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情形季報表
中華民國111年1月份至3月份（111年度第1季）
一、本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管理方式：■基金管理□收支併列。
二、公庫向公益彩券盈餘基金或專戶調借情形：
■納入集中支付(計息：■是、□否)
□未納入集中支付
□未調借
□調借，計息：□是、□否，未歸墊金額總計
。
三、本年度第1季，彩券盈餘分配數為141,754,075元。
四、以前年度剩餘款處理情形：
（一）截至去年度12月31日止，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待運用數為(a) 480,293,750元 。
（二）處理情形： 保留於新竹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專戶中。
五、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累計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數為(b)141,754,075元。
六、本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預算編列情形：
（一）歲入預算/基金來源原編313,076,000元，追加減0元，合計313,076,000元。
（二）歲出預算/基金用途原編566,463,000元，追加減 /超支併決算0元，合計(c)566,463,000元。
（三）基金管理：總預算歲出預算社會福利科目金額(d)5,334,778,000元，公益彩券基金基金用途金額
(c)566,463,000元，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占歲出預算社會福利財源比率(c)/[(d)+(c)]9.60% 。
收支併列：總預算歲出預算社會福利科目金額(d)
福利財源比率(c)/(d)
。

元，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占歲出預算社會

（四）第二季季報表另檢附「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支用編列情形表」如後。(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支用編列
情形表係揭露公益彩券運用計畫財源編列情形，至是否符合相關運用規範，仍以年度考核審認
結果為準。)
單位：新臺幣元

七、公益彩券盈餘分配之執行數：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第1季執行數

本年度1月起至 執行率
本季累計執行數 （%）

第2季執行數 第3季執行數 第4季執行數

備註(未達執行率原因)

壹、福利服務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

151,333,000

5,474,703

-

-

-

5,474,703 3.62%
依每月按受補助者人數撥款，並
達本季執行率。

22,512,000

5,000,000

5,000,000 22.21%

(二)業務宣導費：1.辦理托育服務及
兒少福利業務宣導費400千元。
2.辦理兒少保護及性剝削業務宣導
100千元。

500,000

76,900

76,900 15.38%

(三)托育資源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設
施修理保養維護費。

150,000

-

- 0.00%

(四)辦理兒少保護跨網絡聯繫會議及
外聘督導計畫之講師鐘點費、交通費
或出席費。

250,000

-

- 0.00%

(五)委託辦理兒少需求調查。

788,000

-

- 0.00%

本案業已招標，預計於111年12
月完成履約，完成後一次性撥
款。

56,037,000

299,892

299,892 0.54%

依契約規定按季核銷，第1季預
定4月中旬核銷。

200,000

-

- 0.00%

(八)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1.新
竹縣綜合社會福利館新建工程變
更設計14,300千元。2.新竹縣公設民
營福德托嬰中心工程1,459千元。3.
新竹縣公設民營頭重托嬰中心工程
399千元。4.新竹縣公設民營松柏托
嬰中心工程3,450千元。

19,608,000

-

- 0.00%

(九)捐助國內團體：1.兒少收出養暨
監護權訪視調查費880千元。2.發展
遲緩兒童早期療育社區據點補助費用
2,598千元。3.新竹縣兒少安置機構
院生優化計畫補助費用500千元。

3,978,000

-

- 0.00%

(一)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六)其他專業服務費:1.委託辦理本
縣托嬰中心督管管理及訪視輔導(含
評鑑)業務4,570千元。
2.委託辦理托育資源中心營運管理方
案6,550千元。3.委託辦理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方案14,000千元。4.托育服
務設施營運費13,000千元。5.委託辦
理本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通報轉介暨
個案管理中心委託計畫案1,001千元
。6.委託辦理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
未成年父母支持服務方案2,206千元
。7.委託辦理親職教育輔導服務方案
1,300千元。8.委託辦理兒少保護個
案家庭處遇服務方案7,000千元。9.
委託辦理兒少保護個案寄養家庭服務
方案3,000千元。10.委託辦理弱勢家
庭兒少緊急生活扶助個案訪視服務方
案1,000千元。11.委託辦理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個案處遇服務方案2,010千
元。12.委託辦理社工日活動400千元
。
(七)辦理兒少保跨網絡聯繫會議、兒
保重大決策會議、多重問題暨結案評
估會議及外聘督導會議等誤餐費。

