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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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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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43 183,144242,965

128,832 149,570216,624 兒童及少年福利

服務費用 45,141 60,03949,292

水電費22

其他場所水電費22

郵電費13

數據通信費13

旅運費8

國內旅費8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51 137384

印刷及裝訂費 44 30132

30 30 (社-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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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32)辦理弱勢家庭子女社區照

顧服務計畫等相關業務印刷費。
9 (社-40)辦理托育人員正向形象宣

導活動相關業務印刷費。

廣告費 50 53 (社-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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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品贈送55

業務宣導費 57 54 (社-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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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費，因本項經費新增部分原編列

於廣告費，因應實際辦理情形，於

109年調整部分經費至業務宣導費

，總經費與108年度相同。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9

土地改良物修護費9

保險費15

其他保險費15

一般服務費 44,775 59,86748,709

代理(辦)費 490 260260

260

300 (社-35)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兒少福

利服務相關業務及活動，因本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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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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畫原編列於外包費，因應實際辦理

情形，於109年調整至代理(辦)費

，總經費與108年度相同。
100 (社-38)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彰化縣

兒童權利公約(CRC)促進與宣導計

畫。
90 (社-40)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托育人

員正向形象宣導活動。

外包費 42,523 56,64546,114

11,800 3,658 (社-44)委託辦理兒童發展通報轉

介中心及社區資源服務中心等相關

早療業務(含勞務承攬18人，金額

計989萬2,000元)。
18,015 16,497 (社-42)委託辦理建構友善育兒環

境實施計畫(含勞務承攬25人，金

額計1,141萬3,000元)。
3,998 4,093 (社-39)委託辦理彰化縣托嬰中心

訪視輔導暨評鑑計畫(含勞務承攬5

人，金額計224萬4,000元)。
100

99

5,000 4,900 (社-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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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萬元)。
4,636

1,207

312

8,086

7,097

100

2,670

800 1,200 (社-35)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兒童及

少年福利服務相關業務及活動。
1,990 1,990 (社-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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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萬2,000元)。
920 (社-49)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兒童及

少年生活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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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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762 2,9622,335

1,150 1,740 (社-37)辦理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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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金額計115

萬元)。
612 612 (社-36)辦理我國少子女化對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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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萬2,000元)。
610

專業服務費 215 35132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215 35132

35 35 (社-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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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社-32)辦理弱勢家庭子女社區照

顧服務計畫等業務鐘點費、出席費

及交通費。
20 (社-41)辦理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

中心經營管理計畫等業務鐘點費、

出席費及交通費。

材料及用品費 10 48385

使用材料費 4348

燃料 4348

用品消耗 10 5337

辦公(事務)用品276

其他用品消耗 10 562

5 5 (社-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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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32)辦理弱勢家庭子女社區照

顧服務計畫等相關雜支，配合業務

需求調整經費。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3,090 3,5943,599

房租 3,090 3,594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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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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一般房屋租金 3,090 3,5943,599

3,090 3,090 (社-42)辦理建構友善育兒環境實

施計畫所需辦公場所租金。
504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19,538 14,1501,185

購建固定資產 19,538 14,1501,013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

設備

19,460 11,550650

2,800 7,550 (社-42)辦理建構友善育兒環境實

施計畫所需辦公場所工程費用。
4,000

16,660 (社-48)新建彰化縣和美區托育資

源中心所需工程費用。

購置機械及設備 200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2,400118

1,200

1,200

購置雜項設備 78244

78 (社-41)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經營管理計畫。

購置無形資產173

購置電腦軟體90

購置權利83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60,998 71,711162,103

捐助、補助與獎助 19,138 16,99115,673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300 400199 (社-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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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助國內團體 18,410 16,1771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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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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6,800 7,000 (社-32)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民間團體辦理

弱勢家庭子女社區照顧服務。
2,090 820 (社-34)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民間團體辦理

彰化縣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據點

及到宅服務實施計畫。
6,600 6,400 (社-35)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民間團體辦理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相關業務及活

動。
700 700 (社-33)補助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

慈生仁愛院等機構辦理彰化縣早期

療育巡迴輔導服務計畫。
660 812 (社-46)補助彰化縣保母協會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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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300 (社-38)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民間團體辦理

