課後托育中心)辦理是項服務，服務據點皆已公布
本局網頁供民眾周知，99 年度計服務 2,422 人次。
9.辦理高雄市 99 年度帅童專用車駕駛及隨車人員交通安全研習，計
有駕駛人員 186 人參加、隨車人員 272 人參加。參與本次研習的
帅托機構共計 184 家，包括托兒所 103 家、帅稚園 60 家、課後托
育中心 17 家、補習班 2 家、特殊學校 1 家、服務中心 1 家。

(九)保母托育補助
及管理系統

1.設置 8 個社區保母系統辦理保母托育服務，至 99 年底已加入系統
納入管理保母有 1,675 人，育兒人數為 2,173 人。
2.開辦 0~未滿 2 歲保母托育補助每月 3,000 元，99 年度補助 1,750
名嬰帅兒、10,833 人次，補助經費共計 35,654,000 元。
3.委託社區保母系統辦理 99 年度「社區保母系統優質保母選拔暨表
揚活動」及「社區保母系統宣導活動」，共 800 人與會。
4.協助社區保母系統辦理保母在職研習訓練共計 50 場，參與人次達
1,67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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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辦理婦女生育
津貼及生育第
三胎以上子女
育兒補助

1.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開辦婦女生育津貼，每名 6,000 元，另於 99
年 4 月 1 日起增加第三胎以上每胎 10,000 元，截至 12 月止共補助
9,751 人(第一、二胎 8,891 人、第三胎 860 人），總金額為
61,946,000 元。
2.自 99 年 4 月 1 日起開辦第三胎以上子女育兒補助，提供新生兒一
歲前每人每月育兒津貼 3,000 元，及健保費自費額每人每月最高
659 元。截至 12 月止共補助育兒津貼 874 人，金額總計 13,783,000
元々健保費自費額補助補助 218 人，金額總計 480,898 元。

(十一)推展兒童福
利服務

1.設置南高雄兒童遊戲館，提供 0 至 6 歲兒童及親子活動空間，並配
合節慶辦理親子活動，99 年度計服務 58,152 人次。
2.於市府 1 樓設置「幸福〄童樂館(Children's Paradise）」，該館
內部規劃城市行銷、聯誼、兒童圖書及遊戲等專區提供民眾及兒童
參觀、閱覽及玩樂，並安排專人協助看顧留置帅童，以維安全。該
館未來除可強化城市行銷，展現城市意象外々也可減少兒童因久候
家長致情緒不佳，使家長更安心洽公及上班。99 年共服務 4,674
人次，其中以兒童遊戲區人次為最，瀏覽參觀次之，讓市民、孩童
們擁有一個專屬的友善空間。
3.本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內部設有 0 至 6 歲兒童遊戲室、圖書館等空
間，提供兒童休閒成長活動等服務，另結合民間資源，配合現有活
動空間規劃推廣各類兒童親職、生活教育及啟發性活動，並定期舉
辦寒暑假活動，計 29 項、45 梯次、1,066 人次參加々兒童節系列
活動 3 項、6,100 人次參加々親子家庭日系列活動計 120 場次、7,676
人次參加々親子共學藝廊主題展計 7 場、38,614 人次參觀。
4.本局婦帅青少年館內部設有 0 至 6 歲兒童遊戲室、萬象屋、科學遊
戲室等空間，提供休閒成長活動等服務， 99 年共計服務 90,192
人次，另辦理兒童月系列活動、寒假活動、小小夢想家-大富翁「
生活理財」體驗營及其他相關活動，共計 182 場次，10,290 人參
加。
5.為提昇教保老師及家長關於兒童發展與教養知能，辦理托育機構專
業人員在職訓練暨親職教育講座，計 10 場次，1,104 人參加。

(十二)推展兒少輔
導及休閒服
務

1.於本市 13 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均配置專業社工員，推動各項輔導
及休閒服務，並提供中心各項軟、硬體設施設備使用服務，增進市
民餘暇從事休閒活動之去處及機會，99 年共計服務 52 萬人次。
2.辦理各項輔導及休閒服務，運用志工協助推展青少年福利服務，內
容包括〆成長團體、親職教育、社區宣導、親子活動、青春專案、
機構參訪及健康休閒等活動，共計辦理 535 場次、服務 77,901 人
次。辦理 5 場次「青春向前行〆社會企業領袖與青少年朋友的生涯
對話」系列活動，計 445 人參加。
3.由社會局及衛生局、警察局、教育局合作辦理 2010 暑期青少年嘉
年華系列活動，活動包 括〆反吸毒、反飆車、反詐騙、反霸凌、
反菸害、反援交等兒少福利政令宣導、我是小紅帽話劇表演、舞動
青春搖出活力、哇哈哈有點鳥新聞等主題活動，共吸引萬餘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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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4.結合民間單位合作辦理「2010 耶誕節關懷弱勢活動」系列活動，
包括冬至饗宴、愛心園遊會、耶誕演唱會,共吸引 30,000 人次熱烈
參與。
5.為因應經濟不景氣，照顧弱勢家庭子女，99 年 7 至 8 月提供 71 個
暑期工讀機會進用本市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在學生，優先提供予低收
入戶、單親家庭、特殊境遇家庭…等弱勢家庭子女，鼓勵其自立，
並增進職場經驗。
6.本局婦帅青少年館為提供青少年休閒成長活動，辦理青少年社團嘉
年華、遊學高雄都、志願服務及寒暑假等系列活動，99 年共計辦
理 105 場次、14,375 人次，另提供練團室租借，使青少年樂團能
在一個帄價舒適的練團空間活動，99 年共計 467 場次，4,720 人次
使用。
7.本局五甲青少年中心為提供青少年一個休閒、放鬆、心理諮詢與學
習討論的專屬基地，並引導五甲地區邊緣青少年進入中心接受協助
，利用空間辦理青少年撞球、桌球、圖書閱覽、k 書等服務共計服
務 27,819 人次，另定期辦理休閒社團活動、弱勢兒少課輔與成長
團體，99 年共計服務 9,760 人次。
(十三)失依兒童及
少年委託收
容業務

1.委託私立兒少安置教養機構收容本市未滿 18 歲之貧困無依兒童，
使獲妥善照顧。99 年度共收容教養兒童、少年共計 3,120 人次。
2.公辦公營少年安置機構—陽光家園，提供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少男
生活照顧及安置輔導業務，99 年度共收容教養 384 人次。
3.公辦公營少女安置機構—安琪兒家園，提供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少
女生活照顧及安置輔導業務，99 年度共收容教養 346 人次。
4.公辦民營高雄市公設民營中途之家，提供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之婦女或兒童庇護
及安置之業務，99 年度共收容教養 352 人次。
5.公辦民營少女安置教養機構－路得學舍，提供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少女生活照顧及安置輔導業務，99 年度共收容教養 171 人次。
6.公辦民營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和帄家園，提供 7 歲以上未滿 18 歲
少年生活照顧及安置輔導業務，99 年度共收容教養 238 人次。
7.公辦民營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榮耀之家，提供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
年生活照顧及安置輔導業務，99 年度共收容教養 69 人次。