依實際需求辦理本項業務。

依實際需求辦理本項業務。

(十)捐助個人:1.辦理兒少保護安置
寄養、親屬安置、個案處遇服務、親
職教育、心理諮商、追蹤輔導、驗傷
醫療(含看護費、健保費)等相關費
用、法律訴訟補助費、偏差行為少年
輔導費、收出養媒合服務出養個案安
置費及藥物濫用服務之相關費用
32,110千元。2.發展遲緩兒療育補助
15,000千元。
(十一)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評
鑑獎勵金。

47,110,000

97,911

97,911 0.21%

200,000

-

- 0.00%

52,452,000

676,286

2,500,000

207,510

207,510 8.30%

依實際需求辦理本項業務。

1,000,000

3,675

3,675 0.37%

依實際需求辦理本項業務。

50,000

-

- 0.00%

(四)其他專業服務費：1.委託辦理新
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方案1,000千元。
2.委託辦理婦幼館公共區域清潔維護
方案760千元。3.委託辦理婦女福利
服務中心方案4,000千元。4.委託辦
理新住民相關活動500千元。5.婦幼
福利駐點人力方案費用1,622千元。

7,882,000

448,751

448,751 5.69%

(五)新竹縣婦幼館二樓增建工程。
【總工程費190,000千元，分5年編
列：109年公務預算縣款5,250千元、
基金9,750千元；110年中央款1,000
千元、公務預算縣款37,807千元、基
金14,750千元；111年中央款18,000
千元、公務預算縣款2,075千元、基
金40,000千元；112年中央款24,000
千元、基金23,250千元；113年中央
款12,000千元、公務預算縣款2,118
千元】工程結算暨總價覈實於得提列
數額內執行。

40,000,000

-

- 0.00%

尚未辦理。

320,000

-

- 0.00%

依實際需求辦理本項業務。

700,000

16,350

16,350 2.34%

二、婦女福利

-

-

-

兒少機構將於111年7月辦理評
鑑。

676,286 1.29%

(一)婦幼館水電費。

(二)機械及設備修護費：婦幼館及週
邊設施修繕維護費1,000千元。

(三)婦幼館及週邊設施保險費。

婦幼館保險期限至111年5月28日
，屆期將辦理續保事宜。

依契約規定按季核銷，第1季預
定4月中旬核銷。

(六)購置雜項設備：婦幼館及駐點中
心基本設施設備費。

(七)補助人民團體辦理婦女、性平及
新住民相關活動。
三、老人福利
(一)印製預算書、決算書及管理委員
會委員證書等資料。
(二)業務宣導費：辦理公益彩券盈餘
分配基金、老人福利及長照等業務宣
導費600千元。

(三)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
詢費：1.辦理公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
會委員
出席費32千元。2.公益彩券盈餘管理
委員會委員參與獲配案運用情形之實
地監督及考核出席費10千元。3.辦理
老人及長照各項服務評選(評鑑)委員
出席費及交通費385千元。4.長青學
苑春秋季班講師鐘點費2,200千元。

117,951,000
100,000

600,000

2,627,000

2,682,254
-

-

12,580

-

-

-

本業務預計於111年下半年度執
行辦理。

2,682,254 2.27%
- 0.00%

覈實支付。

- 0.00%

已簽准同意動支共196,000元辦
理印製老人福利宣導摺頁及宣導
品，刻正辦理採購作業；餘規劃
於下半年陸續動支

12,580 0.48%

1.公彩基金委員會預計於5月底
召開2.老福機構及長照各項評鑑
(評選)皆規劃於9月之後陸續辦
理。3.長青學苑春季班刻正辦理
中，預計於5月辦理核銷作業

(四)辦理本縣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1,000,000

-

- 0.00%

本調查委託案第一期款係以110
年度預算支出，待第二期工作項
目完成後再辦理第二期款經費核
銷作業。

(五)其他專業服務費：1.辦理獨居老
人個案服務方案3,350千元。2.辦理
長照輔具到宅評估及租借業務2,200
千元。3.長照2.0-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培力方案2,200千元。
4.長照機構培力方案2,300千元。5.
交通接送服務培力方案2,000千元。
6.補助預防老人走失手鍊計畫70千元

