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灣文蘭慈善協會 

貧困弱勢家庭暨公益機構團體扶助計畫 
勸募活動財物使用情形暨成果報告書 

一、 計畫名稱 

    貧困弱勢家庭暨公益機構團體扶助計畫 

二、 計畫目的 

1. 提供國內貧困弱勢家庭之關懷服務，提供經濟及物資補助，協助個案及

其家庭度過人生困境。 

2. 提供有困境之公益機構團體相關協助，提供經濟及物資補助，協助其增

進專業人力、改善專業工作環境，間接增進該機構團體服務對象之福

祉。 

三、 活動期間 

(一)勸募活動期間：2020年 1月 1日 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勸募活動財物使用期間：2020年 1月 1日 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四、 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81370572號 

五、 勸募所得及執行金額 

(一)收入 

科目 項目 摘要 金額 

勸募收入 

現金捐款   $65,600 

匯款捐款   $78,172 

信用卡捐款   $294,800 

利息收入 
勸募專戶活存息 109 年 6 月 22 日 $6 

勸募專戶活存息 109 年 12 月 21 日 $4 

收入合計﹕ $438,582 

 

(二)支出 

支出 

項目 金額 

一、月生活扶助金補助(個案家庭) $1,010,600 

二、急難紓困金補助(個案家庭) $104,690 



三、物資補助(個案家庭) $107,096 

四、節慶慰問禮金(個案家庭) $56,840 

五、月生活扶助金補助(公益機構) $766,320 

六、物資補助(公益機構) $0 

支出合計： $2,045,546 

 

(三)勸募服務計畫支出明細 

項目 支付日期 傳票號碼 摘要 金額 

一、月生活扶

助金補助(個

案家庭) 

1090110 JO2001100003 109/01 月家扶補助*29 筆(個案家庭) $107,435  

1090210 JO2002100006 109/02 月家扶補助*29 筆(個案家庭) $106,435  

1090310 JO2003100002 109/03 月家扶補助*26 筆(個案家庭) $95,890  

1090410 JO2004100002 109/04 月家扶補助*25 筆(個案家庭) $89,875  

1090410 JO2004100004 109/04 月家扶補助*1 筆(個案家庭) $3,015  

1090508 JO2005080002 109/05 月家扶補助*25 筆(個案家庭) $87,875  

1090511 JO2005110001 109/05 月家扶補助*1 筆(個案家庭) $4,015  

1090610 JO2006100002 109/06 月家扶補助*25 筆(個案家庭) $87,875  

1090710 JO2007100004 109/07 月家扶補助*21 筆(個案家庭) $70,315  

1090810 JO2008100003 109/08 月家扶補助*20 筆(個案家庭) $66,300  

1090820 JO2008200001 109/08 月家扶補助*2 筆(個案家庭) $11,030  

1090910 JO2009100002 109/09 月家扶補助*19 筆(個案家庭) $71,785  

1091008 JO2010080003 109/10 月家扶補助*20 筆(個案家庭) $73,600  

1091110 JO2011100002 109/11 月家扶補助*19 筆(個案家庭) $68,585  

1091210 JO2012100002 109/12 月家扶補助*18 筆(個案家庭) $66,570  

合計﹕ $1,010,600  

二、急難紓困

金補助(個案

家庭) 

1090210 JO2002100006 109/02 月急難補助*1 筆 $5,000  

1090214 JO2002140001 109/02 月急難補助*1 筆(步佔榮) $18,015  

1090221 JO2002210001 109/02 月急難補助-學雜支*2 筆 $5,030  

1090313 JO2003130001 109/03 月急難補助-喪葬補助*1 筆 $28,015  

1090508 JO2005080002 109/05 月急難補助*1 筆 $13,000  

1090610 JO2006100004 
109/06 月急難補助-醫療(傅梅璋)*1

筆 
$5,015  

1091008 JO2010080005 109/10 月急難補助-(陳正堯/黑豹籃球俱樂 $24,515  



部)*1 筆 

1091110 JO2011100002 
109/11 月急難補助(貧困弱勢家庭扶助計

劃)*1 筆 
$6,100  

合計﹕ $104,690  

三、物資補助

(個案家庭) 

1090110 JO2001100001 109/01 月物資補助*18 筆 $14,685  

1090210 JO2002100001 109/02 月物資補助*15 筆 $12,798  

1090310 JO2003100001 109/03 月物資補助*15 筆 $12,474  

1090410 JO2004100001 109/04 月物資補助*11 筆 $9,256  

1090508 JO2005080001 109/05 月物資補助*13 筆 $10,298  

1090610 JO2006100001 109/06 月物資補助*12 筆 $8,589  

1090710 JO2007100001 109/07 月物資補助*12 筆 $8,265  

1090810 JO2008100001 109/08 月物資補助*11 筆 $7,744  

1090910 JO2009100003 109/09 月物資補助*11 筆 $7,964  

1091008 JO2010080001 109/10 月物資補助*8 筆 $6,017  

1091110 JO2011100001 109/11 月物資補助*7 筆 $5,476  

1091210 JO2012100001 109/12 月物資補助*5 筆 $3,530  

合計﹕ $107,096  

四、節慶慰問

禮金(個案家

庭) 

1090117 JO2001170002 春節慰問金*30 筆(個案家庭) $30,450  

1090619 JO2006190001 端午慰問金*26 筆(個案家庭) $26,390  

合計﹕ $56,840  

五、月生活扶

助金補助(公

益機構) 

