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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南

生

活

美

學

館

1

文化部

110年推

動社區營

造及村落

文化補助

作業要點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

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鼓勵

民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及藝文扎

根活動，以建立公民社會，落實

文化平權，厚植多元文化價值，

營造協力共好社會，特訂定本要

點。

文化部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依法設立登記或立

案之組織、法人、大專院校、民間團

體 不含政治團體 及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

互助共好類計畫執行期限得為兩年，每一案補助金額

每年以不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為原則；自主參與類計

畫執行期限為一年 不得跨年度每一案補助金額以不

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為原則。

110/01/01-110/11/30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

館研究發展組

江小姐

06-2984990*7006

1

臺南市社

區營造計

畫徵選

1.徵選、補助團體組織社區營造

計畫，深化公民參與公共事務、

建構在地知識、深耕社區文化內

涵，厚植多元文化價值。

2.採競爭型補助機制，分三個補

助類型：「在地深耕型」、「協

力共創型」、「區公所層級社造

計畫(一般社造/進階社造)」。

3.重點補助地方文化館及文化生

活圈、深度文化體驗、青銀共

創、多元族群、公民審議等議

題。

4.個人計畫另行公告

1.文化部

2.文化局

1.本市團體組織：

(1)本市市依法設立登記之社區發展協

會、人民團體、基金會、社會企業

等。

(2)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及位於本市各

大專院校。

2.本市各區公所。

1.在地深耕型：上限20萬元。

2.協力共創型：上限50萬元。

3.區公所層級社造計畫：

(1)一般社造公所上限40萬元

(2)進階社造公所上限80萬元。

※各補助類型實際補助名額及金額將依計畫審查結果

核定。

1.徵選須知公告：預計109年12月。

2.受理申請期限：依公告徵件日為

主，預計為110年1月底。

3.計畫審查：110年2-3月(初、複

審)。

4.核定補助：110年4月。

5.執行期間：核備日起至110年10月

31日。

6.結案：預計為110年11月12日

前。

7.協力共創型、區公所層級社造計

畫得申請2年期。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資源科

06-2959205

2

臺南市政

府文化局

代辦「文

化部辦理

私有老建

築保存再

生計畫

一、建物整修類。

二、修復技術、培力再生及教育

推廣類。

三、文化經營類。

文化部

※建物條件：位於本市民國60年(含)

以前興建完成，具有歷史、文化、藝

術並有保存再生價值等潛力之私有建

物整建或修建為原則。但私人經營具

公益性之公有建物或民國60年之後興

建符合前述條件之私有建物，其情形

特殊，經審查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建物整修類：建物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

(二)修復技術、培力再生及教育推廣

類：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民間團

體、公司行號或具建築、文資等相關

科系之學校。

(三)文化經營類：依法設立登記或立

案之民間團體、公司行號或自然人。

(一)補助上限以符合本須知第參條補助項目總金額

50%為原則，但具高度歷史、文化價值或公益性等特

殊情形，經審查會同意者，最高上限可達80%。

補助金額達新臺幣250萬元以上者或具特殊性經審查

會決議者，應辦理建物文史調查研究及修復記錄；其

未達者應於計畫書敘明建物歷史脈絡，並應避免於修

復過程中對建物文化價值產生破壞。

為維護建物文化歷史價值及匠師技藝傳承，建物文史

調查研究、修復過程之文字、照片或影音記錄、匠師

技藝傳承等項目，採全額補助，且不納入前述補助比

率計算。

以老建築從事文化經營之租金，每月補助上限為新臺

幣12,000元，並以不超過2年為原則。

(二)建物整修類與修復技術、再生推廣類經獲文化部

核定補助者，得由本局另行酌增補助額度，計算原則

以不高於向文化部提案(暫定)總經費20%及不高於文

化部核定補助金額40%為原則核定，機關得視當年度

預算調整之。

原則為自簽約日起一年內。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建設科

劉小姐

06-2981738

「110年度臺南市社造計畫聯合說明會」各機關補助計畫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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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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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

理處辦理

古蹟歷史

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

落建築群

經費補助

要點

本要點係補助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或聚落建築群之管理維

護、修復及再利用等項目，補助

方式除經費外，得以建材銀行提

供之舊建材方式辦理。

文化資產

管理處

 本要點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或聚落建築群為本市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

