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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協助青銀共創世代合作暨社會參與相關措施申

請資訊一覽表 

社會參與類型-學習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勞動合作社的推動情況與相關法規現況、趨勢與因應 

目的 輔導民眾成立勞動合作社，協助青年與中高齡者就業，提

高勞務所得。 

 

適用組織 一般民眾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包含合作社籌組、運作輔導及辦理合作 

教育訓練)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經濟保障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 

□ 健康促進      ■ 其他:營造友善勞動合作社環境 

 

補助項目 一、 依「內政部合作事業補助作業要點」第五點所列補助

項目，分為一般性補助(包含營運設施設備、合作教

育宣導等)及政策性補助(包含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

開辦費及業務費、本部專案核定計畫等)。 

二、 另對於由低收入戶者、中高齡失業者、婦女或視障者

為成員達80%以上所成立之合作社訂有開辦費及業務

費的補助及相關之陪伴協助措施。 

補助期程 無 

 

主辦單位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主辦單位聯

繫窗口（姓

名、電話） 

葉子瑄/(02)2356-5603。 

 

資訊網站 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https://coop.moi.gov.tw/cphp/) 

 

備註 上述資訊由內政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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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學習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目的 培根計畫逐步引導社區居民瞭解自己居住社區之資源

及在地特色，增加在地認同，進而凝聚社區願景，輔

導社區居民由下而上共同參與農村再生及社區營造，

促進社區長期穩健成長，並依據每個社區動力及各項

條件，予以不同方式及不同程度的輔導，建立社區自

主營運之操作模式，邁向自立自主實踐之路。 

適用組織 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或社區為單元之一定人

數社區成員(對社區有熱誠者)。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______ 

補助項目 培根四階段訓練(關懷班、進階班、核心班、再生班) 

 

補助期程 68小時 

 

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農村建設組(楊婉慧、049-2347363) 

 

資訊網站 https://empower.swcb.gov.tw/ 

 

 

備註 上述資訊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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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學習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辦樂齡學習中心實施

計畫  

目的 提供55歲以上國民活躍老化核心課程，繼續學習及參與，

促進其健康、安全，提升生活品質，達成樂齡學習目標。 

適用組織 一、 經各縣市政府評估辦理單位之合適性，並以具備 1 樓

或有電梯可抵達之獨立空間，鄰近廁所、通風良好、

光線充足及具備無障礙設施，且符合相關安全規定

者，列為優先申請單位。 

二、 前項申請單位包括優質之續辦樂齡中心、鄉（鎮、

市、區）公所、公共圖書館、以日間有餘裕空間之各

級學校、及合法立案之非營利組織。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適應老年生活之預防教育：協助民眾了解本部推

動高齡教育政策目的，強化中高齡者對於老化生活之準

備。 

補助項目 因應開設樂齡學習課程所需業務費及友善空間設施與教學

設備 

補助期程 每年3月至隔年2月 

主辦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聯繫窗

口（姓名、電

話） 

終身教育司/黃慧芬/(02)7736-5682。 

資訊網站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備註 上述資訊由教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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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學習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計畫 

目的 一、 落實高齡者追求健康、自主、快樂學習的願景。 

二、 以多元創新的學習模式，增進高齡者終身學習的

機會。 

三、 提供高齡者與大學生的互動平台，促進代間交

流。 

適用組織 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均可提出申請。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適應老年生活之預防教育：協助民眾了解本

部推動高齡教育政策目的，強化中高齡者對於老化生

活之準備。 

補助項目 因應課程所需業務費 

補助期程 每年7月至隔年6月 

主辦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聯繫窗

口（姓名、電

話） 

終身教育司/曾昭儒 /(02)7736-6802 

資訊網站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備註 上述資訊由教育部提供。 

 

 

 

 



   

5 
 

社會參與類型-健康、照護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高齡友善城市計畫 

目的 參採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發布「高齡友善城市指南」-

-敬老與社會融入、社會參與、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

間、交通運輸、住宅、通訊與資訊、社區及健康服

務、工作與志願服務八大面向，鼓勵並引領地方政府

將高齡友善融入施政，建構跨局處推動平台，將中央

各部會制定各項親老、敬老相關政策（例如祖父母

節、社區關懷點、共餐服務、托老、低底盤公車等方

案），在地方落實執行，增進長者持續貢獻、學習及參

與社會之多元機會，以促進長者健康。 

適用組織 各縣市政府、衛生局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______ 

補助項目 補助縣市政府或衛生局推動「高齡友善城市計畫」(包

含社區及健康服務、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住

宅、交通運輸、通訊與資訊、社會參與、敬老與社會

融入、工作與志願服務) 

補助期程 108年度持續辦理（期程請洽本計畫聯繫窗口）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周紫筠/(02)2522-0717 

 

資訊網站 http://afc.hpa.gov.tw/Page/default.aspx 

 

備註 上述資訊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 

 

 

 



   

