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兒童及少年福利計畫 258,604 276,610213,702

229,077 248,189187,481 兒童及少年福利

服務費用 57,780 59,07118,128

水電費 120 3624

工作場所電費12

工作場所水費1

其他場所水電費 120 3611 (社-54)辦理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實

施計畫所需場所水電費。

郵電費48

郵費48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94 281981

印刷及裝訂費 41 86500

35 38 (社-41)辦理彰化縣兒童權利公約(C

RC)促進與宣導計畫等相關業務印

刷費。
6 8 (社-43)彰化縣107年度兒童及青少

年培力暨社會參與計畫等相關業務

印刷費。
40 辦理彰化縣育兒津貼實施要點印刷

及裝訂費。

廣(公)告費 55 9090

55 50 (社-41)辦理彰化縣兒童權利公約(C

RC)促進與宣導計畫等相關業務廣

告費。
40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與維護實

施計畫。

業務宣導費 198 105391

158 55 (社-41)辦理彰化縣兒童權利公約(C

RC)促進與宣導計畫等相關業務宣

導品及宣導費用。
40 50 (社-44)辦理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管理與維護實施計畫等相關業務宣

導費。

保險費 30 34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

費

15 辦理「彰化縣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

心」計畫-托育行動列車保險費等規

費。

其他保險費 30 19 (社-43)辦理彰化縣107年度兒童及

青少年培力暨社會參與計畫所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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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險費。

一般服務費 57,231 58,45916,904

代理(辦)費 260 (社-40)委託公所辦理彰化縣育兒

津貼業務。

外包費 54,043 55,52414,038

3,658 3,658 (社-31)委託辦理兒童發展通報轉

介中心及早療業務(含勞務承攬6人

，金額計316萬7千元)。
14,290 12,858 (社-49)委託辦理彰化縣公私協力

托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含勞務承

攬17人，金額計912萬2千元)。
5,671 3,497 (社-42)委託辦理彰化縣107年度托

嬰中心訪視輔導暨評鑑計畫(含勞

務承攬5人，金額計208萬8千元)。
100 9,460 (社-44)委託辦理兒童遊戲場設施

安全管理與維護實施計畫。
99 99 (社-45)委託辦理彰化縣107年度優

良保母表揚活動。
5,100 4,820 (社-46)委託辦理彰化縣兒童青少

年福利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計畫(含

勞務承攬5人，金額計277萬7千元)

。
4,440 4,376 (社-48)委託辦理早期療育機構日

間托育及時段療育服務(含勞務承

攬7人，金額計349萬9千元)。
1,207 1,220 (社-50)委託辦理育兒指導員服務

實施計畫(含勞務承攬1人，金額計

51萬9千元)。
392 392 (社-47)委託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

專車租賃業務。
8,086 6,710 (社-52)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

中教區附設台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

養院及其他民間團體辦理兒童發展

社區資源服務中心相關業務(含勞

務承攬12人，金額計621萬元)。
3,330 3,414 (社-54)委託辦理公私協力托嬰中

心實施計畫(含勞務承攬12人，金

額計319萬2千元)。
950 辦理彰化縣兒童權利公約(CRC)促

進與宣導計畫等相關業務。
2,520 2,470 (社-39)委託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

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社工員評估及訪

視輔導計畫(含勞務承攬4人，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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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計220萬元)。

1,200 1,600 (社-37)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兒童及

少年福利服務相關業務及活動。
2,170 (社-56)委託辦理未成年懷孕處遇

及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含勞

務承攬3人，金額計164萬8千元)。
1,780 (社-59)委託辦理兒童少年收養認

可暨監護權歸屬調查計畫(含勞務

承攬3人，金額計161萬5千元)。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2,928 2,9352,866

1,740 1,730 (社-39)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

緊急生活扶助社工員評估及訪視輔

導計畫所需臨時約僱人力薪資、勞

健保等費用(臨時約僱人員3人，金

額計174萬元)。
595 595 (社-38)辦理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

費用-專案人力計畫所需臨時約僱

人力薪資、勞健保等費用(臨時約

僱人員1人，金額計59萬5千元)。
593 610 (社-40)彰化縣育兒津貼實施計畫-

專案人力所需臨時約僱人力薪資、

勞健保等費用(臨時約僱人員1人，

金額計59萬3千元)。

專業服務費 105 261171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105 261169

160 辦理弱勢家庭子女社區照顧服務計

畫等業務之鐘點費、出席費及交通

費。
37 74 (社-41)辦理彰化縣兒童權利公約(C

RC)促進與宣導計畫等業務鐘點費

、出席費及交通費。
68 27 (社-43)彰化縣107年度兒童及青少

年培力暨社會參與計畫等計畫鐘點

費、出席費及交通費。

委託檢驗(定)試驗認

證費

2

材料及用品費 59 128150

使用材料費 48 7349

燃料 48 7349

48 48 (社-47)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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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租賃業務油料費。