12,120,000

115,431

115,431 0.95%

各項委託方案刻正辦理第一期款
驗收作業，待驗收完成後辦理請
款作業。

(六)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費行動式老
人休閒巡迴服務文康車車輛養護費。

8,000

-

- 0.00%

本採購案刻正待縣座簽核後辦理
後續採購作業。

(七)使用材料費:行動式老人休閒巡
迴服務文康車車輛油料費。

68,000

-

- 0.00%

本採購案刻正待縣座簽核後辦理
後續採購作業。

(七)辦理公益彩券管理委員會及說明
會誤餐茶水費、長青學苑教師節及長
青志工禮品。

136,000

(八)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購置行動
式老人休閒巡迴服務文康車(車體
1,450千元、改裝850千元)。

2,300,000

(九)1.補助老人文康中心修繕及充實
設施設備費1,500千元。2.補助公有
場地辦理社區關懷據點、巷弄長照
站、長青學苑空間修繕及充實設施設
備費2,000千元。

3,500,000

960

-

960 0.71%

覈實支付，長青學苑春季班預計
4-5月辦理核銷請款。

- 0.00%

本採購案刻正待縣座簽核後辦理
後續採購作業。

- 0.00%

規劃辦理中。

(九)捐助國內團體：1.補助獨居老人
電話問安、關懷訪視誤餐費、各項活
動、宣導及創新方案等補助費400千
元。2.中低收入老人收容安置補助
55,000千元。3.補助私校、社福團
體、社福及醫護機構辦理長照各項服
務補助及教育訓練暨督導等、居家服
務交通費、沐浴車服務、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及其他長照創新服務、長照
智慧照顧系統、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長照交通接送、社區式交通接送、照
顧服務員訓練等費用19,000千元。4.
補助團體辦理社福業務修繕及充實設
施設備費4,500千元。5.補助社福機
構、團體辦理老人福利活動600千
元。

79,500,000

2,553,283

2,553,283 3.21%

1.經查控制備查簿本項目尚有
5,767,717已辦理動支尚未撥款
，合計為8,321,000元2.另本項
目部分業務為按季請款故尚未辦
理請款作業

(十)捐助個人：1.中低收入老人傷病
醫療看護費用補助、中低收入老人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未滿七十歲)全民
健康保險自負保費補助5,047千元。
2.補助失能老人購租輔具及改善居家
無障礙環境設施設備、評估費用等
1,100千元。3.補助中低收入戶老人
裝置假牙費用2,110千元。4.補助中
低收入老人收容安置死亡葬祭費210
千元。

8,467,000

-

- 0.00%

本項目經費需簽准同意後方可辦
理請款作業

(十一)獨居老人緊急救援連線月租
費。

1,800,000

-

- 0.00%

本項目已辦理1-2月經費請款作
業，尚未完成撥款

(十二)辦理老人免費健康檢查印刷裝
訂與廣告費:1.辦理老人健康檢查郵
寄費800千元。2.辦理老人健康檢查
印刷裝訂160千元。3.業務宣導費80
千元。

1,040,000

-

- 0.00%

本年度老人健康檢查預計於8月
至9月辦理

4,685,000

-

- 0.00%

本年度老人健康檢查預計於8月
至9月辦理

(十三)補助老人健康檢查費。

四、身心障礙福利
(一)業務宣導費：1.身心障礙相關業
務宣導80千元。2.照顧者支持及長期
照顧2.0等業務宣導300千元。3.身心
障礙身權公約宣導費80千元。

136,319,000

8,170,361

-

-

-

8,170,361 5.99%

460,000

-

- 0.00%

覈實支付。

1,100,000

-

- 0.00%

依契約期程執行中。

55,457,000

-

- 0.00%

依契約規定按季審核，尚未辦理
核銷請款作業，

66,000

-

- 0.00%

覈實支付。

(五)捐助國內團體： 1.補助辦理臨
時及短期照顧服務費1,800千元。2.
居家照顧服務送餐服務4,600千元。
3.身心障礙長照2.0服務2,000千元。
4.長照十年計畫2.0布建失能身心障
礙特殊需求服務資源600千元。5.社
區日作業設施3,850千元。