建築群。本要點所稱申請人為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二十ㄧ條規定管理維護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

築群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申請補助案每件自籌款應佔總經費比例百分之五十以

上，補助經費以不超過 新臺幣二萬元為原則。但情

形特殊者，不在此限。補助金額在新臺幣三萬元(含)

以下者，由本處依權責決行；逾新臺幣三萬元者，應

簽報市長同意後，始予補助。

每年2月、6月受理申請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理處/有形組

林小姐

06-2213569轉202

2

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

理處推動

無形文化

資產保存

補助要點

為鼓勵民間辦理無形文化資產之

調 查、紀錄、保存、教育學習傳

習、管理維護、推廣及人才養成

等工作

文化資產

管理處

本要點所稱無形文化資產，指符合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 二款所定傳統

工 藝 、 傳統表演藝術 、口述傳統、

民俗、傳統知識與實踐 及第九十五條

所定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並經

臺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登錄、列

冊或本市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

者。

本補助對同一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助累計金額一年度

以不超過 新臺幣二 萬元為原則 。 但下列因情形特殊

而須超過新臺幣二萬元者，應敘明理由專案簽 核： (

一 為配合非連續性民俗、信仰、節慶活動之舉辦。 (

二 配合中央政府補助計畫補助之民間團體。 ( 三 經

文化部 列冊或指定之重要技術保存者； 臺南市政府

列冊或登錄之保存 者。 補助金額，在新臺幣三萬元

含 以下者，由本處依權責決行；逾新臺幣 三萬元者

，須簽報市長同意後，始予補助 。 補助金額以不逾

總經費百分之九十為原則。

每年2月受理申請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理處/無形組

王小姐

06-2213569轉308

3

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

理處補助

私有古物

保存維護

要點

辦理管理維護、修復及活化利用

私有古物之補助

文化資產

管理處

本要點所稱私有古物，指經臺南市政

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十五條規定

登錄、公告之私有古物。但不包括曾

為公營事業全部或一部並已移轉為民

營之事業機構所有或管理者。

本補助對同一受補助者於同一年度之補助累計以新臺

幣二萬元為限 。 但情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補助金

額在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者，由本處依權責決行；

逾新臺幣十萬元者，須簽報市長同意後，始予補助

。 補助金額以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九十為原則。

每年2、6月受理申請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理處/研究組

蘇小姐

06-2213569轉603

社

會

局

1

社區參與

福利服務

計畫

由會務健全之社區發展協會提案

申請並配合社會局年度計畫辦理

，109年度計畫針對社區中的社

區安全網建構、社區災害防備、

社區防暴、社區經濟、老人、婦

女、兒少、身心障礙及其他類別

，透過社區需求調查來研提適合

的福利參與計畫。

社會局 立案且會務健全之社區發展協會 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8萬元

110.01.01-110.12.31

109年12月辦理說明會，110年1月

提出申請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人民團體科

吳采蓁

06-2982558

文

化

資

產

管

理

處

2



2

建立社區

照顧關懷

據點

每一據點應至少具備下述服務項

目之三項功能:

1.關懷訪視。

2.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

3.餐飲服務。

4.健康促進活動。

社會局

1.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

會)。

2.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宗教組織、文

教等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

福利事項者。

3.其他團體如社區宗教組織、農漁

會、文史團體等非營利組織。

4.村(里)辦公處。

業務費及志工相關費用：每月補助金額新臺幣1萬

元。

1.受理籌設申請：110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

2.籌設設置後：依規劃服務項目以6

個月為籌設試辦期。

3.核定補助計畫及經費執行期間：

核定正式設置起至110年12月31

日。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吳幸怡

06-2931232

3

希望小

屋-兒童

及少年社

區照顧據

點

於本市各區成立兒少社區照顧據

點，作為兒少關懷最直接的第一

道防線。就近提供偏鄉、弱勢兒

少課後陪伴服務、寒暑假營隊及

其家庭親子活動、團體輔導、家

庭關懷與訪視等補充性、支持性

之近便性服務。

*補助原則：需經本局評估後始

得申請

社會局

1.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

會）

2.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相關事項之

法人及其他非營利組織之社區團體

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27萬元/年
110.01.01-110.12.31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年福