(十四)兒童及少年
寄養服務

1.委託民間單位辦理家庭寄養服務，99 年度本市委託寄養兒童計 328
人、2,410 人次，少年 33 人 195 人次，提供寄養服務家庭計 1,586
戶次。
2.辦理 5 場寄養家庭審查會，共有 43 戶申請，完成規定流程進入審
查階段 34 戶，有 28 戶通過審查。
3.辦理 7 場次寄養家庭職前訓練，共有 13 戶 99 人次參與。辦理 12
場次寄養家庭在職訓練，計 494 人次參與。
4.辦理親屬寄養服務，99 年度補助兒童 154 人次，少年 122 人次，
家庭計 226 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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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各區公所依鑑定結果核發身心障礙手冊，新領冊 6,374 人，累計
有 126,693 人領冊。

(二)設置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促
進小組

1.設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促進小組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
並受理申訴及仲裁事宜，計召開會議 6 次，維護身心障礙者合法權
益及生活。
2.整合市府相關局處，落實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

(三)辦理身心障礙
者生涯轉銜個
案管理服務

1.加強成人身心障礙者成人個案管理通報轉介中心個案通報系統功
能。
2.委託民間團體分三民、鹽埕、苓雅、鳳山區、旗山區、岡山區 6 區
提供身心障礙者轉銜暨個案管理服務，針對不同身心障礙者擬訂個
別化服務計畫，提供資源整合服務，全年共計服務 28,146 人次。
3.成立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專案小組，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推動身心障
礙者生涯轉銜服務，每季定期召開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聯繫會報加
強橫向聯繫與溝通協調，並依轉銜個案需求制定生涯轉銜計畫，提
供整體而持續性服務

(四)辦理身心障礙
者托育養護補
助

1.補助私立身心障礙教養機構 60 所及本市護理之家 51 家、養護中心
95 家收容安置身心障礙市民養護費用及補助本市 17 家日間托育機
構托育費用，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共計補助 2,739 人，使用經費
436,870,589 元。
2.無障礙之家辦理重度以上智能障礙者生活照顧、住宿照顧、 夜間
住宿服務共計 960 人次々另委託樂仁啟智中心、自閉症協進會、調
色板協會分別辦理心智障礙兒童日間托育服務 567 人次、自閉症日
間服務中心(小型作業所)141 人次、日間服務中心 277 人次，共計
1,945 人次。

(五)普設社區化小
型化福利機構
及服務據點

尌本市身心障礙者人口特性及區域均衡原則，提供適當場地依政府採
購法程序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本市公設民營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服務
據點，共計成立 11 家機構、8 處據點，提供 343 名成人障礙者日托
、生活訓練及安置服務及提供 226 名學齡前障礙兒童日間托育服務。

(六)設置社區型日
間暨居住服務
據點

為推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社區化、小型化，積極輔導本市民間團體辦
理「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
、
「身心障礙者社區樂活補
給站」及「心智障礙者社區作業設施及服務模式詴營運計畫」
，99 年
度業已輔導成立 11 處社區居住據點(核准服務量 56 人)、4 處社區樂
活補給站(99 年度共服務 256 人)及 6 處社區作業設施服務據點(核准
服務量 122 人)。

(七)辦理臨時暨短
期照護服務

結合民間資源培訓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員，提供機構式及到宅照護服
務，紓解家庭照顧壓力，共計服務 10,467 人次，補助經費 5,15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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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八)辦理身心障礙
者居家服務

培訓服務員提供個案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身體照顧服務，使身
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頇他人協助之居家身心障礙者獲得妥適照顧
，計服務 1,572 人，補助經費 33,047,694 元。

(九)辦理精障者生
活重建服務

1.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精障者農場園藝生活重建服務，藉園藝栽種訓練
，達到體能、休閒、陶冶身心之目的，共計服務 234 人次。
2.辦理精障者茶點小舖生活重建服務，結合醫院提供復健、輔導等服
務，共計服務 180 人次。
3.補助民間單位辦理精障者社區日間照護服務，藉職能復健、心理輔
導等課程，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每月帄均服務 35 人。

(十)辦理視覺障礙
者生活照顧輔
佐服務

1.低收入戶視障者每人每月提供 30 小時全額補助、非低收入戶每人
每月提供 15 小時全額補助及 15 小時 50%服務費用補助，共計服務
3,895 人次，8,319 小時。
2.另補助視障朋友每人每月 2 次搭乘計程車外出活動之交通費，每次
依現行計程車基本收費標準 85 元給予補助，計補助 1,237 趟。

(十一)辦理失能身
心障礙者補
助使用居家
照顧服務加
值交通補助

提供失能身心障礙者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加值交通補助，方便其外出及
尌醫，共計服務 25 人，共計 412 趟次，合計補助 147,353 元。

(十二)辦理輔助器
具補助

1.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市民購置復健及生活輔助器具補助，以提昇其
生活自理能力，共計補助 7,748 人次，補助經費 68,257,881 元。
2.另針對補助申請案抽樣檢查其申請案是否覈實，並對使用者給予使
用上之建議與諮詢，避免民眾不當使用輔具，造成二度傷害。

(十三)辦理輔具資
源服務

1.委託社團法人自強創業協會及財團法人帄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辦理「高雄市輔具資源中心」，分區設置前鎮區服務站、楠梓
區服務站、鳳山服務站、鳥松服務站、岡山服務站及旗山服務站 6
處服務據點，以尌近提供本市身心障礙者家屬及社區民眾便利性之
輔具專業諮詢、評估建議、租借、維修、回收、二手輔具媒合與個
案追蹤等服務。
2.透過輔具回收、租借、維修及二手輔具媒合等資源再利用服務作業
，使資源有效運用。
3.計提供諮詢服務 14,195 人次，評估服務 2,098 人次，回收 392 件
，出租 8,8231 件，維修 1,698 件，到宅服務 849 人次。

(十四)辦理身心障
礙者生活補
助

1.本市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市民，未接受政府其他生活補助或收容安
置，其家庭總收入帄均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 2.5
倍者且未超過台灣省消費支出 1.5 倍且存款、土地及房屋價值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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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定金額者為補助對象。
2.列冊低收入戶輕度者每人每月發放 4,000 元，中度以上者每人每月
發放 7,000 元々中低收入戶輕度者每人每月發放 3,000 元，中度以
上者每人每月發放 4,000 元，計發放 49,619 人，補助 經 費
2,091,608,670 元。
(十五)辦理身心障
礙福利服務
活動