彰化縣兒童權利公約(CRC)促進與

宣導計畫。
145

1,260 (社-51)補助彰化縣私立托嬰中心

改善充實設施設備計畫。

捐助私校 428 414504

428 414 (社-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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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貼、獎勵、慰問、照

護與救濟

41,860 54,720146,430

其他補貼、獎勵、慰

問、照護與救濟

41,860 54,720146,430

35,000 36,000 (社-43)辦理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實施計畫。
720 720 (社-31)辦理彰化縣發展遲緩兒童

日間托育服務及新生兒助聽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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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4,440 18,000 (社-45)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

育費用補助。
1,700 (社-50)辦理罹患癌症之兒童青少

年醫療費用補助計畫。

其他 55 2860

其他支出 55 2860

其他 55 2860

5

30 (社-32)辦理弱勢家庭子女社區照

顧服務計畫等相關業務誤餐費。
23 23 (社-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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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41)辦理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

中心經營管理計畫等相關業務誤餐

費。
26,311 33,57426,340 兒少保護服務

服務費用 18,983 22,67217,589

旅運費 348 332322

國內旅費 248 232223

210 200 (社-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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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08年度中

央多增補1名人力，故增加差旅費用

。
18 12 (社-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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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社

區宣導場次及心智障礙族群增加，

故增加差旅費。
20 20 (社-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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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辦理保護性個案工作社工

人員值勤業務搭乘特約計程車費用

。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55 43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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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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印刷及裝訂費 25 2511

5 5 (社-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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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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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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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410

120 120 (社-55)辦理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彩虹列車」毒品成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所需宣導費。
130 110 (社-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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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社

區宣導場次及心智障礙族群增加，

故增加宣導費。
80 80 (社-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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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 5 53

其他保險費 5 53 (社-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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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95 21,20516,211

外包費 15,986 19,47515,242

1,183 1,250 (社-54)委託辦理彰化縣政府駐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事件服務中心

業務(含勞務承攬1人，金額計51萬

3,000元)。
6,150 9,200 (社-58)委託辦理彰化縣關懷中心

計畫(含勞務承攬10人，金額計457

萬9,000元)。
666 666 (社-59)委託辦理保護業務公務車

租賃費用。
3,349 3,295 (社-61)多元議題兒少輔導處遇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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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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家長親職教育方案(含勞務承攬5人

，金額計260萬8,000元)。
2,638 2,638 (社-62)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服

務輔導(含返家追蹤)方案(含勞務

承攬4人，金額計194萬4,000元)。
2,000 2,426 (社-63)兒少保護親職教育輔導方

案(含勞務承攬2人，金額計91萬8,0

00元)。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609 1,730969

538 572 (社-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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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萬8,00

0元)。

1,071 1,158 (社-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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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金額計107萬1,000元)。

專業服務費 680 695631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656 671592

400 385 (社-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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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106 (社-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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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180 (社-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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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專業服務費 24 2439 (社-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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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及用品費 203 30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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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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使用材料費 168 168118

燃料 168 168118 (社-59)辦理保護業務公務車租賃

油料費用。

用品消耗 35 141143

辦公(事務)用品 35 141143

16 25 (社-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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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 (社-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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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2 (社-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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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35 1,2741,262

房租 1,2421,230

一般房屋租金 1,2421,230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35 3232

車租 35 3232

20 32 (社-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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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社-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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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租賃車等費用。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196

購建固定資產196

購置機械及設備196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6,892 9,1446,867

捐助、補助與獎助 2,220 8,1506,867

捐助國內團體 2,120 7,250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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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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1,100 4,900 (社-52)補助社會福利團體辦理青

春專案宣導。
1,000 1,500 (社-56)補助社會福利團體辦理零

體罰·零暴力-藍風車行動計畫。
20 250 (社-53)補助社會福利團體辦理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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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

捐助私校 500350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

助

100 400 (社-65)兒少傷病醫療及心理諮商

暨律師費用補助服務。

補貼、獎勵、慰問、照

護與救濟

4,672 994

其他補貼、獎勵、慰

問、照護與救濟

4,672 994

4

892 990 (社-64)親屬寄養安置服務計畫。

3,780 (社-66)兒少性剝削性侵害及兒少

保護個案保護安置費用。

其他 198 175164

其他支出 198 175164

其他 198 175164

115 115 (社-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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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 (社-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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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50 (社-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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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21 98,72567,041

