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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基隆市政府補助辦理 

【建構性別暴力領航社區服務方案】補助計畫 

 
壹、計畫緣起： 

衛生福利部自 105年起挹注經費補助並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間單位

辦理「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宣導計畫」，同時推動辦理社區防暴宣講師，培植在地

人才擔任防暴宣講種子，深入社區鄰里宣講，本府亦積極投入並擔任資源整合與支持

輔助角色，輔導社區投入，發掘各社區的暴力議題，並就該社區特色、文化、多元族

群等特性(包括：婦女、兒童及青少年、男性、原住民、新住民、老人、身心障礙者)

及其核心議題擬定在地性的社區防暴宣導計畫，協助社區連結各網絡資源，提供相關

培力與支持輔導，共同強化並提升本市民眾對性別暴力防治意識，增加各社區性別暴

力防治之能量，促進社會大眾建立預防意識。 

為持續增進社區民眾對性別暴力問題的本質、定義、求助管道及資源，釐清民眾

對傳統家庭暴力的迷思，學習尊重每一個獨立的個體，藉以社區的凝聚力來共同推動

性別暴力預防工作，爰規劃辦理本計畫，以增強本市市民「暴力零容忍」之意識，打

造一個安居樂業無暴力的安全居住環境為目標，邁向零暴力的海洋城市。 

 

貳、計畫目的： 

一、 透過預防推廣教育，提升社會大眾反暴意識，促進社會大眾對於性別暨家庭暴力

問題之認識，即早建立預防觀念，將家庭暴力零容忍的觀念深植人心。 

二、 整合社區網絡資源，由申請單位以母雞帶小雞的形式，帶領及培力小雞社區共同

推動家庭暴力預防推廣教育工作外，發掘社區防暴議題及執行各項子方案，建立

反家暴社區意識，共同投入防暴優先行列。 

三、 為就近培植本市轄內社區在地人才，培力更多宣講種子，投入社區進行防暴觀念

上的扎根，宣導「暴力零容忍」觀念，建立系統化培訓系列課程。 

四、 透過獎勵社區參與性別暨家庭暴力防治的各項方案，促進社區民眾溝通與互動，

營造反暴力的社區氛圍，使性別暴力初級預防的理念及行動在社區紮根，凝聚社

區「暴力零容忍」的共識，成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發生的約制力量，冀以減少家

庭暴力問題。 

 

參、計畫期程： 112  年 01  月 0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肆、辦理內容方式： 

一、 前置作業 

(ㄧ)辦理 112年建構性別暴力領航社區服務方案說明會 

為配合中央政府政策推動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工作，將暴力零容忍的意識，增

進大眾對家庭暴力的正確認知，倡導自我保護的方法與因應能力，本府預計於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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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辦理推動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計畫說明會，透過各地行政區區公所與在

地社區單位、民間團體在地連結性緊密性的關係，邀集社區參與上述說明會並輔

導撰寫計畫申請書。 

(二)召開 112年度建構性別暴力領航社區服務方案審查會 

由本府召開計畫審查會議，審查會議標準係為增加本市本項計畫之社區覆蓋率，

過往未曾參加本項計畫之社區，優先評比審查補助社區初級預防宣導計畫，擇優

遴選補助單位；105-111 年間獲衛生福利部補助者，提出創新亮點、擴大居民參

與的行動策略、發展在地支持網絡服務等計畫社區，結合多個社區單位為共同推

動本計畫者，優先評比審查補助社區初級預防領航計畫並擇優遴選補助單位。 

(三)建置本府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計畫申請流程 

 

 

 

 

 

 

 

 

 

 

 

 

 

 

 

 

 

 

二、計畫內涵 

(一) 可申請的對象 

1. 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醫療機構、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 

3. 立案之社會團體、學術團體或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一)補助辦理初級預防宣導計畫： 

1. 補助原則： 

(1) 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 15萬元。 

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1. 計畫申請書 

2. 計畫書 

3. 經費概算表 

 

本府社會處收件並審核檢附資料 

召開「建構性別暴力領航社區服務方案」審查會 

函發審核結果及核定表予申

請單位。 

函發公文告知申請單位審核

結果。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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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單位依當地之社區特性、暴力結構與態樣、所遭遇並須優先處理問題等，