6 
 

社會參與類型-健康、照護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失智友善社區計畫 

目的 推動失智友善社區計畫，以失智長者及家屬為中心發

展生活圈，鼓勵提供失智長者與社區連結的志工服務

或就業機會，如從事志願服務，或社區友善商家提供

失智長者就業機會，消弭民眾對失智症之歧視及偏

見；辦理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失智友善相關課程、

招募友善天使及組織、提供失智長者及家屬活動場所

之失智友善館，增進鄰里交流及社區參與之機會，讓

失智長者在熟悉友善社區環境中保有尊重、安心、安

全及自由的生活，增進失智長者對社區貢獻、學習及

參與社會之多元機會，以延緩失智症病程發展，號召

鄰里及社區商家形成失智友善守護網絡，共創營造失

智友善環境。 

適用組織 各縣市政府衛生局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_____   

補助項目 補助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辦理「失智友善示範社區計

畫」。 

 

 
 108年度持續辦理（期程請洽本計畫聯繫窗口）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許玉昌/(02)2522-0681 

資訊網站  

備註 上述資訊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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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健康、照護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108年度「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長者健康管理」

計畫 

目的 運用106、107年推動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服務實證經

驗，擴大服務網絡，以衰弱、亞健康及健康長者為對象，

營造活躍老化生活圈。由地方政府以此實證介入模式，結

合社區立案服務據點，提供健康促進課程，組織學員組成

健康促進社團，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及佈置營造健康促進環

境，打造高齡友善社會氛圍及服務環境，營造溫暖尊嚴互

動關懷之社區長者健康服務提供單位，並配搭外展服務及

長者居家線上互動課程，串連為健康老化生活圈，結合地

方政府能從健康老化生活圈開始，以點線面方式與高齡友

善環境營造共同推動，促成長者老的健康，老的幸福，社

會愛老、親老、惜老的關懷城市。 

適用組織 各地方政府衛生局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_________ 

補助項目 補助地方政府衛生局運用具逆轉衰弱實證基礎之運動介入

模式，結合社區在地資源，建立80個長者健康促進服務提

供單位，提供長者健康促進課程、長者健康管理社團、提

供社區外展課程、長者健康管理服務等，營造在地化健康

老化生活圈。 

補助期程 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主辦單位聯繫窗

口（姓名、電

話） 

成庭甄(02)2522-0731 

資訊網站  

備註 上述資訊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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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健康、照護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推動計畫 

目的 為因應國內人口快速老化，並促使健康照護機構提供

符合長者需求的友善、支持、尊重與可近的療癒環

境，以預防及延緩老年失能的發生，同時提供長者在

老化過程獲致最大健康的機會，本署於 100 年開始施

行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作業，由醫院開始，並

於 101年全面擴展至衛生所、診所、長照機構等。 

適用組織 各縣市政府衛生所、長照機構、診所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

__________ 

補助項目 透過本計畫補助健康照護機構辦理「高齡友善健康照

護機構推動計畫」，藉由鼓勵各機構參與高齡友善健康

照護機構認證，並從不同面向為切入點，提供高齡友

善場域：友善環境、健康促進、社區服務及轉介(包括

長者志工招募項目)等議題。 

補助期程 100年迄今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蔡春瑜/(02)2522-0693 

 

資訊網站  

備註 上述資訊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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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健康、照護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社會創新組織相關輔導 

目的 為呼應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3 項：「健

康與福祉」的目標，期望透過健康與安全的理念宣

導，達到 SDGs第4項：「教育品質」與 SDGs 第12 項：

「責任消費與生產」的目標。此外，續透過科技力、

設計力與市場力，持續發掘全臺社會議題之多元樣

態。 

適用組織 社創組織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____ 

補助項目 設置社會創新實驗中心提供空間讓社創團隊進駐、教

育訓練場地讓有需求的社創團體借用、及預約輔導提

供社創團隊諮詢，我們期待與社創團隊共同努力，解

決社會與民生議題，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高齡化社會，為提升銀髮族健康促進，社會創新實驗

中心透過直播共學之方式，串聯部分縣市，共同辦理

銀髮手作課程，即時傳送給遠距的長者，在網路即時

對話與實體課程結合下，帶領更多遠距長者「共同學

習，共同健康」。 

補助期程 每季安排「銀髮輕鬆煮，健康樂活吃」直播活動 

 

主辦單位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社創專線 0800-589-168) 

 

資訊網站 https://goo.gl/VMbS2K 

備註 上述資訊由經濟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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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綜合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目的 結合在地志工，以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之精神，

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及健康促進服

務，建立社區初級預防照顧服務體系，落實在地安老

政策。 

適用組織 一、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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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團體如社區宗教組織、農漁會、文史團體等

非營利組織。 

四、村（里）辦公處。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經濟保障 

□ 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  ■ 健康促進   

■ 其他:關懷訪視、電話問安 

 

補助項目 一、業務費(每個月1萬元) 

二、志工相關費用(每年3萬元) 

三、3天或5天之據點加值費用(分別每月1萬元或2萬

6,000元) 