24,720 27,77335,769 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

服務費用 17,378 20,43918,557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16 135100

印刷及裝訂費 36 35 (社-76)辦理性別平等辦公室相關

業務所需印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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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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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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100

100 100 (社-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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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社-76)辦理性別平等辦公室相關

業務所需宣導品及宣導費用。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25

雜項設備修護費25

一般服務費 17,014 20,11518,432

外包費 16,434 19,53517,873

3,550 3,900 (社-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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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萬7,000元)。
3,800

3,800 4,900 (社-75)委託辦理彰化夢想館營運

實施計畫(含勞務承攬4人，金額計

227萬7,000元)。
5,604 5,955 (社-72)委託辦理彰化縣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計畫(含勞務承攬8人，

金額計434萬4,000元)。
980 980 (社-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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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萬7,000元)。
2,500 (社-68)委託辦理婦女及新住民福

利、性別平等及培力婦女團體相關

活動及方案。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580 580559 (社-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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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萬元)。

專業服務費 148 189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148 189 (社-76)辦理性別平等辦公室相關

業務所需講師鐘點費、交通費、出

席費等費用。

材料及用品費 100 100100

用品消耗 100 100100

辦公(事務)用品 100 100100 (社-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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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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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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1,320 1,3201,320

房租 1,320 1,3201,320

一般房屋租金 1,320 1,3201,320 (社-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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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

購建固定資產976

購置機械及設備254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16

購置雜項設備705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5,836 5,78814,816

捐助、補助與獎助 5,836 5,7884,816

捐助國內團體 5,836 5,7884,816

3,500 3,500 (社-68)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婦女及新

住民福利、性別平等及培力婦女團

體相關活動及方案。
2,000 2,000 (社-69)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109年度

婦女學苑實施計畫。
336 288 (社-73)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彰化縣新

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補貼、獎勵、慰問、照

護與救濟

10,000

其他補貼、獎勵、慰

問、照護與救濟

10,000

其他 86 126

其他支出 86 126

其他 86 126 (社-76)辦理性別平等辦公室相關

業務所需誤餐費、雜支等費用。
22,864 23,19916,233 家暴保護服務

服務費用 14,019 15,8857,849

水電費 424 56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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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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工作場所電費 400 540329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場所電費。

工作場所水費 24 2521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場所水費。

郵電費 1,283 1,395804

郵費 30 4278

2

30 40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郵資。

電話費 953 953536

953 953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電話通訊費。

數據通信費 300 400191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數據通信費。

旅運費 110 328

國內旅費 10 328 (社-82)辦理關懷服務專線計畫所

需差旅費。

其他旅運費 100 (社-92)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業務社工人員值勤業務搭乘計程

車費用。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31 218400

印刷及裝訂費 9198

21 (社-91)辦理保護性社工人員外聘

督導暨心理支持計畫所需印刷及裝

訂費。
70 (社-89)辦理性騷擾防治宣導活動

所需印刷及裝訂費。

廣告費 160 160 (社-84)辦理幸福家庭齊步走計畫

所需廣告費。

樣品贈送160

業務宣導費 80 58

58

80 (社-89)辦理性騷擾防治宣導活動

相關業務宣導費。

一般服務費 11,176 13,3835,860

外包費 10,086 11,077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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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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480 480 (社-81)委託辦理安全維護服務(含

勞務承攬1人，金額計48萬元)。
4,200 3,940 (社-83)委託辦理弱勢家庭研究服

務計畫(含勞務承攬6人，金額計347

萬3,000元)。

150

192 96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清潔費。
2,100

2,042 2,096 (社-87)委託辦理庭暴力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服務(含勞務承攬3人，

金額計171萬7,000元)。
2,202 2,215 (社-88)委託辦理彰化縣政府駐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

處(含勞務承攬3人，金額計180萬6,

000元)。
670 (社-90)委託辦理家庭暴力相對人

輔導處遇服務方案。
300 (社-89)委託辦理性騷擾防治宣導活

動。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090 2,30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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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金額計109萬元)。

