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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彰化縣政府暨鄉鎮市公所
社政業務聯繫會議
社會福利簡報

報告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日期：108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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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長青福利科
報告人：陳奎林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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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福利科-業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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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老人醫療看護及各項補助

•老人假牙補助

維護經濟安全與
健康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

•銀采瑞智友善認證計畫

建立社區照顧服
務體系

•獨居老人分級關懷服務及緊急救援連線系統

•愛心手鍊及守護BBCall

•老人保護處遇

強化老人保護工
作

•長青學苑、長青大學、敬老最用心

•老人文康休閒專車巡迴服務

•免費乘車補助

充實老人文康
與休閒生活

長青福利科

二、請各公所配合福利業務項目
(一)若有社區或團體欲成立巷弄長照站C據點須先行成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目前由本處輔導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若據點成為巷弄

長照站C據點後則由衛生局後續輔導。

(二)為建構本縣為友善失智城市，敬邀各鄉鎮市公所成為本縣銀采瑞

智友善認證單位，目前尚有15個公所未加入。

(三)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案，請各公所務必於申請當月即於系

統登打，請勿跨月建檔，以免延誤報送勞保媒體檔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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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社會發展科
報告人：鐘泂偉科長

社會發展科-業務簡介

6

本縣社區社團業務及補助

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社區資源中心)

合作社場業務及補助

辦理社會福利基金會業務

舉辦節日慶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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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科

二、請各公所配合福利業務項目

(一) 107年縣府對公所社區發展工作考核事項

(二) 社區補助案件申請及核銷事項
經常門-社區一般性活動，例如各項節慶、研習、觀摩活動

資本門-充實社區活動中心設施設備及社區活動中心修繕
7

優等：永靖鄉、田中鎮、

埤頭鄉、芳苑鄉、彰化市、

芬園鄉、秀水鄉、福興鄉、

和美鎮、埔心鄉、社頭鄉

甲等：大村鄉、二水鄉、

二林鎮、竹塘鄉、大城鄉、

鹿港鎮、線西鄉、伸港鄉、

溪湖鎮、埔鹽鄉

社會發展科

(三) 福利社區旗艦競爭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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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間 方案名稱 主辦單位 協力單位
受益人次

合計 女性 男性

105-107

「和」織一件「美」新衫-福
利社區發展暨多元培力計畫 和美鎮南佃社區

1. 和美鎮源埤社區
2. 和美鎮詔安社區

3. 和美鎮鐵山社區
4. 和美鎮地潭社區

5. 和美鎮雅溝社區
6. 和美鎮月眉社區

19,971 17,921 2,050

彰化市忠興樂攜手福利社區化
齊步走

彰化市忠權社區
1. 彰化市復興社區
2. 彰化市長樂社區

3. 彰化市崙平社區

3,000 2,700 300

芬園-我們的幸福芬芳家園
芬園鄉竹林社區

1. 芬園鄉舊社社區
2. 芬園鄉新興社區

3. 芬園鄉中崙社區

2377 2140 237

福老興幼共譜樂活進行曲-社
區福利服務推展計畫

福興鄉西勢社區

1. 福興鄉番婆社區
2. 福興鄉番社社區

3. 福興鄉外埔社區
4. 福興鄉外中社區

5. 福興鄉三汴社區
6. 福興鄉大崙社區

2,196 1,976 220

106-108

社會福利社區化．「金」雞
「鶴」喜「來」逗陣社區福利

服務推展計畫
秀水鄉鶴鳴社區

1. 秀水鄉惠來社區
2. 秀水鄉金陵社區

4,010 3,610 400

107-109 大細漢牽手田中央，福利社區
同齊行

田中鎮舊街社區
1. 田中鎮新民社區
2. 田中鎮北路社區

3. 田中鎮西路社區

2,660 1,450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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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鄉鎮市社區發展工作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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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總) 備註

105年度 4 141 159 300
鹿港場、和美場

福興場、芬園場

106年度 4 166 209 375
伸港場、秀水場

埤頭場、大村場

107年度 2 74 180 254 花壇場、田中場

總計 10 381 548 929

社會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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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報告人：黃麗絹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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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科-業務簡介

0到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

弱勢兒少生活扶助(每月1,969元)

緊急兒少生活扶助(每月3,000元)

低收入戶暨寄養家庭兒童托育津貼

彰化縣育兒津貼(辦理至108年7月)