12,850,000

149,417

149,417 1.16%

覈實支付。

(六)捐助個人:補助公私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44,017,000

7,676,801

7,676,801 17.44%

覈實支付。

(二)辦理身心障礙生活狀況需求調
查。
(三)其他專業服務費：1.家庭照顧支
持服務研習訓練服務方
案、日間照顧專業人員訓練、方案督
導及宣傳2,200千元。2.委託辦理手
語翻譯人員服務、聽語障視訊服務、
聽打服務人員訓練、宣導等服務方案
5,300千元。3.辦理復康巴士營運計
畫(含訂車系統維護)28,650千元。4.
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整合計畫3,500
千元。5.委託辦理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200千元。6.身心障礙身權公約14千
元。7.輔具資源中心場地租金費用
1,000千元。8.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暨
轉銜服務8,000千元。9.社福機構團
體辦理身心障礙社區居住服務方案
2,250千元。10.辦理臨時及短期照顧
服務方案宣導及訓練費用2,443千元
。11.辦理身心障礙日間照顧服務費
500千元。12.視障者生活重建1,100
千元。13.家庭托顧300千元。
(四)其他用品消耗:1.社區日間作業
設施50千元。2.身心障礙身權公約16
千元。

(七)身心障礙機構、團體考核或評鑑
(甲等以上)獎勵金。

500,000

-

- 0.00%

覈實支付。

(八)身心障礙福利團體考核委員出席
及交通費。

114,000

-

- 0.00%

覈實支付。

(九)辦理民間培力服務方案。

500,000

-

- 0.00%

規劃辦理中。

13,000

-

- 0.00%

覈實支付。

10,890,000

90,000

90,000 0.83%

覈實支付。

(十二)印製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
評估宣導單張或手冊等相關費用。。

72,000

-

- 0.00%

覈實支付。

(十三)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
業務宣導費。

150,000

-

- 0.00%

覈實支付。

(十四)協助辦理新制身心障礙需求評
估業務約用人員2名薪資、公提勞健
保及勞退金等。

1,350,000

-

- 0.00%

尚未完成人力甄補。

8,780,000

254,143

254,143 2.89%

4,257,626

4,257,626 5.93%

380,000

-

- 0.00%

120,000

12,000

12,000 10.00%

覈實支付。

60,000

40,000

40,000 66.67%

覈實支付。

(四)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心
理輔導評估、心理治療、處遇服務、
戒酒教育等相關費用。

990,000

-

- 0.00%

覈實支付。

(五)醫事人員協助辦理社區民眾心理
輔導評估、心理治療、轉介照會、專
業諮詢服務。

220,000

-

- 0.00%

覈實支付。

(六)老人保護業務及監護宣導相關費
用等

80,000

-

- 0.00%

覈實支付。

20,000

-

- 0.00%

覈實支付。

30,151,000

1,469,185

1,469,185 4.87%

1,500,000

-

- 0.00%

13,600,000

1,521,938

(十)身心障礙福利團體考核誤餐及雜
費。
(十一)捐助國內團體：1.補助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團體、辦理活動、休閒服
務、親職教育及設施設備、縣級身心
障礙團體會館租金、縣級及鄉鎮級身
心障礙團體行政人事費9,090千元。
2.補助身心障礙團體辦理國際身心障
礙者日系列活動500千元。3.補助身
心障礙團體辦理專業訓練500千元。
4.補助辦理身心障礙青少年暑期照顧
課程活動800千元。

(十五)新制身心障礙需求評估、身心
障礙者情緒支持、行為輔導、心理諮
商、法律諮詢、友善服務及家庭關懷
訪視服務。
五、其他福利
(一)醫事人員協助辦理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加害人心理輔導評估、心理治
療、處遇服務、戒酒教育等相關費
用。
(二)1.辦理性侵害加害人評估會議
(評估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治療成
效、高危險個案社區監控機制)。2.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相關會
議及個案研討會。3.辦理家庭暴力加
害人團體處遇講師鐘點費用(認知教
育輔導團體、戒酒教育輔導團體)。
(三)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
遇服務場地租借相關費用。