25 辦理「彰化縣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

心」計畫。

用品消耗 11 55101

辦公(事務)用品 657 (社-43)辦理彰化縣107年度兒童及

青少年培力暨社會參與計畫之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 5 5544

50 辦理弱勢家庭子女社區照顧服務計

畫。
5 5 (社-41)辦理彰化縣兒童權利公約(C

RC)促進與宣導計畫等相關雜支。

租金、償債與利息 6,000 7,3761,899

地租及水租6

場地租金6

房租 6,000 7,3761,893

一般房屋租金 6,000 7,3761,893

3,096 4,072 (社-49)辦理「彰化縣公私協力托

育資源中心」計畫所需辦公場所租

金。
504 504 (社-48)辦理早期療育機構日間托

育及時段療育服務所需辦公場所租

金。
2,400 2,800 (社-54)辦理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實

施計畫所需辦公場所租金。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600 11,360

購置固定資產 600 11,360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

設備

600 11,360

300 5,860 (社-49)辦理彰化縣公私協力托育

資源中心計畫所需辦公場所工程費

用。
300 5,500 (社-54)辦理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實

施計畫所需辦公場所工程費用。

稅捐、規費(強制費)與繳

庫

22

消費與行為稅 16

使用牌照稅 16 辦理彰化縣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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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計畫-托育行動列車牌照稅。

規費 6

汽車燃料使用費 6 辦理彰化縣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

計畫-托育行動列車燃料費。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164,560 170,092167,2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17,790 170,092167,200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400 1,000

400 400 (社-37)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兒

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等相關業務及活

動。
600 彰化縣育兒津貼實施計畫-公所行

政業務費。

捐助國內團體 16,902 15,16219,497

8,000 6,430 (社-33)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弱勢家

庭子女社區照顧服務。
700 700 (社-35)補助民間團體辦理107年度

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據點及到宅

服務實施計畫。
6,400 6,000 (社-37)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兒童及

少年福利服務相關業務及活動。
700 700 (社-34)補助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

慈生仁愛院等機構辦理107年度彰

化縣早期療育巡迴輔導服務計畫。
802 1,332 (社-55)補助民間團體機構辦理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聘僱人員機關負擔

勞健保、公提勞退及二代健保費用

。
300 (社-41)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彰化縣

兒童權利公約(CRC)促進與宣導計

畫。

捐助私校 488970 (社-55)補助中州科技大學等私校

辦理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聘僱人員機

關負擔勞健保、公提勞退及二代健

保費用。

其他 153,930146,733

135,000 辦理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實施

計畫。
18,000 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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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360 辦理彰化縣發展遲緩兒童日間托育

服務。
570 106年度0-2歲平價托嬰補助計畫。

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146,770

其他 146,770

129,500 (社-51)辦理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實施計畫。
360 (社-32)辦理彰化縣發展遲緩兒童

日間托育服務。
16,370 (社-53)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

育費用補助。
540 (社-36)107年度0-2歲平價托嬰補

助計畫。

其他 78 140104

其他支出 78 140104

其他 78 140104

60 辦理弱勢家庭子女社區照顧服務計

畫。
50 46 (社-43)辦理彰化縣107年度兒童及

青少年培力暨社會參與計畫所需誤

餐費等雜支費用。
5 5 (社-47)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專車

租賃業務E-TAG國道過路費用。
23 28 (社-41)辦理彰化縣兒童權利公約(C

RC)促進與宣導計畫等相關業務誤

餐費。
1 辦理彰化縣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

計畫-托育行動列車E-TAG國道過路

費用。
29,527 28,42126,221 兒少保護服務

用人費用628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430

聘用人員薪金430

獎金121

年終獎金105

其他獎金16

退休及卹償金26

6-6



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26

福利費51

分擔員工保險費51

服務費用 21,218 19,49315,923

旅運費 352 386356

國內旅費 252 286256

34 辦理彰化縣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所需差旅

費。
200 200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所需差旅費。
12 12 (社-58)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

案返家追蹤服務所需差旅費。
40 40 (社-66)辦理彰化縣青少年吸食三

、四級毒品之輔導服務方案計畫所

需差旅費。

其他旅運費 100 100100 (社-63)辦理保護性個案工作社工

人員執勤業務搭乘特約計程車費用

。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59 4571,539

印刷及裝訂費 25 46126

10 辦理彰化縣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所需印刷

費。
5 16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所需印刷費。
10 10 (社-58)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

案返家追蹤服務所需印刷費。
10 10 (社-66)辦理彰化縣青少年吸食三

、四級毒品之輔導服務方案計畫所

需印刷費。

業務宣導費 434 4111,413

141 辦理彰化縣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所需宣導

費。
120 120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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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別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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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務方案所需宣導費。