專業服務費 695 292426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695 292426

225 184 (社-80)辦理法律扶助顧問團計畫

所需律師出席費。
108 108 (社-84)辦理幸福家庭齊步走計畫

所需鐘點、出席及交通等相關費用

。
362 (社-91)辦理保護性社工人員外聘

督導暨心理支持計畫所需出席、鐘

點及交通費。

材料及用品費 255 295843

用品消耗 255 295843

辦公(事務)用品 150 14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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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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10

150 136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辦公(事務)用品

費。

其他用品消耗 105 14916

100 100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等相關雜支。
49

5 (社-91)辦理保護性社工人員外聘

督導暨心理支持計畫所需相關雜支

。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3,114 2,0761,809

地租及水租 96 96126

場地租金 96 96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租用停車費。

房租 3,018 1,9801,683

一般房屋租金 3,018 1,9801,683 (社-86)辦理社會處保護服務科辦

公室營運計畫所需辦公室場所租金

、室內機械停車租金及管理費等。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50925

購建固定資產 50925

購置機械及設備 50451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48

購置雜項設備426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5,395 4,8774,785

捐助、補助與獎助 5,395 4,8774,785

捐助國內團體 5,395 4,8774,785

2,675 2,525 (社-84)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幸福家庭

齊步走計畫。
2,520 2,160 (社-85)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社區關懷

總動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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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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192

200 (社-89)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性騷擾防

治宣導活動。

其他 81 1622

其他支出 81 1622

其他 81 1622

16 16 (社-84)辦理幸福家庭齊步走計畫

所需誤餐費等雜支費用。
65 (社-91)辦理保護性社工人員外聘

督導暨心理支持計畫所需誤餐費等

相關雜支。
22,337 47,75315,039 家庭福利服務

用人費用1,744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1,212

聘用人員薪金1,212

獎金186

年終獎金186

退休及卹償金75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75

福利費272

分擔員工保險費148

其他福利費123

服務費用 12,780 27,4828,920

水電費 2,240 1,976724

其他場所水電費 2,240 1,976724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場所水電費。

郵電費 1,104 870337

郵費 170 12096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郵資費等。

電話費 850 684217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電話通訊費等。

數據通信費 84 6624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數據通信費。

旅運費 2,272 1,94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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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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國內旅費 2,232 1,944654 (社-77)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人員所

需國內出差旅費，配合109年社會

安全網計畫實施增列經費。

其他旅運費 4099 (社-77)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人員個

案服務所需計程車費用。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85 2,599981

印刷及裝訂費 385 1,500354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印刷及裝訂費。

廣告費 90 99 (社-77)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廣

告費用。

業務宣導費 710 1,000 (社-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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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1,332904

一般房屋修護費 200 300515 (社-77)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一般房

屋修繕相關費用。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310 500 (社-77)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機

械及設備修護費用。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

費

50 32 (社-77)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交

通及運輸修護費用。

雜項設備修護費 750 500389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辦公器具等修護費。

保險費 200 15064

責任保險費 200 15064 (社-77)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保險費

相關費用。

一般服務費 3,307 17,6314,804

代理(辦)費 250

外包費 3,307 17,3814,804

1,025 1,266 (社-77)委託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辦公室清潔費用、主題系列

活動。
2,909

2,282 13,206 (社-78)脆弱家庭多元服務計畫委

託服務費用(含勞務承攬12人，金

額計28萬6,000元)。

專業服務費 1,162 980351

專技人員酬金 40 20111 (社-77)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個案服

務心理輔導費用，因考量脆弱家庭

個案併有心理輔導需求，109年編

列相關經費支應。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1,000 500209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講師出席費、鐘點費及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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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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配合109年八大區家庭福路服務中

心建置完成增列經費。

委託檢驗(定)試驗認

證費

92 10 (社-77)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消

防簽證等費用，配合109年八大區

家庭福路服務中心建置完成，辦理

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消防簽證等

費用。

電腦軟體服務費 200

其他專業服務費 30 25031 (社-77)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委

託建築師事務所或其他專業領域所

需費用。

材料及用品費 1,070 2,1901,367

用品消耗 1,070 2,1901,367

辦公(事務)用品 600 8001,045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行政事務用品。

報章雜誌 50 500159 (社-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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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9090 (社-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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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用品消耗 400 70073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物品耗材。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1,990 1,7071,143

地租及水租 90 205

場地租金 90 20 (社-77)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方

案活動所需場地租金。

房租 720 720720

一般房屋租金 720 720720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辦公場所租金。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30 30114