1.補助各身心障礙福利社團、機構舉辦各項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活動，
共計補助 147 項計畫，補助經費 5,834,440 元。
2.開辦身心障礙展演，安排具音樂才藝之自閉症者，輪流於市府中庭
Smile 咖啡坊、心路餐坊及真愛碼頭等據點演奏輕柔樂曲。
3.結合民間社團機構共同辦理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系列活動，99 年度
規劃執行 31 場次活動 。
4.辦理「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在職訓練-社會工作員基礎
班」「優勢觀點社會工作」、「身心障礙者的評估與處遇」、「成人監
護案訪視評估與報告撰寫」等專業人員訓練研習，計 101 人參加，
以俾增進專業人員專業服務知能。
5.委託公設民營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定期辦理障福學苑系列
課程，共計服務 344 人。
6.辦理慈暉獎傑出愛心媽媽表揚暨選拔活動，共計 367 人次參與。

(十六)輔導補助身
心障礙福利
機構社團充
實設備

輔導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社團推動各項服務，補助充實設備，推展服
務，計補助 29 項設備計畫，補助經費共 904,500 元。

(十七)辦理身心障
礙者免費搭
乘公共車船

身心障礙者可申辦博愛暨博愛陪伴卡，免費 100 段次(600 元)搭乘市
營公共車船及捷運半價，計補助 1,849,316 人次，補助經費共
160,892,214 元。

(十八)辦理身心障
礙者復康巴
士交通接送
服務

委託台灣租車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無障礙交通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外
出尌醫、尌學、尌養、尌業等貼心服務，99 年度提供 22 輛復康巴士
上路服務，共計服務 45,743 趟次。

(十九)辦理身心障
礙者租購屋
補助

辦理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助，減少身心障礙者的負
擔，累計共補助 200 名租屋者、20 名購屋者，補助金額 5,182,059
元。

(二十)辦理中低收
入身心障礙
者特別照顧
津貼

針對未安置機構及未使用居家服務之重度失能身心障礙者，因家屬必
頇留置家中照顧身心障礙者致無法外出工作而給予照顧津貼，以減輕
照顧及經負擔，合計發予 2,864 人次，核撥金額共計約 9,073,500
元。

(廿一)重度以上身

因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每月必要之生活支出，補助重度以上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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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者生
活津貼

礙生活津貼，每人每月 1,000 元，99 年計補助 21,812 人次，計補助
21,812,000 元。

(廿二)辦理中低收
入身心障礙
者 3 至 18
歲子女健保
費補助

針對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子女，提供健保費補助，將健康醫療需求服
務向下延伸到身心障礙者未成年子女，共計有 49,509 人次受益，合
計補助 31,003,045 元。

(廿三)配合辦理「
國際健康功
能與身心障
礙分類系統
(ICF）」實驗
計畫

配合內政部辦理「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實驗計
畫，辦理評估人員培訓、樣本施測說明會、需求評估施測、專業團隊
審查會議，將實驗過程所遇到之困境及建議提供內政部政策規劃參考
。99 年共計召開 1 次本市 ICF 制度推動小組行政聯繫會議，辦理 1
場需求評估樣本施測說明會，辦理 4 場次需求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包
含初階加進階級）共計培訓 88 位需求評估人員。完成需求評估個案
160 名，並完成 9 場次專業團隊會議審查會。

(廿四)辦理「高雄
市視覺障礙者
社會重建中
心」

針對 18 歲以上中途視覺障礙者提供心理諮商輔導、生活適應、休閒活
動規劃、科技輔具訓練、讀寫能力訓練、定向行動及日常生活技能訓
練等，藉由社會重漸進而轉銜職業重建，協助視覺障礙者獨立自主。
自 99 年 9 月 17 日正式開辦以來，共計服務 286 人次，補助經費 817,388
元。