134 50 (社-58)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

案返家追蹤服務所需宣導費。
80 100 (社-66)辦理彰化縣青少年吸食三

、四級毒品之輔導服務方案計畫所

需宣導費。
100 (社-57)辦理青春專案宣導等相關

業務宣導品及宣導費用。

保險費 5 52

其他保險費 5 52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所需保險費。

一般服務費 19,750 17,68113,362

外包費 15,838 12,74110,913

1,700 委託辦理兒童少年收養認可暨監護

權歸屬調查計畫。
1,096 1,112 (社-60)委託辦理彰化縣政府駐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事件服務處業

務(含勞務承攬1人，金額計56萬5

千元)。
9,200 8,577 (社-64)委託辦理彰化縣關懷中心

計畫(含勞務承攬9人，金額計374

萬元)。
666 540 (社-65)委託辦理保護業務公務車

租賃費用。
400 (社-62)委託辦理守護幼苗一把照計

畫。
200 委託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案返

家追蹤服務。
635 612 (社-67)委託辦理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家長親職教育暨安置後返家

後續追蹤輔導服務(含勞務承攬1人

，金額計54萬2千元)。
2,500 (社-57)委託辦理青春專案宣導。

1,341 (社-68)委託辦理兒少處遇輔導整

合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2人，金額

計110萬2千元)。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3,912 4,9402,449

1,127 辦理彰化縣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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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聘用臨時

約僱人員薪資、年終獎金、勞健保

等費用。
558 542 (社-58)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

案返家追蹤服務聘用臨時約僱人員

薪資、年終獎金、勞健保等費用(

臨時約僱人員1人，金額計55萬8千

元)。
3,354 3,271 (社-66)辦理彰化縣青少年吸食三

、四級毒品之輔導服務方案計畫聘

用臨時約僱人員薪資、年終獎金、

勞健保等費用(臨時約僱人員6人，

金額計335萬4千元)。

專業服務費 652 964664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616 710625

126 辦理彰化縣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計畫。
385 300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所需鐘點、出席、交通等相

關費用。
60 132 (社-58)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

案返家追蹤服務所需鐘點、出席、

交通等相關費用。
171 152 (社-66)辦理彰化縣青少年吸食三

、四級毒品之輔導服務方案計畫所

需鐘點、出席、交通等相關費用。

其他 36 25439

36 96 (社-58)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

案返家追蹤服務所需專業人員專業

加給等相關專業服務費。
158 辦理彰化縣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

材料及用品費 322 219360

使用材料費 168 112106

燃料 168 112106 (社-65)辦理保護業務公務車租賃

油料費用。

用品消耗 154 10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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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辦公(事務)用品 154 107204

20 辦理彰化縣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計畫所需

辦公事務用品費。
25 25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所需辦公事務用品費。
20 25 (社-58)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

案返家追蹤服務所需辦公事務用品

費。
35 37 (社-66)辦理彰化縣青少年吸食三

、四級毒品之輔導服務方案計畫所

需辦公事務用品費。
74 (社-116)辦理保護服務科南彰辦公

室所需辦公事務用品費。

其他50

租金、償債與利息 1,358 1632

地租及水租 96

場地租金 96 (社-116)辦理保護服務科南彰辦公

室所需公務車停車費租金。

房租 1,230

一般房屋租金 1,230 (社-116)辦理保護服務科南彰辦公

室所需辦公場所租金。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32 1632

車租 32 1632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所需租賃車等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6,454 8,5288,939

捐助、補助與獎助 6,450 8,4008,847

捐助國內團體 3,850 5,8007,587

2,400 5,000 (社-57)補助民間團體辦理青春專

案宣導。
600 800 (社-62)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守護幼

苗一把照計畫。
250 (社-58)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彰化縣

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

輔導教育暨個案返家追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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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600 (社-69)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兒少藥

物濫用家長親職教育輔導方案。

捐助私校 2,600 2,5001,234 (社-62)補助私校辦理守護幼苗一

把照計畫。

其他 10026 依據家事事件法，由法院向縣府申

請程序監理人酬金費用。

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4 12892

其他 4 12892

124 辦理彰化縣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計畫。
4 4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

其他 175 165339

其他支出 175 165339

其他 175 165339

115 100 (社-61)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所需誤餐費等雜支費用。
10 15 (社-58)辦理彰化縣政府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暨個

案返家追蹤服務所需誤餐費等雜支

費用。
50 50 (社-66)辦理彰化縣青少年吸食三

、四級毒品之輔導服務方案計畫所

需誤餐費等雜支費用。

婦女福利計畫 72,083 47,45143,838

26,916 28,48833,009 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

服務費用 19,672 14,34211,729

水電費8

工作場所電費8

工作場所水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00 10091

業務宣導費 100 10091 (社-73)辦理生育補助、性平宣導

等婦女福利相關業務所需宣導品及

宣導費用。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50066

一般房屋修護費 50066 辦理婦女中心及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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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心修繕暨充實設備計畫。