車租 30 30114 (社-77)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辦

理方案活動所需車租。

雜項設備租金 1,150 937304

雜項設備租金 1,150 937304 (社-77)辦理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所需保全系統租金、AED系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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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7 15,950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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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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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購建固定資產 5,413 15,9501,252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

設備

5,000 13,600 (社-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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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1,000516

213 1,000 (社-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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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100 450424 (社-77)本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購

置交通及運輸設備費用。

購置雜項設備 100 900312 (社-77)購置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所

需辦公設備等什項設備。

購置無形資產 84303

購置電腦軟體 84303 (社-77)購置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所

需電腦軟體。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124

補貼、獎勵、慰問、照

護與救濟

124

其他補貼、獎勵、慰

問、照護與救濟

124

其他 1,000 300311

其他支出 1,000 300311

其他 1,000 300311 (社-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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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82 85,524107,371

85,782 85,524107,371 老人福利

服務費用 23,702 26,44316,677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54 22450

印刷及裝訂費 24 24 (社-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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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會議等手冊講

義宣導單張印刷。

廣告費 200 200 (社-109)辦理老人福利業務所需宣

導等費用。

業務宣導費 230

200 (社-109)辦理老人福利業務所需宣

導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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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30 (社-108)辦理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

護宣導。

一般服務費 21,816 24,40816,578

代理(辦)費 39 3923 (社-109)辦理「法院交查老人暨身

心障礙監護權訪視調查」費用。

外包費 21,777 24,36916,555

4,211 4,211 (社-109)委託辦理各項老人福利、

宣導、重陽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等相關活動。
900 900 (社-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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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萬1,000元)。
6,866 7,866 (社-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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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金額計382萬500元)。
312

980

3,500 3,800 (社-116)委託辦理老人裝置假牙審

查費用(含勞務承攬3人，金額計

160萬3,000元)。
6,300 6,300 (社-107)辦理緊急救援服務。

專業服務費 1,432 1,81149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1,432 1,81149

82 61 (社-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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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 1,750 (社-117)彰化縣自辦長青學苑講師

費。

材料及用品費 4848

使用材料費 4848

燃料 4848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62,050 59,00090,634

捐助、補助與獎助 62,050 59,00090,634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21,600 25,45016,304

12,000 12,000 (社-113)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輔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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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轄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及重陽節系列活動等各項老人

福利活動相關費用。
4,100 2,400 (社-113)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輔導所

轄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長青學苑、槌

球及敬老業務觀摩等老人福利各項

活動。
3,800 3,000 (社-111)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文康中心及

老人福利業務等設施設備及物品購

置、修繕、維護等相關費用。
900 850 (社-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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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800 5,200 (社-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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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點量能加值輔導計畫。

捐助國內團體 19,550 20,15024,013

3,550 3,650 (社-113)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獨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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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700 (社-107)補助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

辦理遠距照顧服務。
2,900 2,400 (社-113)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長青學苑

、槌球、敬老活動、業務觀摩等。
3,000 3,000 (社-113)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及重陽節活動等各項老人

福利活動相關費用。
1,200 1,000 (社-111)補助非營利性社會團體及

老人團體等辦理社區照顧關懷點業

務、老人文康中心及老人福利業務

設施設備及物品購置、修繕、維護

等相關費用。
8,000 8,000 (社-114)補助縣內老人團體辦理活

動及物品經費。
400

200 1,000 (社-113)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社區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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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據點量能加值輔導計畫。

捐助私校 3,900 6,5006,015 (社-115)補助大葉大學等私校辦理

老人學習課程、長青大學，始、結

業典禮、校外教學及學術研討會等

。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

助

17,000 6,90044,303

4,000 4,200 (社-116)補助老人裝置假牙費用。

2,700

13,000 (社-118)辦理低收入老人安養護業

務

其他 30 3312

其他支出 30 3312

其他 30 3312

30 28 (社-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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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者福利計畫 422,617 376,026242,486

422,407 375,816242,295 身心障礙者福利

用人費用 850 850850

超時工作報酬 850 850850

加班費 850 850850 (社-5)社會福利業務人員超時加班

費。

服務費用 95,240 89,66983,533

郵電費 4 2742

郵費 4 2742

20

4 7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所需郵資費用。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50 218262

