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壹、依據
一、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二十條。
二、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
貳、目的
鼓勵市民發揮自助互助精神，組織社區居民，有效運用各方資源增進居民
福利，改善社區人文、生態、社會及經濟環境，以促進社區永續發展。
參、補助對象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且符合下列條件：
一、會務、財務運作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二、 前一年度辦理各項補助計畫，未有重大缺失（含前一年度未申請補助者）。
肆、補助額度、補助內容、補助項目及補助標準：
一、補助額度
（一）專案一「協助新立案協會草創工作」：每案至多補助新臺幣（以下同）
一萬元。
（二）專案二「社區活動」：每年至多補助三萬元；前一年度通過本局社區認
證者，至多補助六萬元。但社區觀摩活動每年至多補助二萬元。
（三）專案三「開發社區組織人力資源」：每年至多補助四萬元。
（四）專案四「結合專業資源、推動社區發展」：每年至多補助十萬元。
二、補助內容及補助項目詳附表。
三、補助標準由本局每年公告之。
伍、優先補助及不予補助項目
一、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以及配合社會安全網計畫辦理相關課程者，優
先補助。
二、助教鐘點費、點心費、紀念品、紅布條與飲料茶水費，以及資本門（含建
築及設備，如土地購置、營建工程、交通及運輸設備、其他設備）等項目，
不予補助。
陸、申請應備文件及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應備文件
（一）申請單位函文。

（二）申請應備文件自我審核表。
（三）申請表。
（四）補助計畫書。
（五）經費概算表。
（六）其他依附表申請注意事項需檢附之文件。
二、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專案四，得免自籌款；但申請專案一至專案三，應至少編列百分之
十自籌款，並於申請表註明自籌款來源及金額。
（二）申請單位得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但應於經費概算表
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預定向各單位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三）申請表及經費概算表應加蓋團體圖記及負責人印章；經限期補正未補正
者，不予受理。倘所送文件為影本者，應於影本文件加註「與正本相符」
字樣並簽章切結。
三、各專案申請注意事項詳附表。
柒、申請期間及申請程序
一、專案一之申請期間：新立案協會應於本局函頒立案證書之日起二個月內提
出申請；於每年十一月以後獲頒立案證書者，得延至次年三月一日前提出
申請。
二、專案二至專案四之申請期間：
（一）第一階段：以當年農曆除夕前一日起，往前計算十五個日曆日，為本階
段申請截止日。
（二）第二階段：於當年二月二十五日前提出申請。
（三）第三階段：於當年三月二十五日前提出申請。
（四）本局得視預算經費剩餘情形，另行公告開放申請。
三、前兩款申請截止日，如遇假日，則順延至下個工作日。
四、申請單位應於申請期間備妥應備文件向所轄區公所提出申請；逾期申請
者，不予受理。申請日期以所轄區公所之收文日期為準。
捌、審查程序及原則
一、審查程序
（一）由區公所就申請單位所送文件進行形式及程序審查；審查通過者，函轉
本局辦理核定。倘有資料不全者，區公所應輔導申請單位依限補正；逾
期未補正或遇有逾期申請者，應盡速函轉本局不予受理。
（二）由本局視各申請單位通過社區認證情形、往年補助款執行績效等因素，
予以衡酌核定補助金額。

二、區公所審查及本局核定皆以書面審定為原則。但本局得審酌申請內容，視
需要召開會議始為核定；倘有必要，並得邀請申請單位列席說明。
玖、督導及考核
一、受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其支用及管理應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確
實建立與登錄，相關憑證依規定保管十年。
二、本局採不定期稽查補助計畫執行情形，並得派員或委託會計師查核補助經
費收支帳目等相關資料。
三、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團體辦理之業務或活
動，涉有收費或公開招生、授課、售票、捐募、義賣或其他類似情形者，
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報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案或核准後辦理。其財
務收支，事後並應公開徵信。」
四、經本局核定之補助計畫，倘有未載明實際執行日期者，受補助單位應於補
助計畫執行前一週，將執行日期、地點及時間，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
知本局；未及時通知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扣除該補助款項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五十。
五、受補助單位應依本局核定之計畫辦理，如有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者，應敘
明理由函報本局辦理變更，並經本局核准後執行。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需
變更計畫時，應填妥變更計畫申請書，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告知本局，並經
本局核准後始得據以辦理。
六、同一支出款項不得重複向不同單位申請補助款；經發現有重複申請者，應
將該年度補助款全數繳回，且不得申請次年度補助。
七、受補助單位如有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
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並停止
其補助一至三年：
（一）於受補助期間解散或所執行之相關業務被撤銷許可。
（二）以詐欺、脅迫、賄賂、隱瞞、故意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獲補
助。
（三）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計畫內容無法履行。
（四）未經本局核准，擅自變更計畫。
（五）拒絕接受本局考核或查核。
八、未盡事宜，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
辦理。
拾、核銷程序、核銷應備文件及核銷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補助計畫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辦理報結核銷；進度落後

