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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26次諮詢會議 

（兒少預算調查結果研商）紀錄 

時間：108年 10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部 209會議室 

主持人：簡署長慧娟（李副署長臨鳳代理） 

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紀錄：王映媁 

壹、主持人致詞：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106-108年兒少預算調查表」各機關填報結果之

完整性，提請討論。 

  決議： 

一、 「106-108年兒少預算占中央及地方政府總預算比率、

GDP 比率暨各項目占比」：名稱修正為「106-108 年兒

少預算占各級政府支出淨額比率、GDP 比率暨各項目

占比」、更新各級政府支出淨額數據、備註說明各級政

府支出淨額內涵。（修正如附件 1） 

二、 「105 年兒少預算填報項目於 106-108 年未填寫對照

表」：請中央機關就所列項目補充說明未填報理由或移

列項目。（修正如附件 2） 

三、 「兒少預算分類項目及說明」：保護類「脆弱家庭」移

列福利項目，餘請參考 CRC 定期國家報告準則分類，

由業務單位統一調整。（修正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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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方政府應檢視補充及刪除與中央政府重複項目」

（修正如附件 4）： 

(一) 檢視項目一衛福部心口司「毒品危害防制計畫」修正

為「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

癮者處遇計畫」。 

(二) 檢視項目一教育部刪除「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輔

導經費」、「實施新住民子女華語補救教學專案、新住

民語文樂學活動」、「原住民族助學金」一般性補助款

項目。 

(三) 檢視項目二增列勞動部以計畫型補助「地方政府設置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及專責職業重建個案管

理員」，請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花蓮縣檢視是否

應予刪除。 

(四) 檢視項目二內政部「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之家

庭扶助計畫」、「新住民子女臨時托育服務計畫」非屬

計畫型補助，請修正為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 

五、 其他檢視後有經費不合理或待補充情形如下： 

(一) 新竹縣兒少預算比該縣總預算高，請修正。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含

教師薪資）以兒少為主要受益對象，屬於兒少直接預

算，請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補充。 

(三) 各級政府請依「兒少預算分類項目及說明」所涉業務

範圍確實填報，並全面檢視受益兒少身分別、年齡別、

預(決)算數欄位填寫合理性、間接預算應於備註欄說

明經費計算方式。 

(四)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審判部分預算屬「少年司法」一部

分，倘資料提供困難，請提供文字說明，將納入預算

分析備註，俾完整呈現我國兒少預算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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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請各機關依上揭原則檢視修正、刪除或補充資料，並依

限於 108年 10月 23日下班前回傳修正版至聯絡人電子

信箱（王映媁，sfaa0492@sfaa.gov.tw）。 

案由二：有關我國兒少預算定期調查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鑑於各界關心我國兒少預算，擬於每年定期調查中央

及地方政府前 1年度兒少預(決)算，並將調查結果公布

於 CRC資訊網（https://crc.sfaa.gov.tw/）。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https://crc.sfaa.gov.tw/


 

附件 1 

106-108 年兒少預算占各級政府歲出淨額比率、GDP 比率暨各項目占比（初版） 

單位：千元 

年別 

項目 

106 107 108 歷年 

平均預算數 

歷年 

平均占比 預算數 占比 預算數 占比 預算數 占比 

兒

少

預

算 

發展 15,674,986  7.90% 10,336,058  4.54% 18,807,691  7.27% 14,939,578  6.54% 

福利 78,972,904  39.79% 72,543,313  31.84% 81,853,523  31.66% 77,789,914  34.08% 

健康 6,845,583  3.45% 7,469,451  3.28% 7,587,343  2.93% 7,300,793  3.20% 

教育 68,118,153  34.32% 101,660,123  44.62% 117,251,207  45.35% 95,676,494  41.91% 

保護 26,470,805  13.34% 33,118,510  14.54% 30,364,609  11.74% 29,984,642  13.13% 

其他 2,410,963  1.21% 2,692,286  1.18% 2,677,331  1.04% 2,593,527  1.14% 

合計 198,493,395    227,819,742    258,541,704    228,284,947    

各級政府歲出淨額 2,778,361,000 2,845,491,000 2,990,941,000 

 