印刷及裝訂費 50 10865

10 8 (社-18)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所需印刷費。
40 10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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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業務所需印刷費。

樣品贈送109

業務宣導費 100 110

50 50 (社-18)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宣導品及宣導費用。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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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 935530

一般房屋修護費 500 50053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建築物修繕費用。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162 22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所需電梯保養及高低電壓設備維護

費等。

雜項設備修護費 185 185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設備修繕費用。

其他資產修護費 42 3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所需水質檢測及水塔清洗保養等。

保險費 45 60

責任保險費 45 6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所需建築物公共意外險、火險及其

他保險等。

一般服務費 93,644 87,84782,286

代理(辦)費 44 29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所需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

檢費用等，109年度因應消防安檢

相關法規修正提高金額。

外包費 92,877 87,09681,569

1,823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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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萬2,000元)，因增加手翻員團

體意外險費及執勤時數，增加服務

費及交通費。
5,800 5,800 (社-7)委託辦理田尾身心障礙者教

養家園委辦計畫。
48,500 48,720 (社-13)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復康

巴士交通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84

人，金額計3,210萬5,000元)。
5,840 5,808 (社-16)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需求

評估新制工作(含勞務承攬9人，金

額計530萬4,000元)，因調整勞健

保費、講師鐘點費、講師出席費，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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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故經費增加。

300 300 (社-15)委託辦理弱勢身心障礙者

假牙補助審查費。
1,275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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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萬5,000元)，因配合年資

調整薪資及勞健保，故經費增加。
6,120 6,100 (社-11)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行為

輔導服務計畫(含勞務承攬9人，金

額計518萬7,000元)，因調整薪資

及勞健保，故經費增加。
8,420 7,620 (社-22)委託辦理輔具資源中心服

務計畫(含勞務承攬13人，金額計66

7萬8,000元)，因為配合中央109-11

1年落實輔具便利站(1鄉鎮1據點)

增加勞務承攬人員至16名、輔具專

車增至6輛。

312

671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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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萬5,000元)。
3,000 4,000 (社-2)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各項社

會參與活動。
450 420 (社-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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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萬2,000元)，因調整薪資及

勞健保，故經費增加。
750 750 (社-24)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心靈

「宅急便」服務計畫。
3,600 3,610 (社-17)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社區

式照顧服務(含勞務承攬7人，金額

計333萬元)。
537 (社-20)委託辦理心智障礙者雙老

家庭支持整合服務。
1,250 (社-23)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

重建服務(含勞務承攬1人，金額計

53萬7,000元)。
500 (社-28)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家庭

照顧者支持服務。
3,600 (社-29)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涯

轉銜ICF個案管理暨家庭關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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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含勞務承攬29人，金額計320

萬6,000元)，為新增計畫。
441 (社-27)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主動

關懷服務方案計畫。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723 722717

573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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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萬3,000元)

，因薪資調整勞健保，故經費增加

。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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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582414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251 252101

33 32 (社-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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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業務需求調整

。
118 18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所需講師鐘點費、委員出

席費及交通費。
100 40 (社-17)辦理身心障礙者社區式照

顧服務相關業務所需講師鐘點費、

委員出席費及交通費。

電腦軟體服務費 257 330313

24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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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8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網頁維護費。

材料及用品費 1,318 770708

使用材料費 4848

燃料 4848

用品消耗 1,318 722660

辦公(事務)用品 716 152318

716 150 (社-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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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辦理身障中心業務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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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與園藝用品及環

境美化費

202 12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相關業務所需環境消毒、清潔及美

化費等，及新增中心周圍造景維護

費用。

其他用品消耗 400 45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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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70 70

機器租金 70 70

機械及設備租金 70 70 (社-6)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所需保全系統維護暨監視租金費等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275 6394,763

購建固定資產 275 6394,763

購置機械及設備 75 2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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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7

購置雜項設備 200 40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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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項設施設備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324,484 283,675152,282

捐助、補助與獎助 324,404 283,595151,883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229,182 166,33538,064

1,380 4,000 (衛-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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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230 (衛-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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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6,000 (衛-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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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5,100 (衛-4)補助衛生局辦理多元沐浴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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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900 900 (衛-5)補助衛生局辦理長期照顧機