(七)辦理老人保護業務出席費、審查
費及交通費。
(八)其他專業服務費：1.家庭暴力相
對人關懷服務方案1,792千元。2.家
庭暴力及家事事件司法服務中心計畫
2,222千元。3.家庭暴力被害人個案
處遇服務方案3,668千元。4.性侵害
被害人服務方案4,900千元。5.新竹
縣竹北及新豐一站式親密關係暴力多
元處遇服務方案6,980千元。6.婦幼
緊急庇護服務方案1,609千元。7.防
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培力暨輔導計畫
1,072千元。8.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
處遇服務方案3,700千元。9.新竹縣
成人監護(輔助)宣告及保護安置後追
服務方案3,000千元。10.辦理新竹縣
老人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訪視調查方
案計畫等48千元。11.老人保護個案
追蹤輔導及家庭處遇服務方案1,160
千元。
(七)捐助國內團體1.性別暴力社區初
級預防推廣補助作業計畫500千元。
2.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輔導
及處遇方案1,000千元。
(八)捐助個人：1.身心障礙者辦理輔
助及監護宣告鑑定、法律扶助等費用
300千元。2.身心障礙保護個案安置
費用9,000千元。3.家暴、性侵害及
性騷擾被害人心理輔導、醫療、租
屋、緊急生活扶助、律師訴訟、學雜
費及安置等費用300千元。3.老人保
護安置相關費用4,000千元。

71,798,000

1,521,938 11.19%

覈實支付。

覈實支付。

多數委託案，依契約規定按季核
銷，第1季預定4月中旬核銷。

規劃辦理中。

依個案申請核實支付。

(九)委託辦理新竹縣社區培力育成中
心服務方案。

2,050,000

162,215

162,215 7.91%

(十)補（協）助政府機關（構）：1.
補助各公所轄內社區辦理社區福利服
務、成長教室、社區選拔及聯合社區
旗鑑計畫等方案經費3,300千元。2.
補助各公所轄內修繕社區活動中心
經費750千元。

4,050,000

-

- 0.00%

規劃辦理中。

200,000

-

- 0.00%

預計於9-10月辦理評鑑選拔作業，俟
後簽准評鑑選拔結果據予發放獎金。

(十二)委託辦理新竹縣志願服務推廣
中心服務方案。

2,810,000

310,280

(十三)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設施設備修
護費。

1,000,000

900

900 0.09%

覈實支付。

(十四)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公務車輛保
養維修費

34,000

-

- 0.00%

覈實支付。

(十五)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公務車輛
保險費用。

200,000

50,488

50,488 25.24%

覈實支付。

2,845,000

517,685

517,685 18.20%

覈實支付。

6,976,000

-

- 0.00%

按季核銷，第1季預定4月中旬核
銷。

625,000

-

- 0.00%

覈實支付。

1,850,000

-

- 0.00%

覈實支付。

1,437,000

-

- 0.00%

按季核銷第1季請款於4月核銷。

20,000

-

- 0.00%

覈實支付。

(二十二)社會團體培力及輔導宣導活
動相關費用。

30,000

-

- 0.00%

覈實支付。

(二十三)協助辦理社會團體培力及輔
導約用人員1名薪資、公提勞健保及
勞退金。

550,000

172,935

(十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獎勵金。

(十六)協助辦理社會安全網計畫約用
人員5名薪資、公提勞健保、勞退
金、加班費等。
(十七)其他專業服務費：1.竹北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社安網暨脆弱家庭關懷
輔導處遇服務方案2,000千元。2.竹
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安網暨脆弱家
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方案3,356千
元。3.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委辦清潔工
作費用300千元。4委託辦理心理復原
服務方案1,320千元。
(十八)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文具、紙
張、書報雜誌、鐵櫃、相機、兒童遊
戲室書櫃、玩具櫃等及社工人身安全
物品等辦公用之消耗品及非消耗品。
(十九)購置雜項設備：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設施設備費1,850千元。
(二十)1.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脆弱家庭
育兒指導服務方案1,129千元。2.補
助民間團體辦理脆弱家庭社區支持服
務方案（守護家庭小衛星）308千
元。
(二十一)辦理社會團體培力及輔導計
畫出差旅費。

小計

529,853,000

21,261,230

900,000

369,000

310,280 11.04%

172,935 31.44%
-

-

-

覈實支付。

覈實支付。

覈實支付。

21,261,230 4.01%

貳、社會救助業務
(一)補助民眾申請急難救助經費。
(二)補助傷病醫療及住院看護費。

369,000 41.00%

覈實支付。

750,000

-

- 0.00%

先行支用公務預算。

(三)家庭自立脫貧、促進就業服務方
案、遊民收容、兒少未來教育及發展
帳戶、相關社會救助業務等宣導資料
及文宣品。

260,000

-

- 0.00%

覈實支付。

(四)家庭自立脫貧、弱勢家庭促進就
業及兒少未來教育發展帳戶等方案企
業參訪活動意外保險費。

15,000

-

- 0.00%

保險起訖時間為每年五月份，預
計下半年度辦理核銷請款作業。

(五)中低、低收入戶生活扶助以工代
賑人員薪資、勞健保及勞退金等5
人。

1,885,000

136,377

136,377 7.23%

覈實支付。

(六)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
詢費：1.家庭自立脫貧、弱勢家庭促
進就業方案及兒少未來教育發展帳戶
等方案講師鐘點費及出席費(含交通
費)350千元。2.社會救助業務教育訓
練及外聘督導講師鐘點費(含交通
費)60千元

