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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春節加強關懷弱勢實施計畫 
－「村里社區來關懷  全民平安過好年」－ 

 

壹、計畫背景： 

春節年關對於經濟弱勢家庭，常是其生活壓力之來源，因此有必要

於春節前後，提供及時扶助與服務，讓弱勢民眾也能感受社會大眾及

政府部門關懷扶助之意。 

鑒於 108年有長達 9天春節假期，為使發現有經濟困難需要協助的

弱勢民眾及家庭，即時獲得社會資源之挹注及救助，使其能安心過好

年；又年節期間常遇低溫來襲，在低溫時讓獨居老人、遊民及弱勢民

眾得到溫暖與庇護，乃結合基層組織、民間團體、行政部門，通力合

作，期使弱勢民眾能平安過好年，特訂定春節加強關懷弱勢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運用基層村里、社區組織，發揮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精

神，加強個案通報與關懷服務。 

二、結合民間宗教、社會福利公益慈善等民間資源，扶助弱勢家庭。 

三、落實春節期間政府的支持聯繫系統，使發生急難民眾求助有門，並

獲得即時救助。 

四、讓弱勢家庭及民眾獲得政府、社會之即時關懷與經濟紓困，使全民

安心、歡樂的過年。 

 

參、主辦與協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 

二、協辦單位： 

(一)村里辦公處。 

(二)民間團體：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1957 專線）、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會、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

台灣省私立佛教懷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福智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台

灣世界展望會、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中華民國紅十

字會總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發一崇德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

人正德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康寧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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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林堉琪先

生紀念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鄭俊生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許潮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財

團法人陳趙樹公益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添永慈善基金會、財團

法人杜萬全慈善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等 24

個民間單位。 

 (三)衛生福利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社會福利機構： 

1.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中區兒童之家、南區兒童之家、少年

之家、北區老人之家、中區老人之家、南區老人之家、東區老人之

家、澎湖老人之家、彰化老人養護中心，雲林教養院、台南教養院、

南投啟智教養院等 13單位。 

2.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社會福利機構。 

 

肆、實施期程： 

自 108年 1月 21日至 108年 2月 16日(正月十二）止，為期 4週。 

【108年春節為 2月 5日（正月初一），配合週休 2日及調整放假 1日，

年假由 2月 2日（年二十八）放至 2月 10日（初六）共 9日】。 

 

伍、關懷對象： 

一、已接受政府社會福利服務照顧的弱勢家庭及民眾(含獨居長者、失能

老人及街頭遊民等)。 

二、宗教團體、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等民間單位所輔導服務的弱勢家庭

及民眾。 

三、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死亡、罹患重傷病或家庭遭逢重大

災害、暴力事件或意外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四、民眾於春節前發生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經濟

性因素未能及時運用，以及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

期間生活陷於困境者。 

五、其他有經濟困難致生活陷困者。 

 

陸、實施方式：  

一、政府部門: 

(一) 衛生福利部： 

1.春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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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儘速核撥「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專案等地方政府補助款。 

(2)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建立春節期間緊急通報名單。 

(3)積極聯繫地方政府及結合民間資源共同合作於春節前完成各項弱

勢關懷救助服務。 

(4)請內政部警政署督導轄下各分局、派出所於勤務時遇有弱勢家

庭，仍可透過「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專案機制通報協處。 

(5)請內政部消防署督導轄下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加強宣導有關熱

水器、電暖爐等電器用品及瓦斯器具正確使用方法，避免春節期

間發生一氧化碳中毒及火災等不幸事件。 

(6)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前結合民間慈善單位、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及各居家服務提供單位，全面訪查轄內獨居老人，適時提供必

要之協助。另對乏人照料之獨居老人，請縣市政府於春節期間考

量將老人暫予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以利獲得妥適照顧。 

(7)對於生活尚能自理之獨居老人，如果自行備餐確有困難，各地方

政府應提供送餐服務，或發放代餐、食物券、結合老人福利機構

持續辦理；除請結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民間單位志工，分配主

責關懷之獨居老人，適時提供電話問安或關懷訪視服務。另低溫

特報時提供保暖物品，讓獨居老人可以取暖防寒。 

(8)各地方政府對於農曆春節期間需要使用居家服務或送餐服務之失

能老人，不論獨居與否均應督請居家服務、送餐服務提供單位持

續提供服務，確保服務不中斷。 

(9)督導地方政府如遇 10度以下低溫特報時，依照本部「低溫及年節

時期加強關懷弱勢民眾專案計畫」啟動低溫關懷機制。並請地方

政府結合民間團體於春節期間應對轄內遊民加強街頭訪視與關懷

服務，預先發放禦寒保暖衣物或睡袋，安排開設熱食供應及臨時

庇護住宿地點，並使遊民朋友於節前充分瞭解相關措施與其可求

助之地點。 

(10)本部為幫助低收入戶跟中低收入戶兒童，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善用年節關懷活動，加強宣導只要是 105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的