者，應函知本局原因，並經本局核准後始得辦理。
二、於當年十二月十五日前未辦理報結核銷者，本局得不予核撥該補助款項，
並列為次年度審查之參考；但計畫執行期間逾當年十一月三十日者，不在
此限。
三、辦理報結核銷時應備齊相關執行資料（排列順序如下）函送所轄區公所；
區公所應針對核銷文件進行審查，並將審查意見函送本局：
（一）受補助單位函文。
（二）核銷應備文件自我審核表。
（三）本局補助款項之領據。
（四）專戶之存摺封面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五）執行概況表。
（六）補助款使用之相關憑證文件。
（七）活動照片六張（足以顯示辦理情形）。
四、核銷注意事項由本局每年公告之。
拾壹、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拾貳、本計畫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附表
專案名稱

補助內容、補助項目及申請注意事項

補助內容

補助項目

申請注意事項

專案一
本局函頒立案證書之 一、場地費
每一社區以申請一次為限。
協 助 新 立 案 日起前、後六個月之辦 二、佈置費
協 會 草 創 工 公事務費。
三、印刷費
作
四、建置協會標誌
五、志工背心
六、雜支（含保險、文具、
電池、墨水等）
專案二
一、民俗慶典活動：如 一、場地費
一、每年以申請一次為限；但
社區活動
元宵節、端午節、 二、佈置費
前一年度通過本局社區
中秋節、重陽節、 三、各類人員費用
認證者，得增加申請一
母 親 節 、 父親 節 四、印刷費
次。
等。
五、材料費
二、每次提案內容可含多項活
二、社區成長方案：如 六、工作人員誤餐費
動或方案，例如：可同時
醫療保健、養生、 七、獎盃、獎牌
提出端午節及社區觀摩
運動、語文、電腦 八、車資（以補助外縣市
活動。
課程及才藝等。
社區觀摩活動為限） 三、申請社區觀摩活動者，應
三、社區觀摩活動。 九、雜支（含保險、文具、
檢附觀摩社區之簡介及
四、每次至多補助三萬
電池、墨水等）
觀摩行程表。觀摩對象應
元；社區觀摩活動
以五年內曾獲衛生福利
每 年 至多 補助 二
部評鑑獎項之社區發展
萬元。
協會為優先；倘非屬上開
獲獎社區，需另具體詳列
該觀摩對象之特色及社
區發展或社區營造之績
優事蹟。
四、第一階段申請之補助計
畫，以農曆年節期間欲辦
理之方案活動為限。
專案三
一、開發社區志工及培 一、場地費
一、每年以申請一次為限。
開發社區組
訓 社 區幹 部之 課 二、佈置費
二、申請之課程總時數須有二
織人力資源
程，並以下列議題 三、各類人員費用
十小時以上，且上課人數
為限：
四、印刷費；惟課程講義
須至少十五人。
（一）社區營造知能：
印刷費，每人補助至 三、申請環境生態議題者，至
含法令解說與
多一百元。
少須含有四小時環境教
實務、會議規範 五、材料費
育課程。
與作業、社區財 六、工作人員誤餐費：每 四、申請補助計畫書應詳列課
務處理作業、方
次上課，至多補助五
程內容、時段及講師姓
案 設 計 與 規
人。
名。
劃、社區資源建 七、志工背心
構、社區需求調 八、雜支（含保險、文具、
查、社區種子幹
電池、墨水等）

專案名稱

補助內容

補助項目

申請注意事項

部策勵營等。
（二）社會福利議題：
含兒童、少年、
老人、婦女、身
心障礙者福利
服務、性別主流
化、家庭暴力防
治、親職教育、
家庭及婚姻、社
會安全網計畫
相關議題等。
（三）環境生態議題：
含社區環境保
護、綠美化、廚
餘回收、園藝植
栽等。
（四）文史工作議題：
含社區文史導
覽、古蹟探究
等。
（五）社區產業發展議
題：含社區產業
經營、社區產業
營造、社區導覽
解說人員訓練
等。
二、才藝課程，不予補
助。
三、同一議題連續辦理
者 ， 至多 補助 三
年，且課程內容應
有差異，未有差異
者，得不予補助；
惟社會福利議題
不在此限。
專案四
一、結合社區發展或社 一、場地費
一、每年以申請一次為限。
結合專業資
區 營 造等 相關 專 二、佈置費
二、申請補助計畫書應詳列專
源、推動社區
業師資或團體，運 三、各類人員費用
業師資或團體之基本資
發展
用 居 民 參 與 方 四、印刷費
料，以及本案計畫實際執
式，推動社區發展 五、材料費
行策略與預期執行績效
工作，並與下列議 六、工作人員誤餐費
（含質化及量化說明）。
題相關：
七、雜支（含保險、文具、

專案名稱

補助內容

補助項目

（一）社區需求調查及
電池、墨水等）
資 源 整 理 ， 例 八、其他視方案活動必要
如：辦理社區公
之費用
民咖啡館或進
行社區人文、環
境、福利需求、
社區資源等調
查建置。
（二）主題式社區發展
提案：
1、擴大社區參與方
案。
2、青年參與社區方
案。
3、建立社區品牌方
案。
4、守護社區方案。
5、社區服務空間改
造方案。
6、「咱的社區」成
果展。
7、其他具社區重大
或迫切性需求
之方案。

申請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