410,000

-

- 0.00%

覈實支付。

3,000,000

-

- 0.00%

規劃辦理中。

(八)辦理社會救助相關業務聯繫會
報、服務方案課程(含活動及會議)、
教育訓練及各項捐贈活動等誤餐費、
資料印刷、感謝獎牌及茶水等相關耗
材費用。

610,000

-

- 0.00%

覈實支付。

(九)辦理脫貧、弱勢家庭促進就業方
案、兒少未來教育發展帳戶及各項捐
贈活動場地租借費及場地佈置費。

750,000

-

- 0.00%

覈實支付。

(七)智慧福利服務躍升計畫經費。

(十)辦理脫貧、弱勢家庭促進就業方
案及兒少未來教育發展帳戶等活動租
車費用。

30,000

-

- 0.00%

覈實支付。

(十一)捐助個人：6 1.低收入戶家庭
及兒童生活補助費15,000千元。2.低
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費8,000千元。
3.低收入戶喪葬補助1,200千元。4.
脫貧方案相對提撥款500千元。5.補
助脫貧及弱勢家庭促進就業方案個案
交通費70千元。6.兒少未來教育發展
帳戶150千元。7.兒童及少年未來教
育發展帳戶之本府監護個案提撥款
550千元。

25,470,000

223,627

223,627 0.88%

覈實支付。

590,000

-

- 0.00%

覈實支付。

1,500,000

2,785

2,785 0.19%

覈實支付。

90,000

-

- 0.00%

覈實支付。

(十二)捐助國內團體：補助辦理促進
遊民就業計畫590千元。
(十三)補助收容機構照顧本縣遊民之
健康檢查費、醫療費、看護費、健保
費、喪葬費、給養費、訪視費、極端
氣候機制費用、三節關懷活動補助費
及業務宣導費等1,500千元。
(十四)印製社會救助相關災害手(含
災民收容救濟站訓練手冊)宣導資料
及文宣品等。
(十五)辦理災害救助研習訓練費用。

70,000

-

- 0.00%

規劃辦理中。

(十六)辦理災害救助研習訓練餐點及
茶水等。

80,000

-

- 0.00%

覈實支付。

(十七)補助辦理災害防救整備相關業
務、研習與觀摩演練等。

200,000

-

- 0.00%

規劃辦理中。

36,610,000
731,789
合
計
566,463,000
21,993,019
填表說明：1.「福利類別及項目」，得視當季實際執行情形酌予增減或修正。
2.歲出預算社會福利科目金額係指總預算歲出政事別預算總表中，社會福利支出科目預算數。
八、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剩餘情形：
（一）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累計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待運用數(f)=(a)+(b)-(e）600,054,806元。
小計

參、社會保險
小計
肆、國民就業
小計
伍、醫療保健
小計

-

731,789 2.00%
21,993,019 3.88%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二）尚未執行之原因：
1、專業服務費用依契約規定按季核銷，第1季金額需4月中旬始能統計完畢，故執行數預計於第2季呈現。
2、宣導費用因部分活動尚在執行中，經費未完成核銷，俟活動辦理完畢將儘速核銷。
3、本府多筆捐助個人款項均以先核定，後核撥之方式辦理（例：兒少福利服務、身障福利服務），每月初核定，每月底核撥，故執行數將在下一季報表中呈現。
九、公益彩券盈餘預算經費動支及核銷預估情形： （第4季報表本欄免填）
預計於次季核銷經費 250,871,000 元，預估累計至次季止執行率 44 %。
承辦人員簽章：
業務單位
聯絡電話：(03)5518101轉2212
主管簽章：
填表日期：
會計單位
主管簽章：
備註：簽章欄得由各該直轄巿、縣巿政府視業務劃分，自行調整。

機關主管
簽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