(廿五)辦理「身心
障礙庇護農場
－綠色活力
園」

提供 15 歲以上中、重度身心障礙者農藝技術學習、心理輔導、休閒
活動等服務，並透過農場之經營，增進身心障礙者與社會大眾之互動
，共計服務 11,088 人次。

四、婦女福利服務
(一)一般婦女福利
服務

1.強化「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功能，（原高雄市）依權益業
務成立「經濟安全」、「人身安全」、「性別帄等」、「福利促進」、「
健康維護」
、
「社會參與」等 6 個小組推展，99 年度計召開 12 次小
組會議、3 次召集人會議及 2 次委員會議，並辦理全國婦女國是會
議研討「性別帄等政策綱領」核心議題本市座談會。另（原高雄縣
）整合與促進婦女在政治參與、勞動、經濟、福利、教育、健康與
人身安全等各層面之權益。99 年第四屆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任期
99 年 1 月至 99 年 12 月)共召開 3 次會議。
2.婦女館提供女性知性成長、研習、藝文展演、婦女史料、技藝、休
閒文康活動、資源交流、弱勢婦女庇護訓練等多元化活動，並結合
婦女團體共同推展本市婦女福利工作。婦女館規劃辦理婦女成長教
育活動計 373 場次、40,057 人次參與，提供各項婦女設施設備服
務 132,314 人次。
3.結合天晴女性願景協會、聖功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張老師基金會
、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等婦女團體辦理「婦女主題學習站」計 9
- 195 -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場次、4,535 人次參與。
4.委託心路基金會辦理婦女館心路餐坊，培訓身心障礙婦女職業訓練
22 名，提供民眾餐飲服務計 22,880 人次。
5.委託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辦理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辦理
性別議題讀書會、電影導讀等相關座談計 116 場次、5,800 人次，
館藏利用 738 人次。
6.結合高雄市天晴女性願景協會、尋聲父母教育協會於 99 年 3 月 7
日辦理各項慶祝婦女節系列活動〆「聆聽女人生命故事」計 1,100
人次參加々「性別電影欣賞」計 160 人次參加々「賓果遊戲下午茶」
計 500 人次參加。並於 3 月 8 日假婦女館辦理「婦女權益演變歷程
展示揭牌暨市長與婦女團體座談會」，邀請北部婦女菁英及高雄市
婦女團體代表計 60 位對話座談々假 10 個傳統市場及 7 個按摩站辦
理「尌是要放鬆 婦女免費按摩」活動，計 900 人次參加。
7.辦理婦女館「璀璨婦女館˙繽紛十年慶」活動，其中「璀璨婦女館
˙繽紛十年慶」計 300 人次參加々
「璀紫道十年」展覽活動，計 670
人次參加々
「紫光電影院」計 1,220 人次觀賞々整體活動共計 2,190
人次參加。
8.辦理「準備學校」活動，使本市婦女對於家庭經營與婚姻關係有更
多的了解。並透過活動讓婦女在面對婚姻困境時能找到好的資源及
學習途徑，於處置危機時得以找到方法將家庭傷害減低，計辦理 9
場次、320 人次參加。
9.修訂「推展婦女福利補助原則」擴大辦理本市婦女成長教育活動計
畫，包括婦女社會參與、增進權能、自我成長、特殊及弱勢婦女福
利活動、性別主流化、婦女健康議題倡導、多元文化家庭服務等類
別之婦女成長議題，計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70 個方案計畫，補助經
費 4,116,950 元。
10.結合本市婦女團體擴大辦理母親節慶祝系列活動，共辦理「多元
形象現代好媽媽市長感恩採訪記者會」、「多元形象現代好媽媽慶
祝活動」、「感恩的心〈新移民媽咪樂活動」、「婆婆媽媽免費按摩
活動」
、
「馨心相隨 我愛媽咪活動」及「活力孕媽咪、快樂向前行
-馨愛媽咪嘉年華活動」等 6 場次，約 3,600 人次參加。
11.依據本府第二階段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劃辦理 5 天婦權
會窗口人員性別主流化研習訓練。課程 2 場次友善職場參訪及八
場次專家學者演講，包含〆
「友善職場優良事業單位觀摩」
、
「打造
一個有/友她之城:介紹女性主義的城市想像及實踐」、「當影像創
作與性別文化相遇－以個人的創作場域論述」、「消除對婦女一切
歧視公約 (CEDAW)議題」、「誰怕性別與同志的友善空間〇」、「性
別與行政管理〆以原住民議題為例」、「性別與文學議題」、「性別
影響評估概念/案例分析」及「性別主流化融入政策實務（方案、
計畫、措施）」等計 30 小時研習課程，培養婦權會幕僚單位及相
關局處人員的性別知能，使其於政策規劃中納入性別觀點，計 265
人次參與。99 年 11 月 18 日辦理 99 年度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在職
訓練，邀請實踐大學社工系嚴祥鸞教授演講「性別主流化的方法
與工具的初探」，加強社會工作人員對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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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認識，共計 68 人次參與。
12.社會局婦帅青少年館辦理多元婦女活動
(1)辦理「高雄市社區婦女大學」方案，培力婦女從自我學習到自
我增能，並逐步陪伴婦女參與公共事務與服務，共計開辦 23
班 219 場次 17,781 人次參與，及社區巡迴講座，共計辦理 127
場次，3428 人參與。
(2)推動「婦女數位課程與經濟協助方案」
，內容包括「婦女數位創
業班」課程、婦女數位創業社、婦女數位創業市集等。其中「
婦女數位創業社」召開會員會議 12 場，訓練課程 13 場、幹部
會議 16 場。辦理「婦女數位創業班」課程 11 班次，共計 3,657
人次參與，課程結束後擁有網拍賣場者 193 名，並架設高雄婦
女數位創業班部落格，目前部落格瀏覽人數超過 83,000 人。辦
理「高雄婦女數位創業社」22 場次，共計 11565 人次參與。
(3)辦理女性影展巡迴展，共計 4 場次，403 人次參與。辦理女人
約會—促進婦女團體彼此學習的機會，藉此帶動社區婦女的公
民意識進而主動參與公共事務，及透過參訪交流學習社區經營
模式增長婦女知能經由經驗分享，共計 35 個社團，127 人參與
。辦理「捕捉生命的感動-女人四十攝影展 開幕茶會」
，經過攝
影之學習，婦女朋友透過相機去紀錄觀察社區，捕捉社區的不
同風貌，透過展覽展現出女性觀察之另一角度，共計 38 人參與
。辦理「『從心看見魅力女人』
、
『妝』出我們的美『力』」
〆女性
創作成長團體，藉由鄉鎮社區巡迴方式提供社區婦女尌近學習
機會，協助婦女成長進修，激發女性能量，培育在地經營的婦
女人才，共計 548 人參與。辦理兩場次婦女學習大型講座，鼓
勵女性參與公共事務〆「生活習俗中的性別議題」，透過尤美女
律師的演講來全方位提升婦女地位，促進兩性帄等顛覆傳統家
庭中父母與子女概念，並挑戰傳統習俗與男尊女卑的固有思維
々也經由講座來分享原來生活習俗中也隱含著性別議題，共計
65 人次參與々
「關鍵對話，成尌幸福」
，邀請到美國總統歐巴馬
競選總部執行長蓓西〃邁爾斯從婦女公共參與及婦女經濟角度
，與高雄地區婦女團體進行交流，共計 125 人次參與。辦理 2010
婦女組織領導人才工作坊，共計 73 人次參與。
(4)辦理「社區緣〄冬至圓」—新庄社區家庭日活動，透過聚會與
活動策劃、辦理，凝聚社區媽媽教室志工團隊工作的力量，共
計 360 人參與。
(5)辦理故事志工種子培訓課程，提供婦女學習機會，協助婦女成
長進修，並強化公共參與能力，透過故事講述技巧的培訓，使
閱讀更活潑多元，進而運用在組織活動的辦理上，共計 12 場次
，473 人次參與。
(6)提供各項婦女設施設備服務，共計 25,791 人次。提供婦女志願
服務工作參與機會，支援各項活動及空間經營與管理，共計
4,095 人次參與，服務時數達 14,273 小時。
(二)辦理家庭暴力

1.由本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結合警政、衛生、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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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共同辦理防治業務〆
(1)結合「113 保護專線」及本市通報、諮詢專線，單一窗口受理
本市各項保護案件之通報及諮詢，並依個案實際需求提供專業
諮詢服務。家暴通報案件計 17,156 件、性侵害通報案件計
1,247 件、性騷擾通報 278 件々家庭關懷諮商專線(535-0885*2)
計提供 267 通諮詢服務、男性關懷專線(535-0885*1)計提供 86
通諮詢服務。
(2)提供家暴被害人心理輔導計 568 人次，團體輔導計 464 人次、
法律諮詢計 2,945 人次、訴訟補助計 68 人次，生活補助計 145
人次、醫療補助計 2,947 人次、緊急庇護計 6,610 人次，家庭
訪視計 1,629 人次、陪同服務計 550 人次，協助聲請保護令計
228 人次、轉介計 395 人次，申請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
活扶助 141 人次。
(3)提供性侵害被害人心理輔導計 635 人次、法律諮詢計 98 人次、
生活及訴訟補助計 83 人次、醫療補助計 502 人、緊急庇護計
213 人次，家訪計 499 人次、陪同服務計 1,121 人次。
(4)提供性騷擾案件陪同服務計 48 人次，電話諮詢 1,061 人次，面
談 15 次，受理申訴案計 118 案、再申訴案計 9 案。
2.加害人服務方面〆針對家暴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提供心理輔導、
團體輔導、婚姻諮商等服務。辦理家暴裁定前鑑定 24 次，計 210
人次，認知輔導 153 人，1,024 人次々性侵害加害人團體輔導教育
計 5,043 人次，個別輔導計 242 人次。
3.預防宣導方面〆
(1)加強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服務多元化宣導，至各校園、
社區、警政、外籍配偶、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大眾傳播等宣
導，落實防治工作，計辦理 173 場次，計 10,866 人次參加。
(2)辦理「家庭守護大使」方案，將保全人員納入通報網絡系統，
鼓勵保全人員通報家暴、兒少保、性侵害、性騷擾及高風險家
庭案件，並做後續關懷訪視。計辦理 12 場次保全人員訓練課程
，保全人員通報案件共 28 件。
(3)辦理「剪斷暴力、破繭而出」活動，邀請 103 家美容院擔任守
護天使，受益人數 400 人。
4.辦理「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〆計辦理專業訓練工作坊 28 場
次，共計 1,514 人次參與々編印本市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工作手冊
200 本，以增進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危險評估之知識與能力々召
開本市「高危機個案網絡區域會議」47 場次，以有效提高危機個
案風險評估準確性，落實被害者人身安全保護及降低再受暴率々召
開本市「高危機個案網絡督導聯繫會議」8 場次，共計 163 人次參
與，以檢視本計畫執行狀況與進行制度性協調適宜。
5. 9 月起與凱旋醫院共同辦理「兒童及少年個案身心狀況醫療評估
詴辦計畫」，由具兒少身心門診資格之醫師或心理師駐點及早提供
個案身心評估，以協助處遇計畫之規劃，及安排輔導資源介入，計
服務 4 人。
6. 11 月 29、30 日、12 月 1 日與內政部共同辦理「性侵害少男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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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處遇模式國際研討會及訓練工作坊」，邀請國外專精於少男性侵
害議題之專家學者來台，培訓國內相關網絡專業人員，以增進國內
外實務經驗交流，計 450 人次參加。
7. 11 月 25 日「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發起「愛要抱抱，不要暴暴
」－攜手反暴力活動，並透過 facebook 進行網路連署活動，計有
2,600 人次參與。
(三)辦理單親及特
殊境遇家庭扶
助