低(中低)收入兒童，就可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府)政府社

會局(處)申請開立「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從 0至 18歲，政府與

家長每年各存入最高 1.5萬元，等孩子年滿 18歲，這筆存款就

可以拿來升學、職業訓練甚至是創業。想了解更多訊息請詳見帳

戶專區：http://goo.gl/TwQ5e5或撥打免付費 1957專線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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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春節期間： 

(1) 衛生福利部「1957福利諮詢專線」擔任全國緊急通報窗口，由專

人接聽，負責並受理春節期間民眾急難救助通報及行政聯繫事

宜。 

(2) 衛生福利部「113保護專線」24小時全年無休，該專線由專業社

工人員提供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或是兒少保護電話通報及

諮詢服務。 

（3）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0800-788-995 請幫幫、救救我），該專線

於春節期間仍維持 24 小時不打烊服務，持續提供民眾心理諮詢

及協助自殺危機救援；此外，春節前針對曾來電有多重問題之諮

詢者辦理主動關懷服務。 

(4)春節期間指派同仁監看媒體，遇有重大緊急事件應即聯繫各窗

口，協助立即處理各項救助安置事宜。 

(5)針對媒體報導有關急迫性急難事故，由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通知本

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依據其分配之責任區(見附件 1)，代表本部

予以關懷慰問，並通知地方政府協同辦理。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1.春節前: 

(1)各項生活津貼、補助款等，應於年節前撥付補助對象。 

(2)請村里長、村里幹事，於春節前瞭解及關心轄區內有經濟困難之

弱勢家庭，輔導申請「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專案、急難救助

或請縣市及鄉鎮市區公所提供物資救助。 

(3)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處(局)加強與教育、勞政等相關局處

聯繫機制，遇有學童家庭遭逢變故，或因關廠歇業或放無薪假致

生活陷困之弱勢個案，主動協助輔導申請「急難紓困」(原馬上關

懷)專案、急難救助或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給予物

資救助。 

(4)針對轄區內之獨居長者、失能老人，應事先調查春節期間之送餐、

物資及照顧需求情形，安排提供社會福利資源，或轉介適當服務。 

(5)預防遇有低溫發布時，請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啟動相關機制，加

強對獨居老人低溫關懷訪視服務。如：電話問安關懷、協助檢視

居家用電安全、告知熱水器正確使用方法及提供必要禦寒保暖物

資。 

(6)對於轄區內街頭遊民提供關懷服務，例如:加強街頭訪視、安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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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熱食提供地點及提供臨時住宿地點，預先發給禦寒保暖衣物及

生活物資，充分宣導春節期間相關熱食、物資、庇護處所等開設

地點等服務資訊。 

(7)對於未符合政府救助規定，仍有需要協助之個案，請協調民間資

源給予適當協助。 

(8)預先調查各類緊急安置機構可安置床位以備用，俾供春節期間進

行緊急個案之安置。 

2.春節期間： 

(1)建立春節期間急難救助聯繫窗口、急難救助備用金制度，指派輪

值人員並將名單及緊急聯繫電話等，上述資料造冊送衛生福利部

彙辦。於接獲通報個案時，能夠立即啟動急難救助機制，進行派

案、訪視、核定、發放的角色及任務。 

(2)備妥急難救助備用金，以供緊急關懷救助金之核發。 

(3)針對農曆春節期間需要使用居家服務或送餐服務之失能老人，不

論獨居與否均應督請服務提供單位持續提供服務，確保服務不中

斷。對於生活尚能自理之獨居老人，如果自行備餐確有困難者，

應提供送餐服務或發放代餐、食物券、結合老人福利機構持續辦

理。另低溫特報適時提供保暖物品，讓獨居老人可以取暖防寒。 

(4)中央氣象局發布 10度以下低溫特報時，立即啟動低溫關懷機制，

結合民間團體強化對遊民的關懷服務，除適時發放禦寒保暖衣物

或睡袋，並提供臨時住宿、開設低溫庇護服務。 

(5)評估需要緊急安置個案，立即協調社會福利機構予以安置。 

 