利科

陳沛堤

 06-2991111轉

5907

農

業

局

1
農村再生

執行計畫

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

施建設、產業活化、文化保存、

生態保育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

社區

1.產業活化行銷推廣：補助上限每日20萬元，最高補

助60萬元，社區自籌款為總經費30%。

2.產業活化規劃設計：補助上限20萬元，社區自籌款

為總經費10%。

3.文化保存與活用：補助上限10萬元，社區自籌款為

總經費10%。

4.生態保育：補助上限10萬元，最高補助20萬元，

社區自籌款為總經費10%。

5.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社區自辦：

環境改善及綠美化補助金額上限20萬元，空間活化

再利用及農村特色建物之空間改善補助金額上限50

萬元。

6.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政府興建：

經費依實際需求編列，量體大者，應分區分期辦理。

自核定農再計畫後分年提報計畫，

當年度提報計畫須當年度完成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農地管理工程科

06-6323941

社

會

局

3



1
社區治安

營造補助

依據「內政部推動社區治安補助

作業要點」，為推動社區治安營

造工作，運用村（里）及社區人

力資源，強化社區自我防衛能力

，建構優質治安社區。本計畫補

助項目，包含事務費、裝備費、

會議及宣導費。每年補助次數為

1次。

內政部

1.依人民團體法及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規定設立之社區發展協會。

2.依內政部補助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

作業要點報備之守望相助隊。

3.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報備之管理委

員會。

1.每社區之補助經費於固定額度，依年度預算總數彈

性調整補助社區數。

2.110年度補助1個組織新臺幣（以下同）8萬元。

前一年度11月5日前報局，11月15

日前完成初審，12月10日前陳報內

政部

防治科

黃警務正

06-6359195

2

守望相助

隊經費補

助

為有效利用本市所編列預算補助

里、社區守望相助隊各項經費，

使其充實裝備、健全組織，勤務

正常運作，以協助維護地方治安

，特訂定「守望相助隊經費補助

作業要點」，期能將補助守望相

助隊經費做最妥適、合理之運用

，強化本市各守望相助隊組織及

協助治安維護之功能。

警察局

1.本市核備立案之里、社區守望相助

隊，新核備立案守望相助隊須持續運

作3個月以上。

2.目前持續運作，正常執行巡守勤務

之守望相助隊，或專案期間(春安期

間或其他專案期間)正常運作之守望

相助隊。

3.因故停止運作隊伍不予補助，惟已

核准恢復運作，並持續巡守達3個月

以上者，不在此限。

1.每週運作4日以上守望相助隊：核發每隊運作補助

經費新臺幣（以下同）2萬2,000元。

2.每週運作1日至3日守望相助隊：核發每隊運作補助

經費1萬3,500元。

3.專案運作或不定期運作守望相助隊：核發每隊運作

補助經費3,000元。

每年1月至10月間受理申請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保安科

陳警務員

06-6322172

1

110年度

臺南市綠

社區培力

計畫-綠

色時代

社區規劃師培訓及社區環境改造
內政部

營建署

臺南市境內依法登記之社區發展協會

及相關人民團體、公司行號、工作

室、自然人等。

預估總經費為900萬元。(依據補助項目類型、計畫提

案內容和改造基地大小之相關原則，綠色環境、無牆

空間類，預計補助20萬至40萬元；跨域創生類，預

計補助30萬至80萬元)

110.3.1-110.12.31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都市設計科

林世雄

06-2991111#8447

2

110年度

臺南築角

創意營造

計畫

社區環境綠美化營造 都發局
臺南市境內各社區發展協會暨相關人

民團體等

預估總經費400萬元(個案補助金額：駐村計畫約為

40-60萬元；築角約為28-35萬元(內含創作團隊創作

費)

110.2.1-110.12.31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地景規劃工程

科

陳宜君

06-6377245

警

察

局

都

市

發

展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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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保

護

局

1

110年社

區環境調

查及改造

計畫

協助社區進行資源基本調查，由

居民共同參與資源調查，蒐集與

分析社區人、文、地、產、景資

料，進而運用在地環境資源與維

護環境，進行社區環境教育扎根

工作、辦理社區環境改造，促使

社區資源永續利用。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政府立（備）案之社區發展協會，且

已有環保義工組織。

1.單一型社區：補助金額上限15萬元。

2.二聯合社區：補助金額上限40萬元。

3.三聯合以上社區：補助金額上限60萬元。

(補助名額由環保署審查核定)