需公所協辦福利項目

托育

服務

早療

服務

弱勢

兒少

兒少

機構

托嬰

中心

兒權

推動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設置公私協力托嬰中心(收托0-2歲幼兒)

•設置育兒親子館(0-3歲親子共遊、共讀、
共學場域)

•設置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據點

1.公有可利用
空間盤點

•目前員林市、彰化市及鹿港鎮各一處。

•並各設有寶貝嘟嘟車可提供臨近鄉鎮外
展服務

•歡迎公所申請，亦可轉知家長揪團3對
親子申請

2.推廣托育資
源中心及育兒
親子館、寶貝
嘟嘟車服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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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13

•保母登記制度已於103年12月1日起實施，托
育人員(保母)需取得登記證書始可執業。

•未辦理登記即執業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社會處兒少科:04-7263650、04-7240249

3.未登記托
育人員(保母)

通報

•6歲以下兒童疑似發展遲緩通報

•通報專線：04-8837588(兒童發展通
報轉介中心)

•網址：
https://system.sfaa.gov.tw/cecm/

4.發展遲緩
兒童通報

14

科別：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
報告人：林佩宸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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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生育補助三萬元

•婦團培力、婦女學苑、彰化夢想館、田中婦女中心
婦女永續照顧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扶助特境

倍感溫馨

•1新住民中心

•5區新住民據點

疼惜咱的媳婦-
新住民服務

•促進婦女權益，落實實質的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

與

世界同步接軌

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業務簡介

一、與公所相關福利業務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法律訴訟補助(含設籍前新住民)

•緊急生活扶助(含設籍前新住民)

•子女生活津貼(含設籍前新住民)

•傷病醫療補助(含設籍前新住民)

•兒童托育津貼(含設籍前新住民)

•子女教育補助資格認定

•租屋津貼

性別平等業務

•CEDAW及其施行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宣導講座及研討

•婦女權益促進與性別平等推動
16

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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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

二、請各公所配合福利業務項目
(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公所初審作業期程：

公所受理申請後，應儘速辦理調查並完成初審，並報由本
府核定。公所端受理案件申請至本府核准作業須於申請人
證件備齊日起三十日內完成。

(二)各中心及據點等館舍請公所協助向民眾推廣宣傳：

→彰化夢想館、田中區婦女中心

→新住民中心

→新住民據點(彰化、鹿港、員林、田中、芳苑)

18

科別：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
業務：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報告人：周虹君社工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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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設置現況

中心別 編制人力

二林區 1督5員

溪湖區 1督5員

鹿港區 1督4員

和美區 1督4員

員林區 1督5員

彰化區 1督4員

田中區 待聘

北斗區 待成立

•依警察分局區規劃設置8處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104年起陸續設

置，已設置7處，完成87.5%的

設置率。

•108年預計成立北斗區家庭中心。

19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服務內容

 家庭經濟陷困有福利需求

 家庭成員發生衝突致影響兒少生活

 父母親有自殺、精神疾病而無法照顧兒少

 父母親有藥癮、酒癮而無法照顧兒少

 未成年懷孕

家庭中心主要服務對象 福利
諮詢

關懷
訪視

實物
銀行

志願
服務

20



11 

 

請各公所協助事項

中心 空間大小 地點

鹿港區家庭中心
20-50坪，

可容納8人辦公
鹿港鎮、福興鄉、

秀水鄉皆可

北斗區家庭中心
20-50坪，

可容納8人辦公
北斗鎮、埤頭鄉、

溪州鄉皆可

21

※臨時辦公室需求

22

科別：身心障礙福利科
報告人：林莉華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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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科-業務簡介

23

•三大補助(生活補助、輔具補助、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補助)

•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助

•醫療費用補助

•居家照顧補助

•假牙補助

經濟安全

•輔具服務

•生活重建、心理重建

•社區式服務(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家庭托顧、社區居住)