二、民間團體部分： 

由衛生福利部提供辦理急難救助及個案輔導服務之相關基金會、宗

教團體等社福團體名冊，共同參與本計畫並配合推動下列措施： 

（一）請各民間團體於春節前針對所輔導的案家進行關懷訪視予以救

助，如遇有符合「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專案專案救助者，請

轉知通報村（里）長或鄉（鎮、市、區）公所，以協助案家儘速

獲得補助與關懷。 

（二）各民間團體發現有急難變故致生活陷困民眾，除予以關懷救助外，

並視其需要即轉知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協助。 

（三）民間慈善團體急難救助資源暨聯繫方式，已於本部社會救助及社

工司「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專案網頁公布，可適時參考運用，

以作為未能符合政府救助規定、或經政府救助後生活仍然陷困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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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支援與後盾。 

 

柒、春節年假期間（107 年 2 月 1 日 17 時至 2 月 11 日 8 時止）特別注意

事項： 

一、各單位緊急聯繫窗口之指派人員，務必保持手機開機、電話暢通，

亦請賦予其指派聯繫訪查人員的權利。 

二、春節期間鄉（鎮、市、區）公所可以啟動「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

專案專案之訪視小組，辦理訪視、認定及救助金發放者更佳。若不

便啟動時，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指派專人（社工員或業務承辦人員）辦理訪視、認定及核發工作，

得免邀請民間公正人士參與訪視。 

三、為保護街頭遊民生命安全，當氣溫 5 度以下，或街頭遊民有生命危

險之虞時，請各地方主管機關積極結合警政單位、民間團體，應勸

告或強制撤離，並予以安排臨時避寒住宿或就醫。 

 

捌、預期效益與影響： 

一、使社會大眾感受到政府與民間共同關心照顧弱勢家庭，促進社會安

定祥和的用心及努力。 

二、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加強弱勢關懷扶助措施，建立綿密通報、救助

關懷網絡，使急須協助的個案及家庭，在春節期間獲得及時與適切

的關心協助。 

三、發揮村里、社區敦親睦鄰與互助的力量，讓全民平安過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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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表 

 

單位別 工 作 項 目 

衛生福 

利部 

1.1957福利諮詢專線（通報及分案）。 

2.113保護專線 24小時全年無休，由專業社工人員提供家庭暴

力、性侵害、性騷擾或是兒少保護電話通報及諮詢服務。 

3.安心專線（0800-788-995）春節期間仍 24小時服務，持續提供

民眾心理諮詢及協助自殺危機救援。春節前並針對曾來電有多

重問題之諮詢者辦理主動關懷服務。 

4.協助處理各項緊急救助安置事宜。 

5.媒體報導急迫性事故，由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代表關懷慰

問。 

6.函請內政部警政署於勤務時遇有弱勢家庭，仍可透過「急難紓

困」(原馬上關懷)專案機制通報協處。 

7.函請內政部消防署於春節前加強預防火災及電器使用等安全宣

導。 

直轄市、

縣市政府 

1.各項生活津貼、補助款等，應於年節前撥付補助對象。 

2.動員村里長、村里幹事，協助於弱勢家庭申請救助金或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提供物資。 

3.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加強與教育、勞政等相關局

處聯繫機制，遇有學童家庭遭逢變故，或因關廠歇業或放無薪

假致生活陷困之弱勢民眾（家庭），主動協助申請「急難紓困」

(原馬上關懷)專案、急難救助或給予物資等救助。 

4.已接受社福服務的弱勢家庭予以追蹤、關懷，提供適當服務。 

5.未符合政府規定個案，聯繫民間資源予以協助。 

6.建立緊急聯繫窗口，聯絡民間資源予以協助。 

7.備妥急難救助備用金，以隨時供關懷救助金核發。 

8.評估緊急安置需要，協調機構予以安置。 

9.「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專案專案持續運作，如公所不便啟

動，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專人辦理。 

民間團體 

 

1.春節前所輔導的案家進行關懷訪視。 

2.發現急難民眾通報（轉介）。 

3.提供急難救助金或其他服務（受理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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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衛生福利部辦理急迫性急難救助案件責任區分配表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金門縣、連江縣 

北區老人之家：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北區兒童之家：桃園市、新北市 

少年之家：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中區兒童之家：臺中市（合併升格前臺中市部分） 

彰化老人養護中心：臺中市（合併升格前臺中縣部分） 

中區老人之家：彰化縣 

南投啟智教養院：南投縣 

雲林教養院：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教養院：臺南市 

南區兒童之家：高雄市 

南區老人之家：屏東縣 

東區老人之家：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老人之家：澎湖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