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福利部
110年度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
計畫核定表
福利別： 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編號

1101N3001

1101NX001

1101NC001

申請單位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申請
補助計畫

臺北市藥癮者家庭支持
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

110年度新北市政府辦
理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
及資源培力計畫

桃園市政府110年補助
民間團體辦理藥癮者家
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
計畫

計畫
總經費

5,417,430

8,775,847

1,910,000

申請時
自籌經費

申請
補助經費

-

-

-

核准
補助經費

核准補助項目或不核准原因

預定完成日期 備註

5,417,430

一、人事費227萬5,992元：包含社工人員4名（2名每月4萬3,894元【352薪點，含年資
288薪點、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執業執照32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加給16薪點】
*13.5月*2=118萬5,138元、1名每月4萬2,896元【344薪點，含年資280薪點、相關系所碩
士以上學歷16薪點、執業執照32薪點及風險加給16薪點】*13.5月=57萬9,096元、1名每
月3萬7,908元【304薪點，含年資288薪點及風險加給16薪點】*13.5月=51萬1,758元），
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
5,017,000
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250萬3,400元：包含家族會談（治療）及輔導費、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
者費、個案外展服務事務費、油料費、專家出席費、材料費、講座鐘點費、文具費、印
刷費、膳費、臨時酬勞費、郵電費、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23萬7,608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
總經費5%）。

110.12.31

8,775,847

一、人事費313萬7,914元：包含社工人員7名（1名每月4萬5,889元【368薪點，含年資
320薪點、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及執業執照32薪點】*13.5月=61萬9,502元、1名
每月4萬2,896元【344薪點，含年資328薪點、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13.5月
=57萬9,096元、1名每月3萬6,911元【296薪點，含年資加給】*13.5月=49萬8,298元、2
名每月3萬5,913元【288薪點，含年資加給】*13.5月=96萬9,652元、1名每月3萬4,916元
【280薪點】*13.5月=47萬1,366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
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5,127,000 二、業務費138萬9,086元：包含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
用、伴侶會談（治療）及輔導費、家族會談（治療）及輔導費、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
者鐘點費、個案外展服務事務費、訪視交通補助費、油料費、差旅費、專家出席費、材
料費、講座鐘點費、印刷費、辦公室租金、個案伙食費、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撰稿費
(中文)、宣導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24萬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總經
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36萬元。

110.12.31

1,910,000

一、人事費113萬1,273元：包含社工人員2名（2名每月4萬1,899元【336薪點，含年資
288薪點、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社會工作師證書16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加給16
薪點】*13.5月=113萬1,273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
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37萬3,065元：包含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
1,655,000
用、家族會談(治療)及輔導費、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材料費、訪視交通補
助費、講座鐘點費、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宣導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3萬662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總
經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12萬元。

1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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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NS001

1101NU001

1101N4001

1101NQ001

1101ND001

臺中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臺中市藥癮者家庭支持
服務計畫

110年度臺南市政府強
化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
方案

110年度藥癮者家庭支
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

110年度基隆市藥癮者
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
力計畫-安心伴家、安
樂伴讀藥癮家庭服務計
畫

新竹縣110年度藥物成
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2,489,455

1,028,605

16,143,446

1,583,565

751,584

1,403,000

43,596

-

-

91,584

1,086,455

一、人事費56萬5,622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4萬1,899元【336薪點，含年資288
薪點、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及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13.5個月=56萬
5,635元，該府實際申請56萬5,622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
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41萬5,378元：包含訪視交通補助費、個案外展服務事務費、非上班時間執勤
津貼、差旅費、講座鐘點費、膳費、材料費、印刷費、文具費、宣導費、臨時酬勞費、
1,086,000
郵電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個案家庭支持扶助費【最長3個月，每案每月補助3,000
元，含戒毒、醫療、房租、伙食、個案法律諮詢、緊急醫療處遇費用、房屋補助等】、
執行本計畫之臨時酬勞人員之雇主負擔勞健保及勞保退休金)。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4萬5,000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
總經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110.12.31

985,009

一、人事費61萬6,509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4萬5,889元【368薪點，含年資288
薪點、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
書16薪點及高度度風險16薪點】*13.5月=61萬9,502元，該府實際申請61萬6,509元)，依
985,000 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
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30萬8,491元：包含講座鐘點費、膳費、宣導費、材料費、文具費、印刷費。
三、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110.12.31

16,143,446

一、人事費261萬2,707元：包含社工人員3名（3名每月4萬6,887元【376薪點，含年資
312薪點、執業執照16薪點、社會工作師證書16薪點、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及高
度風險加給16薪點】*13.5月=189萬8,924元）及1名社工督導(1名每月5萬2,873元【424
薪點，含年資376薪點、社會工作師證書16薪點、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及高度風
險加給16薪點】*13.5月=71萬3,783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
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286萬元：包含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用、伴
5,953,000
侶會談（治療）及輔導費、家族會談（治療）輔導費、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
費、材料費、訪視交通補助費、差旅費、專家出席費、講座鐘點費、膳費、辦公室租
金、印刷費、文具費、郵電費、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場地租
金、執行本計畫之補助藥癮者6個月房租、執行本計畫之活動租車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24萬293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總
經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24萬元。