兒少預算占 

各級政府歲出淨額註 2比率 
7.14% 8.01% 8.64% 

國內生產毛額（GDP） 17,501,181,000 17,793,139,000 18,185,982,000 

兒少預算占 

GDP 比率 
1.13% 1.28% 1.42% 

備註： 

1、 資料來源：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提供、衛生福利部彙整 

2、 各級政府歲出淨額：將各級政府歲出(包括總決算、特別決算)彙總，稱為歲出毛額，因其包含各級政府間移轉收支等

重複列計部分，故經扣除重複列計部分後，即為歲出淨額。資料範圍為本年度實際執行數(實現數與應收/應付數)，

加計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中保留數之實際執行數。



 

96-108 年兒少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及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 

單位：千元 

 年份 96 97 98 99 100 

兒少預算 19,352,273 22,795,276 26,909,149 38,523,291 44,001,163 

中央政府總預算 1,628,351,207  1,685,856,453  1,809,667,004  1,714,937,403  1,769,844,184 

兒少預算占 

中央政府總預算比率 
1.19% 1.35% 1.49% 2.25% 2.49% 

GDP 13,407,062,000 13,150,950,000 12,961,656,000 14,119,213,000 14,312,200,000 

兒少預算占 GDP 比率 0.14% 0.17% 0.21% 0.27% 0.31% 
 

 年份 101 102 103 104 105 

兒少預算 48,692,635 62,177,843 66,480,384 72,915,095 76,502,967 

中央政府總預算 1,938,637,325 1,907,567,387 1,916,227,714 1,934,636,035 1,975,866,301 

兒少預算占 

中央政府總預算比率 
2.51% 3.26% 3.47% 3.77% 3.87% 

GDP 14,686,917,000 15,230,739,000 16,111,867,000 16,770,671,000 17,152,093,000 

兒少預算占 GDP 比率 0.33% 0.41% 0.41% 0.43% 0.45% 
 

 年份 106 107 108 歷年平均數 

兒少預算 74,682,360 76,545,318 103,255,131 56,371,760 

中央政府總預算 1,973,995,947 1,966,862,309 1,997,977,761 1,863,109,772 

兒少預算占 

中央政府總預算比率 
3.78% 3.89% 5.17% 2.96% 

GDP 17,501,181,000 17,793,139,000 18,185,982,000 15,491,051,538 

兒少預算占 GDP 比率 0.43% 0.43% 0.57%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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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5 年兒少預算填報項目於 106-108 年未填報對照回應表 

部會 105年度填列項目 
年度 106-108年 

未填報（或移列項目）說明 106 107 108 

考試院

銓敘部 

退休政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

助費 
●   

 

內政部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臨時托育服

務計畫 
   

 

交通部 交通安全教育計畫 ● ●   

外交部 亞洲女孩培力計畫     

勞動部 

協助弱勢兒少就業相關措施     

防制兒少外勞遭受人口販運     

暑期安心打工聯合檢查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專班     

無縫就業轉銜服務     

育嬰留職停薪  ● ●  

教育部 

推動學生生涯輔導工作，強化

適性揚才教育 
   

 

補助各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

之國立中小學增置專任輔導教

師、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運作經

費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人事費 

   

 

推動暨輔導教育儲蓄戶工作計

畫 
   

 

推動國民中學學生生涯發展教

育計畫 
   

 

少年矯正機關特殊教育支持網

路支持計畫 
   

 

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身心障礙學生教育獎補助     

原住民籍學生學雜費減免     

辦理原住民族教育     

原住民族學生教育補助     

辦理新住民、外籍與大陸配偶

子女及僑生教育 
   

 

辦理藝術美感及資賦優異教育     

補助學校辦理實用技能學程等

相關經費 
   

 

法務部 改善生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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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 105年度填列項目 
年度 106-108年 

未填報（或移列項目）說明 106 107 108 

經濟部 

數位內容跨域創新應用推動計

畫 
   

 

建立民生商品管理制度計畫     

科技部 青少年教育及輔導經費     

客家委

員會 
客家出版品補助作業要點    

 

原住民

族委員

會 

製播兒少族語教學節目     

原住民學習族語     

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第 2期 6年

計畫 
   

 

提供國中小學原住民獎學金     

補助原住民地區及都市原住民

幼兒學前教育 
   

 

部落學校設立計畫     

原住民教會族語紮根計畫     

衛生福

利部 

弱勢家庭兒少社區照顧服務之

獎補助費 
● ●  

 

