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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 

壹、 計畫緣起 

  臺灣原住民族人口，截至 110 年 8 月底止合計 57 萬 9,590 人(男性 28 萬

292人、女性計 29萬 9,298人)，約佔全國總人口數 2 %；原住民族居住於山地

鄉計 16 萬 4,994 人(男性 8 萬 5,446 人、女性 7 萬 9,548 人)，平地鄉計 13 萬

2,499人(男性 6萬 6,654人、女性 6萬 5,845人)，都會區(非原住民族地區)計

28 萬 2,097 人(男性 12 萬 8,192 人、女性 15 萬 3,590 人)。由以上數據可知原

住民族人口比例佔少數，且部份原住民族地區於山區、海拔較高、較為偏遠之處，

社會福利服務資源可近性不足；除此之外，原住民族家庭基於就業及就學因素，

面臨部落人口移居都會區，部分社會支持系統脆弱之困境，族人長期面臨福利資

訊及社會資源整合不足之結構性障礙，亟待投入更多關注與社會資源。 

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政府應積極辦理原住民族社會福利事

項，規劃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並特別保障原住民兒童、老人、婦女及身

心障礙者之相關權益」，故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消除對原住民族一切形式

的不平等，提供原住民族兒童、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等家庭成員，及時照顧

與關心，採取「尊重集體文化族群差異性」及「積極性福利保障」的政策措施，

緩解原住民族家庭遭遇生活變故或經濟資源匱乏之情形，秉持以原住民族作為

主體性，發展集體多元文化特殊性的社會福利權益保障，並在文化福利權的概念

下，建立具有文化脈絡與區域差異之原住民族在地化福利服務體系，進而逐步構

築綿密堅固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網，補充社政體系較難進入原住民族服務場域

及近便性不足之問題，消弭服務資源的城鄉差距，縮短服務的地理距離，協調整

合及暢通服務輸送管道，貼近族人需求。 

  回顧本會推動社會福利服務相關措施，立基於過去累積施政經驗基礎，隨著

時序推移中不斷檢視滾動修正，自 87年先於交通偏遠之原住民族部落設置「原

住民社區家庭服務中心」，91年因服務對象主要以兼顧原鄉家庭暨婦女，強化婦

女權益更名為「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104 年重新考量以「家庭」為

核心作為服務宗旨，思考所有戶內成員之總體需求，及順應性別平等之全球化趨



2 

 

勢，改稱為「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原家中心)，截至 110年 10月

底止共計補助 13個地方政府，結合 42個民間團體，設置 64處原家中心，聘僱

原住民社工人力計 209名。更配合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秉持以「強

化家庭部落（社區）為基石，前端預防更落實」之施政理念，垂直及水平整合跨

體系福利服務，發展公私部門協力機制，扶植原住民族在地立案人民團體，積極

培育原住民族專業社會工作人才，推動具原住民族文化內涵的家庭社會工作，提

早發現需照顧關懷之弱勢原住民族家庭，串連部落互助力量，給予家庭多元化的

支持服務，協助其恢復、增強社會力，以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家庭成員穩定生活。 

貳、 計畫依據 

一、 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第 4期 4年計畫(110年至 113年)。 

二、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年)。 

參、 計畫目標 

一、 運用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方法，建構具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性之福利支持系統。 

二、 發展扎根部落(社區)的社會福利專業合作模式，強化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網。 

三、 聯結都市原住民族社會資源網絡，增進都市原住民族社會資本。 

肆、 辦理機關 

一、 補助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主辦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 執行單位：立案人民團體(111 年度新申請之團體，原則扶植原住民族人

民團體為優先) 

伍、 實施地區與設置基準 

一、 原住民族地區(含直轄市山地原住民族地區)： 

（一）設置標準：以原住民族地區之 55 鄉(鎮、市、區)範圍優先補助設置，

原則每一鄉(鎮、市、區)得補助設置 1個中心，惟如該服務轄區之原住

民族人口數未達 1,000人，得與鄰近鄉(鎮、市、區)合併設置原住民族

地區型原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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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級距： 

1. 第 1級：原家中心服務轄區原住民族人口數未達 5,000人者，列為第 1

級，補助配置 3名社工員，每中心至少應聘僱 2名社工員。 

2. 第 2 級：原家中心服務轄區原住民族人口數已達 5,000 人以上者，列

為第 2級，補助配置 4名社工員，每中心至少應聘僱 2名社工員。 

二、 非原住民族地區之都會地區： 

（一）設置標準： 

1. 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市或縣(市)者，其居住於非原住民族地區之

原住民族人口數已達 4,500人以上，且經評估確有實際需求者，得申請

設置。 

2. 未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市或縣(市)者，其原住民族人口數已達

8,000人以上，且經評估確有實際需求者，得申請設置。 

3. 上開服務轄區之原住民族人口數達 2 萬 5,000 人以上，且經評估確有

實際需求者，得申請設置第 2個原家中心。 

（二）設置級距：原家中心設置於都會區者列為第 1 級，補助配置 3 名社工

員，每中心至少應聘僱 2名社工員。 

表 1：111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設置推估表 

縣市 編號 原家中心 
原住民族 
人口數 

(110 年 8 月)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111年設
置級距 

備註 

基隆市 1 基隆市都會區 9,539 132.7589 1級   

臺北市 2 臺北市都會區 17,055 271.7997 1級 尚未設置 

新北市 

3 新北市烏來區 2,902 321.1306 1級   

4 新北市都會東區 24,684 997.6419 1級  

5 新北市都會西區 30,029 733.7942 1級   

桃園市 

6 桃園市都會北區 35,318 391.4091 1級   

7 桃園市都會南區 34,529 478.7674 1級   

8 桃園市復興區 8,954 350.7775 2級  

新竹縣 

9 新竹縣尖石鄉 8,386 527.5795 2級   

10 關西及竹東區 4,954 179.0326 1級   

11 新竹縣五峰鄉 4,047 227.7280 1級   

苗栗縣 

12 苗栗縣都會區 5,077 960.8760 1級   

13 苗栗縣南庄鄉 2,013 165.4938 1級   

14 泰安及獅潭鄉 4,311 693.9451 1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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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編號 原家中心 
原住民族 
人口數 