構品質提升計畫-自立支援照顧。
750 700 (衛-6)補助衛生局辦理定點乾燥服

務。
1,500 1,500 (衛-16)補助衛生局辦理長照2.0送

藥到府服務。
2,000 2,000 (衛-8)補助衛生局辦理長照2.0長

照專屬秘書服務即時通Call Center

專案。
500 312 (衛-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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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0 3,500 (衛-21)補助衛生局辦理社區不老

健身房。
2,300 2,300 (衛-17)補助衛生局辦理長照失能

老人末期社區安寧照顧服務計畫。
2,530 2,530 (衛-7)補助衛生局辦理急性失能老

人整合資源運用之家庭照顧服務需

求計畫。
1,200

800

132,563 132,563 (衛-14)補助衛生局辦理長照多功

能服務中心暨社福大樓新建工程，

總經費7億6,300萬元(中央補助款9,

779萬元、配合款1,086萬5,600元

、其他縣款1億1,959萬4,400元、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項下

編列5億3,475萬元)，採一次發包

分5年編列預算辦理。107年彰化縣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超支併決算

450萬元；108年中央補助款6,845

萬3,000元、配合款760萬5,900元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項

下編列1億3,256萬3,000元；109年

中央補助款2,933萬7,000元、配合

款325萬9,700元、其他縣款3,919

萬9,000元、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

分配基金項下編列1億3,256萬3,000

元；110年其他縣款3,919萬9,000

元、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項下編列1億3,256萬3,000元；111

年其他縣款4,119萬6,400元、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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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項下編列

1億3,256萬1,000元。
1,200

1,500 1,500 (衛-10)補助衛生局辦理整合長期

照顧服務資訊系統開發建置計畫。
2,400 (衛-9)補助衛生局辦理長照2.0服

務品質監控輔導計畫。
3,400 (衛-11)補助衛生局辦理身心障礙

鑑定服務計畫。
3,500 (衛-13)補助衛生局辦理特定失能

需求者服務計畫。
37,629 (衛-15)補助衛生局辦理前瞻基礎

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

衛福據點-7案。
1,100 (衛-19)補助衛生局辦理長照C據點

護眼服務計畫。
1,500 (衛-20)補助衛生局辦理高齡長者

健康照護計畫。
1,500 (衛-22)補助衛生局辦理高齡者整

合式健康巡迴篩檢服務。
3,000 (衛-23)補助衛生局辦理社區長者

骨質密度篩檢巡迴服務計畫。
7,500 (衛-12)補助衛生局辦理失能者暨

身心障礙者送餐服務。

捐助國內團體 23,644 41,13035,588

1,100 1,100 (社-8)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非

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7,500

7,000 8,000 (社-2)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非

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身心障礙者

各項福利活動。
6,858 7,920 (社-14)補助立案身心障礙福利團

體等辦理身心障礙團體培力計畫。
3,413 6,290 (社-17)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身心障礙

者社區式照顧服務。
2,000 2,000 (社-1)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非

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相關建築物及內部設施設備充實

及修繕費用。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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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用途明細表

990

2,938 6,130 (社-25)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身心障礙

者社區關懷據點計畫。
350

335 (社-30)補助縣內身心障礙機構端

午節加菜金。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

助

71,578 76,13078,231

1,200

2,700 3,000 (社-15)辦理弱勢身心障礙者假牙補

助。
2,878 2,930 (社-21)辦理弱勢身心障礙個案安

置補助。
66,000 69,000 (社-26)辦理身心障礙日間照顧及

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補貼、獎勵、慰問、照

護與救濟

80 80399

其他補貼、獎勵、慰

問、照護與救濟

80 8079 (社-19)辦理身心障礙者監護及輔

助宣告補助。

其他 170 143160

其他支出 170 143160

其他 170 143160

10 8 (社-18)辦理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相關業務費用所需誤餐費。
5

13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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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0 (社-17)辦理身心障礙者社區式照

顧服務相關業務費用所需誤餐費。
210 210191 勞工就業相關服務

服務費用 161 16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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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80 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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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及裝訂費20

廣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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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品贈送40

業務宣導費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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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服務費 80 8036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80 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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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

用品消耗 25 2513

辦公(事務)用品 25 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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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4 2420

其他支出 24 2420

其他 24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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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46 38,59732,941