推動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建置計

畫-直接申請財政部經費補助 
● ●  

 

公營造物指標性案件，含公私協

力托育資源中心、家庭服務中心

等服務計畫 

● ●  

 

孕產婦身心健康共同照護教育

訓練計畫 
   

 

孕產婦心理健康衛教課程影片

製作計畫 
   

 

非鴉片類藥癮者成癮治療費用

補助計畫 
● ●  

 

第三、四級毒品施用者居住型戒

癮復健治療模式 
●   

 

孕產婦及嬰幼兒健康促進與高

風險管理計畫 
●   

 

補助地方推動衛生保健工作計

畫-「原住民、新住民與弱勢族

群之婦幼健康及事故傷害防制」

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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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 105年度填列項目 
年度 106-108年 

未填報（或移列項目）說明 106 107 108 

衛生福

利部 

補助地方推動衛生保健工作計

畫-「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與稽查」

子計畫 

●   

 

嬰兒膽道閉鎖簡易篩檢推廣追

蹤計畫 
● ●  

 

兒少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之獎

補助費 
   

 

兒童保護小組推動暨成效評估

計畫 
   

 

兒虐手冊應用推廣服務計畫     

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被害人扶

助制度、評估工具研發、專業研

習、國際交流研討及相關會議 

   

 

文化部 

補助民間團體改作優良出版品

供身心障礙者閱讀（聽） 
   

 

在臺藏胞及居留藏人關懷專案     

僑務委

員會 

辦理海外僑生回國升學業務     

辦理各項海外華裔青年返國研

習活動 
   

 

備註：年度欄位中，黑點表示當年度有資料，空格表示當年度無資料。 

 



1 

附件 3  

兒少預算分類項目及說明 

分類 修正項目 現行項目（106-108年調查版） 項目修正說明 

發展 

定義：促進兒少參與權、表意權、遊

戲與休閒權、文化權及職涯發

展 

項目：兒童權利相關法規訓練宣導、

青少年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

職場學習、文化促進與發展、

文化教育、兒童及少年福利服

務中心、生涯發展訓輔活動、

發展研究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6、12、

13、15、17、30、31、32條 

定義：促進兒少參與權、表意權、遊

戲與休閒權、文化權及職涯發

展 

項目：兒童權利相關法規訓練宣導、

青少年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

職場學習、文化促進與發展、

發展研究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6、12、

13、15、17、30、31、32條 

增列文化教育、兒童及少年福利服

務中心、生涯發展訓輔活動。 

福利 

定義：協助減輕育兒家庭經濟負擔

與家庭支持之相關措施 

項目：托育、生育補助及計畫、育兒

津貼、安置、自立生活少年追

蹤輔導或補助、身心障礙福利

服務促進、社會救助、生活扶

定義：協助減輕育兒家庭經濟負擔

與家庭支持之相關措施 

項目：托育、生育補助及計畫、育兒

津貼、安置、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促進、社會救助、生活扶助、

特殊境遇家庭、收出養媒合、

增列營養補助（包括營養午餐補助，

由教育類移列）、脆弱家庭服務（由

保護類移列）、自立生活少年追蹤輔

導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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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修正項目 現行項目（106-108年調查版） 項目修正說明 

助、特殊境遇家庭、收出養媒

合、未成年未婚懷孕諮詢、家

庭及親職教育、家庭福利服

務、脆弱家庭服務、法律扶助、

現金給付型社會保險（生育給

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遺屬

給付）、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大

眾運輸補助、營養補助(包括

營養午餐補助)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6、18、

20、21、23、25、26、27條 

未成年未婚懷孕諮詢、家庭及

親職教育、家庭福利服務、法

律扶助、現金給付型社會保險

（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遺屬給付）、學生團體平安

保險、大眾運輸補助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6、18、

20、21、23、25、26、27條 

健康 

定義：確保兒少享有健康照護、疾病

治療及恢復健康之權利 

項目：兒少身心健康、疾病防治、預

防保健（包含預防接種）、早

期療育、孕婦產檢、環境保護

（與健康相關）、毒品戒治醫

療措施、健康保險、醫療補

助、身心障礙兒少照護、事故

定義：確保兒少享有健康照護、疾病

治療及恢復健康之權利 

項目：兒少身心健康、疾病防治、預

防保健（包含預防接種）、早期

療育、孕婦產檢、環境保護（與

健康相關）、毒品戒治醫療措

施、健康保險、醫療補助、身

心障礙兒少照護、事故傷害防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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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修正項目 現行項目（106-108年調查版） 項目修正說明 