(110 年 8 月)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111年設
置級距 

備註 

臺中市 

15 臺中市都會西區 15,345 403.1051 1級   

16 臺中市都會東區 16,685 773.9725 1級  

17 臺中市和平區 4,280 1,037.8192 1級   

南投縣 

18 埔里及魚池區 4,434 283.5962 1級   

19 南投縣信義鄉 9,464 1,422.4188 2級   

20 南投縣仁愛鄉 12,743 1,273.5312 2級   

嘉義縣 21 嘉義縣阿里山鄉 3,483 427.8471 1級   

臺南市 22 臺南市都會區 8,581 2191.6531 1級 尚未設置 

高雄市 

23 高雄市都會北區 9,506 1,312.4475 1級   

24 高雄市都會南區 18,230 263.4354 1級   

25 高雄市那瑪夏區 2,737 252.9895 1級   

26 高雄市桃源區 3,887 928.9800 1級   

27 高雄市茂林區 1,777 194.0000 1級   

屏東縣 

28 屏東縣三地門鄉 7,354 196.3965 2級   

29 屏東縣牡丹鄉 4,574 181.8366 1級   

30 屏東縣獅子鄉 4,594 301.0018 1級   

31 屏東縣春日鄉 4,722 160.0010 1級   

32 屏東縣來義鄉 7,207 167.7756 2級   

33 屏東縣泰武鄉 5,223 118.6266 2級   

34 屏東縣瑪家鄉 6,485 78.7008 2級   

35 屏東縣霧臺鄉 3,153 278.7960 1級   

36 屏東縣滿州鄉 2,099 142.2013 1級 尚未設置 

37 屏東縣都會區 15,297 1,292.4654 1級   

宜蘭縣 

38 宜蘭縣大同鄉 5,114 657.5442 2級   

39 宜蘭縣南澳鄉 5,337 740.6520 2級   

40 宜蘭縣都會區 7,325 745.4289 1級   

花蓮縣 

41 花蓮縣吉安鄉 15,734 65.2582 2級   

42 花蓮縣富里鄉 1,712 176.3705 1級   

43 花蓮縣玉里鎮 7,541 252.3719 2級   

44 花蓮縣瑞穗鄉 4,638 135.5862 1級   

45 花蓮縣豐濱鄉 3,563 162.4332 1級   

46 花蓮縣光復鄉 6,637 157.1100 2級   

47 花蓮縣鳳林鎮 2,195 120.5181 1級   

48 花蓮縣壽豐鄉 5,769 218.4448 2級   

49 花蓮縣花蓮市 13,043 29.4095 2級   

50 花蓮縣秀林鄉 14,368 1,641.8555 2級   

51 花蓮縣萬榮鄉 5,958 618.4910 2級   

52 花蓮縣卓溪鄉 5,745 1,021.3130 2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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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編號 原家中心 
原住民族 
人口數 

(110 年 8 月)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111年設
置級距 

備註 

53 花蓮縣新城鄉 6,558 29.4095 2級   

臺東縣 

54 臺東縣卑南鄉 6,578 412.6871 2級   

55 臺東縣臺東市 22,308 109.7691 2級   

56 臺東縣長濱鄉 4,156 155.1868 1級 
尚未設置 
(110年度終止)  

57 臺東縣關山鎮 2,325 58.7351 1級   

58 臺東縣成功鎮 7,112 143.9939 2級   

59 臺東縣池上鄉 2,176 82.6854 1級   

60 臺東縣鹿野鄉 2,288 89.6980 1級   

61 臺東縣東河鄉 4,226 210.1908 1級   

62 臺東縣太麻里鄉 5,084 96.6523 2級   

63 臺東縣大武鄉 3,535 69.1454 1級   

64 臺東縣延平鄉 3,303 455.8810 1級   

65 臺東縣蘭嶼鄉 4,344 48.3892 1級   

66 臺東縣金峰鄉 3,561 380.6640 1級   

67 臺東縣達仁鄉 3,248 306.4454 1級   

68 臺東縣海端鄉 3,890 880.0382 1級   

共 68處 553,029 1級 45處，2級 23 處   

【備註】都會型原家中心設有第 2處中心之責任區域劃分如下： 
1. 高雄市： 
(1) 高雄市都會北區(22 區)：包括楠梓區、大樹區、大社區、仁武區、鳥松區、

岡山區、橋頭區、燕巢區、田寮區、阿蓮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區、永安
區、彌陀區、梓官區、旗山區、杉林區、內門區 美濃區、六龜區、甲仙區。 

(2) 高雄市都會南區(13 區)：包括鹽埕區 鼓山區、左營區、三民區、新興區、前
金區、苓雅區、前鎮區、旗津區、小港區、鳳山區、林園區、大寮區。 

2. 新北市： 
(1) 新北市都會東區(13 區)：包括樹林區、板橋區、中和區、永和區、新店區、

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瑞芳區、汐止區。 
(2) 新北市都會西區(15 區)：包括三峽區、鶯歌區、土城區、新莊區、三重區、

蘆洲區、五股區、泰山區、林口區、八里區、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金山
區、萬里區。 

3. 桃園市： 
(1) 桃園市都會北區(6區)：包括觀音區、大園區、蘆竹區、龜山區、桃園區、八

德區。 
(2) 桃園市都會南區(6區)：包括大溪區、龍潭區、平鎮區、中壢區、楊梅區、新

屋區。 
4. 臺中市 
(1) 臺中市都會西區(14 區)：包括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西屯區、南

屯區、北屯區、清水區、沙鹿區、梧棲區、烏日區、大肚區、龍井區。 
(2) 臺中市都會東區(14 區)：太平區、霧峰區、大里區、新社區、東勢區、石岡

區、豐原區、潭子區、后里區、神岡區、外埔區、大甲區、大安區、大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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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實施內容與執行要領 

一、 計畫運作架構：由於社會結構變遷，產生多樣化的社會問題及社會福利需

求，而臺灣原住民族在健康、經濟與社會指標上，相較於一般民眾仍存有

落差，亟需專業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者，覺察多元與文化差異，協助族人拉

近生活差距，促使國家資源公允分配，本會依據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與地

理條件，以及相較於主流社會之相對劣勢的處境，進行問題界定、需求評

估、投入資源、制定計畫方案及成果產出等一連串反饋系統過程(如圖 1、

2)，並以官學合作與獎助模式及評鑑機制，達成本計畫目標。 

（一） 結合公私部門資源設置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提升原住民族福利服

務輸送效能：本會透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民間團體推動設置原

家中心，並藉由納入強化社會安全網之網絡成員，拓展跨體系、跨專業

與公私部門之協力夥伴機制，加強與在地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建立合作

模式，透過外部資源發掘，及部落(社區)內資源盤點，提供可近性與可

及性的福利服務，實踐原住民族文化福利權。 

（二） 成立專業諮詢輔導專管中心，強化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服務品

質：聘僱社工督導定期至各原家中心進行督導與輔導，提供具文化思維

的社會工作相關專業訓練課程及諮詢，協助社工員將原住民族觀點與

文化融入社會工作方法，重建部落分享互助及集體照顧支持系統，發展

具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之家庭社會工作。 

（三） 即時啟動重大事故及災害事件關懷機制，協助族人災後復原及重建：由

本會主責評估啟動重大事故及災害事件應變，並由地方政府及專管中

心共同協辦，指揮原家中心(如圖 3)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方法關懷及陪伴

族人，評估後續處遇模式，並協助連結相關社福資源。 

（四） 委託專家學者辦理原家中心查核及評鑑工作，確保族人獲得公平普及

的適切福利服務：為持續檢視原家中心之執行成效與本計畫及各項方案

之合適性，除平時查核外，本會每二年得委託專家學者辦理評鑑，透過

評鑑機制，瞭解補助設置原家中心之實際運作情形與成效，及發覺問題

與待改善事項，同時藉由評鑑滾動檢討相關措施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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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原家計畫邏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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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服務，落實以「家