1.受理申請期限：109年12月31

日。

2.提案計畫審查：110年1月底前。

3.核定補助計畫及經費：約110年4

月。

4.計畫執行期間：計畫核備日起至

110年10月20前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綜合規劃科

黃先生

06-2686751#328

環

境

保

護

局

2

110年環

保小學堂

推廣計畫

透過在地人力及資源，以「深化

環境教育意涵」及「培育在地產

業發展力」的運作模式，協助績

優的環保社區或在地民間團體轉

型為「環保小學堂」，提供優質

的環境教育學習場所，藉由民眾

觀摩學習及經驗交流，以建立民

眾正確的環境保護知識、價值、

態度及技能，進而產生行動力，

讓環境及資源得以永續利用。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符合下述全部條件者，方可提案申請:

1.政府立（備）案之社區發展協會或

社區居民所成立之民間團體。

2.曾參與環保署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績

效良好或曾獲得環保模範社區或國家

環境教育獎獎項或曾獲得環保署其他

獎項之社區。

3.具有當地環境特色或推動環境改造

成果良好，可提供環境學習的場所或

設施，並有營運管理人員及解說人員

提供環境教育、宣傳與解說，且能自

行營運管理，具有未來認證為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潛力之單位。

4.參與本計畫累計未超過3年之單

位。

補助最高新臺幣50萬元（經費運用情形將列入評選

重點項目，補助名額由環保署審查核定）。

1.受理申請期限：109年12月31

日。

2.環保局審查：110年1月底前。

3.環保署審查：110年3月底前。

4.核定補助計畫及經費：約110年4

月。

5.計畫執行期間：計畫核備日起至

110年10月20前。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綜合規劃科

黃先生

06-2686751#328

勞

工

局

1
多元就業

開發方案

為建構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間，

促進就業之合作夥伴關係，透過

促進地方發展，提升社會福祉之

計畫，創造失業者在地就業機會

，特訂定本方案。

勞工局

（一）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團

體、職業團體，及依民法或財團法人

法設立之財團法人。

（二）依合作社法、儲蓄互助法及工

會法設立之合作社、儲蓄互助社及工

會。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用人費用：

1. 進用人員：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每人每小時按本部公告

之每小時基本工資補助，每月以工作 20 小時至 176 小時為原則，依

核定之工作時數計算每月補助額度， 並補助其勞健保費之雇主負擔部

分，以實報實銷為原則。用人單位有特殊原因需彈性調整每月工作時

數， 應報本部同意後辦理；本部亦得主動函知用人單位調整之。

2. 經濟型計畫-專案經理人補助標準除依下列規定外，並補助其勞健保

費之雇主負擔部分，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1） 具有碩士學位以上及一年以上相關領域（如專案管理、行銷、

研發等）工作經驗者，每月補助新臺幣34,800 元。

（2） 具有學士學位及一年以上相關領域（如專案管理、行 銷、研發

等）工作經驗者，每月補助新臺幣32,000元。

（3） 未具學士學位，但有特殊專長及管理能力，且曾任經理相當職

務三年以上經驗，經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同意者，每月補助新

臺幣32,000元。

3. 社會型計畫-專案管理人每月補助新臺幣 29,200 元，並補助其勞健

保費之雇主負擔部分，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二）其他費用：

1. 經濟型計畫：以用人費用之百分之 15 為原則。

2. 社會型計畫：以用人費用之百分之 5 為原則。

（三）符合留用獎勵要點規定滿六個月，每一名額補助新臺幣30,000

元， 之後依實際留用期間每滿一個月補助新臺幣5,000元，每一名額

合計補助最長一年。

（一）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至110

年7月31日止。

（二）計畫期程自111年1月1日起

至111年12月31日止。本計畫提案

執行期程至少1年，最高3年，3年期

計畫視其執行績效、訪視考核及接

受輔導成果，逐年審查核定。

【臺南市政府勞工

局就業促進科】專

案作業中心

楊小姐/吳小姐

06-6322231#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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