•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臨短托

•自立生活服務中心

照顧服務

•復康巴士

•手語翻譯、同步聽打

•生涯轉銜暨ICF個案管理服務

•愛心陪伴卡

•雙老服務、照顧者支持、主動關懷、家庭關懷訪視

支持服務

•弱勢安置補助

•監輔助宣告

•涉訟法律扶助

•身心障礙保護個案處遇

保護服務

身心障礙福利科

二、請各公所配合福利業務項目
(一)永久手冊換證：

1.截至108年3月底，尚未完成換證計633案。108年

7月10日屆期未換證，將註銷身心障礙手冊。

2.縣府將逐案造冊列管，請各公所積極協助民眾儘

速於108年4月中旬前申辦換證事宜，倘民眾有換

證困難，請各公所主動透過郵寄或到宅服務等措

施與協助，以保障身障者權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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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科

(二)彰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服務推廣：

中心位於彰化縣田尾鄉，提供各項服務如下：

1.各項講座活動、福利諮詢與宣導。

2.情境式障礙者輪椅體驗服務。

3.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識別證核、換、補發；身心障礙證明補發代收。

4.田尾身心障礙者教養家園

5.田尾輔具資源中心。

6.彰化縣南區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ICF個案管理服務。

7.彰化縣南區身心障礙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服務。

8.彰化縣復康巴士營運中心。

9.手語翻譯服務。

10.行為輔導服務。

11.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12.社區樂活補給站。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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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網址QR code

28

科別：保護服務科
報告人：黃荻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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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服務科-業務簡介-1

29

家庭暴力防治

兒少保護服務

性侵害防治

性騷擾防治

兒少性剝削(性
交易)防制

人口販運防治

藥(毒)癮危害
防制

預防宣導

30

家庭暴力
(親密)

年滿十八歲

家庭成員間
有精神或身
體上虐待

兒少

保護

未滿十八歲

對兒少有虐
待疏忽遺棄
等不法侵害

性侵害

妨害性自主

違反意願

性交或猥褻

兒少
性剝削

對價關係之性
交或猥褻

利用兒少性交、
猥褻，供人觀

覽。

傳播、製作兒
少性交或猥褻
之影像、圖書

等

坐檯陪酒、伴
唱、伴遊等

保護服務科-業務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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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報方式

(一)113：一般民眾。

(二)110：緊急的情況。

(三)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責任通報人員

二、依據以下法條，村里長、村里幹事、教育人員及保育人員於執行業務時
知悉兒少保護、性侵害、性剝削及家庭暴力等相關案件，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通報人員身分資料，
應予保密。

(一)兒童及少年權益與福利保障法§53、 §54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7

(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8

(四)家庭暴力防治法§50

通報方式及責任通報人員

32

科別：社會工作及救助科
報告人：林漢岳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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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及救助科-業務簡介

33

社會救助

災害救助

急難救助

志願服務

國民年金法所得未達一定標準

社會工作專業制度

社會工作及救助科

二、請各公所配合福利業務項目

(一)急難救助：線上作業。

(二)急難紓困實施方案：銜接馬上關懷專案。

(三)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四)福利小幫手：
http://lac.chcg.gov.tw/lachelper/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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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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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彰化市公所 

市長：林世賢 社福亮點 

 

一、低收入戶子女教育費用補助 
每學期辦理彰化市低收入戶子女教育補助費頒發。 

二、罹患癌症兒童及青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每人每年補助新臺幣1萬元整。 

三、低收入戶、單親家庭、身心障礙學童教育補助費 
符合設籍本市滿1年以上並就讀彰化市國小之學童。學期

中每人每月補助500元，寒暑假期間不予補助。 
四、婦女生育津貼 

已婚夫妻其中一人或未婚產婦設籍並居住本市達一年以
上者(以生育日為基準日往前推算)。每胎發放生育津貼新
臺幣5,000元整。 

五、低收入戶暨單親家庭兒童及少年課業輔導班 
民國89年起開辦，採用一對一的方式輔導功課，課業輔導
皆由成績優秀的大學、高中職熱心的學生擔任「小老師」。 

六、春節敬老禮金 
每年農曆春節前夕，設籍彰化市滿6年且年滿70歲的長
者，每人新臺幣5,000元或6,000元 

七、喪葬、急難及災害補助 
設籍滿6個月之市民死亡，列冊低收入戶補助新臺幣1萬

元，列冊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領有身心障礙補助
者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者補助新臺幣5,000元；另遭逢急
難、災害致家境發生困難者補助新臺幣3,000元。 