庭部落(社區)為基石，前

端預防更落實」之原住民

族家庭在地支持化福利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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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

設置 

圖 2：運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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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重大事故及災害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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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單位權責分工： 

表 2：原家中心權責分工表 

單位 權責項目 備註 

補助機關： 

本會 

 

1、策訂原家中心實施計畫及分配補助經費額度。 

2、辦理原家中心年度執行計畫複審核定作業。 

3、規劃委託辦理原家中心專業督導扎根計畫，提昇在

職專業知能。 

4、配合參與強化社會安全網跨部會溝通平台。 

5、推動全國原家中心社工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計畫。 

6、獎勵原家中心社工人員在職修習社工學分。 

7、辦理原家中心評鑑(每二年辦理)及不定期查核。 

8、建置及管理原家中心社會工作管理資訊系統。 

9、建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知識。 

 

主辦機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1、研擬原家中心年度執行計畫及初審執行單位工作計

畫。 

2、簽訂執行單位服務契約。 

3、撥付原家中心計畫經費與結報核銷事宜。 

4、定期督導訪視原家中心實際執行情形。 

5、定期彙整原家中心工作項目執行成果，督促填報原

家中心社會工作管理資訊系統。 

6、定期召開業務聯繫會報(含跨局處資源網絡會議)及

計畫執行檢討會議。 

7、協助原家中心與公部門建立合作機制，提升原家中

心功能。 

8、配合本會委託專業督導扎根團隊執行業務。 

9、其他本會交辦事項。 

 

執行單位： 

立案人民團體 

 

1、申請提報及執行原家中心年度工作計畫。 

2、設置溫馨可親之原家中心辦公場地，並擇定族人聚

集、交通便利之處，且排除宗教、政黨、族群隔閡

之開放空間。 

3、簽訂社工員勞動契約，保障原家中心工作人員勞動

權益，辦理工作績效考核。 

4、按時支付原家中心計畫人事、業務經費與核銷事宜。 

5、建立原家中心專業督導機制，定期召開原家中心內

部工作會報或檢討會議。 

6、提供原家中心職前及在職訓練等各項相關支持性措

施。 

7、成立志願服務之運用單位及管理。 

 



11 

 

三、 原家中心工作項目：強化社會工作專業知能，以融入原住民族文化之社會

工作三大方法─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推動下列工作，並為兼顧

質量效能，推動時宜注意不同族群、性別、年齡、身心障礙或地理區域等

多元面向之差異化需求，併同考量相關活動方案之受益人次不應限定單

一性別比例，以促進性別平等，工作項目如下表。 

表 3：原家中心工作項目、方法與服務量次 

工作項目 執行要項與要領 服務基準 

一、社會

工作個案

服務 

(一) 關懷諮詢服務，運用走動訪視及權益宣導

提供諮詢服務： 

1.提供生活遭遇問題之個人或家庭社會福利相

關諮詢，包括保護性或人身安全議題、轉介就

業與職訓、就學服務、法律諮詢、醫療服務轉

介、家庭關係協調、族語轉譯等多樣化服務類

型。 

2.除中心電話諮詢服務外，得運用外展、走動

式宣導，主動提供關懷諮詢服務，並作成紀

錄。 

3.對問題多重且須提供 2 次以上之服務者，依

本會訂定開案指標(表 4)以個案管理模式積

極輔導。 

每名社工員每月

提供諮詢服務至

少 15 案，全年度

每名社工員提供

至少 180 案諮詢

服務。 

(二) 個案管理 

1. 應主動發掘個案，並依照社會工作個案管理

模式及本會訂定開案指標(表 4)，確認主責

社工與開案服務。 

2. 提供積極性、連續性之個管處遇服務(以家戶

為單位)，每案每月至少應有 1次家庭訪視，

並須於訪視後 14日內填寫個案工作紀錄，開

案後至少服務 6 個月為原則，結案須依結案

指標進行結案評估；每案結案後進行追蹤訪

視。 

3. 評估個案需求，與服務轄區之社福中心以共

案、共訪或資源轉介等方式，提供適切服務。 

1.每名社工員全

年度個案服務

至少30案(含新

舊案，其中整年

度新開案不得

低 於 服 務 量

50%)。 

2.全年度個案管

理之資源連結

或轉介至少達

服務案量 70%，

結案後3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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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要項與要領 服務基準 

4. 辦理本會交辦(如國民年金未繳費個案、急難

救助、民意代表關切)相關社會福利案件之個

案服務。 

追蹤評估至少 1

次。 

二、專案

服務：運

用團體工

作、社區

工作專業

方法推展

福利服務 

(一) 團體工作：運用團體工作方法，因地制宜規

劃辦理。 

1. 類型：教育性、成長性、支持性或治療性等。 

2. 對象：老人、親子、身心障礙、成人、青少年

或兒少等，為使服務對象多元化，各社工員

擇定之對象不得重複。 

每名社工員至少

主責帶領 1 團體

工作或系列活動，

每團體至少辦理 6

單元，每單元有單

元目標及至少 90

分鐘。 

(二) 社區工作： 

1.每名社工員擇一部落(社區)蹲點服務(都會

型中心以區、鄉、鎮、市之集合住宅區或都

會聚落)，運用社區工作方法調查、蒐集調查

在地意見領袖與當地族人需求，建立人文資

料、問題發現與方案規劃(需求規劃)。 

2.善用服務溝通平台：為關注不同性別、族群、

年齡層之服務需求，指派專人負責規劃主題

性之服務溝通平台，如：婦女、青少年、身心

障礙、老人等，聽取多元服務人口群在福利

與經濟、健康與衛生、文化與教育、人身安

全與經濟安全等面向需求，並優先在原家中

心擬定之蹲點社區推動。 

3.依服務轄區需求及在地文化特色規劃設計服

務方案，強化部落(社區)集體的形成與凝聚，

舉凡媽媽部落教室、阿美族食物互助社

Malapaliw/Mipaliw 換工方案、布農族 Cina 

Uvaaz親子婦幼活動預備起、排灣族 Vuvu祖

孫快樂學堂、促進家庭關係等相關服務方案。 

4.負責蹲點部落(社區)之社工員應配合辦理並

記錄服務，評估推動成效與比較分析。  

1.每名社工員至

少主責一蹲點

部落(社區)，辦

理社區服務至

少 6場次。 

2.服務溝通平台

得以蹲點社區/

部落為範圍或

聯合數個社區

辦理，每年至少

3次，且針對問

題與需求提出

改善做法與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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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要項與要領 服務基準 

