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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4年度 1~6月社區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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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據點、老人用餐等社會福利工作，以

建設溫馨祥和暖暖大社區為目標。   

2. 社區業務辦理情形： 

有計劃自主盤點社區內的歷史人文、地理自然生態、人口

結構、就業條件等資源，並連結區域內之人力、物力、財

力，並配合政府各部門之施政計劃與經費補助，營造社區

里民的生活條件與居住空間改造，扶植在地產業生產效能

並達成永續發展目的建設民生主義新社會為目標」。 

透過社區住民共同研討在地共同問題與需求(例如：老人福

利、兒童少年福利、新移民家庭福利、單親家庭福利、身

心障礙者福利、防災自主及在地產業永續發展等公共議題)，

建立共識，進而結合在地人、事、在地資源及連結外部資

源，共同傳輸社會福利社區化，期建設「資源共享」、「社

區營造」、「互助合作」的精神。 

              

3.補助機制(補助方式)： 

依據本市文化局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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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

作業要點暨基準規定辦理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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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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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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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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 

優等社區每月補助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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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人次/月 

中興社區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 

基隆市政府： 

優等社區每月補助 17,500

元 

關懷訪視 160人次/

月；電話問安 300人

次/月餐飲服務 1704 

人次/月；健康促進 

500人次/月 

碇祥里辦公

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 

基隆市政府： 

優等社區每月補助 17,500

元 

關懷訪視 150人次/

月；電話問安 490人

次/月；餐飲服務 1200

人次/月；健康促進 

2300人次/月 

暖同里辦公

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  

基隆市政府： 

甲等社區每月補助 15,000

元 

關懷訪視 72人次/

月；電話問安 400人

次/月；餐飲服務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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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 

甲等社區每月補助 15,000

元 

關懷訪視 120人次/

月；電話問安 120人

次/月；餐飲服務 1080

人次/月；健康促進

360人次/月 

暖暖里辦公

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  

基隆市政府： 

新社區每月補助 12,500

關懷訪視 120人次/

月；電話問安 120人

次/月；餐飲服務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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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人次/月；健康促進

360人次/月 

碇安里辦公

處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衛生福利部：  

基隆市政府： 

審核中 

關懷訪視 60人次/

月；電話問安 200人

次/月；餐飲服務 1200

人次/月；健康促進

2400人次/月 

計畫名稱：衛生福利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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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港社區 銀髮寶貝班成長營 衛生福利部：20,000元 

自籌：20400元 

參加人數 30人 

過港社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日間

托老服務 

衛生福利部：916,560元 

自籌：229140元 

參加人數 25人 

平均 500人次/月 

計畫名稱：基隆市政府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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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000元 每月參加人數計 102

人，受益者可達 2244

人次 

中興社區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444,000元 

 

每月參加人數計 113

人，受益者可達 1596

人次 

碇祥里辦公

處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審核中 每月參加人數計 83

人，受益者可達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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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000元 

 

每月參加人數計 100

人，受益者可達 12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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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里辦公

處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餐飲服務 

基隆市政府：444,000元 

 

每月參加人數計 98人，

受益者可達 1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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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512元 

 

每月參加人數計 98

人，受益者可達 1176

人次 

計畫名稱：基隆市政府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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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西社區 

碇安社區 

碇祥社區 

春安工作及維護社

區治安 

基隆市政府：4,800元 

自籌：18,440元 

受益人數 40人 

碇祥社區 新春團拜 基隆市政府：5,000元 

自籌：2,400元 

受益人數 80人 

碇安社區 搓元宵 基隆市政府：5,000元 

自籌：2,300元 

受益人數 80人 

碇祥社區 寫春聯送鄉親 基隆市政府：5,000元 

自籌：2,500元 

受益人數 50人 

中興社區 羊年新春團拜 基隆市政府：5,000元 

自籌：2,320元 

受益人數 100人 

中興社區 羊年志工春酒聯誼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10,000元 

受益人數 50人 

暖暖社區 社區排舞研習 基隆市政府：5,000元 

自籌：2,800元 

受益人數 25人 

過港社區 讚美操研習活動 基隆市政府：3,000元 

自籌：1,500元 

受益人數 27人 



~ 5 ~ 
 

過港社區 桌球研習活動 基隆市政府：3,000元 

自籌：3,000元 

受益人數 25人 

過港社區 太極拳研習活動 基隆市政府：3,000元 

自籌：2,000元 

受益人數 25人 

計畫名稱：基隆市政府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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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港社區 慶端節粽飄香-傳統

藝術漢宮花教學活

動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25,660元 

受益人數 150人 

八南社區 社區志工研習活動 基隆市政府：20,000元 

自籌：38,480元 

受益人數 40人 

碇祥社區 溫馨五月情 基隆市政府：5,000元 

自籌：3,515元 

受益人數 100人 

碇安社區 歡慶母親節活動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10,000元 

受益人數 300人 

中興社區 104年樂活親子麵食

坊活動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3,100元 

受益人數 50人 

中興社區 104年粽香龍情慶端

午節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8,000元 

受益人數 150人 

過港社區 過港銀髮族土風舞

研習活動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4,525元 

受益人數 150人 

碇安社區 婦女快樂伸展健康

操研習活動 

基隆市政府：10,000元 

自籌：5,500元 

受益人數 30人 

計畫名稱：基隆市政府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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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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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安社區 銀髮族嚐鮮研習活

動 

審核中 受益人數 160人 

過港社區 關懷據點志工多元

訓練活動 

審核中 受益人次 100人次 

計畫名稱：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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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區公所

（碇安社

區） 

社區學校一家親—

東暖新村圍牆活化

彩妝 

基隆市文化局：60,000 元 預估參加人數 100人， 

受益人次 78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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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光社區 生態觀摩研習活動 暖暖區公所：20,000元 

自籌：12,000元 

受益人數 40人 

碇安社區 歲末聯歡 暖暖區公所：20,000元 

自籌：17,680元 

受益人數 100人 

八西社區 九族文化村自強活

動 

暖暖區公所：20,000元 

自籌：26,700元 

受益人數 42人 

八堵社區 八堵社區春季旅遊 暖暖區公所：10,000元 

自籌：33,600元 

受益人數 40人 

中興社區 103年度母親節慶祝

活動 

暖暖區公所：10,000元 

自籌：10,500元 

受益人數 300人 

計畫名稱：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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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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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港社區 旗艦社區領航計畫 基隆市政府：500,000元 受益人次 6920人 

中興社區 旗艦社區啟航計畫 基隆市政府：200,000元 受益人次 32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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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主管:          機關長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