員林市公所 

市長：游振雄 社福亮點 

 1.員林市新生兒營養補助，發給每名新生兒新臺幣 6000 元

整，證件備齊，現場發給滿心歡喜。 

2.重陽禮金發放每位老人 500 元採金融轉帳及現金發放雙軌

並行，簡政便民進步，符合民意所需。 

3.員林市公所開辦低、中低收入戶暨弱勢邊緣戶意外保險，

約 2600 戶，意外死殘保險金 20 萬元，意外住院日額保險

金每日 200元，照顧弱勢，政府盡所能。 

4.社區老人共餐、長青學苑，成長學習，感情交流，衛教健

康 

5.員林市民身故慰問金，慰問每位亡者家屬新臺幣 3000 元

整，溫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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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和美鎮公所 

鎮長：阮厚爵 社福亮點 

 

和美鎮，地介於彰化和鹿港之間的小鎮，也是台灣早期開發

的地方之一。原名「卡里善」，係為平埔族原住民巴布薩

﹝BABRZA﹞族語，意指熱與冷交界地，氣候溫和清美之境。

和美鎮於開闢之前，俱為半線﹝BABURA﹞社，阿束﹝ASOCK﹞

社之地。漢人移入形成庄後，音譯為「和美線」。相傳先民移

台，來自漳、泉二地移民，係以詔安圳為界，以東大多為漳

州移民，以西則多為泉州移民生聚之所。為了寓意漳、泉移

民和睦相處，共同創建美好地方，故名「和美」。至民國九年

十月一日成立「和美庄」，始定今名為和美。本鎮從先人開發

至今，已有三百餘年之久﹝自西元 1665 年起﹞，歷代祖先在

這塊土地上灑下汗水，讓今日的和美成為彰化縣的經濟重

鎮，特色產業有紡織、製傘、食品業等均曾馳譽海內外。 

鹿港鎮公所 

鎮長：許志宏 社福亮點 

 

一、「營造友善生育養育環境，減輕鎮民育兒負擔」： 

（一）辦理鹿港鎮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方案。 

（二）鼓勵生育，發放婦女生育津貼。 

二、「社區環保志工清靜家園，美麗鹿港」： 

（一）每年辦理績優志工表揚活動。 

（二）鼓勵社區自發性整理環境，環境維護你、我一起來。 

三、「關懷弱勢，扶窮濟急，兼顧世代公平」： 

（一）結合民間資源提供補充性之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辦

理急難救助及寒冬送暖慰問關懷活動。 

（二）開辦藝文研習班，提供弱勢家庭研習費用部分減免，

促進多元社會參與管道，增進其專長能力培植。 

四、「守護長者，建立社區關懷據點，落實在地老化」： 

（一）65歲以上免費學習長青學苑課程，鼓勵老人社會參與，

活躍老化，豐富高齡生活內涵。 

（二）結合民間社團資源每月固定配送肉品予社區據點為共

餐長者補充滿滿的營養與體力。 



21 

 

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溪湖鎮公所 

鎮長：黃瑞珠 社福亮點 

 

本所為建立祥和社會，強化人倫，慰問喪家落實本鎮社會福

利政策，凡設籍於本鎮之鎮民因故死亡，經通報，由鎮長或

指派人員送達以表慰問之意。 

北斗鎮公所 

鎮長：李玄在 社福亮點 

 

1.108年度重陽禮金發放:年滿 65歲以上之設籍鎮民，每人

1,000元，90歲以上 2,000元，100 歲以上 10,000元。 

2.補助社區(團)辦理老人共餐服務，65 歲以上長者:每人每餐

補助新台幣 10元，80 歲以上長者:每人每餐補助新台幣 30

元。 

3.108年度生育禮金:一胎 1萬元禮金，雙胞胎 2萬元禮金。 

4.108獨居長者尾牙活動。 

5.108婦女節活動。 

6.108母親節表揚活動。 

7.108父親節表揚活動。 

8.108重陽節表揚活動:表揚鑽石婚、白金婚長者。 

9.2019「幸福彰化-婦女新知嘉年華」(第八屆鎮長盃歌唱賽)。 

10.補助本鎮社區辦理活動經費，編列 60萬/年 

11.北斗七星日照中心「秀和苑」營運近兩年，由秀傳醫療體

系提供多元服務，除了有如同咖啡廳般悠雅舒適環境、多

元化學習課程、北斗鎮公所志工貼心陪伴，還有工作人員

專業服務，締造最優質長照 2.0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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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田中鎮公所 

鎮長：洪麗娜 社福亮點 

 