三、原住

民族各項

權益宣導

或講座 

(一) 原住民族權益宣導 

1.原則每部落(社區)至少應辦理 1 場次，若轄

區內部落(社區)數較少，應規劃以走動式、

巡迴式之外展服務，主動到族人常聚集處所、

辦理活動現場或教會安排宣導。 

2.宣導項目：國民年金、法律扶助、消費者保

護、人口販運及兒少、婦女、老人、身心障礙

福利至少各辦理 1 場次，其餘請依在地需求

及政策需要規劃辦理。 

(二) 原住民族權益講座 

1.依人口統計分析與部落需求調查等資料，規

劃以部落或社區為單位之人身安全防制、親

職教育(含育兒指導方案、產前檢查宣導)、

性別平等、生活法律、理財規劃(與原住民金

融輔導員合作)、長期照顧或其他重要議題。 

2.採取講座方式辦理，每場次至少 1小時。 

(三) 培養社工員及志工族語宣導、演講能力，

並製作宣導道具，及善用原家中心服務辦

公室，提供小型化宣導與講座之場域，深

化初期預防工作。 

1.全年度至少辦

理宣導 24 場

次。 

2.辦理專題講座 6

場次。 

 

四、推展

志願服務 

(一) 規劃年度志願服務工作計畫，組訓志工、服

務規劃、參與服務項目，獎勵與保障(如保

險、誤餐、交通費)，辦理原住民族事務志

願服務團隊備案（備查）。 

(二) 組織志工服務隊，至少 10人以上，建立志

工資料與服務登錄。 

(三) 依志願服務法提供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

練各 6 小時（得由原家中心社工員個別式

或集體式訓練），協助志工取得志願服務紀

錄冊。 

(四) 每隊服務項目需配合原家中心業務，舉凡

文書處理、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內部環境

1.每中心至少組

成 1 隊志願服

務隊，全年度合

計 至 少 提 供

1,000小時志工

服務。 

2.每季安排志工

分享會或聯繫

會議，或成長訓

練等 1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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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要項與要領 服務基準 

綠美化、相關活動支援、天然災害緊急狀況

支援、簡要宣導工作等項目。 

(五) 服務優良之志工逕予獎勵或推薦縣(市)政

府、中央表揚。 

五、建立

社會資源

網絡平臺 

(一) 辦理「資源網絡聯繫會議」及「個案研討

會」： 

1.廣邀在地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本會社福相關

人員，如：就業服務員、照顧服務員、金融輔

導員等，與已合作或開發合作之公私部門，

召開「資源網絡聯繫會議」及「個案研討會」，

針對服務競合、資源連結、駐點服務、產學

合作等議題及服務成果做討論與共享，發展

因地制宜的合作模式。 

2.會議紀錄函送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原住

民族行政單位備查。 

3.對相關建議請滾動執行並與相關部門提出政

策建議。 

(二) 建立實(食)物互助平臺機制： 

1.及時提供扶助家庭就近獲得資源，以穩定生

活，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2.關注兒少、長者及貧困家庭之基本生活所需。 

3.建立物資捐贈明細（含捐贈單位、物資品項

與數量、折合市值等）以供徵信，並統計運

用公私部門資源連結情形外，請隨時提供主

管單位如原民單位查閱。 

1.每半年至少辦

理 1 場次資源

網絡聯繫會議，

全年度合計辦

理至少 2場次。 

2.全年度至少辦

理 1 場次個案

研討會。 

六、建立

服務地區

人文與福

利人口群

統計資料 

(一) 原住民族地區建立以本會公告之部落為基

礎，都會地區者建立以區(鄉、鎮、市)之集

合住宅區或都會聚落為主要範圍之相關人

文資料。 

(二) 以社區工作方法建立人口結構、文化特色

資料與基礎之福利需求評估等人口群統計

資料，如各類福利人口群、失業、兒少、身

1.人文相關統計

資料視實際情

形原則隨時更

新，每 4個月至

少檢視 1次，全

年度合計檢視

不得低於 3次。 



15 

 

工作項目 執行要項與要領 服務基準 

心障礙者、獨居老人等資料。 

(三) 運用資源盤點法建立區、鄉、鎮、市、縣與

部落之各項福利資源資料，並繪製福利資

源地圖。 

2.繪製服務轄區

福利地圖，並依

福利人口群標

註，以區辨重點

優先服務區域。 

3.視實際情形原

則隨時盤點資

源清冊。 

七、其他

創新服務

或社會福

利服務事

項 

(一) 中心視業務狀況自行彈性辦理具創意性及文化敏感度之服務

項目，包括媒體行銷策略創新、營運模式創新、服務策略創新、

專業服務方法創新、開發資源策略創新或其他相關創新措施。 

(二) 因應急迫性及特殊目的之實際需要，本會得調派各原家中心社

工員支援社會福利服務有關事項；並得視政策需要適時調整工

作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單位及原家中心應配合辦

理。 

【備註】 

1. 請依照社會工作方法製作各項文件紀錄(如：福利人口統計、資源地圖、諮

詢紀錄、個案紀錄、團體計畫、方案計畫、評估工具等)，保存相關佐證資

料及列冊管理，並配合本會原家中心社會工作管理資訊系統依限上網填報，

及上傳相關成果資料檔案，俾本會不定期抽查。 

2. 上開七大工作項目及服務量次為最低應達成基準，為敏銳部落之需求與問

題而有所行動，勿以達成最低基準案量或活動場次即拒絕收案或停止規劃、

推動方案，如有特殊服務績效將列為年度評鑑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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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開案及結案指標 

