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慈善基金會
2023 年度「圓愛社福」專案補助申請暨審查辦法
一、 緣起與宗旨 :
蘋果慈善基金會為擴大延伸捐款人愛心，盼能攜手國內在各服務領域相當努力的社福
團體，不因經濟景氣影響捐款而導致服務中斷，故特別編列經費推動「圓愛社福」專
案補助計畫。本補助計畫係針對國內立案之社福團體已執行且具服務成效之方案，因
募款狀況不佳致影響或中斷服務，提供不足額款項之經費補助，以協力相關社福團體
持續發揮服務弱勢族群之功能。
二、申請資格：
(一) 申請之單位及計畫內容符合本補助方案宗旨。
(二) 具備國內非營利組織合法立案資格。
(三) 已實際推動且實際執行社福方案二年以上。
(四) 每單一法人組織提案以一案為限。
(五) 不接受個人、學校、醫院、公營機構、表演團體等營利單位提案。
三、申請類別：
(一) 第一類：曾接受「圓愛社福」專案經費贊助之社福機構或團體。
(二) 第二類：首次申請「圓愛社福」專案經費贊助之社福機構或團體。
四、補助方向：
(一) 各申請團體須提出依據區域特性與組織服務項目規劃之兒童、少年、婦女、老人、
身心障礙、新住民、原住民等弱勢族群之福利服務方案。
(二) 申請之方案執行已達一年以上，且有實際成效，但資源尚不足夠。如為第一年之全
新方案恕不受理。
(三) 本補助案以支持全年度執行及直接服務計畫為主。
(四) 優先補助服務區域中缺少相同服務型態或資源相對缺乏者，不重覆補助已獲政府或
其他資源協助項目。
五、提案方式：2022 年 12 月 1 日(四)至 2023 年 1 月 5 日(四) 徵件期限內送交完整申請資
料，方予受理。
(一) 提案三步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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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寫線上基本資料登錄，2023 年 1 月 5 日(四)下午 6 點前完成線上基本資料登
錄( https://forms.gle/3RoHJabRiT81ksSo9 )。
2、 郵寄紙本申請資料。如親送或快遞請 2023 年 1 月 5 日(四)下午 6 點前送達台少
盟，如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所送資料概不退還，請自行留底。
3、 繳交與紙本申請資料一致的電子檔案。檔案可隨紙本資料一併郵寄，或上傳至雲
端硬碟後提供連結網址供下載(收件信箱 wu556@youthrights.org.tw )。
(二) 提案所需文件(紙本及電子檔皆需提供)，資料不齊視同資格不符，恕不接受補件 :
1、 最新組織立案或法人登記證書及章程影本 (一份)。
2、 本案申請表一式八份（詳附件一，請將申請表裝訂在計畫書前） 。
3、 本案提案計畫書一式八份，內含過去辦理相關業務之實績與成果。
(三) 洽詢方式 :
1、 收件地址：234023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666 巷 58 號 台少盟「圓愛社福計畫小
組 收」
2、 聯絡窗口：吳小姐 02-2926-6177#15 wu556@youthrights.org.tw
3、 洽詢時間 : 徵件期間 週一~週五 13:30-17:30
六、提案經費項目說明:
(一) 申請表及計畫書之經費預算表務必完整註明期待補助項目之優先順序，以及是否
已申請到包含政府部門或民間單位之計畫補助經費與金額。並謹慎評估新冠肺炎
(COVID-19)對方案執行的可能影響。為落實公益責信及避免資源重覆，如查獲不
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補助並追回補助款。
(二) 本計畫之人事費用核定原則說明如下：
1、 人事費用皆不得與其他方案重覆申請且實報實銷，除不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
保費、勞工退休金、職業災害保險費，就業保險費等社會保險費用，亦嚴禁獲補
助人事費之員工有以任何名義或形式回捐組織之情況發生。
2、 通過申請後，需提供獲補助人員之學、經歷證明及勞工保險、全民健保或提撥勞
退準備金相關文件。
3、 若獲補助計劃有人事異動情形，務必在發生日 15 日內主動函文告知蘋果慈善基
金會及台少盟，說明異動原因、交接日期，同時檢附接任人員學經歷及勞健保證
明。如有被申訴或查核不實情形，將視情況追繳回相關款項。
4、 期末核銷需提供薪資匯款證明，如每月轉帳證明、匯款證明、存薄影本(封面及
內頁要註明匯款資訊)。年終獎金若未在當年底(12/31)撥款，應該撥款後三個工
