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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3年度 7~12月社區業務推動及補助情形 

單位名稱：暖暖區公所 

1. 社區政策整體說明： 

積極輔導本區轄內各社區組織健全自主，推動各項社區發

展、社區營造工作，以建設溫馨祥和暖暖大社區為目標。                  

2. 補助機制(補助方式)： 

依據本市文化局 103年度基隆市社區營造點徵選須知暨基

隆市政府函轉衛生福利部 103年度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

作業要點暨基準規定辦理 。 

3. 補助內容： 

補助辦理社區福利服務工作、志工培訓、社區評鑑、社區

旗艦計畫、外籍配偶輔導、社區人才教育訓練、講習等培

力計畫、宣導兒童及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

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為原則。 

計畫名稱：衛生福利部 103 年推展社會福利補助計畫~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過港社區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137,750元 

﹙全年度 1-12月﹚ 

基隆市政府：42,250元 

 

關懷訪視 130人次/

月；電話問安 130人

次/月；餐飲服務 250

人次/月；健康促進 

1500人次/月 

中興社區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137,750元 

﹙全年度 1-12月﹚ 

基隆市政府：42,250元 

 

關懷訪視 20人次/

月；電話問安 80人次

/月；健康促進 480人

次/月 

碇祥里辦公

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137,750元 

﹙全年度 1-12月﹚ 

關懷訪視 120人次/

月；電話問安 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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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42,250元 

 

次/月；餐飲服務 2200

人次/月；健康促進 

2000人次/月 

暖同里辦公

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133,000元 

﹙全年度 1-12月﹚ 

基隆市政府：42,000元 

 

關懷訪視 80人次/

月；電話問安 160人

次/月；餐飲服務 960

人次/月；健康促進

540人次/月 

八西里辦公

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233,000元 

﹙全年度 1-12月﹚ 

基隆市政府：42,000元 

 

關懷訪視 30人-月

130人次/月；電話問

安 130人次/月；餐飲

服務 1170人次/月 

計畫名稱：衛生福利部 103 年推展社會福利補助計畫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上半年已陳報   

計畫名稱：基隆市政府 103 年度補助老人及身心障礙者餐飲服務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過港社區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337,920元 

﹙全年度 1-12月﹚ 

每月參加人數計 89

人，受益者可達 1068

人次 

中興社區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332,160元 

﹙全年度 1-12月﹚ 

每月參加人數計 103

人，受益者可達 1236

人次 

八堵社區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157,170元 

﹙7-12月﹚ 

每月參加人數計 68

人，受益者可達 88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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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祥里辦公

處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384,000元 

﹙全年度 1-12月﹚ 

每月參加人數計 92

人，受益者可達 2080

人次 

暖同里辦公

處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366,720元 

﹙全年度 1-12月﹚ 

每月參加人數計 97

人，受益者可達 1164

人次 

八西里辦公

處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384,000元 

﹙全年度 1-12月﹚ 

每月參加人數計 90人，

受益者可達 1170人次 

暖暖里辦公

處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288,000元 

﹙全年度 1-12月﹚ 

每月參加人數計 56

人，受益者可達 2074

人次 

計畫名稱：基隆市政府 103 年度補助各社區維護經費（獎補助費）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暖暖社區 十鼓文化園區研習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8,400元 

受益人數人 42人 

碇內社區 苗栗花露香草農場

觀摩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13,600元 

受益人數人 42人 

八西社區 社區發展觀摩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18,520元 

受益人數人 40人 

暖光社區 科技工廠觀摩 基隆市政府：5,000元 

自籌：12,000元 

受益人數人 40人 

八西社區 重陽敬老聯誼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5,000元 

受益人數人 80人 

過港社區 暖暖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研習 

基隆市政府：8,000元 

自籌：5,500元 

受益人數人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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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祥社區 年終志工感恩大會 基隆市政府：5,000元 

自籌：3,000 

受益人數 70人 

    

計畫名稱：基隆市政府 103 年度補助社區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碇安社區 公益慈善-社區觀摩 基隆市政府：15,000元 

自籌：10000元 

受益人數 40人 

碇祥社區 九九重陽樂齡聯誼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5000元 

受益人數 60人 

八堵社區 關懷據點銀髮快樂

成長營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5700元 

受益人數 50人 

    

計畫名稱：基隆市政府 103 年度推展老人社會福利服務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暖同里辦公

處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無障礙改善計畫 

上半年度已陳報  

    

計畫名稱：103年基隆市區公所社區營造補助計畫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 5 ~ 
 

暖暖區公所

（中興社

區） 

憶童玩 上半年度已陳報  

計畫名稱：基隆市各區公所推動精神倫理建設-議員活動費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上半年度已陳報  

    

計畫名稱：103年度基隆市旗艦社區實施計畫 

社區名稱 社區計畫名稱/內容 預算來源/分攤比例(中央

/市府/公所/社區自籌) 

計畫推動效益/成果 

(量化) 

過港社區 旗艦社區續航計畫 上半年度已陳報  

4.整體執行效益評估： 

  為鼓勵人民團體有效運用補助經費，健全組織正常發展會

務並促進人民團體參與市政建設協助政府推動政令宣導

暨興辦社會公益、社會服務事業。  

 

 

 

填表人:蘇玉鳳       業務主管:謝明章       機關長官:吳國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