壹、開案指標 

一、開案之狀況：實際居住於所屬服務轄區內且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即開案。 

(一) 經社工員評估案家具有社會福利需求，且須提供二次以上之服務者。 

(二) 家暴個案經地方政府社政單位介入評估後，家庭暴力情形已改善或安全無

虞，生活狀況穩定，暫時無社政單位或家暴中心提供服務必要之個案，並經

原家中心社工員評估有持續追蹤關懷必要者。 

(三) 經本會或地方政府交辦案件(如急難救助)或因重大災害事件、須追蹤關懷、

資源連結者。 

二、不開案之原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開案)： 

(一) 發生家庭暴力事件(兒少保護、老人保護、身心障礙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並經社政單位已成案之個案。 

(二) 不具備原住民身分者。 

(三) 在案中之個案使用各類接觸方法達 1 個月，但案家仍拒絕接受服務者。 

貳、結案指標  

一、問題改善至預期目標，並經與案家討論後同意結案。 

二、案家因資源介入或有足夠社會支持體系協助且已降低風險。 

三、轉介至社政、衛政等政府社會福利服務系統或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及機構，並

經轉介成案者。 

四、發生家庭暴力事件，並經社政單位介入成案。 

五、案家遷移外縣市。 

六、在案中之個案使用各類接觸方法失聯達 3 個月。 

七、危機關鍵人或案主已死亡。 

参、備註 

一、成案係指經通報社政單位介入後，並確認已有主責社工介入提供服務。 

二、若求助對象其實際同住戶內具有原住民身分者，請將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列為

開案對象之案主。 

三、家庭暴力個案之後續關懷，須確認家庭暴力情形已改善或安全無虞，生活狀

況穩定，暫時無社政單位或家暴中心提供服務必要者為限。 

四、危機關鍵人或案主死亡，若戶內人口尚有社福需求，請重新評估後另開新案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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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補助經費項目及標準 

一、 財力分級(地方政府編列分擔款)：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 8條規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應依財力級

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地方政府應編列分擔款，共分 5級如下： 

（一） 第 1級(地方負擔 100%)：臺北市。 

（二） 第 2級(地方負擔 50%)：新北市、桃園市。 

（三） 第 3級(地方負擔 40%)：新竹縣、高雄市、臺中市。 

（四） 第 4級(地方負擔 30%)：基隆市、南投縣、宜蘭縣。 

（五） 第 5級(地方負擔 20%)：苗栗縣、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 

二、 補助項目：計畫補助項目包括人事費、業務費、行政督導費及設備費，各

項經費用如有不足，得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編列預算或由執行單位自

行籌措經費支應。 

（一） 人事費：補助執行單位聘僱社工員所需相關人事待遇費用，支用範圍包

括社工員薪資、執行單位雇主負擔勞健保、勞退、職災等相關法定保險

費用、年終及績效獎金、專業加給等相關項目，依照預算法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人事費如有賸餘不得流出至業務費使用。 

（二） 社工人員工作風險補助費：依高度風險及一般風險之分級量表區分其風

險程度並支給社工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原家中心社工人員屬從事

一般風險業務之社工人員，每名社工員每月發給執行工作風險補助費

1,500元整，未足月者依實際在職日數比例發給。 

（三） 業務費：補助執行單位辦理原住民族家庭社會工作所需相關執行項目業

務費用每 1 家 36 萬元整(離島型中心 38 萬元整)，支用範圍包括活動

費、教育訓練費、旅費、水電費、租金、事務費、加班費、志工訓練及

保險費、內聘督導費等相關費用，依照預算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業務

費如有賸餘不得流入至人事費使用。 

（四） 行政督導費：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督導費用每 1 家中心行政

督導費 1萬 5,000元整。 

（五） 設備費：補助新申請設置原家中心之執行單位得申請設備費 5萬元，餘

賡續設置者得視預算規模獲配額度另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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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原家中心經費補助項目與額度 
單位：新臺幣(元)     

級距 類型 
本會補助項目及額度 

人事費(最高額度) 業務費 

1級 
原鄉、都會 1,800,000 360,000 

離島 1,800,000 380,000 

2級 原鄉 2,400,000 360,000 

【備註】 

1. 人事費：依聘僱資格條件核予薪資，本會每月補助人事費至少 3 萬 4,916

元整不等，但如有優於本計畫薪資者，得自行支應。 

2. 業務費：本會每年補助業務費 36萬元整(離島型中心 38 萬元整)。 

3. 行政督導費：本會每年補助地方政府每 1家中心行政督導費至少 1萬 5,000

元整。 

4. 新申請設置者得申請設備費 5 萬元，餘賡續設置者得視預算規模獲配額度

另案補助。 

三、 原家中心人力進用資格及待遇基準：  

（一） 社工員聘僱資格：依學歷(含取得社工學分)及社會工作實務年資之條件，

本會每月最高核予薪資補助 4萬 1,899元整。 

1.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 5 條之應考

資格，且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2. 非社工系畢業者：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規則第 5 條第 1 項所列 15 學科 45 學分之規定，修畢取得 45 社工學

分，且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3. 倘經地方政府及執行單位經公開甄選達 2 次以上仍未能招聘到人力者

(含職務代理)，得放寬至「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考試規則第 5條第 1項所列 15學科 45學分之規定，修畢取得 20社工

學分，且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並專案報經本會核定；惟錄取人員為放

寬資格者，仍應於本會規定期限內修畢取得 45社工學分。 

（二） 社會工作實務年資： 

1.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 5 條第 1 項修

畢取得 15 學科 45 學分次日起，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及技術，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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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社會工作師法第 12條業務之實際到職日起算，依本會認定採計年

資，年資得合併累計。 

2. 110年度以前僱用未取得 45學分之社工員，俟取得 45學分後，曾於原

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服務之年資得計入；111 年度新僱用未取得 45 學

分之社工員(放寬資格者)，曾於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服務之年資不

予採計。 

3. 年資之採認，以符合年終(度)考核，且通過考核為原則，並以會計年度

為採計基準，畸零月數不予併計。 

4. 年資計算中斷者，重新進用後則年資重新起算，迄任職滿 1 年後且通

過考核，次年起併計以採認年資，留職停薪(如：育嬰、俟親)者不再此

限。 

5. 如因執行單位轉換，致使年資中斷者，得經本會認定採計年資。 

（三） 年終及績效獎金：應於 111年 12月 1日仍在職者。 

1. 年終獎金：服務滿 1 年者發給 1 個月薪資，未滿 1 年者依實際服務月

數比例計算發給。 

2. 績效獎金：績效考核規定須明訂於社工員勞動契約中，考核指標須納入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年度工作績效獎金最高發給 0.5 個月，如有優於