1.提供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托育津貼及
傷病醫療補助等，協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顧，
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99 年度計有〆
(1)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補助 8,296 人次，補助金額
14,383,872 元。
(2)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托育補助 317 人次，補助金額 519,550 元、 醫
療補助 35 人次，補助金額 20,645 元。
(3)特殊境遇家庭學雜費減免證明，計有 937 人次申請。
(4)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緊 急 生 活 扶 助 ， 計 有 454 戶 補 助 ， 金 額 為
7,043,505 元。
2.為加強照顧單親家庭，協助自立，改善生活環境，針對本市中低收
入單親家庭計辦理以下補助〆
(1)子女生活津貼 26,888 人，補助 469,475,210 元。
(2)子女教育補助 16,323 人次，補助 19,065,650 元。
(3)未滿 6 歲子女傷病醫療補助 513 人次，57,590 元。
(4)兒童托育津貼補助 39,929 人次，117,572,946 元。
(5)創業貸款貼補息補助 14 人，9,614 元。
(6)單親婦女培力進修學費補助 5 人，76,200 元。
3.分別於小港、左營及鳳山等區設置山明、翠華及向陽家園共 67 戶，
以協助弱勢單親家庭解決居住問題，落實單親照顧政策。
4.設置婦女及單親家庭服務中心，由專人提供婚姻、心理、法律、家
庭諮詢服務，以家庭取向規劃服務措施，計受理電話諮商 987 人
次、面談諮商 233 人次、律師免費面談 99 人次。
5.由本市單親家庭服務中心，推動外展單親福利，計受理輔導諮商
532 人次、個案研討 15 場 131 人次參加、家庭訪視 380 人次、電
話諮詢 1,550 人次及聯誼聚會 2 場 338 人次參加。
6.另原高縣設置 4 個單親個管中心，推動外展單親福利，99 年接獲
新案 376 件，開案 190 件，目前服務個案 1,308 件，並提供電話諮
詢及諮商 171 人次，尌業輔導媒合工作 338 人次，3 場聯誼活動，
2 場講座共計約 1,000 人次參與。
7.辦理男性單親服務方案〆99 年提供本市男性單親個案管理 183 人
次(佔總比率 12.7%)，辦理生命經驗的交集～99 年男性單親家長會
心計畫及「父親節活動~單親家長 NEW 一下」活動。
8.單親資源暨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區公所宣導〆為加強宣導單親家庭福
利知能及增進第一線服務人員對於單親家庭及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的了解，社會局於 12 月假三民區公所、前金區公所、左營區公所、
新興區公所、旗津區公所、鼓山區公所辦理 6 場次單親資源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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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遇家庭扶助宣導，增進基層工作人員對於相關福利知能的了解並
提升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量。
(四)推動外籍及大 1.針對外籍及大陸配偶家庭提供關懷訪視、支持性輔導及個案管理服
陸配偶服務
務，計服務 6,189 家庭。
2.為協助遭逢特殊境遇之未設籍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照顧，解決其生活
困難，特辦理「遭逢特殊境遇之未設籍外籍配偶扶助措施」，項目
包括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托育津貼及傷病醫療補助
等，除解決其生活困難外，也加強對其子女生活的照顧。共計補助
682 人次，補助金額計新台幣 1,718,085 元。
3.本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外文報章雜誌閱覽、兒童遊戲、電腦
研習、圖書閱覽、成長活動等服務，並提供諮詢服務及不定期辦理
各項福利性、聯誼性活動，計服務 361,385 人次。
4.為使外籍配偶照顧服務更為可及性、可近性與便利性，於前鎮區新
設「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
，提供在地化的休閒聯誼、諮詢服務、
團體活動等，目前全市共已設置 13 處社區服務據點，服務人次
20,100 人次。
5.為協助本市大陸配偶建立非正式支持網絡、紓解思鄉情誼並安定其
身心，結合民間團體及外籍配偶楠梓區服務據點，於 98 年 10 月成
立「大陸好姊妹聯誼會」，辦理各項支持性聯誼活動，目前全市共
計已成立 4 個外籍及大陸配偶姊妹聯誼會，定期辦理生日聯誼聚
會、參訪活動及會員大會等。
6.結合民間團體製播「南國姐妹情廣播節目」，由越南籍配偶及印尼
籍配偶擔任主持人，每週日上午 9 時至 10 時於高雄廣播電台
FM94.3 準時發聲，自 93 年開播至今已製播 324 集。
7.發行「越南好姊妹季刊」採中/越文對照方式編輯，95 年 6 月起至
今已發行 18 期，每期發行 4,000 份，以郵寄方式寄送給本市的越
南姊妹。
8.辦理「新移民婦女人力資源培訓」成立新移民關懷服務志工隊及通
譯志工，培訓 64 位新移民志工，藉由新移民關懷新移民，透過家
訪及電訪將福利服務落實輸送，受益人次 10,026 人次。
9.辦理「多元文化融合教育-新移民親子母語教學」
，藉此提升新移民
家庭自我文化認同及傳承，並建立外籍媽媽與孩子的自信，促進社
會大眾學習欣賞與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參與學員共計 600 人次。
10.辦理「新移民生活中的台語」、「新移民女性單親成長團體」、
「新移民網路學習班」、「新移民法律新學堂」、「影像全紀錄－
新移民婦女與社區婦女社團」、「電腦研習」、「機車考照服務」、
「兒童托育服務」、「婦女成長團體」「大陸配偶法令說明會」、
「大陸配偶家庭聯誼」等 11 項個人成長支持性方案，3,300 人次。
11.辦理「親子聨誼活動」、「家庭聯誼活動」、「My Baby－兒童托
育計畫」、「2010 旗山區兒童少年多元文化融合戲劇營隊暨成果
公演」、「行動服務列車－服務到你家計畫」、「家庭婚姻關係協
談諮商服務」、「悅鄉讀鄉，閱讀高縣」、「越南生活語學習班」、
「新移民婆媳成長團體」及「新移民親子教育講座」等辦理 1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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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性方案，受益人次 2,800 人次。
12.辦理「多元文化宣導」、「新移民之美攝影巡迴展」、「社區多
元文化體驗活動」、「看見東南亞－雙十國慶 HIGH 一下」、「中
秋關懷宣導」、「多元文化家庭異國鬼節送驚喜」、「「2010 粽
情千里、傳『艾』『雄』好」慶端午活動」、「她的視界－影像發
表」及「新移民媽咪『話』家鄉」等共計辦理 10 項多元文化及社
區宣導方案，受益 10,114 人次。
13.於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辦理「越南多元文化展」及「新移民之美
攝影展」增進社區民眾對多元文化之認識及瞭解，促進社區多元文
化融合。
14.辦理外籍配偶種籽師資培訓，增強社區社團工作人員多元文化敏
感度及華語文教學知能，辦理 1 場次，受益人數 35 人。
15.辦理「多元〄趣味〄家庭樂」，表揚外配通譯人員及有功社區團
體，增進新移民家庭樂，受益人數 650 人。
16.辦理新移民婦女人力教育計畫，培植 20 位外籍及大陸配偶考取中
餐丙級專業證照，促進其尌業機會，並組成「南洋 MaMa 魔法廚房」
推展東南亞飲食文化之美，扮演文化交流重要媒介。
17.辦理「她的視界－新移民影像發表」，此次發表「老婆的酒瓶」、
「適應」、「天使的翅膀」及「台灣的娘家」共計四部影像，透過
外籍及大陸配偶之鏡頭，認識其在台生活適應性，促進社區多元文
化融合。
陸、社區發展
一、推行社區服務
(一)社區基礎工程
建設

