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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

法人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110年度1~12月份工作報告表 
    收支總表 

 

 

 

 

分項說明： 

計畫名稱 預算/實際支出 計畫時間 內     容 實  施  績  效 

個案服務 年度預算 

29,610,000 

110年1-12月 全人關懷陪伴/資源連結/品格教育服

務。 

共計14個服務處、2個服務站；社工員(含督導)共65位。 

◎服務個案5,404人，戶數3,581戶。 

◎面訪22,877人次，平均1,906人次/月。 

◎電訪33,755人次，2813次/月。 

◎活動參加人次8,894人次。 

◎實際服務41,142人次，平均每月服務3,428人次/月。 

實際支出 

28,187,648 

執行比例 

95.20% 

陪他成長─

─獎助學金 

年度預算 

15,000,000 

110年1-12月 鼓勵貧困失親兒，補助學雜費等開支

。(每學期3000元/一年6000元) 

◎總計發放6,008份。 

實際支出 

18,025,868 

      110年    1-12月總收入    1-12月總支出    收支差額 

總預算 105,000,0000    $102,616,558    $89,779,313    $12,837,245 

佔年度預算比例      97.73%           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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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預算/實際支出 計畫時間 內     容 實  施  績  效 

執行比例 

120.17% 

陪他成長─

─急難救助

/生活補助/

慰問關懷 

年度預算 

急難救助990,000 

生活補助1,183,000 

慰問關懷326,000 

110年1-12月 提供經濟困頓急需經濟扶持及醫療幫

助的失親家庭。(每戶$3000~$10,000

元) 

◎總計發放510份急難救助金、178份生活補助金、7份醫療

補助給失親個案家庭，使家中遭遇重大變故或緊急需求者，

得到及時的幫助。。 

     實際支出 

急難救助5,706,800 

生活補助1,070,241 

慰問關懷89,569 

執行比例 

急難救助576.44% 

生活補助90.47% 

慰問關懷27.48% 

陪他成長─

─課業輔導 

年度預算 

605,000 

110年1-12月 失親兒少接受一對一課輔老師或課輔

志工課輔。 

◎總計服務88人，共計690人次。 

實際支出 

208,500 

執行比例 

34.46% 

陪他成長─ 年度預算 110年1-12月 讓失親少年藉由體驗活動，如：高低 ◎總計辦理369場次方案活動，總計參與人次7,44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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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預算/實際支出 計畫時間 內     容 實  施  績  效 

─方案、團

體、活動 

4,391,000 空體驗、遊戲或桌遊等媒介從中各項

能力（如：口語表達、溝通協調、問

題解決、領導力、團隊合作）被培養

，從中獲得自我成長（如：自我覺察

、時間/金錢管理、情緒調節、兩性

關係），結合活動、遊戲與引導、輔

導，增進社工員與個案互動關係，建

立日後長期陪伴培力工作模式。 

讓失親家庭照顧者從活動中獲得情緒

及人際支持，並從中學習培養親子互

動、教養及自我照顧等相關能力。 

方案主題 辦理場次 參與人次 

培力團體 105 1502 

藝術培力 28 390 

 
 
成
長
團
體 

自我認識 20  
 
 
 

2037 

自我管理 17 

情緒管理 39 

財務管理 10 

兩性關係 9 

品   格 6 

職涯發展 17 303 

生活支持 72 2119 

家長成長支持 25 321 

親子關係 21 771 

總計 369 7443 
 

實際支出 

2,029,439 

執行比例 

46.22% 

年度募款活

動(1)── 

A.職涯培

力專案  

B.繪畫營 

C.音樂營 

D.星願學

苑音樂創

作才藝培

年度預算 

3,754,000 

110年1-12月 A. 職涯培力專案：  

1、生涯指引。 

2、職涯講座。 

3、職場資源連結。 

4、職涯探索工作坊 

5、線上職涯發展系列課程 

6、職涯Mentor計劃。 

1、生涯指引:持續、定期服務，共計15位個案參加。 

2、職涯講座：1/31、2/21共辦理2場，20人次參加。 

3、職場資源連結：3/26、5/27，共計2場，60人次參加。 

4、職涯探索工作坊：3/20、5/8，共計25人次參加。 

5、線上職涯發展系列課程：7-9月全台共計160場，共有230

人次參加。 

6、職涯Mentor團隊：7-12月共25場，每次10位，共250人次

(線上、實體)訓練及個案諮詢、10位個案接受職涯輔導。 

實際支出 B.夢想繪畫營：邀請歷年繪畫比賽得 ◎活動內容：生活速寫、主題創作、商業攝影、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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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預算/實際支出 計畫時間 內     容 實  施  績  效 

力計畫 

 

1,128,847 獎者，由專業藝術師資帶領精進繪

畫技巧，且與繪畫同好同學們彼此

交流與分享，鼓勵個案適性發展。 

活動期間：110年7月25~28日 

活動地點：因疫情改為線上舉辦活動 

黏土創作、名人講座。 

◎參與人數：學生67位、工作人員5位、助教6位、老師3位

、名人1位，共82位，  

◎營會產出：67件速寫、67件主題創作、100多件黏土作品

及201件文創商品。 

執行比例 

30.07% 

C.夢想音樂營：為使音樂教育扎根、

鼓勵適性發展，持續與漢光教育基

金會合作辦理，使失親個案透過專

業的音樂育提升相關知能。 

活動期間：110年8月23~27日 

活動地點：因疫情改為線上舉辦 

◎活動內容：基礎樂理、團練技巧、名人分享、品格教育、

古詞新律創作體驗、成果發表評選會等。 

◎參加人數：共計60人，學員37位、音樂導師9位、助教6名

、名人2位、講員1名、工作人員5位。 

◎營會產出：6首原創歌曲、6首古詩詞創作歌曲。 

D.星願學苑音樂創作才藝培力計畫 

執行時間：2021年1-12月 

每個月一次。結合音樂產業師資以專

業技能培訓學員創作。 

◎課程內容:音樂編曲、創作，錄音、培訓。 

◎參加課程學員數：舉辦12次，學員5位 共計60人次 

◎成效:星苑學苑代表創作曲於12/4親兒日首播附錄音檔。 

年度募款宣

傳活動(2)

──親兒日 

2021年12月4

日 

親兒日 

活動時間：2021年12月4日 

活動地點：實體、線上舉行 

◎參與人數：表演個案數24位、貴賓、藝人 6位 

◎成效:直播觸及5920人、1.1萬次互動、2,087則留言、56

次分享 

◎募款金額：112,000元 

海外事工 年度預算 

1,071,000 

2021年1-12月 鼓勵海外貧困失親兒，補助學雜費等

開支。 

◎110年1~12月實際服務數：1121人(新案180人)，945戶。 

◎共計1名全職人員，26個服務站(新增6個：項城站、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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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預算/實際支出 計畫時間 內     容 實  施  績  效 

實際支出 

514,212 

站、寶豐站商洛站、格爾木站、寧蒗站)。 

省份 

黑

龍

江 

吉林 遼寧 甘肅 河南 

內

蒙

古 

山東 
江

蘇 
雲南 青海 安徽 湖北 陝西 總計 

個案數 203 69 15 13 179 55 87 44 60 20 313 43 20 1121 

戶數 182 62 13 13 137 48 67 31 56 20 262 39 15 945 

◎服務站訪問：16個 

◎專案推廣：完成8場，417人參加 

◎籌款：2504541.4元  115.9%完成 

◎同工培力：7個服務處秘書長參加督導班學習 

執行比例 

48.01%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