110.12.31

1,583,565

一、人事費134萬7,557元：包含社工人員2名（1名每月3萬7,908元【304薪點，含年資加
給】*13.5月=51萬1,758元、1名每月3萬6,911元【296薪點，含年資加給】*13.5月=49萬
8,299元)及1名專案人員(每月2萬5,000元【高中(職)畢業或具2年以上社會福利服務或藥
酒癮食物工作經驗者】*13.5月=33萬7,500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
1,583,000 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20萬5,571元：包含訪視交通補助費、專家出席費、講座鐘點費、非上班時間
執勤津貼、材料費、文具費、印刷費、膳費、臨時酬勞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2萬9,872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
總經費5%）。

110.12.31

660,000

一、人事費55萬2,164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4萬901元【328薪點，含相關系所
碩士以上學歷16薪點及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13.5月=55萬2,164元），依實際聘
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
660,000
影本。
二、業務費10萬7,836元：包含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用、個別心理輔導
費、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講座鐘點費、膳費、差旅費、材料費。

110.12.31

第 2 頁，共 5 頁

1101NR001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110年度藥癮者
家庭支持服務

954,645

36,000

918,645

一、人事費51萬1,758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3萬7,908元【304薪點，含年資加
給】*13.5月，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
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26萬6,000元：包含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差旅費、講座鐘點費、團體輔導
(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用、膳
876,000
費、臨時酬勞費、印刷費、材料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場地租金、執行本計畫之活
動租車費或交通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3萬8,242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
總經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1101NE001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110年度藥物成
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460,000

-

460,000

460,000

1101NG001

1101NH001

彰化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彰化縣藥毒癮家庭支持
服務方案

南投縣政府辦理藥癮者
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
力計畫

3,392,734

1,005,058

172,000

32,388

3,220,734

972,670

1101NI001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110年成人藥癮
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1,767,741

-

1,767,741

1101NJ001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110年度藥癮者
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787,566

51,566

7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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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31

一、業務費45萬2,500元：專家出席費、講座鐘點費、材料費、宣導費、膳費、差旅費、
其他經費(場地租金、戶外活動費)。
二、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7,500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總
經費5%）。

110.12.31

一、人事費218萬1,734元：包含社工人員3名（1名每月3萬6,911元【296薪點，含高度風
險加給16薪點】*13.5月=49萬8,298元、1名每月3萬8,906元【312薪點，含年資296薪點
及高度風險加給16薪點】*13.5月=52萬5,231元、1名每月3萬9,904元【320薪點，含年資
304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16薪點】*13.5月=53萬8,704元)及1名社工督導(1名每月4萬
5,889元【368薪點，含年資336薪點、社會工作師證書16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16薪點】
*13.5月=61萬9,501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
3,070,000 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54萬8,266元：包含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訪視交通補助費、差旅
費、講座鐘點費、膳費、文具費、印刷費、材料費、宣導費、撰稿費、其他經費(執行本
計畫之場地租金)。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10萬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總經
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24萬元。

110.12.31

一、人事費55萬2,164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4萬901元【328薪點，含年資296薪
點及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13.5個月=55萬2,164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
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相關工作經歷、學歷或證書
影本。
二、業務費32萬7,830元：包含個別心理輔導費、材料費、鐘點講座費、文具費、印刷
957,000
費、膳費、宣導費、差旅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遊覽車租借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1萬7,006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
助總經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一、人事費106萬3,935元：包含社工人員2名（1名每月3萬9,904元【320薪點，含年資
304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加給16薪點】*13.5月=53萬8,704元、1名每月3萬8,906元【312
薪點，含年資296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加給16薪點】*13.5月=52萬5,231元），依實際聘
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
影本。
1,711,000 二、業務費45萬1,880元：包含訪視交通補助費、差旅費、專家出席費、膳費、講座鐘點
費、印刷費、材料費、文具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家屬交通費、執行本計畫之遊覽
車租借費、執行本計畫之門票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7萬5,185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
總經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12萬元。
一、人事費47萬1,366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3萬4,916元【280薪點】*13.5月
=47萬1,366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
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20萬4,634元：包含訪視交通補助費、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
736,000
置諮商及治療費用、講座鐘點費、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材料費、宣導費、
印刷費、臨時酬勞費、膳費、差旅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場地租金、執行本計畫
之雜支【上限6,000元】）。
三、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110.12.31