於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兒少保護(含兒少性剝削防制)、

老人保護、身心障礙保護、反毒與拒毒等 7 類主題中，擇定 2 項宣導主題，

進行相關宣導、教育訓練及活動。 

(3) 採多元且融入日常之方式辦理社區宣導、講座、教育訓練及活動，盤點當地

與暴力防治相關之服務資源，並結合與網絡單位合作，其中社區宣導須至少

1名具社區防暴宣講師資格(衛福部或本府核發證書)協助推動宣導。 

(4) 應配合參與衛生福利部、本府辦理相關輔導、訪視及聯繫會議。 

(5) 積極推派社區人員(至少 2名)參與防暴培力訓練與相關課程。 

(6) 提升社區防暴宣導涵蓋率：需安排至未曾參與初級預防之社區(里)或集合式

住宅社區宣導性別暴力防治，至少 1個單位。 

(二)補助辦理初級預防領航計畫： 

1.補助原則： 

(1) 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 35萬元。  

(2) 補助單位依當地之社區特性、暴力結構與態樣、所遭遇並須優先處理問題等，

於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兒少保護(含兒少性剝削防制)、

老人保護、身心障礙保護、反毒與拒毒等 7 類主題中，擇定 3 項宣導主題進

行相關宣導、教育訓練及活動。 

(3) 採多元且融入日常之方式辦理社區宣導、講座、教育訓練及活動，盤點當地

與暴力防治相關之服務資源，並結合與網絡單位合作，其中社區宣導活動須

至少 1 名具社區防暴宣講師資格(衛福部或本市核發證書)協助推動宣導，除

結合各式節慶，並應配合國際不打小孩日(4月 30日)、家庭暴力防治月(6月)

或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11月 25日)等，至少辦理 1場次宣導。 

(4) 應主動邀請或連結至少 5 個社區參與暴力防治工作，例如邀集所連結社區之

單位幹部或成員參與所辦理各項宣導、教育訓練或活動，並視需要進行協助

與經驗分享，提升其他社區之參與意願與量能。 

(5) 採多元且融入日常之方式辦理社區宣導、講座、教育訓練及活動，盤點當地

與暴力防治相關之服務資源，並結合與網絡單位合作，其中社區宣導須至少

1名具社區防暴宣講師資格(衛福部或本府核發證書)協助推動宣導。 

(6) 應配合參與本府辦理相關輔導、訪視及聯繫會議。 

(7) 積極推派社區人員(至少 2名)參與防暴培力訓練與相關課程。 

(8) 提升社區防暴宣導涵蓋率：需安排至未曾參與初級預防之社區(里)或集合式

住宅社區宣導性別暴力防治，至少 2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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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社區初級預防宣導計畫或社區初級預防領航計畫之受補助單位，須同意協助

拍攝產製 1支影片，拍攝內容應結合社區初級預防輔導、培力、創意競賽、社區

防暴宣講師宣導、初級預防共識營等相關活動，該影片素材得由衛生福利部及本

府運用推動性別暴力業務等相關活動，預計 112年 4月公布拍攝方式及徵件時

間。 

伍、補助項目及基準 

項目 基準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每節最高 2,000 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其連續

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

減半支給。 

專家學者出席

費 

每次最高 2,500 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社區輔導實地

訪視。 

場地及佈置費 每案  場地清潔費、租金、場地佈置費、

場地設施設備租借等相關費用。 

印刷費 每案  1. 含單張、海報、活動手冊、課程講

義等。 

2. 請於適當位置標示「衛生福利部

補助」及「公益彩劵回饋金補助標

章圖樣」。衛福部社家署網站 

https://www.sfaa.gov.tw/SFAA 

 

臨時酬勞費 每小時 176 社區推展性別暴力業務所需活動支

援人力、兒少托育人力等等，以勞動

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計

算，每人每月不得超法定基本工資

過。受補助單位之專職領有薪給者，

不得支領。 

膳費 每人每次最高 100 辦理會議、訓練、活動等服務方案逾

時用餐費 

志工服務背心 每件最高 160 新申請社區志工背心製作 

影片製作費 每案  器材租借、教材費。不包括製作費、

設計費、剪輯費、播出費等用於影片

之費用。 

甲類專案管理

費 

每案  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
（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百分之
十，所稱總經費係實際支出補助
總經費。支用項目包括電費、電
話費、水費、油料費、電腦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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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機耗材、事務機器租金、通訊

費、網路費、運費、郵資、攝影、
茶水、文具、補充保險費及其他
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陸、申請方式、應備資料及期程 

一、 徵件收件日期：自公告日起~112年 2月 24日止，以函文送至本府。 

二、 徵件說明會：112 年 2 月 14 下午 2 時於基隆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六樓第一教室

(麥金路 482號) 

三、 徵件審查後，於 112年 3月中旬公布審核結果。 

四、 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頁末請用印：團體圖記+負責人簽章）(附件 1) 

(二) 計畫書一式 2份 

(三) 立案證書影本 

(四) 負責人當選證書 

(五) 組織章程 

(六) 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

2)，若不適用請於申請公文中敘明。 

五、 本計畫相關電子檔請逕至本府社會處網站下載，倘有疑問可洽本府業務承辦人林

容 瑋 社 工 師 ( 聯 絡 電 話 ： 2434-0458 分 機 236 ； 電 子 郵 件 ：

jungwei2099@mail.klc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