四、5天之據點1名人力加值費用(社工人員每月3萬

4,000元或照顧服務員每月3萬3,000元) 

五、開辦(10萬元)及充實(5萬元)設施設備費。 

補助期程 每年度申請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主辦單位聯繫窗

口（姓名、電

話） 

陳俊吉/(02)2653-1977。 

資訊網站 https://ccare.sfaa.gov.tw/ 

備註 上述資訊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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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綜合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名

稱 

強化農村農家生產及生活經營能力暨高齡者生活改善

計畫 

目的 輔導農村高齡者「活躍老化」，提倡農村高齡者參與式

學習，輔導以多元創新的表演形式展現豐饒的生命

力。 

 

適用組織 107年適用於農民團體，108年起新增公益性社團法

人、財團法人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______ 

補助項目 補助辦理農村社區服務中心、高齡者創新學習、互助

共食或園藝療育等工作 

 

 

補助期程 依年度辦理 

 

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農業推廣科(郭愷珶，02-23126948) 

 

資訊網站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3174 

 

 

備註 上述資訊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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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綜合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名稱 幸福農村推動計畫 

目的 輔導農村高齡者「活躍老化」，提倡農村高齡者參與式

學習，輔導以多元創新的表演形式展現豐饒的生命

力。 

適用組織 107年適用於農民團體，108年起新增公益性社團法

人、財團法人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_______ 

補助項目 補助辦理農村社區服務中心、高齡者創新學習、互助

共食或園藝療育等工作 

補助期程 1年 

 

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 

 

主辦單位聯繫窗

口（姓名、電

話） 

農業推廣科(郭愷珶，02-23126948) 

 

資訊網站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3174 

 

備註 上述資訊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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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綜合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 

名稱 

文化部社區營造青銀合創實驗方案補助作業要點 

目的 社區營造工作許多社區組織面臨老化與經營困境問

題，雖累積在地文化資源，但缺乏數位應用與專業整

體規劃影響後續發展。計畫透過導入青年與組織長者

合作，傳承文化與面對當前社區(會)問題，促進社會

參與及創新。 

適用組織 第一類(青銀合創發展在地知識)：依法設立登記或立

案之法人、大專院校、民間團體(不含政治團體)及社

區大學。 

第二類(青銀協力堅壯社區組織)：依法設立登記或立

案之法人、民間團體(不含政治團體)及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 

辦理項目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 文化傳承、

代間學習 

補助項目 第一類每年150萬上限補助1位青年薪資及相關業務執

行費，第二類每年60萬元上限補助1位青年薪資 

補助期程 自核訂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 

主辦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社區營造科 

洪聖凱先生(02)85126319 

資訊網站 台灣社區通網站-青銀合創專區

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CommunityBui

ld 

 

備註 上述資訊由文化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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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就業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名

稱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目的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係在一般勞動市場之就業機會

外，由政府部門遴選計畫，創造公共性之在地就業崗

位，協助不易被僱用之就業弱勢者上工，改善其就業

體質。 

適用組織 1. 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及依民

法設立之財團法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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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

__________ 

補助項目 補助費用: 

1. 進用人員及專案經(管)理人之工作津貼及勞健保

費。 

2. 其他費用：辦理人員訓練、督導、文具、通訊、

差旅費、意外險、計畫相關活動、行銷、機具租

用、雜支等推動計畫必要費用。 

補助期程 各年度核定計畫最長執行至當年度年底為止，並逐年

審查核定。 

主辦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計畫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所署各分署)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1. 姓名:詹小姐 

2. 電話: (02)8995-6168 

資訊網站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

st.aspx?uid=228&pid=225 

 

備註 上述資料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提供。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228&pid=225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228&pid=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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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類型-就業型 
項目 內容 

計畫或措施名

稱 

培力就業計畫 

目的 結合民間團體之人力與資源，協助重大天然災害之災

後重建，區域再生發展，社會性創業、就業支持系統

等創新計畫，以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協助失業者就業

之就業促進措施。 

適用組織 民間團體： 

1. 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及依民

法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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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項目 □ 教育資源相關   ■ 就業促進    □ 照顧服務 

□ 康樂活動辦理   □ 餐飲服務    ■ 經濟保障 

□ 健康促進       □ 交通接送    □ 其他

__________ 

補助項目 1. 用人費用：用人單位進用人員及專案管理人之工

作津貼及勞健保費。 

2. 其他費用：用人單位用於辦理人員訓練、督導、

文具、通訊、行政業務加班費、差旅費、意外

險、計畫相關活動、行銷、機具租用、服務費、

雜支等。 

3. 進用人員培訓費用、陪伴輔導費用。 

補助期程 依計畫提案內容予以審查核定，隨到隨審。 

主辦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計畫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所署各分署) 

主辦單位聯繫

窗口（姓名、

電話） 

詹小姐 

(02)8995-6168 

 

資訊網站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

st.aspx?uid=1583&pid=225 

 

備註 上述資料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提供。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1583&pid=225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1583&pid=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