1090110 JO2001100027 109/01 月家扶補助*4 筆(公益機購) $63,860  

1090210 JO2002100003 109/02 月家扶補助*4 筆(公益機購) $63,860  

1090310 JO2003100003 109/03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0410 JO2004100003 109/04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0508 JO2005080003 109/05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0610 JO2006100003 109/06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0710 JO2007100003 109/07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0810 JO2008100002 109/08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0910 JO2009100003 109/09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1008 JO2010080002 109/10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1110 JO2011100003 109/11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1091210 JO2012100003 109/12 月家扶補助*4 筆(機關團體) $63,860  

合計﹕ $766,320  

六、物資補助

(公益機構) 
        

合計﹕ $0  

支出總計﹕ $2,045,546  

本會自籌 收入總計減支出總計 ($1,606,964) 

 

六、 經費用途 

(一)服務對象 

1. 貧困弱勢家庭(因應本會照顧老人、幼童及貧困家庭的服務宗旨) 

(1) 孤老、雙老、育有 18歲以下未成年子女或需贍養 65歲以上老人之

家庭， 

(2) 同時符合以下條件者：須由第三方轉介。因家庭變故致經濟陷於困

境者。經本會初審及實地訪視核可 

2. 公益機構 

(需同時具備) 

(1) 民間單位/機構自行申請，或第三方轉介 

(2) 服務對象為【老人、未成年人或家庭】 

(3) 因協助服務對象家計生活、或改善專業服務條件，致經濟陷困者。 

(4) 經本會初審及實地訪視評估後核可。 

(二)服務項目 

1. 家庭扶助計劃： 

(1) 月生活扶助金補助:以支持扶助個案及其家庭基本膳食為主，每月

提供生活服務金，補助額度依據個案經濟狀況彈性調整。 

(2) 急難紓困金補助: 個案及家庭如有遭逢大筆金額支出困境時，提供

紓困金以協助其度過困境，以單筆為主。 

(3) 物資補助: 每月提供有需求之個案基本民生物資(米、油等等)；依

據個案及家庭所需，也單筆提供家具、家電及設備、日用品及耗材

等等物資。 

(4) 節慶慰問禮金：逢過年、端午、中秋等喜慶佳節，提供個案或家庭

慰問禮金等等。 

2. 公益機構團體扶助計畫 

(1) 月扶助金補助：以支持或支援公益機構的專業人力或設備添置之經

費，以每月固定金額的方式提供。 

(2) 物資補助：依據機構需求提供相應民生用品、辦公設備、其他耗材



等等物資，均以單筆為主。 

七、 服務執行與成效 

(一)服務執行方式 

    本會本計畫服務對象範圍為全台，經由政府部門、新聞媒體、公益

機構及個人等轉介或自行求助的方式，獲得服務個案來源；經紙本資料、

家庭訪視等方式，評估審定個案服務資格；通過經濟補助、物資補助的

方式，協助經濟貧困、遭逢急難的個案、家庭及公益機構團體等，順利

度過經濟困境。 

 

(二)服務量化成效(109.01.01-109.12.31) 

 

(三)服務質性成效 

1. 月扶助金 

 經評估有困境之個案及家庭，以每個月定期定額的資金補助，

協助個案及案家基本生活的維持。 

 例如：案家中主要經濟者重病且無法工作，家中 5口頓失固定

的經濟收入。本會評估後予以每月5仟元的扶助金，連續一年，

減少案家在養病期間的經濟壓力。 

2. 物資補助 

 經評估有困境之個案及家庭，以每個月定期定額的物資補助，

協助個案及案家基本飲食的維持。補助物資為：白米(4KG、10KG、

服務項目 家戶數/個案人或人數 年度金額(元) 小計(元) 

弱勢家庭

扶助計畫 

月扶助金 43 家戶/136 人次 1,010,600 

1,279,226 

民生物資補助 

(米、油等) 
138 家戶/502 人 107,096 

三節慰問金 55 家戶 56,840 

急難救助金 9 家戶/31 人 104,690 

社會福利 

公益機構

及團體補

助 

月扶助金 

4 家/100 人 

(依據 25 人/機構預估) 

(主要為兒少、老人服務機構) 

766,320 766,320 

總計 
245 家戶 

769 人或人次 

4 個社福團體或機構 
2,045,546 



13KG、20KG)、醬油、沙拉油。 

3. 急難救助 

 經評估遭逢急難事件之個案，例如：喪葬、火災、重病、學習

所需等等原因，面臨巨額支出時，本會以補助其急難救助金，

協助其度過困境。 

 例如：案家(父母+2幼子)欠繳房租，面臨失居所困境。本會

除提供每月月扶助金之外，也提供新租屋處房屋押金的急難救

助，協助案家穩定居住困境。 

八、 結語 

    本會致力於貧困家庭及公益機構團體扶助： 

(一)提供國內貧困弱勢家庭之關懷服務，提供經濟及物資補助，協助個案及

其家庭度過人生困境。 

(二)提供有困境之公益機構團體相關協助，提供經濟及物資補助，協助其增

進專業人力、改善專業工作環境，間接增進該機構團體服務對象之福祉。

通過資金及物資的補助，幫助案家改善或減輕經濟負擔，提升生活品

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