一般服務費 19,572 13,74211,564

外包費 19,012 13,18211,023

3,320 7,600 (社-70)委託辦理田中區婦女中心

營運實施計畫(含勞務承攬4人，金

額計215萬4千元)。
4,000 4,000 (社-74)委託辦理彰化縣多元弱勢

家庭訪視實施計畫(含勞務承攬6人

，金額計320萬7千元)。
1,582 辦理單親家庭個案管理服務計畫。

4,730 (社-78)委託辦理彰化夢想館營運

實施計畫(含勞務承攬5人，金額計

267萬8千元)。
6,062 (社-75)委託辦理彰化縣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計畫(含勞務承攬9人，

金額計498萬2千元)。
900 (社-77)委託辦理推展性別平等業

務宣導方案暨輔導計畫(含勞務承

攬1人，金額計51萬8千元)。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560 560541 (社-87)聘用臨僱人員辦理婦女及

兒少權益法律諮商及法律常識課程

活動(臨時約僱人員1人，金額計56

萬元)。

材料及用品費 100 100100

用品消耗 100 100100

辦公(事務)用品 100 100100 (社-73)辦理生育補助、性平宣導

等婦女福利相關業務所需辦公事務

用品費。

租金、償債與利息 1,320 1,3201,355

房租 1,320 1,3201,355

一般房屋租金 1,320 1,3201,355 (社-78)辦理彰化夢想館營運實施

計畫所需辦公場所租金。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2005,756

購置固定資產 2005,756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

設備

5,230

購置機械及設備 100450 辦理婦女中心及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修繕暨充實設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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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購置什項設備 10076 辦理婦女中心及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修繕暨充實設備計畫。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5,824 12,52613,946

捐助、補助與獎助 5,824 12,5268,946

捐助國內團體 5,824 12,5268,946

3,500 4,000 (社-71)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婦女福

利、性別平等及培力婦女團體相關

活動及方案。
2,000 2,000 (社-72)補助民間團體辦理107年度

婦女學苑實施計畫。
6,062 辦理彰化縣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

計畫。
324 324 (社-76)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彰化縣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140 辦理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設施設

備計畫。

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5,000

其他5,000

其他123

其他支出123

其他123

15,103 3,11010,829 家暴保護服務

服務費用 8,831 3,09010,100

水電費 583

工作場所電費 550 (社-117)辦理保護服務科北彰化辦

公室所需場所電費。

工作場所水費 33 (社-117)辦理保護服務科北彰化辦

公室所需場所水費。

郵電費 87619

郵費 32

2 (社-82)辦理關懷服務專線計畫所

需郵費。
30 (社-117)辦理保護服務科北彰化辦

公室所需郵資。

電話費 6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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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690 (社-117)辦理保護服務科北彰化辦

公室所需電話通訊費。

數據通訊費 154 (社-117)辦理保護服務科北彰化辦

公室所需數據通信費。

旅運費 40 20

國內旅費 40 20 (社-82)辦理關懷服務專線計畫所

需差旅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6095

印刷及裝訂費95

廣(公)告費 160 (社-84)辦理幸福家庭齊步走計畫

所需廣告費。

一般服務費 6,814 2,7629,479

外包費 4,458 5647,913

579 564 (社-81)委託辦理安全維護服務(含

勞務承攬1人，金額計57萬9千元)。

2,650 (社-83)委託辦理弱勢家庭研究服

務計畫(含勞務承攬4人，金額計226

萬6千元)。

150 (社-84)委託辦理幸福家庭齊步走計

畫。
980 (社-86)委託辦理多元服務系統建

置研究計畫。
99 (社-117)委託辦理保護服務科北彰

化辦公室所需清潔費。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2,356 2,1981,566 (社-82)辦理關懷服務專線計畫所

需人力薪資、年終獎金、勞保、健

保、加班等費用(臨時約僱人員4人

，金額計235萬6千元)。

專業服務費 358 308507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358 308427

298 308 (社-80)辦理法律扶助顧問團計畫

所需律師出席費。
60 (社-84)辦理幸福家庭齊步走計畫

所需鐘點、出席、交通等相關費用

。

委託調查研究費80

材料及用品費 108 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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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用品消耗 108 20120

辦公(事務)用品 108 20112

10 20 (社-82)辦理關懷服務專線計畫所

需辦公事務用品費。
98 (社-117)保護服務科北彰化辦公室

所需辦公(事務)用品費。

其他8

租金、償債與利息 1,510

地租及水租 30

場地租金 30 (社-117)辦理保護服務科北彰化辦

公室所需租用機械停車費。

房租 1,480

一般房屋租金 1,480 (社-117)辦理保護服務科北彰化辦

公室所需辦公室場所租金及管理費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595

購置固定資產595

購置機械及設備458

購置什項設備13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4,594

捐助、補助與獎助 4,594

捐助國內團體 4,594

2,434 (社-84)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幸福家

庭齊步走計畫。
2,160 (社-85)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社區關

懷總動員。

其他 6014

其他支出 6014

其他 6014 (社-84)辦理幸福家庭齊步走計畫

所需誤餐費等雜支費用。
30,064 15,853家庭福利服務

用人費用 4,086 4,490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38 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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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聘用人員薪金 38 2,719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業務進用約聘人員所需薪資費用