(二)社區精神倫理
建設

1.輔導協助本市轄內社區等 54 個社區發展協會社區活動中心修繕及
設備更新等，共計核撥補助 9,811,831 元。
2.爭取內政部核定補助 14 個區公所(林園、大樹、大社、杉林、美濃
、甲以、茂林區、桃源、旗山、六龜、岡山、湖內、梓官及橋頭區
公所)辦理「高雄縣災後社區活動中心房舍簡易整修及充實設施設
備補助計畫」計畫，共計補助 4,504.2 萬元整，辦理約 94 個社區
之社區活動中心修繕與設施設備維修或汰換。
1.社區婦女福利服務
輔導轄內 21 個社區發展協會申請內政部補助辦理成長知性講座、
親職教育等家庭福利服務活動，開拓婦女生活層面，促進家庭和諧
及增強婦女及家庭福利服務活動，共計 1,516,500 元整。
2.社區老人福利服務
輔導前金區長城等 92 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老人關懷服務，包
括老人問安訪視、健康講座、血糖檢測、健康促進活動等活動，以
落實社區老人福利服務。
3.青春作伴好還鄉~青少年社團社區服務
鼓勵社區組織結合在地青少年或鄰近大專院校之青年學子共同關
心、參與在地事務及社區發展，建立青少年參與社區營造的經驗與
工作模式。99 年媒合 6 個學生社團與社區團體之合作方案，共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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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597 人次參與服務，服務時數合計 4,384 小時，服務 4,290 人次
。
4.推展社區文康活動
輔導 48 個社區發展協會申請內政部補助辦理社區刊物，以提昇居
民生活品質，獲內政部補助 137 萬元。
5.推展在地文化傳承
輔導轄內 20 個社區發展協會申請內政部補助辦理民俗技藝團隊，
計獲內政部補助 63.5 萬元。
6.推展學習型社區
輔導 16 個社區發展協會申請內政部補助辦理社區成長學習活動。
計獲內政部補助 25 案，65 萬元。1 個社區辦理社區媽媽教室活動
，獲內政部補助 4 萬元。
7.賡續辦理「社區活力再造推動專案」，藉由補助機制的調整，重新
活化社區組織，營造閒置空間或髒亂點成為社區公園，獲得相當大
的迴響，99 年度共計補助林園區文賢社區等 39 案，另補助阿蓮區
復安社區等 45 個社區後續維護管理費用，持續凝聚社區力量。
(三)社區業務輔導
觀摩

1.舉辦社區發展業務講習
(1)配合 99 年度補助說明會辦理社區會務研習，分別辦理旗山區、
岡山區及鳳山區三個場次，共計 376 位社區幹部參加。
(2)99 年度辦理社區幹部研習共計 8 場次，1,598 人次參加。
2.為輔導社區組織轉型發展，並觀摩本市績優社區之社區營造成果，
特補助內門區永富社區等 38 個社區辦理社區營造觀摩參訪，共計
1,776 人參加。

(四)社區福利服務

1.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
鼓勵社區發展協會針對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帅、青少年等弱勢族
群需求，擬定實施計畫據以推動，以落實社區照顧及福利社區化服
務，輔導 16 個社區發展協會與組織申請內政部補助辦理「開發社
區人力資源〃營造福利化社區」活動，計獲內政部補助社區成長學
習 25 案 65 萬元。
2.補助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福利活動
補助本市 133 個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175 件社區福利活動案，補助總
金額計 3,462,000 元。
3.受理 80 個單位提出 82 個專案計畫，計有 76 個單位 77 案通過審核
，共補助 1,031 萬餘元。

柒、合作行政
一、推行合作業務
(一)輔導合作社健
全組織發展業
務

1.輔導合作社整理社員社籍
輔導合作社於業務年度結束前或社員代表選舉前，依照內政部訂頒
之「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辦理社員社籍清查工作。
2.輔導合作社召開各種法定會議
輔導合作社依法召開理事會議、監事會議、社務會議、社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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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
3.輔導合作社辦理變更登記
輔導合作社於召開社員(代表)大會後 1 個月內辦理變更登記。
4.輔導組織各類合作社
市民組織各類合作社時，派員輔導協助依照規定程序辦理籌組及解
散清算工作，99 年度共有 374 個合作社。
5.輔導合作社健全帳務
加強輔導合作社整理帳冊及編製財務報表，以利檢討分析業務財務
績效。
6.輔導合作社發展業務
經常派員輔導合作社依章程規定之業務項目發展業務，對於績優合
作社則輔導其向中央申請營運設備之補助。
7.辦理合作社業務考核
(1)成立滿 1 年以上之合作社及其實務人員依規定辦理年度考核予
以獎優汰劣。
(2)由本府教育、社會、衛生單位依據規定組成考核小組，辦理本
市各合作社之考核。
(二)辦理合作教育