作日內提供相關單據憑證完成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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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申請講師費，需在申請計畫書中說明內聘或外聘、學經歷。如申請督導費，僅
限外聘，亦需提供其學經歷並在計畫書中說明督導目標及規劃。
(四) 本計畫之業務費用項目核定原則如下說明：
1、 講師鐘點費：
A. 基本課程鐘點費：國小每節 400 元、國中每節 500 元。
B. 技藝課程鐘點費：外聘教師每節 800 元、內聘教師折半每節 400 元。
C. 專業諮商費：限外聘且持有專業證照的心理師，每人每小時最高 2,000 元，
未滿一小時減半支給。
D. 團體輔導費：每人每小時最高 2,000 元，未滿一小時減半支給。內聘折半。
E. 協同領導費 : 每人每小時最高 1,000 元，未滿一小時減半支給。內聘折半。
F. 講座鐘點費：外聘講師每節最高 2,000 元。未滿一小時減半支給。
G. 專家學者出席費：最高標準每次會議為 2,500 元。受補助單位人員出席該受
補助之相關會議，均不得支領出席費。
2、 學員及工作人員伙食費(含茶水)，每人每次補助上限 100 元。
3、 專業督導鐘點費：外聘以 1,600 元/時計。
4、 課程材料費核實支付，每人每年補助上限為 3,000 元。
5、 全案雜費未列明細者以 1,000 元/月，一年 12,000 元為上限。
6、 場地使用費：限補計畫案相關業務活動場地使用費，不包含大樓或場地管理費
及辦公室。
7、 交通費：採實報實銷，但不包含購票相關手續費。如為大眾交通工具車票需註
明搭乘者姓名及參與活動名稱並檢附車票正本，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如為駕駛自用汽機車者，以加油發票為核銷憑證，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
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8、 各項補助科目亦不得互相挪移支用。
(五) 未列明核定原則之項目皆採實報實銷。
(六) 本計畫期末核銷需提供單據憑證正本，核銷的單據憑證不會退回單位，請自行保
留備份資料。
七、配合事項 :
(一) 撥款：審核通過之補助經費在台少盟發函通知後，直接由蘋果慈善基金會於 2023
年 4 月底前統一撥款至各補助單位帳戶，單位需開立捐款收據。如 1 月份已開始
執行之方案計畫補助費用也會回溯至 1 月，完整補助全年度經費。
(二) 如因突發狀況需調整計畫方案者，需在異動前來文提出申請，同時檢附計畫變更
對照表及變更後計畫書，經蘋果慈善基金會及台少盟同意後方可執行。
(三) 獲補助之單位須配合進行審查委員期中訪視，並按時於每年 7/31 前繳交期中報
告紙本(一式一份)及電子檔案：每年 12/31 前繳交期末書面執行成果報告紙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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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份)、每年 12/15 前繳交支出明細表(一式一份)及電子檔案。相關成果報告，
將於年底前公告於台少盟官方網站頁面 www.youthrights.org.tw 以昭公信。
八、「圓愛社福」專案審查程序分為書面初審及專案委員複審兩個階段。
(一) 第一階段：書面初審由台少盟負責，確認申請單位符合資格且提案符合補助方
向，初審通過後方可進入第二階段。
(二) 第二階段：決審會議由蘋果慈善基金會董事任審查小組。
1、 由審查小組召開決審會議，針對通過初審方案進行審查。
2、 各申請案之評審結果核定方式，以審查小組各審查委員所作之逐項審查評核建議
為依據。
3、 各申請案經費分配依審查委員共同決定之各案核定金額，第二階段決審會議完成
後，公告於台少盟官方網站(http://www.youthrights.org.tw )，並函文告知通過
審查單位。
4、 2023 年度申請預計於三月初審查完畢後公告。
(三) 審查標準：
項目

具體內容

比重

問題現況描述

計劃服務範圍之區域特性與問題及需求現況描述

10%

計畫目標及內容

1. 計畫核心目標與解決問題

25%

2. 計畫執行之具體步驟、實施方法、目標績效、衡
量指標
3. 如去年度已獲圓愛支持，請針對今年度方案的創
新或改善之處加以說明
預期效益

對 NPO、服務對象、社區或社福政策之具體改變，
包含質化及量化的效益評估方式。

25%

過往服務經驗

就問題現況，呈現過去已提供的服務及相關成果

10%

計畫可行性

計畫可行性、本案經費不足之處與原因、預算編列

30%

合理性、其他投入資源說明
總

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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