(26人)(彰化縣政府106年9月5日府

人企字第1060302222B號、106年9

月5日府人企字第1060302222B號書

函)。

獎金 1,505 640

年終獎金 1,505 64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業務進用約聘人員所需年終獎金

。

退休及卹償金 707 305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707 305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業務進用約聘人員所需公提儲金

。

福利費 1,836 826

分擔員工保險費 1,500 65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業務進用約聘人員所需機關負擔

勞健保。

其他福利費 336 176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業務進用約聘人員所需強制休假

補助費。

服務費用 15,336 8,803

水電費 2,070 738

其他場所水電費 2,070 738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場所水電費。

郵電費 618 314

郵費 102 5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郵資費等。

電話費 456 24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電話通訊費等。

數據通訊費 60 24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數據通信費。

旅運費 1,188 546

國內旅費 1,188 546 (社-79)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人員所

需國內出差旅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800 780

印刷及裝訂費 1,000 8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印刷及裝訂費。

廣(公)告費 99 40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廣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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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業務宣導費 701 30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業務宣導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832 72

一般房屋修護費 500 (社-79)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一般房

屋修繕相關費用

什項設備修護費 332 72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辦公器具等修護費。

一般服務費 8,798 6,253

外包費 8,798 6,253 (社-79)委託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田中區營運管理、清潔辦公

室費用、社區支持方案及主題系列

活動(含勞務承攬7人，金額計370

萬1千元)。

專業服務費 30 100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3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講師出席費、鐘點費及交通費。

其他 100 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保全及

活動相關人員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1,390 540

用品消耗 1,390 540

辦公(事務)用品 1,000 20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行政事務用品。

報章什誌 300 6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報章雜誌費用。

農業與園藝用品及環

境美化費

90 3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農業與園藝用品及環境美化

費。

其他 250 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所需物

品耗材。

租金、償債與利息 1,342 1,020

房租 720 720

一般房屋租金 720 72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辦公場所租金。

什項設備租金 622 300

什項設備租金 622 30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保全系統租金及影印機租賃

租金。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7,9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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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別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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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購置固定資產 7,900 1,000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

設備

7,000 1,00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辦公場所工程費用。

購置機械及設備 650 (社-79)購置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所

需辦公室電腦、事務機器等機械設

備。

購置什項設備 250 (社-79)購置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所

需辦公設備等什項設備。

其他 10

其他支出 10

其他 10 (社-79)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會議、活動等誤餐費及雜支。

老人福利計畫 123,864 126,13572,572

123,864 126,13572,572 老人福利

服務費用 16,348 16,77015,995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00 2075

業務宣導費 200 2075

20 辦理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護社會工

作人員教育訓練暨外聘督導等宣導

費用。
200 (社-101)辦理老人福利業務所需宣

導等費用。

一般服務費 16,098 16,70015,871

代理(辦)費 39 (社-101)辦理「法院交查老人暨身

心障礙監護權訪視調查」代辦費用

。

外包費 16,059 16,70015,871

3,101 3,000 (社-101)委託辦理各項老人福利活

動、業務宣導、表揚大會、重陽節

活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相關活

動。
900 900 (社-102)委託辦理行動式老人文康

休閒專車巡迴服務(含勞務承攬1人

，金額計51萬6千元)。
7,866 5,208 (社-105)委託辦理彰化縣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多元輔導計畫(含勞務承

攬9人，金額計429萬3千元)。
392 392 (社-104)委託辦理老人保護專車租

賃業務。
3,400 委託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免費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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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用途明細表

車IC卡製作。

3,800 3,800 (社-109)委託辦理老人裝置假牙審

查費用(含勞務承攬3人，金額計156

萬元)。

專業服務費 50 5049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50 5049 (社-100)辦理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

護社會工作人員等業務所需外聘督

導、教育訓練、家屬會議等講師鐘

點費、出席費及交通費。

材料及用品費 48 4845

使用材料費 48 4845

燃料 48 4845 (社-104)老人保護專車租賃業務油

料。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107,450 109,30056,518

捐助、補助與獎助 107,450 109,30053,147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6,550 16,550

10,000 10,000 (社-106)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輔導所

轄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業務、及重陽節系列活動等各

項老人福利活動相關費用。
1,900 1,500 (社-106)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各

社區發展協會、長青學苑、槌球等

各項活動及各項敬老業務觀摩等活

動。
2,400 1,500 (社-103)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社

區照顧關懷點業務及老人福利業務

設施設備費用。
850 750 (社-108)補助國立大學等辦理老人

學習課程、長青大學，聯合辦理始

、結業典禮、校外教學及學術研討

會等。
1,400 2,800 (社-110)補助辦理日間托老服務。

捐助國內團體 25,050 24,95031,113

4,650 4,650 (社-106)補助社福團體及機構辦理

獨居老人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失智

長者服務相關方案等其他福利服務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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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7,000 (社-99)補助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

