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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 12 月 08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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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秀蘭慈善協會(原名：臺灣文蘭慈善協會)(以下稱本會)創會理事長李劉秀蘭女

士及副理事長李文濱先生為回饋社會，幫助需要援助的人們，讓這些人能夠獲得基

本生活幫助，達成「用愛溫暖人間、傳遞幸福」的目的，特設立本辦法。 

二、 身分資格：因應本會照顧老人、幼童及貧困家庭的服務宗旨，凡設籍中華民國者，

符合下列之情形，得提出申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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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同時符合以下條件者： 

1. 第三方轉介。民間社福機構、政府單位、新聞媒體、本會會員(轉介暨申請單須簽

章並留下聯絡方式)。負責轉介人員需陪同本會社工第一次家庭訪視。 

2. 因家庭變故致經濟陷於困境者。 

3. 無政府經濟扶助；或除政府經濟扶助外，無其他機構常態性的經濟補助。 

4. 本計畫申請人須同【物資與扶助金】收件人。 

5. 經本會紙本資料初審以及實地/家庭訪視核可。 

 

詳細說明 

1. 孤老：無配偶及子女，無其他支持親友之 60歲以上無收入之獨居老人。 

2. 雙老：兩位或以上人數，具備親卑屬關係且共同生活，無其他支持親友之 60 歲以

上老人。例如夫妻、兄弟姊妹、父母子女等等。 

3. 家庭變故 

 家計主要負擔者-非自願性離職期間 

 家計主要負擔者-疾病或意外致中度以上傷殘、罹患重大疾病以致無法工作、喪

失勞動力。(身障手冊、醫生診斷證明) 



 家計主要負擔者-獨立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共同生活或受扶養親屬，以致無法工

作或收入銳減(該親屬須具備相關證明)  

 家計主要負擔者-扶養照顧 6 歲以下未成年子女不能工作 

 家計主要負擔者-死亡、失蹤、入獄、服役、受暴等無工作收入 

 家戶中半年內新增龐大必要經濟支出，無法負擔，經本會評估核可。例如屋損、

喪葬、醫療支出等等。 

 

三、 家庭扶助計劃之補助標準(本會保有針對個案實際狀況予以彈性修正/調整之權力) 

(一) 月扶助金 

1. 基本計算方式： 

(1) 月扶助金以支持個案基本膳食為主要目的：每人每月膳食費以 7,200元為標準。(每

人每餐 80元 x3餐 x30天=7200元) 

(2) 月扶助金額計算公式：((個案家戶每月總收入+現有政府及民間補助－每月固定支出)

∕家庭人口數)+協會扶助金≥ 7,200元/月。 

(3) 月扶助金可根據個案狀況彈性調整，最低為每月扶助金之 70%，最高增加每月扶助金

之 60%，最高不超過一萬元。 

 例 1：低收入戶一款:3,000x70%=每月扶助金最低 2,100元 

          例 2：低收入戶三款:8000元+(8000元 x60%)=每月扶助金最高 12,800元，因超過最高上

限，故以一萬元為計。) 

2. 家戶人口扶養比的綜合考量 

家戶人口扶養比須超過 1:1。例如：1 人需扶養或贍養 2人及以上之未成年/65 以上

老人。 

(二) 急難紓困金 

1. 弱勢助學補助 

扶助標準 扶助金額 

經評估認定家境清寒且至少育有一

名未成年子女以上者，於開學註冊期

間，難以負擔註冊費、學雜費等。 

每學期每戶補助新台幣壹仟元至參

千元不等，每戶最高不超過新台幣伍

仟元整。 

※ 不包括已申請政府補助者或政府已經予以補助者。 

2. 急難救助金(單筆)： 



扶助標準 扶助金額 

遇天災人禍、意外事故，導致房產全毀

或受傷致危及生命需急難救助，且無親

友及其它支援者。 

新台幣貳萬元整 

遇天災人禍、意外事故，導致房產半毀

或受傷需急難救助，且無親友及其它支

援者。 

新台幣壹萬元整 

遇天災人禍、意外事故，導致財務損失

致需急難救助，且無親友及其它支援者。 

新台幣伍仟元整 

安居必要修繕補助： 

 已達危及居住安全程度，如：牆壁

間裂縫過大、漏水至不堪居住。 

 安遷補助：每月最高補助貳仟元。 

1.提供報價單，修繕補助每筆不

超過壹萬元，若未達補助額上限

者，則依實際金額實報實銷。 

2.安遷補助，每月最高補助貳仟

元。 

押金代墊扶助： 

因特殊狀況且無經濟能力之無家可歸

者，如家暴被害人，提供租屋押金代墊

扶助 

提供租賃契約，以二個月押金為

限，每筆最高不超過新台幣壹萬

元整，若未達補助額上限者，則

依實際金額實報實銷 

醫療補助： 

家戶中人口罹患因重大疾病（如癌症），

導致家庭無法外出工作或工作人口減

少，使得經濟陷入困頓者。 

1.提供相關醫療憑證或收據，單

筆補助 70%，最高不超過 90%。 

2.每筆最高不超過貳萬元。 

喪葬補助： 

 未滿 20 歲且無獨立之經濟能力，而

其父或母或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因死

亡造成經濟窘困者。 

 雖有申請政府喪葬補助，但家庭仍

陷入經濟困頓者。 

 