傷害防治、發展研究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23、24

條 

治、發展研究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23、24

條 

教育 

定義：學前教育、國民教育、高級中

等教育 

項目：幼兒教育、國民教育、教育補

助、教育推廣、課後照顧、課

業輔導、人權暨特殊教育、教

育環境改善、中輟生輔導及

復學協助、獎學金及就學優

待、發展研究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23、28、

29條 

定義：學前教育、國民教育、高級中

等教育 

項目：幼兒教育、國民教育、教育補

助、教育推廣、課後照顧、課

業輔導、營養午餐補助、人權

暨特殊教育、教育環境改善、

發展研究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23、28、

29條 

1. 刪除營養午餐補助（移列至福利

類）。 

2. 增列中輟生輔導及復學協助、獎

學金及就學優待。 

保護 

定義：保護兒少免於遭受任何形式

疏忽、剝削或虐待等有害其福

祉之對待及少年司法 

項目：媒體分級與管理、少年司法、

非行少年偏差矯正及處遇、

兒少保護通報處遇及防治宣

定義：保護兒少免於遭受任何形式

疏忽、剝削或虐待等有害其福

祉之對待及少年司法 

項目：媒體分級與管理、少年司法、

非行少年偏差矯正及處遇、

兒少保護通報處遇及防治宣

高風險家庭處遇及防治宣導修正為

脆弱家庭服務，並移列至福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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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修正項目 現行項目（106-108年調查版） 項目修正說明 

導、兒少性剝削防治、菸酒

癮、毒品戒治處遇及防治宣

導、家暴及性侵害加害人處

遇、人口販運被害人協助及

防治宣導、犯罪被害人及受

刑人子女就托就學協助、兒

少勞動權益保障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17、19、

20、32、33、34、35、36、37、

39、40條 

導、高風險家庭處遇及防治

宣導、兒少性剝削防治、菸酒

癮、毒品戒治處遇及防治宣

導、家暴及性侵害加害人處

遇、人口販運被害人協助及

防治宣導、犯罪被害人及受

刑人子女就托就學協助、兒

少勞動權益保障等 

參考條文：兒童權利公約第 17、19、

20、32、33、34、35、36、37、

39、40條 

其他 

定義：非屬以上各項目之兒少保障

措施 

項目：國外兒少海外援助計畫等 

定義：非屬以上各項目之兒少保障

措施 

項目：國外兒少海外援助計畫等 

未修正 

兒少相關之稅式支出 
＊倘該預、決算項目之業務功能跨涉二分類，就所涉項目最多者擇一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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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地方政府應檢視與中央政府互斥項目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一般性補助款及統籌分配稅款係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及財政部負責設算分

配，應由地方政府填報； 

 計畫型補助款由中央各機關依其施政需要予以分配及督導，則由中央政府

填報，地方政府僅需填報計畫自籌款。 

一、 疑未填報設算或自籌經費（一般性補助款、計畫型補助款(自籌款）） 

中央 

機關 
計畫或業務項目 疑似未填報之地方政府 

教育部 

營養午餐補助(一般性補助款) 

新北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屏東

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嘉義市、金

門縣、連江縣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服務(計畫

型補助款) 

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

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

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

金門縣 

推行家庭教育(計畫型補助款) 

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高雄市、宜蘭縣、新竹

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臺東縣、花

蓮縣、澎湖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 

外籍配偶學習活動(家庭教育性

質) (計畫型補助款) 
全部縣市 

輔導及辦理本國語言文字教育推

廣活動(含臺灣母語日)及全國語

文競賽 (計畫型補助款)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

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

林縣、嘉義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

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連江縣 

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童

軍教育活動(計畫型補助款)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宜蘭

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

義縣、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新竹市、

嘉義市、金門縣 

輔導各地方政府辦理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設置及管理等業務(計

畫型補助款) 

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宜蘭縣、新竹

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屏東縣、臺

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

金門縣、連江縣 

行政院 

環保署 

辦理受污染農地改善計畫(一般性

補助款) 
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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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機關 
計畫或業務項目 疑似未填報之地方政府 