等辦理緊急救援及遠距照顧服務。
2,400 2,400 (社-106)補助社福團體等辦理全縣

性或區域性長青學苑才藝、槌球、

敬老活動、業務觀摩等。
2,000 2,000 (社-106)補助社福團體辦理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業務、及重陽節系列活

動等各項老人福利活動相關費用。
600 500 (社-103)補助社會福利團體辦理社

區照顧關懷點業務及老人福利業務

設施設備費用。
8,000 8,000 (社-107)補助縣內老人團體辦理活

動及物品經費。
400 400 (社-110)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日間托

老服務。

捐助私校 5,900 5,60017,863 (社-108)補助大葉大學等私校辦理

老人學習課程、長青大學，聯合辦

理始、結業典禮、校外教學及學術

研討會等。

其他 59,950 62,2004,171

4,950 2,200 (社-109)補助老人裝置假牙費用。

55,000 60,000 (社-111)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免費乘

車補助及老人搭乘北高桃捷運之補

貼。

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3,371

其他3,371 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輔具購買

、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費用

。

其他 18 1714

其他支出 18 1714

其他 18 1714

13 12 (社-100)辦理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

護社會工作人員等業務所需外聘督

導、教育訓練、家屬會議等誤餐費

用及雜支。
5 5 (社-104)老人保護專車租賃業務e-t

ag國道過路費用。

身心障礙者福利計畫 234,866 235,480250,452

234,656 235,270242,910 身心障礙者福利

用人費用 850 9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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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時工作報酬 850 900804

加班費 850 900804 (社-5)社會福利業務人員超時加班

費。

服務費用 86,464 84,49475,275

郵電費 20 2328

郵費 20 2328

20 18 (社-20)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所需郵資費用。
5 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專題講

座、社區交流活動及社區宣導活動

等業務所需郵資費用。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00 110280

印刷及裝訂費 115 3530

15 15 (社-20)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所需印刷費。
100 2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及設備費用所需印刷費。

業務宣導費 85 75250

35 40 (社-20)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宣導品及宣導費用。
50 35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宣導品及相關宣導費用。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400 150

一般房屋修護費 400 15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建築物修繕費用。

一般服務費 85,230 83,86774,605

代理(辦)費1,972

外包費 84,525 83,22571,932

1,675 1,539 (社-9)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手語翻

譯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1人，金額

計47萬元)。
6,000 7,000 (社-7)委託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中心委辦計畫。
46,160 48,000 (社-14)委託辦理身心礙者復康巴

士交通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87人

，金額計3,140萬2千元)。
6,882 6,882 (社-17)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需求

評估新制工作(含勞務承攬11人，

金額計62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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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300 (社-16)委託辦理弱勢身心障礙者

假牙補助審查費。
1,245 1,234 (社-3)委託聘用專業人力辦理公益

彩券盈餘業務(含勞務承攬2人，金

額計111萬3千元)。
5,577 5,370 (社-11)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行為

輔導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8人，金

額計445萬7千元)。
6,340 4,680 (社-25)委託辦理輔具資源中心服

務計畫(含勞務承攬11人，金額計63

4萬元)。

383 392 (社-23)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

業務租賃公務車。
606 541 (社-10)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同步

聽打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1人，金

額計36萬5千元)。
4,000 6,000 (社-2)委託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

者各項社會參與活動。
402 332 (社-13)委託辦理0800免付費專線

諮詢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1人，金

額計33萬元)。
955 955 (社-27)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心靈

「宅急便」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3

人，金額計24萬元)。
4,000 (社-19)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社區

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含勞務承攬10

人，金額計375萬3千元)。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705 642701

555 542 (社-3)聘用臨時約僱人員辦理公益

彩券盈餘業務所需薪資、勞健保、

年終獎金及加班費等費用(臨時約

僱人員1人，金額計55萬5千元)。
150 100 (社-5)辦理社會福利業務臨時約僱

人員超時加班費。

專業服務費 614 344362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364 94162

40 70 (社-20)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所需講師鐘點費、委員出

席費及交通費。
324 24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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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業務所需講師鐘點費、委員出

席費及交通費。

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

費

250 250200 (社-4)辦理公彩基金管理會計系統

及特別收入基金綜計表系統功能擴

充及維修。

材料及用品費 477 1121,123

使用材料費 57 4827

燃料 57 4827 (社-23)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業務

租賃公務車所需油料費。

用品消耗 420 641,096

辦公(事務)用品 152 5799

150 50 (社-6)辦理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中心相關業務及設備所需辦公事務

用品費。
5 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專題講

座、社區交流活動及社區宣導活動

等業務相關辦公事務用品費。
2 2 (社-20)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所需辦公事務用品費。