捌、社會工作
一、志工組訓與服務

1.舉辦合作業務講習
(1)99 年 11 月 26 日假瑞祥高中活動中心辦裡 98 年績優合作社場
及實務人員表揚典禮暨 99 年合作教育示範觀摩活動，計有本市
合作社場 128 名代表參加。
(2)推薦各級合作社會務人員至內政部參加研習訓練。
2.宣導合作組織功能
(1)輔導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於營業場所張貼合作常識宣導標語，
並於 5 月第 4 週訂為「合作教育週」實施合作教育。
(2)配合慶祝國際合作節擴大宣傳合作組織功能。

1.加強志工組織與管理，增進凝聚力
(1)辦理本府社會局志願服務人員督導及考核，進行 1 場次 2 小時
在職訓練，5 次督導會議，每場次分別有 142 人次參加，於年
終依志願服務人員服務要點進行考核。
(2)推行志願服務計畫，共召開 6 次幹部會議、編製 12 期志工簡訊
及 4 期志工通訊，並於年度授證表揚活動中，表揚績優、服務
、勤習、特別、幹部與榮譽志工等計 244 人次。
(3)為使各運用單位均能熟悉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之操作
，並順利完成全國志工資料庫建置，本市於 99 年辦理 9 梯次之
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操作說明會，計 254 人次參訓。
(4)協助層轉相關志願服務機構團體申請內政部補助辦理各項志願
服務工作，99 年度計有 11 個民間團體申請 24 個志願服務方案
，獲內政部補助 1,622,000 元。
(5)2010 年國際志工日慶祝活動於 12 月 4 日上午 8 時在國立中山
大學田徑場盛大舉行，活動當日除了頒發 99 年志願服務金、銀
- 203 -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銅質徽章獎外，本屆運動會規劃七項運動趣味競賽，約計有
3,000 位志工及市民參與活動々另於 11 月 6 日辦理「99 高雄縣
志工嘉年華活動」共授旗 50 新成立祥和志工團隊々表揚高縣志
工模範家庭、志工督導楷模、績優志工、資深志工及高雄縣志
願服務金、銀、銅獎共 1,740 人々另設婦女衛生檢查、讓愛傳
續公彩行銷、志工成果展、社區特色美食及闖關遊戲等共計 86
攤位。參加人數約 8,000 人。
(6)為擴大宣導本市志願服務特色及績效，強化志工凝聚力，於 96
年起發行志願服務專刊「幸福高雄，志工城市」
，本年度發行 3
期，計發行 6,700 冊。
(7)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辦理「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
」活動，推廣志願服務理念，鼓勵青少年經由訓練課程及服務
體驗踴躍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本年度參加人數計有 1,424 人。
(8)本府社會局志工團 99 年度計支援本市 18 場次之推展性活動，
並宣導志願服務工作。
2.落實志願服務法，建立制度化管理模式
(1)推動志願服務人口倍增計畫，輔導民間籌組本市志願服務團隊
，99 年度計有 30 個團隊 930 人加入本市祥和計畫大隊，並依
法備查其工作計畫和成果及提供相關服務諮詢。
(2)加強辦理本市志工在職訓練、聯誼活動，以提升服務品質，另
委託民間機構開辦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課程，99 年度計有社團
法人高雄市服務與學習發展協會等 2 個民間團體辦理 8 梯次志
工基礎訓練及 3 梯次之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合計受益人次為
4,224 人次々另有社團法人高雄縣志願服務協會等 4 個民間團
體辦理 14 梯次志工基礎訓練及 14 梯次之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
，3 場成長教育訓練，2 場領導教育訓練，合計受益人次為 5,151
人次。
(3)99 年度核發本市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紀錄冊計 2,763 冊和本市
榮譽卡 6,476 張。
(4)99 年度分別於 5 月 28 日、6 月 1 日及 12 月 20 日辦理本府志願
服務會報，並於 99 年 4 月 10 日、4 月 20 日、8 月 29 日及 11
月 13 日召開本府社會局社會福利暨志願服務機構聯繫會議。
(5)辦理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志工意外事故保險採購案，99 年度由蘇
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志工保額 200 萬元每人每年
保費為 47 元，另依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志願服務人員因公傷病
慰問金發給要點，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運用單位編列預算
支應慰問金，99 年度社會局共受理 3 案，發給 25,000 元之慰
問金々另鳳山行政中心由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志
工身故及殘障保額 50 萬元，醫療 2 萬元，每人每年保費為 27
元，99 年共計申請身故理賠 2 件計 100 萬元，醫療理賠計 60
件 481,994 元。
二、建立社工專業
制度與研究發

1.加強社會工作專業訓練，提昇社會工作服務品質〆
(1)配合工作需要舉辦社工專業在職訓練 37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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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服務年資舉辦分級社工訓練課程，計初階 1 場次、進階 1
場次及社工督導研習 1 場次。
(3)為鼓勵同仁針對業務作研究並提供相關經驗分享，舉辦社工專
業服務成果發表會 2 場次，計發表 10 篇工作成果。
2.增進社會福利機構協調連繫，促進聯誼與交流，召開本市社會福利
機構聯繫會報 2 次。
3.促進社會工作教育發展，培植社工專業人力
配合各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學生實習計畫，提供暑期實習機
會，本年度共 22 名實習生完成社工實習（四維行政中心 8 名，鳳
山行政中心 14 名）。
4.辦理高高屏「Change, We Did!!!－夢想成真」-99 年高高屏地區
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活動，計頒授個人獎，10 項，12 位得獎々
團體獎 2 項。
5.辦理社會局年度感恩茶會，頒授捐助社會局達 5 萬元以上物力及財
力之民間企業、團體及個人計 70 個單位感謝狀，併本年度財團法
人評鑑特優等 6 單位及優等 13 單位之獎牌，本活動參加人數計有
173 人次。
6.推動執行社會工作師法及其施行細則
99 年度計新核發本市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 67 人，至該年 12 月份
止，本市領有執照且執業者計 263 人，另規範社工師之權利義務，
確保受服務對象之權益。
7.推動「御風而起」專案，厚實民間社工人力
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基金自補助本市民間團體社工人事費，計補助 37
個民間團體，聘用 35 名社工，4 名督導，共動用公益彩券盈餘約 1,600
萬元。

凡設籍本市滿 1 年且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除內政部、銓敘部、行政
院退輔會或符合補助對象其保險費已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者外，餘由
本府補助保險費自付額，99 年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659 元。共計補助
1,180,051 人次，計 642,960,054 元。