1.評估案家狀況給予補助之金

額壹萬元至貳萬伍仟元，最高不

超過新台幣參萬元整。 

2.新台幣壹萬元整，每筆最高不

超過貳萬元。 

※遇天災或不可抗逆等災害另行訂定補助標準。 

(三) 實物扶助： 

扶助標準 捐贈物資項目 

評估案家生活環境

及案家成員狀況，

視需求提出申請。 

民生物資:委由米行代購配送，每戶獲贈項目含白米、

醬油、沙拉油等 

生活必要物資、家具:由協會代購或募捐，每筆最高不

超過新台幣貳萬元整。若未達補助額上限者，則依實際

金額實報實銷。 

公司產品捐贈: iwater及其相關耗材、ifood、ihome、

草本精元等各式產品，視案家狀況需要更換或提供。 

(四) 以上僅提供於本會評估開案且在案之服務對象使用。 

 



 

四、 補助期限/家戶數 

(一) 補助期限 

1. 每年至少訪視評估案家一次。 

2. 每次評估最短 3 個月、最長簽核 1年扶助計畫。 

3. 每家戶受扶助最長期限為二年。 

4. 二年以上展延扶助計畫，須通過本會特案討論，最多展延二年。 

5. 配合政府中低收核准區間，每年 1-2 月需電訪或實地訪視。 

6. 服務過程中，不接受原家戶人員因分居或離異而分案申請；服務經結案後，相同家

戶人員，不得重複提請扶助。 

(二) 補助家戶數：每年以 35戶為基礎，可彈性增減 20%。 

五、 服務對象須配合事項 

(一) 個資蒐集同意書、個資處理同意書、肖像同意書、知情同意書。 

(二) 配合實地家訪、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同意社工聯絡相關公私部門及相關人士了解家戶

確實狀況。 

(三) 每次評估期，協助提供所需證明文件及同意評估訪視人員現場拍照，並授權照片使用。 

(四) 個案須了解本會經濟扶助將報個人所得稅，對申請公部門相關經扶資格有一定影響。 

六、 申請文件 

(一) 基本項目 

必

備 

□轉介暨申請表(須具備轉介單位) 
□案家最新年度國稅所得及財產歸屬資

料清單正本 

□個案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須為個案

本人之存簿) 

□個案全戶之戶籍謄本正本(3 個月

內)具備詳細記事 
□個案簽章之個資蒐集告知及同意書 

檢

附 

□當年度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有效之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 

□當年度特境家庭證明影本 □疾病診斷證明書正本 

□非自願性離職證明影本 □長期休養或無法工作之醫療證明正本 

□有效之重大傷病卡正反面影本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影本 

□死亡證明書影本 □警政失蹤人口證明書 

□其他經評估必須之資料 

(二) 喪葬項目 



1. 除戶之全戶戶籍謄本。 

2. 法院檢察官或醫院填發之死亡證明書(影本可)。 

3. 埋葬許可證(影本可)、火葬許可證(丁聯影本可)。 

4. 墓地(或靈骨塔)使用證明書暨骨灰寄存單。 

5. 申請人之身份證明影本，需證明其為死者之受扶者(例如：為其親生子女或其它可

證明為受扶者之證明文件)。 

6. 喪葬費用各式相關單據影本乙份 

七、 評估辦法及注意事項 

(一)本會將視個案提出申請文件完整度、案家遭遇狀況與實際訪視報告，保留最終同意權

與額度決定權。通過補助者，本會將依國稅局規定，開立所得扣繳憑單，列計該年度

收入。 

(二)本協會之經濟扶助金額依申請人家庭收支綜合評估，如有隱匿家庭收入或虛報支出狀

況，本協會得不予服務、或立即終止服務，並註記為拒絕服務對象。另服務期間如異

動連絡電話或居住地址請主動告知，如聯絡未果，本協會得中止補助項目。 

(三)本會就本計畫服務對象提供的各項資料，具有評估 

八、 申請辦法 

(一)經由公私部門機構組織等第三方完整填寫轉介暨申請表。 

(二)送件方式：以掛號郵寄 42072 台中市豐原區角潭路二段 57號 台灣秀蘭慈善協會，信封

外請註明：「申請台灣秀蘭慈善協會家庭扶助計劃」。敬請郵寄或親送(限轉介人員)申請

資料於本會時，附貼回郵之信封，以便未達本會服務標準退還您的各項申請資料。如未

附回郵信封，則視為同意本會代為處理該份具載個人訊息之申請資料。 

(三)申請程序：由轉介人/單位彙整申請文件，寄至本協會經核准受理後，電訪及親訪完畢

將整合人力、物力、財力等給予必要之實質幫助。 

九、 本辦法由本會自民國 98年公布施行，110年第 5次修正，如仍有未盡事宜，本會有

權詮釋或修改以臻完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