報章什誌194

其他 268 7803

248 7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及設備費用等相關雜支。
20 (社-30)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

鑑所需獎牌。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200 30013,818

購置固定資產 200 30013,818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

設備

12,771

購置機械及設備 50 100603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所需各項電腦設施及周邊

設備等機械設備費用。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35

購置什項設備 150 200409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所需事務、防護、圖書等

什項設施設備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

146,454 149,38015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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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146,374 149,280151,722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26,534 25,180

2,000 辦理身心障礙者居家護理及居家復

健服務計畫。
4,000 9,000 (衛-2)補助衛生局辦理長期照顧十

年計畫-專業到宅評估實施計畫。
500 500 (衛-3)補助衛生局辦理未實際居住

於戶籍地之居民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服務。
230 230 (衛-4)補助衛生局辦理公立及財團

法人老人福利機構端午節加菜金。
8,600 6,450 (衛-5)補助衛生局辦理行動沐浴車

服務。
6,000 6,000 (衛-6)補助衛生局辦理日間照顧中

心開辦費、充實設施設備費及修繕

費補助等。
100 100 (衛-7)補助衛生局辦理多元沐浴服

務方案-定點沐浴服務。
900 900 (衛-8)補助衛生局辦理長期照顧機

構品質提升計畫。
900 (衛-9)補助衛生局辦理定點乾燥服

務實施計畫。
500 (衛-10)補助衛生局辦理長照2.0送

藥到府服務計畫。
2,000 (衛-13)補助衛生局辦理長照2.0長

照專屬祕書服務即時通Call Center

專案。
304 (衛-14)補助衛生局辦理弱勢中低

收入慢性病患自我照護包補助計畫

。
2,500 (衛-15)補助衛生局辦理社區不老

健身房設置計畫。

捐助國內團體 41,259 40,53041,379

1,000 920 (社-8)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

者到宅式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13,500 8,800 (社-12)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

礙者送餐服務計畫。
6,000 6,000 (社-2)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

者各項福利活動。
7,360 7,360 (社-15)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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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團體培力計畫。

300 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

。
6,019 12,123 (社-19)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

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及社區

式日間照顧服務。
2,000 2,000 (社-1)補助身心障礙機構團體之建

築物及內部設施設備充實及修繕費

用。
1,000 630 (社-22)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心智障

礙者雙老家庭支持網絡服務模式計

畫。
940 1,087 (社-26)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肢體障

礙者生活重建服務。
710 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樂活補給站。

3,040 600 (社-28)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

礙者社區關懷據點試辦計畫。
400 (社-30)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評鑑所需獎勵金。

捐助私校19,343

其他 78,581 83,57091,000

900 850 (社-18)辦理身心障礙者搭乘北高

桃捷運優惠補貼。
2,700 4,300 (社-16)辦理弱勢身心障礙者假牙補

助。
2,930 2,669 (社-24)辦理弱勢身心障礙個案安

置補助。
72,051 75,751 (社-29)辦理身心障礙日間照顧及

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80 10078

其他 80 10078 (社-21)辦理身心障礙者監護及輔

助宣告補助。

其他 211 8490

其他支出 211 8490

其他 211 8490

18 15 (社-20)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費用所需誤餐費。
5 5 (社-23)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業務

租賃公務車所需eTag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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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188 64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所需誤餐費及內部人員健

康檢查費用等。
210 2107,542 勞工就業相關服務

服務費用 161 1614,861

郵電費 1 11

郵費 1 11 (勞-1)辦理弱勢職災勞工「行動律

師」扶助計畫所需郵資費用(勞工

處關係科)。

旅運費14

國內旅費1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80 8080

廣(公)告費 40 40 (勞-1)辦理弱勢職災勞工「行動律

師」扶助計畫所需廣告費用(勞工

處關係科)。

業務宣導費 40 4080 (勞-1)辦理弱勢職災勞工「行動律

師」扶助計畫所需宣導品及相關宣

導費用(勞工處關係科)。

保險費19

其他保險費19

一般服務費4,703

外包費4,142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561

專業服務費 80 8044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80 8044 (勞-1)辦理弱勢職災勞工「行動律

師」扶助計畫所需律師服務費、出

席費及交通費等(勞工處關係科)。

材料及用品費 25 2531

用品消耗 25 2531

辦公(事務)用品 25 2531 (勞-1)辦理弱勢職災勞工「行動律

師」扶助計畫所需辦公事務用品費

(勞工處條件科)。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2,650

捐助、補助與獎助2,650

捐助國內團體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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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捐助私校1,214