40,546 38,59732,941 社會救助

服務費用 15,395 24,44419,469

水電費 240 240208

其他場所水電費 240 240208 (社-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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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240256

數據通信費 360 240256

360 240 (社-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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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360625

印刷及裝訂費 110 60162

100 50 (社-96)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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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印刷及裝訂

費。
10 10 (社-100)辦理社會救助脫貧方案所

需印刷及裝訂費。

廣告費 100 100 (社-96)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廣告費。

樣品贈送100

業務宣導費 200 200 (社-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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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040

一般房屋修護費37

雜項設備修護費 30 303 (社-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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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 2 21

其他保險費 2 21

2 2 (社-100)辦理社會救助脫貧方案所

需保險費。

一般服務費 14,341 23,48818,244

外包費 10,251 13,3268,396

3,839 5,433 (社-95)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業務各

項資訊系統軟硬體維護、汰換及功

能改善等業務經費。
624

2,910 3,500 (社-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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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金額計183萬1,000元)。
996 996 (社-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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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萬1,000元)。
600 1,000 (社-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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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777 (社-102)委託辦理本縣智慧福利服

務躍升計畫。
996 996 (社-96)委託辦理本縣社會福利資

源整合計畫(含勞務承攬2人，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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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98萬1,000元)。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4,090 10,1629,848

3,511 9,082 (社-93)辦理以工代賑實施計畫(臨

時人員含公所聘任50人，金額計351

萬1,000元)。

120 160 (社-96)幸福家園關懷中心所需1名

專業人力機關補助勞健保及勞退金

費用(臨時約僱人員1人，金額計12

萬元)。
459 920 (社-96)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1名專業人

力經費(臨時約僱人員1人，金額計

45萬9,000元)。

專業服務費 12 8497

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12 8497

12 84 (社-100)辦理社會救助脫貧方案所

需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等。

材料及用品費 622 404414

使用材料費 9696

燃料 9696

用品消耗 622 308318

辦公(事務)用品 250 150149 (社-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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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

其他用品消耗 372 158169

370 156 (社-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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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2 2 (社-100)辦理社會救助脫貧方案所

需雜用支出用品消耗費。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9 96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9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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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租 9 96

9 9 (社-100)辦理社會救助脫貧方案所

需租車費用。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30 1,030777

購建固定資產 30 1,030482

購置機械及設備 30 1,030482

1,000

30 30 (社-96)辦理志願資源整合暨幸福

家園關懷中心業務所需硬體設備費

。

購置無形資產295

購置電腦軟體295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24,404 12,63412,179

捐助、補助與獎助 4,596 4,8005,179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000 1,0001,000

1,000 1,000 (社-94)辦理本縣突破困境社會參

與方案等。

捐助國內團體 3,596 3,8004,179

200

400 800 (社-96)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志願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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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96 2,593 (社-99)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本縣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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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207 (社-100)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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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社會救助

脫貧方案。
531 (社-103)補助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

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等辦理本縣備災

管理計畫。

補貼、獎勵、慰問、照

護與救濟

19,808 7,8347,000

其他補貼、獎勵、慰

問、照護與救濟

19,808 7,8347,000

10,000 7,834 (社-101)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婦幼營養補助費。
2,120 (社-104)辦理本縣急難救助金發放

。
2,688 (社-105)辦理本縣遊民傷病醫療看

護、給養費、喪葬費、路倒病人傷

病醫療等。
5,000 (社-106)辦理本縣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傷病醫療看護費等。

其他 86 7696

其他支出 86 7696

其他 86 7696

50 40 (社-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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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36 (社-100)辦理社會救助脫貧方案所

需誤餐等雜支費用。

社區福利計畫 62,620 64,42049,127

62,620 64,42049,127 社區福利

服務費用 4,620 4,6203,796

一般服務費 4,620 4,6203,796

外包費 4,620 4,6203,796

4,620 4,620 (社-119)委託辦理社區發展福利服

務方案(含勞務承攬4人，金額計238

萬2,000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58,000 59,80045,331

捐助、補助與獎助 58,000 59,80045,331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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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58,000 59,80045,331

3,000 3,000 (社-120)補助辦理彰化縣福利社區

旗艦競爭型方案。
40,000 40,000 (社-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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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15,000 15,000 (社-122)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辦理福

利社區化設施設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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