衛福部 

社

家

署 

弱勢兒少生活扶助 

(107 年以前統籌分配稅款；

108 年一般性補助款) 

南投縣、雲林縣、連江縣 

弱勢家庭兒少緊急生活扶助 

(一般性補助款) 

嘉義市、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苗栗縣、南投

縣、基隆市、嘉義市 

弱勢兒少醫療費用補助 

(一般性補助款) 

新北市、桃園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屏東

縣、基隆市、金門縣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

助項目(計畫型補助款) 
新北市、新竹縣、南投縣、屏東縣 

保

護

司 

補助兒保社工人力(計畫型補助

款) 

臺北市、臺中市、高雄市、宜蘭縣、新竹縣、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

湖縣、基隆市、嘉義市、金門縣、連江縣 

社

工

司 

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兒童生活

及就學生活補助、醫療補助 

(一般性補助款、統籌分配稅款

分別支應) 

台中市、台南市、新竹縣、南投縣、雲林縣(缺 106

年)、嘉義市及金門縣 

(未填列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兒童生活及就學生活補

助) 

新竹市 

(未填列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兒童生活補助) 

基隆市 

(填列 108 年數字與前兩年差距甚大，請釐清修正) 

心

口

司 

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計畫

型補助款) 

臺北市、桃園市(107年未填)、臺中市、臺南市、高

雄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108年未填)、臺東縣、花

蓮縣、澎湖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

連江縣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

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

畫(計畫型補助款) 

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宜蘭

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

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基隆市、新竹市、

嘉義市、金門縣、連江縣 

勞動部 

補助地方政府設置身心障礙者

職業重建服務窗口及專責職業

重建個案管理員(計畫型補助

款) 

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

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新

竹市、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

者職業訓練專班(計畫型補助

款) 

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

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新

竹市、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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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疑將中央補助經費重複填列（計畫型補助款、基金補助） 

中央機關 計畫或業務項目 疑似重複填列之地方政府 

內政部 

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之家庭扶助計畫 

(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 
高雄市、新竹市 

新住民子女臨時托育服務計畫(新住民發展基

金補助) 
新北市 

客家委員會 
辦理客語生活學校等相關計畫(計畫型補助

款) 
嘉義縣、屏東縣 

教育部 
加強游泳池、水域遊憩設施設備管理與查核

(學生戲水安全) (計畫型補助款) 
桃園市 

衛福部 

社 

家 

署 

兒少權

益相關

訓練宣

導(計畫

型補助

款) 

107 年嘉義縣推展「兒童權利公

約」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 
嘉義縣（中央補助 19,724 元） 

108 年嘉義縣推展「兒童權利公

約」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 
嘉義縣（中央補助 30,000 元） 

108 年兒少諮詢代表培力計畫 
嘉義縣（中央補助 140,000 元）、 

南投縣（中央補助 150,000 元）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計畫型補助

款) 

桃園市、雲林縣、臺東縣、花蓮縣、

嘉義市、金門縣 

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未成年未婚懷孕諮詢及服務之獎補助

費、辦理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暨托育管

理等托育相關計畫(計畫型補助款) 

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宜蘭縣、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東縣、

花蓮縣、澎湖縣、嘉義市、金門縣 

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計畫型補助款) 
新北市、宜蘭縣、苗栗縣、彰化縣、

雲林縣、屏東縣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補

助、輔具補助(計畫型補助款) 

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苗栗縣、

彰化縣 

國 

健 

署 

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試辦計畫(計畫型補助

款) 
高雄市、嘉義縣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計畫型補助款) 基隆市、金門縣 

社 

工 

司 

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兒童生活及就學生活補

助、醫療補助(社會救助法修正後額外增加經

費由中央預算支應) 

新北市、彰化縣、雲林縣、澎湖縣 

心

口

司 

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計畫型補助款) 新北市、桃園市、屏東縣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

理藥癮者處遇計畫(計畫型補助款) 
新北市、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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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補助地方政府設置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窗口及專責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計畫型補助

款) 

桃園市、高雄市、彰化縣、花蓮縣、

嘉義市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專

班(計畫型補助款) 

桃園市、高雄市、彰化縣、花蓮縣、

嘉義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