110.12.31

110.12.31

1101NT001

1101NM001

1101NB001

1101NO001

1101NN001

嘉義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

110年度嘉義市政府暨
民間團體推動毒品危害
防制個案家庭支持服務
計畫

110年屏東縣政府藥癮
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
培力計畫

宜蘭縣110年度藥癮者
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
力計畫

花蓮縣政府110年度藥
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110年度臺東縣藥癮者
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
力計畫

2,509,823

1,584,139

827,248

895,899

730,366

146,584

110,736

19,848

-

-

2,363,239

一、人事費118萬5,139元：包含社工人員2名（1名每月4萬5,889元【368薪點，含年資
320薪點、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16薪點】*13.5月=61萬9,502元、1
名每月4萬1,899元【336薪點，含年資288薪點、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及高度風險
加給16薪點】*13.5月=56萬5,637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
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67萬6,361元：包含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差旅費、專家出席
2,063,000
費、材料費、講座鐘點費、文具費、印刷費、膳費、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宣導費、其
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遊覽車租借費、執行本計畫之導覽費用、執行本計畫之門票費、
執行本計畫之保險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8萬1,500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
助總經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12萬元。

110.12.31

1,473,403

一、人事費103萬7,003元：包含社工人員2名（1名每月3萬9,904元【320薪點，含年資加
給】*13.5月=53萬8,704元、1名每月3萬6,911元【296薪點，含年資加給】*13.5月=49萬
8,299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
，並檢附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35萬5,997元：包含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訪視交通補助費、膳
1,473,000 費、材料費、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用、專家出席費、
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差旅費、文具費、印刷費、郵電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家屬
交通費、執行本計畫之器材租金、執行本計畫之人員保險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2萬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
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110.12.31

807,400

895,899

73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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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費47萬1,366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3萬4,916元【280薪點】*13.5個月
=47萬1,366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
學經歷，並檢附相關工作經歷、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26萬634元：包含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用、
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講座鐘點費、宣導費、文具費、材料費、膳費、郵
807,000 電費、印刷費、差旅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個案及家屬交通費、執行本計畫之遊覽
車租借費)。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1萬5,000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
助總經費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一、人事費49萬8,299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3萬6,911元【296薪點，含年資加
給】*13.5個月=49萬8,299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
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相關工作經歷、學歷或證書影本。
895,000 二、業務費33萬6,701元：包含膳費、講座鐘點費、材料費、臨時酬勞費、差旅費、印刷
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雜支【上限6,000元】、執行本計畫之場地租金)。
三、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一、人事費47萬1,366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3萬4,916元【280薪點】*13.5個月
=47萬1,366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
學經歷，並檢附相關工作經歷、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19萬8,634元：包含郵電費、文具費、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
730,000
置諮商及治療費、專家出席費、講座鐘點費、訪視交通補助費、其他經費(執行本計畫之
活動租車費)。
三、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110.12.31

110.12.31

110.12.31

1101NP001

1101NV001

澎湖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

總計

澎湖縣推展社會福利服
務－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計畫

金門縣推展社會福利服
務－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計畫

1,261,419

411,832

849,587

803,284

45,888

757,396

55,079,854

2,565,022

52,514,832

一、人事費66萬9,587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4萬9,599元【336薪點，含年資320
薪點、高度風險加給16薪點及地域加給7,700元】*13.5個月=66萬9,587元），依實際聘
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相關工作經
歷、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9萬9,413元：包含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講座鐘點費、差旅費、
849,000 材料費、臨時酬勞費、印刷費、文具費、膳費、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訪視交通補助
費、宣導費、其他經費(雜支【上限6,000元】)。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2萬元（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列，不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
5%）。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一、人事費65萬7,396元：包含社工人員1名（1名每月4萬8,696元【312薪點，含年資加
給及地域加給9,790元】*13.5個月=65萬7,396元），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修
正計畫及核銷時應載明人員姓名及學經歷，並檢附相關工作經歷、學歷或證書影本。
二、業務費3萬9,604元：包含個別心理輔導費、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
757,000
家族會談（治療）及輔導費、伴侶會談(治療)及輔導費、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
費、差旅費、材料費、文具費、印刷費、宣導費。
三、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

37,450,000

說明：計畫編號共9位數：第1、2、3位：年度別；第4位：梯次(本案為2)；第5位：福利別代碼；第6位：地區別代碼；第7、8、9位：流水號。
福利別代碼：N社會救助及社工司V保護服務司
地區別代碼：0臺灣省1.全國性2.衛生福利部3臺北市4高雄市B宜蘭縣C桃園市D新竹縣E苗栗縣G彰化縣H南投縣I雲林縣J嘉義縣M屏東縣N臺東縣O花蓮縣P澎湖縣Q基隆市R新竹市S臺中市T嘉義市U臺南市V金門縣W連江縣X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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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31

110.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