本鎮社政業務上秉持配合縣府政策，於身心障礙、老人、兒

少及婦女福利業務各方面及社區發展推動上都全力支持辦

理，未來更規劃於本鎮高鐵特區縣有地新建設置 A級或 B級

據點，提供鎮民長期照顧多元服務，並與鄰近社區活動共同

使用，及作為災害緊急避難收容所，作為本鎮多功能的公共

活動中心。 

另外，為因應本鎮鄉村地區交通不便，長者關懷照顧服務需

求，計畫提供免費交通車接駁服務，接駁長者及陪伴者，往

返於本鎮長照服務據點(如榮家及中區老人之家日間照顧中

心、共餐處)及日常生活重要處所(如火車站、客運站、鎮公

所等)，提供良好的交通服務。 

二林鎮公所 

鎮長：蔡詩傑 社福亮點 

 

一、辦理二林鎮推展食物銀行業務：召開說明會、安排實地

勘查、訪視轄內弱勢族群、輔導設點事宜。 

二、推動志工倍增計畫：申請辦理志工基礎訓練、特殊訓練，

受訓人數約為 270名。 

三、辦理前瞻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

-二林鎮東勢社區活動中心修繕 

四、增加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照佈點：梅芳、華崙、萬興、

西平、西庄、西斗、溝頭、南光等社區 

五、推薦本鎮溝頭社區參與「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金

卓越社區績效組選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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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伸港鄉公所 

鄉長：曾煥彰 社福亮點 

 

送餐關懷中心 

溪頭專車 

喪葬慰問金 2萬元 

伸港鄉民團體意外險 

新住民子女獎學金 

新住民座談會 

歲末溫馨關懷弱勢家庭餐會 

產婦坐月子津貼 

線西鄉公所 

鄉長：蘇韋峻 社福亮點 

 

線西鄉位於彰化縣西北端，西臨台灣海峽，北沿伸港鄉，東

接和美鎮，南臨鹿港鎮，鄉民於前清乾隆初葉，由福建省泉

州一帶遷移來台，均以農為業，從事開拓墾荒逐漸形成部落，

子孫相繼繁衍至今，居民黃姓多數，次為林、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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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秀水鄉公所 

鄉長：林英嘉 社福亮點 

 

馬興社區發展協會，自民國 96年以來，落實經營福利服務，

我們以社會福利為點，長者、兒少、婦女等福利服務為線，

整合各界資源網路，交織成永續經營的福利面向，至今已八

年餘，雖已獲多方肯定，但我們仍未停下腳步，不斷的尋找

更多的創新，並帶領更多社區投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造

以人為本的幸福社區。 

福興鄉公所 

鄉長：蔣煙燈 社福亮點 

 

1.發放生育津貼. 

2.供應公私立幼兒園學童保久乳. 

3.重陽禮金 70歲以上長者 500元. 

4.成立 9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目前試辦中 7個社區.長照 C

據點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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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花壇鄉公所 

鄉長：顧勝敏 社福亮點 

 

民眾賦予公職人員公權力，用以處理公眾事務，公務員理應

盡心盡力，時時刻刻以促進民眾福址為己任，以求國泰民安，

處處呈現安和樂利美好景象，花壇鄉公所由於現任鄉長的卓

越領導，在歷任鄉長奠定良好施政基礎上，加以民間人士同

心協力共同協助，鄉政推展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修定更完

善的規章制度，激勵同仁的服務熱忱，希望優異的團隊，促

使為民服務的績效更上層樓。 

芬園鄉公所 

鄉長：林世明 社福亮點 

 

本所為本鄉鄉民投保公共意外險。 

本所與立委黃秀芳服務處、台灣省會計師公會及台中市會計

師公會聯合辦理寒冬送暖活動。 

本所與花壇八德堂及大通電子公司聯合辦理冬令慰問活動。 

本鄉竹林社區發展協會參加彰化縣政府遴選參與衛生福利部

社區發展工作金卓越社區選拔評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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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大村鄉公所 

鄉長：游盛 社福亮點 

 

1、 敬老禮金：針對設籍本鄉65歲~99歲長者發放，每人

1,000元整；百歲以上長者，每人2,000元整。 

2、 喪葬慰問金：針對設籍本鄉之鄉民死亡或經法院宣告死

亡者，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每名1萬元為上限，其每

名以3,000元為上限。 

3、 新生兒撫育禮金：針對新生兒父母餐一方設籍於本鄉且

新生兒出生後，於本鄉完成出生登記並初設戶籍者，每

名新生兒撫育6,000元整。 

埔鹽鄉公所 

鄉長：許文萍 社福亮點 

 