本計畫者得自行籌措支應。 

（四） 其他加給： 

1. 工作風險補助費：每月核予工作風險補助費 1,500元。 

2. 專業加給： 

(1) 社工相關系所碩士畢業每月核予專業加給 1,995元。 

(2) 社工師證書每月核予專業加給 1,995 元或社工師執照每月核予專業

加給 3,990元(社工師證書及執照擇 1)。 

(3) 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每月核予專業加給 1,995元。 

(4) 上開各項專業加給應於提出申請計畫時併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

畢業證書、(專科)社工師證書或執業登記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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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原家中心薪資待遇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社工實務年資 

具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者/ 

取得 45學分 
未取得 45學分 

未滿 1年 34,916 

34,916 

滿 1年至未滿 2年 35,913 

滿 2年至未滿 3年 36,911 

滿 3年至未滿 4年 37,908 

滿 4年至未滿 5年 38,906 

滿 5年至未滿 6年 39,904 

滿 6年至未滿 7年 40,901 

滿 7年以上 41,899 

備註：薪資基準以當年度計畫審查核定結果為主，不因計畫執行期間年資提升、取得學分數

或其他因素而調整薪資補助標準，執行單位僱用人力薪資標準不得低於本表，惟如優於本表

標準，自得適用；執行單位僱用人力應依照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於補助款尚未

入帳前，仍請按月正常支給人事費用，以利原家中心業務順利運作，維護族人權益。 

捌、 申請與審查 

一、申請期間： 

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彙整轄內原家中心工作計畫，研擬執行計畫，於本會

公告函頒計畫日起 20日內，檢附計畫申請表(附件 1)、執行計畫書(附件 2)

及相關佐證文件裝訂成冊一式 2份向本會提出申請。 

二、審查程序：  

(一) 賡續辦理原家中心之執行單位：經評鑑列為賡續辦理者，本會受理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申請，審查執行計畫(附件 3)得採書面審查或組成審查小組

討論，必要時得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出席簡報。 

(二) 新申請原家中心之執行單位：本會依照當年度預算規模，公告有設置原家

中心需求且符合實施地區之直轄市及縣(市)者，鼓勵轄內立案民間組織

(以立案原住民團體為優先)向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報計畫，由地方政

府受理申請，並組成審查小組(含實地勘查)，委員至少 5 名，內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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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1 名由社政單位代表擔任；外聘委員至少 2 名由具備原住民族社會

工作相關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審查項目應包括「申請執行計畫可行性」、

「聘用社工人員專業能力」、「組織及督導人力專業化」、「組織召募志工及

募款宣傳能力」、「組織辦理原住民族福利服務相關經驗」、「設置原家中心

場所適宜性與可近性」及「組織連結社會資源整合能力」等 7大項目。經

審查後，由地方政府函送審查會議紀錄(含實地勘查相片 6 張)、審查評

分表、執行單位申請表及依地方政府審查意見修正後工作計畫書各一式 2

份函送報會，本會得組成審查小組，擇優錄取 1 處辦理實地勘查複審作

業。 

玖、 補助經費撥付與結報 

一、經費撥付：本計畫補助款由本會分次撥付至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二、經費結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計畫執行前一年度完成「計畫核定」及

「經費結報」程序，並於計畫當年度 12月 10日前提報「預估經費支出表」

(附件 4)，次年度 1月 10日前函報「全年度成果報告」一式 2份(附件 5)、 

「經費支出結報明細表」1份(附件 6)、及「賸餘款」，上開文件應併同函送，

文件不齊備者視同程序不符，未完成結報程序，不予撥付經費，以提升公務

經費運用效能。 

三、補助款專款專用：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條第 3項規

定，計畫型補助款，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相對編足分擔款，並依計畫實際

執行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支用，不得先行支用補助款或補助款移作他用；違

反者，中央得停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後年度之補助預算。 

壹拾、 督考與考(查)核 

一、本會督考查核： 

(一) 定期督考： 

1、本會除每季以書面查核各地方政府彙整執行單位之計畫工作項目執行情

形表(季報表)，以掌握計畫進度，並委託具有社會工作經驗之專業團隊，

遴聘區域督導，每月定期實地督導訪視原家中心業務實際執行狀況，執行

單位及原家中心應配合辦理，區域督導得配合地方政府共同訪視，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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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權益與服務輸送品質。 

2、本會原則每二年委託專家學者組成評鑑小組，透過評鑑機制，瞭解實際運

作情形與改進事項，以提升計畫品質與績效，作為未來相關政策方案規劃

及賡續補助經費之重要參據。 

(二) 不定期督考：本會得組成查核小組，不定期派員實地訪視、電話抽測原家

中心工作情形，或網路抽查原家中心社會工作管理資訊系統填報情形，如

嚴重違反《社會工作師倫理守則》或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未依計畫

規定辦理等相關情事者，函請地方政府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函請地方

政府於當年度終止補助執行單位；情節嚴重者，將縮減或取消次年度計畫

補助經費。 

(三) 執行不佳扣款機制： 

(1) 原家中心年度計畫執行率(經費執行率或服務量次基準)未達 70%者，

得縮減次年度業務費總額 15%；未達 80%者，得縮減次年度業務費總額

10%；未達 90%者，得縮減次年度業務費總額 5%。 

(2) 縣市政府未依限完成結報者，得縮減次年度本會補助業務費及行政督

導費總額 5%，並縮減之經費由縣市政府自行編列預算支應。 

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管考事項： 

(一) 定期管考(每季、每半年)： 

1、每季函報「訪視查核表」、「計畫執行情形總表」及「計畫工作項目執行情

形表(配合資訊系統填報)」：為能掌握計畫如期如質順利推動，應配合本

會委託建置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社會工作管理資訊系統上線作業，地

方政府應確實督促轄內執行單位依限上網填報計畫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各

項表單，並由地方政府彙整列印「訪視查核表」(附件 7)併同「計畫工作

項目執行情形表」及「計畫執行情形總表」(附件 8)，於每年 4月 5日、

7月 5日、10月 5日及 1月 5日前函報本會備查。 

2、每半年函報「業務聯繫會議(含跨局處資源網絡會議)紀錄」及「計畫執行

檢討會議紀錄」： 

(1) 召開業務聯繫會報(含跨局處資源網絡會議)：地方政府應至少每半年

召開業務聯繫會報 1 次，得視議題需要邀集原家中心社工員、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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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員、原住民就業服務員、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原住民金融輔