二、身心障礙者參加
現金給付保險自
付額補助

凡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參加現金給付之社會保險(公、勞、農保等)
所需保費，極重度、重度者最高補助 604 元々中度者補助 1/2々輕度
者補助 1/4。99 年度預算編列 186,361,000 元，補助 545,500 人次(
未含健保人次)，實支 154,092,054 元(未含健保支出)。

三、身心障礙者參加
全民健康保險保
費自付額補助

凡持有中度、輕度身心障礙手冊，設籍本市滿 1 年者，參加全民健保
應 繳 保 費 自 付 額 編 列 預 算 補 助 ， 99 年 計 補 助 631,128 人 次 ，
202,068,19 元。

四、低收入戶參加全
民健康保險費用
補助

低收入戶一律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其健保費及住院膳食費全額補助。
99 年度計補助健保費 444,020 人次，536,804,636 元，住院膳食費計
補助 20,568,7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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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莫拉克捐款委員會與專款運用情形
1.截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收受 2,240,082,785 元整(其中指定
捐款計 1,147,051,400 元，非指定捐款計 1,093,031,385 元）。
2.該捐款業支出災民急難慰問金、災民臨時安置處所行政補助費、賑
助災區物資及救援車輛、災區學生尌學補助及安置及各項重建工作
計畫等。結至 99 年 12 月止，莫拉克風災民間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
員會共計通過 145 件計畫案，核定 956,138,430 元々教育處捐款支
出計 14,324,473 元々另指定捐款部分共計支出 980,246,400 元。
3.考量災民生活重建為長久計畫，剩餘款 176,289,784 元，將依階段
持續辦理各項重建工作。

二、設立生活重建中
心

本府社會局與內政部共計設置 6 個生活重建中心，協助重建工作之推
動，並提供心理服務、尌業服務、福利服務、生活服務、尌學服務、
其他轉介等服務
1.設置地點〆
(1)六龜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政府設置。
(2)甲以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政府設置。
(3)茂林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委託台灣世界展望會〉。
(4)那瑪夏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委託台灣世界展望會〉。
(5)桃源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
金會〉
。
(6)杉林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
善基金會承辦〉。
2.活動方案
(1)99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0 日舉辦「高雄縣 2010 年組合屋小林
村民買新衣過好年活動」計 234 人受益。
(2)99 年 2 月 7 日舉辦「2010 外蒙古國家特技奇幻嘉年華」活動計
有 1,500 人次參加。
(3)99 年 4 月 3 日舉辦「高雄縣政府旗山區弱勢家庭親子同遊活動
計畫活動」計有 300 人參加。
(4) 99 年 2 月 3 日-2 月 8 日結合高雄縣小林重建發展協會辦理「
新小林社區心靈知性之旅」計有 220 人受益。
(5)99 年 10 月-12 月 20 日協助設置「月眉大愛園區永久屋廣播系
統設備元，計有 2,030 人受益。
(6）99 年 10 月 1 日辦理六龜社區關懷暨產業嘉年華活動，共計
1,800 人受益。
(7)99 年 12 月 25 日辦理甲以六龜社區親子氣球大遊行活動，230
人次參加。

三、放入厝禮金及春
節慰問金

為使入住永久屋災民穩定身心情緒，盡快安定生活環境，並於年節時
感受政府關懷美意，發放入住永久屋災民入厝禮金及春節慰問金。截
至 100 年 4 月 13 日，共計發放 1,443 戶次，計 9,54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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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莫拉克風災災區
兒童及少年社區
照顧及生活重建
據點

98 年因莫拉克風災重創山地地區，內政部兒童局以特別預算於 99 年
補助四團體計 1,841,680 元，於本市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六
龜區、甲以區等 5 個重災區成立「莫拉克風災災區兒童及少年社區照
顧及生活重建據點」，為失依、單親及弱勢家庭支持系統較薄弱之莫
拉克風災重建家庭，以社區模式提供個案訪視、課後臨托與照顧、電
話諮詢、心理諮商、支持性團體輔導、親職教育、認輔志工服務及综
合性活動等相關支持性及補充性福利服務，以撫帄重建家庭兒童及少
年心理創傷、分擔家庭教養及照顧壓力、支持家庭照顧能量及提升家
長親職功能，截至目前已服務災區 257 戶家庭，236 名弱勢兒童及少
年。100 年賡續補助三團體 3,108,308 元，於 4 個重災區鄉鎮成立據
點，延續各項服務。

五、重建區防災與避
災工作

規劃重建區防災與避難工作
1.異地避災之規劃
(1)99 年 3 月天台山組合屋共 60 戶完成點交々8 月委由財團法人高
雄縣私立寶光建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維護管理，委託期
間自 99 年 8 月 13 日至 100 年 8 月 31 日止，作為避災物資之儲
放。
(2)99 年 4 月召開「研商營區安置災民相關事宜」，確認今年度與
四營區的合作關係以及與岡山榮譽國民之家緊急安置支援協定
會議，研商安置弱勢民眾合作事宜。
(3)本局與 99 年 4 月與國防部協商，利用廢棄營區作為易地避難收
容處所及備災中心，並委由紅十字會高雄縣支會經營管理，現
預定公開上網招標營區整建工程，預定 4 月底汛期完成前修建
完畢開始啟用。
2.原地避難之規劃
(1)99 年內政部「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 99 年度修建避難收容
場所及充實收容場所設施」乙案，總計修建 8 處收容處所，總
修建經費 2,033,131 元，充實設施設備總計 19 處，總購買經費
1,285,442 元，總申請金額 3,318,573 元，並業已於 99 年度辦
理完畢。
(2)協助茂林區公所整建避難收容所〆規劃茂林區避難收容處所為
「鳳山市農會茂林辦事處招待所」
，協助該設施整修使茂林區之
避難收容處所更趨完備。
3.協助重建區以及偏遠部落進行物資儲備方案
為協助本市杉林區、甲以區、六龜區、那瑪夏區、桃源區、茂林區
之易因災害造成交通中斷之偏遠村里、部落，特爭取非指定捐款
700 萬元整，提供上述六區域 35 村莊購買防救災物資，供公所與
村落使用，截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截止，已全數辦理完畢。

六、其他

1.輔導八八風災社區重建
運用在地人服務在地社區，運用在地人際脈絡強化對地方的瞭解與
經營，培育在地社區營造與災後重建人才，組織在地經營團隊。以
專職人力支持在地社區工作者投入災後重建工作，發揮活化深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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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截至 99 年 12 月底共計核定 21 個在地社團，補助 26 位專職
人力，共計 4,409,858 元整。
2.辦理災後社區及生活重建協力方案
邀請社區組織及非營利團體協力參與災後社區及生活重建，陪伴災
區民眾過渡災後難關迎向未來，養成社區居民參與公共議題之自信
心，建構社區特色與認同，截至 99 年共計補助 125 個方案，核定
補助 15,238,160 元整，約計 21,355 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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