本所除配合政府各項福利措施、核發各項社會福利補助款

外，也整合社會資源，接受各界善心人士捐款，設立急難救

助金專戶，用以協助遭遇急難之鄉民，以解燃眉之急。另協

助辦理愛心物資發放，將各界的愛心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 

輔導社區成立關懷據點、C級長照巷弄站，讓弱勢及長者得

到照顧；盤點本鄉地方創生資源，鼓勵居民主動參與社區發

展工作，創造屬於各社區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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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埔心鄉公所 

鄉長：張乘瑜 社福亮點 

 1.開辦社區老人共餐，鼓勵長者藉由定點用餐與其他長者互

動，發揮社區照顧之互助精神，結合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共

同營造永續、健康、友善老人之社區環境。 

2.印製社會福利手冊，發放予本鄉鄉民，使鄉民了解公所各

項業務窗口，以及公所可提供之相關社會福利補助。 

3.發放喪葬慰問金，由鄉長親自前往弔唁，並關心家屬了解

其家庭狀況，協助相關社福補助申請。 

4.重陽敬老金 65歲以上 500元。 

6.清淨家園補助環保志工早餐費。 

永靖鄉公所 

鄉長：詹木根 社福亮點 

 

公所竭力推動鄉內基礎建設的同時，也提供客製化社會福利

方案，協助鄉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老人、婦女、兒少

及身心障礙者申請各項福利措施，使鄉親獲得更好的生活品

質，另為提高鄉內生育率，特於 108年度編列生育補助經費，

每胎補助 5仟元，期減輕育兒家庭之負擔；每逢傳統民俗節

慶，公所亦結合鄉內機關、各村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及在

地社團，凝聚地方向心力，共同辦理豐富的文化慶典與競賽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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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田尾鄉公所 

鄉長：林守政 社福亮點 

 

「花鄉」彰化縣田尾鄉是台灣最早種植花卉的地方，也是目

前種花面積最大的地方；鄉內「公路花園」占地近五百公頃，

園裡二百多家園藝中心，隨著四季變化展出上千種奇花異

草，讓人隨時有新的感受與驚喜。公路花園周遭有一千多公

頃的花田，風光綺麗，騎車徜徉花田是許多人的最愛；田尾

的美麗，讓它博得「花鄉」、「東方荷蘭」、「台灣花園」的美

譽，也入選全國首屆十大經典農漁村，是國內重要觀光景點。

田尾正大力推展夜間觀光，希望留遊客住一宿，泡壺花茶，

欣賞與天上繁星相映輝的電照花田，享受寧靜花香夜。 

社頭鄉公所 

鄉長：劉錦昌 社福亮點 

 

社頭鄉公所親民愛民，於社福業務上除了依上級指示辦理縣

政府相關業務外，為落實照顧婦幼福利，特發放婦女生育獎

勵金及供應本鄉各公私立幼兒園鮮乳飲用，以支持家庭育

兒、鼓勵生育，使婦女及新生兒獲得良好之照顧及增進本鄉

學齡前幼童身心健康並促進其成長，另為照顧長者推動老人

共餐計畫，提供長者營養餐飲服務，鼓勵長者藉由定點用餐

與其他長者互動，增加長者社會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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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二水鄉公所 

鄉長：蘇界欽 
社福亮點-二水日照中心 

幸福二八水－長者健康老化在地老化 

 

本鄉人口數為彰化縣第二少，僅次於竹塘鄉，老化指數：65

歲以上 22%，彰化縣第二高。本鄉 106年將閒置多年公有市場

活化，由公所提供市場二樓(200坪)場地並由衛生福利部彰化

醫院經營，提供醫院的醫療支援照護，建構一個優質、平價、

普及的長照服務體系，也是彰化縣第一家公立日照中心，環

境設施達到五星級日照中心。 

目前本所提供公有市場三樓，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經營「物

理治療所」設計已完成積極整修中，希望能盡快開幕，將社

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二水鄉失智據點、連結本鄉復興、大園、

倡和、源泉、合和、合興等社區關懷據點及 C據點)朝著建立

一個空間大、多機能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老人照顧體系，落

實長照 2.0實現讓長者健康老化及在地老化。 

溪州鄉公所 

鄉長：江淑芬 社福亮點 

 