其他 24 24

其他支出 24 24

其他 24 24 (勞-1)辦理弱勢職災勞工「行動律

師」扶助計畫所需雜支費用(勞工

處關係科)。

社會救助計畫 38,449 35,11134,811

38,449 35,11121,063 社會救助

服務費用 26,687 25,08617,036

水電費 240 240188

其他場所水電費 240 240188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辦公場所水

電費用。

郵電費 240 2,821813

數據通訊費 240 2,821813

2,581 跨機關資源整合系統3G行動上網費

用。
240 240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辦公室電信

費用。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50 400350

印刷及裝訂費 50 50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印刷及裝訂

費。

廣(公)告費 100 100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所需廣(公)告費。

業務宣導費 200 250350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業務宣導費

用。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60 5068

一般房屋修護費 30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所需辦公空間修護費

。

什項設備修護費 30 5068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辦公室相關設備所需

維護費。

一般服務費 25,797 21,57515,617

外包費 14,119 10,4705,415

7,424 4,335 (社-90)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業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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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項資訊系統軟硬體維護、汰換及功

能改善等業務經費。
794 794 (社-94)委託辦理防災等社會救助

業務所需租賃車輛費用。
3,275 3,545 (社-91)委託辦理彰化縣志願服務

推廣中心業務服務計畫(含勞務承

攬4人，金額計218萬5千元)。
996 996 (社-92)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本縣志

願服務推廣業務(含勞務承攬2人，

金額計98萬1千元)。
800 800 (社-93)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本縣社

會工作教育訓練、宣導及社工人身

安全方案等計畫。
830 (社-98)委託辦理本縣福利服務行

動躍升計畫。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1,678 11,10510,202

9,560 10,070 (社-88)辦理以工代賑實施計畫(臨

時人員含公所聘任50人，金額計956

萬元)。

336 144 (社-91)幸福家園關懷中心所需4名

專業人力機關補助勞健保及勞退金

費用(臨時約僱人員4人，金額計33

萬6千元)。
1,782 891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4名專業人

力經費(臨時約僱人員4人，金額計

178萬2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266 320313

使用材料費 96 96101

燃料 96 96101 (社-94)辦理防災等社會救助業務

所需租賃車輛油料費。

用品消耗 170 224212

辦公(事務)用品 100 94100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辦公事務用

品等費用。

其他 70 130112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文具、電池

及包裝袋等雜用支出用品消耗費。

租金、償債與利息 2016

機器租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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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機械及設備租金 2016 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家園關懷

中心業務所需設備租賃費。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5015

購置固定資產 5015

購置什項設備 5015

50 辦理本縣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家園

關懷中心業務所需相機等什項設備

。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11,476 9,6153,663

捐助、補助與獎助 4,476 5,1153,663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000 1,000 (社-89)辦理本縣突破困境社會參

與方案等。

捐助國內團體 3,476 4,1152,663

200 200 (社-93)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社會工

作教育訓練、宣導及社工員人身安

全方案等計畫。
518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業

務。
800 818 (社-91)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志願資

源整合暨幸福家園關懷中心相關教

育訓練、研習活動、研討會、聯繫

會報及幸福小舖據點設置規劃等計

畫。
2,276 2,279 (社-95)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本縣遊

民收容輔導、熱食發放、以工代賑

、成長團體及研討會等福利服務。
200 300 (社-96)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社會救

助脫貧方案。

捐助私校1,000

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7,000 4,500

其他 7,000 4,500 (社-97)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婦幼營養補助費。

其他 20 2020

其他支出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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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其他 20 2020 (社-91)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誤餐費等雜

支費用。
13,748 家庭福利服務

用人費用3,953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2,412

聘用人員薪金2,412

獎金671

年終獎金603

其他獎金68

退休及卹償金289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289

福利費581

分擔員工保險費581

服務費用4,878

水電費555

其他場所水電費555

郵電費161

郵費36

電話費110

數據通訊費15

旅運費279

國內旅費279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552

印刷及裝訂費11

業務宣導費541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154

一般房屋修護費107

什項設備修護費47

保險費53

責任保險費53

一般服務費2,896

外包費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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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專業服務費228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199

其他29

材料及用品費793

用品消耗793

辦公(事務)用品404

報章什誌82

其他307

租金、償債與利息801

房租720

一般房屋租金720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30

車租30

什項設備租金51

什項設備租金51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2,780

購置固定資產2,780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

設備

1,867

購置機械及設備402

購置什項設備511

其他543

其他支出543

其他543

社區福利計畫 44,985 33,0906,458

44,985 33,0906,458 社區福利

服務費用 3,985 3,9603,469

一般服務費 3,985 3,9603,469

外包費 3,985 3,9603,469 (社-112)委託辦理社區發展福利服

務暨推廣產業方案(含勞務承攬4人

，金額計205萬7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 41,000 29,130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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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

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41,000 29,1302,989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41,000 29,130

3,000 3,000 (社-113)補助辦理彰化縣福利社區

旗艦競爭型方案。
28,000 25,000 (社-114)補助辦理福利社區化聯繫

會報、福利社區觀摩、促進社區社

會參與及成果展。
1,130 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獎勵金。

10,000 (社-115)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福

利社區化設施設備費用。

捐助私校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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