導員參加聯繫會報，並邀請轄內社政、勞政、警政、衛生、醫療、學

校、鄉(鎮、市、區)公所等相關資源網絡單位。另得邀請本會委託原

家中心專業督導扎根團隊計畫主持人(或派員)出席，共同掌握業務工

作重點，藉由經驗交流，公私部門協力合作，以收資源網絡連結之效，

並於每年 7月 5日及 1月 5日前函送會議紀錄送本會備查。 

(2) 召開計畫執行檢討會議：地方政府應至少每半年辦理計畫執行檢討會

議 1 次，邀集轄內各原家中心及承接執行單位，並得邀請本會委託原

家中心專業督導扎根團隊計畫主持人(或派員)出席，原家中心由社工

員 1 名代表出席，執行單位負責人(或派員)出席，由各執行單位報告

所轄中心計畫執行情形，檢視工作項目執行進度，並於每年 7 月 5 日

及 1 月 5 日前函送會議紀錄送本會備查；如中心或執行單位連續兩次

未出席者，請地方政府列為未來評鑑之平時考核依據。 

(二) 不定期管考：轄內中心如有社工人員異動頻繁(1 年 6 次以上)、執行不

佳、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未依計畫規定辦理等相關情事者，地

方政府得隨時派員實地訪視查核，必要時，得邀請鄉(鎮、市、區)公所及

本會委託專業督導扎根團隊派員陪同查核；如仍未依限改善達 3 次者且

情節嚴重者，地方政府得函報本會終止補助執行單位。 

三、執行單位： 

(一) 善盡職責督導聘用社工員執勤狀況，按年度計畫行事曆推動業務，不得讓

社工員擔任非本計畫以外之業務，並須配合本會委託的專管中心提升服

務量能與品質。  

(二) 依權責簽訂社工員勞動契約，並於契約內明定考核基準，確實辦理社工員

平時及績效考核，考核指標須納入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另如：工作執行成

效、出勤情形、服務品質及工作態度等，並相關表單紀錄應留存查證，且

執行單位須於年終辦理核銷及成果資料提送時，檢附社工員考核表以供

地方政府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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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其他注意事項 

一、撰寫計畫要領:原家中心擬定年度計畫，須將前年度之計畫執行成果分析檢

討，並可運用品質管理循環 PDCA (Plan-Do-Check-Act)，檢視各項工作執

行內容，以規劃、執行、查核與行動持續滾動式修正，確保預期效益之質化

與量化目標達成，並進而促使原家中心提升服務品質，保障族人福利服務之

相關權益。 

二、社工人力異動之遞補作業：社工員申請離職，請執行單位於面試合格適任人

選後一個月內函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審查核定，再由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函送相關證明文件報本會備查。辦理離職時，請執行單位落實職務交接程

序，於僱用新任人員前，各項工作項目服務量次基準仍應照案辦理，並賡續

推動計畫業務，不因人員異動影響，以確保福利輸送服務不中斷。另執行單

位年度內人事異動次數過於頻繁，請地方政府積極輔導督促轄內執行單位

落實自我管理，檢討激勵留才機制，並列為未來評鑑之平時考核依據。 

三、中心地點遷移與辦公空間佈置：原家中心辦公據點申請遷移，優先考量公共

閒置空間，且執行單位應於搬遷前一個月函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地方政

府應派員實地勘查新址是否符合原住民族人口密集或族人使用服務便利性，

並於搬遷完竣後，由地方政府再次實地勘查中心內部辦公空間，除佈置溫馨

具原住民族特色外，是否設置辦公室基本用具、資料櫃、晤談室、會議室、

衛生設備、執業安全防護及無障礙空間等設施，於明顯處懸掛「原住民族委

員會補助○○縣○○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招牌，勘查符合規定後，將

辦公空間配置圖及內外部相片至少 6張函送本會備查。 

四、資訊系統填報：配合本會委託建置原家中心社會工作管理資訊系統上線作

業，應上網依限填報各項個案管理及其他工作項目執行情形表等相關紀錄

表單。 

五、訓練進修事項： 

(一) 本會規劃全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練相關研習課程，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單位及原家中心不得無故拒絕調訓。 

(二) 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督促執行單位及原家中心積極參與社會工作專

業研習訓練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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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社工系所畢業者，請依規定於指定期限內修畢取得社工學分，並得依本

會培育原住民社會工作專業人力獎勵要點規定申請學分費補助。 

(四) 符合考取社會工作師證照應考資格者，請地方政府及執行單位鼓勵協助

其考取證照，以強化專業知能。 

(五) 配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請社工員積極使用族語服務，並逐年取得

族語認證，以提升文化能力與服務品質。 

壹拾貳、 預期效益 

一、量化效益： 

(一) 運用專業社會工作方法，有效建立在地化的原住民族家庭之單一整合福

利服務窗口，暢通社會福利服務與資訊輸送工作，每年至少提供諮詢服務

3萬 8,700人次，個案管理 6,450案原住民族家庭，並宣導原住民族權益

保障至少達 4 萬 5,000 人次，達成自我賦權與社會參與，並提昇風險管

理能力。 

(二) 整合福利服務資源並建立在地化支持系統，串聯公私部門之物力、財力資

源，組織訓練原住民族志工團隊 64隊共 1,700名志工，發揮部落守望互

助力量。 

二、質化效益： 

(一) 強化社區(部落)資源網絡協調及整合性，暢通社會福利服務輸送，擴大服

務層面，滿足原住民族地區及散居都會地區之原住民的福利需求，提供族

人具有文化敏感度與區域差異之在地化福利服務。 

(二) 提升原住民族社工專業角色及定位，運用社會資源網絡平台、志願服務組

織，提供預防性、可近性、可及性之福利服務，穩定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

度，構築綿密原住民社會安全網絡與累積原住民族社工經驗知識。 

(三) 藉原家中心之平台，培育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才，提供網絡單位文化轉譯

及文化諮詢，銜接各項社會福利服務資源，並逐步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

制度。 

壹拾參、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http://lawint.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7634
http://lawint.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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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執行計畫申請表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計畫申請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申請

單位 

○○○縣(市)政府 申請

日期 

○年○月○日 

計畫

名稱 

○○年度推動○○○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計畫 

聯絡

方式 

承辦人：○○○科員 電話：(02)1234-5678 信箱： 

計畫

內容

概要 

【簡要敘明執行計畫目的、計畫內容】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內容： 

預期

效益 

【簡要敘明計畫預期達成效益】 

一、質化效益：(與目標相互對應，如提升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品質) 

二、量化效益：(個案服務計○案、宣導計○場次，受益人次計○……) 

經費 

概況 

申請本會 

補助款 

地方政府 

自籌款 
計畫總經費 補助比率 

    

應附

文件 

(以下均為應備文件，請依序整齊裝訂各一式 2份，如有缺漏視為申請文件不齊備，不予審查) 