彰化縣溪州鄉公所歲末關懷低收入戶，分別於 108年 1月 13

日結合八德堂、1月 18日結合慧德能仁慈善會、1月 25日配

合大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進賢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發

放慰問金及物資，讓大家在家圍爐過年時，感受來自各界的

溫暖，過個溫馨的佳節。彰化縣青松國際同濟會每年歲末皆

發揮其同濟精神捐贈低收入戶身障人士輪椅，讓身體不便人

士能進出方便，更是期盼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讓社會共同

響應，使這份愛的力量能有更大的延伸及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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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埤頭鄉公所 

鄉長：杜懿彩 社福亮點 

 

埤頭有愛、處處溫情 

一、深化老人長照福利：全力推動長照資源，於社區廣設照

顧關懷及共餐據點，以滿足社區長者照顧需求及促進其

社會參與。 

二、強化婦幼弱勢資源：鄉長親自頒發育兒津貼，並制頒「埤

頭鄉公所永山實業西明慈愛自強獎助學金實施要點」，期

望藉由獎助學金的發送，鼓勵鄉內學子們努力向學提升

競爭力，藉由綿密的社福資源網路，提供弱勢族群更妥

善的福利政策。 

三、活化樂齡代間學習：埤頭樂齡教育迄今已開辦 10年，邁

入第 11年本鄉開創前瞻樂齡學習制度，推動樂齡學程

制，強化社區據點主題性，藉此提升代間學習親密關係。 

竹塘鄉公所 

鄉長：蔡碩任 社福亮點 

 

1.敬老禮金：針對設籍本鄉 80歲以上長者發放，每人 500元

整。 

2.喪葬慰問金：針對設籍本鄉之鄉民死亡或經法院宣告死亡

者，其每名以 6,000元整。 

3.納骨堂優惠：死亡時為本鄉當年度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使

用墓基者，得憑低收入戶證明免費使用，但以本所指定墓

基為限。 

4.關懷據點設置：竹塘社區、土庫社區 2社區設有關懷據點

提供老人供餐、電話問安、健康促進、訪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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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首長簡介及社福亮點 

芳苑鄉公所 

鄉長：洪和炉 社福亮點 

 

芳苑鄉位處彰化西南邊，鄉內目前有 23 個社區，日前已有 12

個社區配合彰化縣政府積極推動長照 2.0，希望讓長照服務深

入每個有需要的家庭中，讓長輩走出家中參與有趣活動及課

程，活絡筋骨、延緩老化，活得快樂又長壽。 

未來希望陸續配合彰化縣政府將持續推動 C級巷弄長照站，

推展到鄉內 23個社區。透過社區巷弄廣設長照據點，讓長者

在地生活老化，鼓勵長者走出家庭參與團體生活，培養人際

關係互動，讓長者能夠多動腦、多健康，社區能夠安和樂利，

大家過得幸福快樂，吃得健康、活得快樂又長壽。 

大城鄉公所 

鄉長：蔡鴻喜 社福亮點 

 

大城鄉位於彰化西南隅，為濁水溪出海口北岸，東為竹塘鄉、西

鄰台灣海峽、南隔濁水溪與雲林縣麥寮鄉相望、北鄰芳苑鄉與二

林鎮，是一典型風頭水尾的鄉鎮。本鄉行政區域劃分為十五村，

即潭乾、上山、山腳、東城、大城、西城、公館、永和、頂庄、

台西、東港、西港、菜寮、豐美、三豐。人口約有一萬六千餘人，

總面積約 64平方公里，各村落人口並不密集，惟因受限於地形

及氣候，不利耕作，人口有逐漸減少之慮。 

大城鄉是個多寮的地方，以「寮」為地名的村庄計有十三處，即

菜寮、魚寮、五間寮、安東寮、山（散）寮、林厝寮、竹寮、甘

藷寮、王厝寮、吳厝寮、蔡厝寮、罟寮、下寮。 

大城鄉民多以農業為主，西瓜、花生為主要地方特產，轄內西港

村北端台十七線西側，有一處小山崙為白鷺鷥生態區，歡迎你

（妳）來一次親切的鄉土知性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