□本申請表 

□地方政府執行計畫 

□執行單位新僱用之社工人力相關證明文件，含：原住民族身分證明文件、

學歷證明、取得社工學分證明、社會服務實務年資證明文件、承諾書等。

(續僱社工員人事資料採線上審核，請將相關資料上傳至原家中心社會工作

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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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執行計畫參考格式-縣市政府 

【計畫封面】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
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計畫 

 

計畫名稱：○年度推動○○○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執行計畫 

申請單位：○○○縣(市)政府 

執行期間：○○年 1 月 1 日至○○年 12 月 31 日 

 

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計畫內容】 

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依據 
參、計畫目的 

肆、辦理單位 

伍、實施地區 
陸、執行內容 

一、轄內原住民族家庭福利需求評估 

二、轄內福利服務資源概述 

三、工作項目及內容 

四、預定執行進度表(請以甘特圖表示) 

五、督考作業 

柒、經費概算 

捌、過去執行成果檢討 

玖、預期效益 
一、質化效益 

二、量化效益 

壹拾、應附文件(新僱用之社工人力相關證明文件及原家中心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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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工作計畫參考格式-執行單位 

【計畫封面】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
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計畫名稱：○年度推動○○○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申請單位： 

執行期間：○○年 1 月 1 日至○○年 12 月 31 日 

 

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計畫內容】 

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依據 

參、計畫目的 
肆、辦理單位 

伍、實施地區 

陸、辦理內容 
一、轄內原住民族家庭福利需求評估 

二、轄內福利服務資源概述 

三、工作項目及內容(請具體詳述辦理內容與具體作法，可以另以附件方式

表述蹲點社區工作做法與據點、婦女服務整年之工作、項目、內容、地

點及行事曆，兒少服務、志願服務亦同) 

四、預定辦理進度表(請以甘特圖表示) 

五、管考作業 

柒、經費概算 

捌、過去執行成果檢討 
玖、預期效益 

一、質化效益 

二、量化效益 

壹拾、應附文件(新僱用之社工人力相關證明文件及原家中心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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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執行計畫預估經費支出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預估經費支出表(納入預算)        

執行機關 核定經費 撥付數(A) 
截至 12月底預

估支付數（B） 

餘額     

（A-B=C） 
備考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臺中市政府           

彰化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嘉義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臺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           

新竹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合計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主計單位：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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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執行計畫年度成果報告參考格式-縣市政府 

【成果報告封面】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
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計畫 

年度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年度推動○○○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執行計畫 

申請單位：○○○縣(市)政府 

執行期間：○○年 1 月 1 日至○○年 12 月 31 日 

 

 

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成果報告目錄】 

壹、計畫名稱與目的 

貳、經費運用情形 

參、執行項目與服務成果 

肆、執行效益檢討分析 

伍、結語 

陸、應附文件(各原家中心福利人口群統計表、資源網絡名冊、自辦業務聯繫或資

源連結會議紀錄及簽到表、計畫執行檢討會議記錄及簽到表、社區及團體工作相

關照片 8 張、志工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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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執行計畫經費支出結報明細表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計畫經費支出結報明細表 

申請單位：○縣(市)政府 

執行期程：○年 1月 1日至○年 12 月 31 日 

年度計畫總核定金額：○元整 

【原民會負擔比例○%，計○元；地方負擔比例○%，計○元】 

(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執

行

單

位 

原

家

中

心 

原民會 

年度核定金額 

小

計 

地方政府 

實支原民會中央補助金額 

小

計 

執行

率 
賸餘款 

人 

事 

費 

社工員

工作風

險補助

費 

業 

務 

費 

督 

導 

費 

人 

事 

費 

社工員

工作風

險補助

費 

業

務

費 

督 

導 

費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主計單位：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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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執行計畫實地訪視查核表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計畫每季實地訪視查核表 

訪視單位：○縣(市)政府 

受訪執行單位：○○○      原家中心名稱 ：○○○ 

受訪人員：(請註記職稱) 

訪視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到訪時間：    時    分 

類別 訪視查核項目 訪視查核結果 

壹 、

工 作

項 目

執 行

情形 

 

一、原住

民 族 家

庭 福 利

服 務 諮

詢 與 輔

導 

諮詢

服務 

1.諮詢服務相關表單紀錄

定期填報並列印紙本核章

列冊管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個案

管理 

2.個案工作相關表單紀錄

定期填報並列印紙本核章

列冊管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二、專案

服務 團體

工作 

1.撰寫團體工作計畫書及

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2.團體工作成果報告列冊

管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社區

服務

方案 

3.撰寫部落/社區服務方

案計畫書及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4.社區服務方案成果報告

列冊管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三、原住民族權

益宣導與講座 

1.撰寫部落/社區宣導服

務計畫書及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2.撰寫部落/社區講座服

務計畫書及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四、建立服務地

區人文與福利人

口群統計資料 

1.服務轄區人文與福利人

口群資料建立與更新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2.福利資源地圖繪製與更

新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3.服務轄區福利人口群需

求評估分析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五、推展志願服

務 

1.志工基礎訓練、特殊訓

練及成長訓練等相關會議

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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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志工名冊及加入本

會志願服務計畫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3.辦理志工意外保險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六、建立社會資

源網絡平臺 

1.資源連結會議或業務聯

繫會報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2.建立實(食)物互助銀行

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3.建立物資捐贈明細及

統計運用公私部門資源

連結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七、其他創新服

務或本會交辦事

項 

是否自行辦理創新服務項

目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本會交辦開案關懷追蹤之

個案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貳 、

人 事

管 理

與 經

費 使

用 情

形 

一、建立人事資料與考評記錄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二、人事差勤管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三、經費支出用途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四、按時核銷辦理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五、按月定期支給人事費用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参 、

行 政

管理 

一、按時線上填報每季工作執行狀況表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二、財管保管與維護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三、辦公空間佈置與維護情形 □有，完整 □有，待加強 □欠缺 

綜合說明事項：(請說明本季查核落後項目，情節嚴重如有欠缺情形應列為下次訪視查核重點)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章： 

執行單位負責人核章： 

其他會同人員核章：(如鄉鎮市區公所或委託專業督導扎根團隊之區域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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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執行計畫每季執行情形總表 

執行單位 原家中心 核定經費 

(元) 

累計實支經費

(元) 

執行情形 

(含受益性別人次) 

○○協會 ○○中心 本會核定

補助經費

數 

本項僅填本會

核定補助經費

數之實際支用

數，應為累計

數，如第 2 季

實支數應為第

1 季+第 2 季之

合計 

請彙整本會指定六大項目之

執行情形 

(如該中心業依查核點完成

各項工作項目，於 3 月底前

辦理○項福利宣導，受益人

次計○人，男性○人，女性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