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經驗傳承座談會 

公私協力－委託民間辦理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輔導與考核實施經驗 

 

壹、 報告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貳、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參、 辦理情形： 

第一章、巡迴輔導部分： 

（壹）依據 

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九條規定：「中央政府應於各災區

（鄉、鎮、市）設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提供生活心理就學就業及各

項福利服務」，因此，以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做為災後重建社會福利提供

的重要據點，輔導重建區民眾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並協調當地各

項資源，提供重建區有效的推動生活重建工作。 

（貳）  目的 

    對於各地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設置後，各項業務的推展應提供協助，

且必須針對其業務進行考核，做為未來工作推展之依據，因此以「生

活重建服務中心巡迴輔導及考核」專案，做為提供各生活重建服務中

心的輔導和考核機制，促使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發揮功能，協助重建區

儘速完成家園重建。 

（參）  巡迴輔導對象：經由內政部委託團體設立之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 

（肆） 工作目標： 

一、藉由巡迴輔導方式協助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提升福利服務品質。 

二、藉由巡迴輔導方式協助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建構資源協調整合機

制。 

三、藉由巡迴輔導方式協助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推動符合社區需求之

各項重建工作。 

（伍） 委託巡迴輔導業務工作項目 



巡迴輔導以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的功能為主要工作範疇，本案委託的

工作項目包括下列各項工作： 

一、業務聯繫：辦理巡迴輔導各項業務聯繫事宜。 

二、資料分析：經由巡迴輔導進行資料蒐集、彙整、統計分析。 

三、研提因應措施：藉由資料分析和巡迴輔導的意見，提出因應措

施。 

四、行程安排：巡迴輔導委員和會同人員之行程及相關事宜安排。 

五、經費核銷：辦理巡迴輔導委員各項費用之經費核銷事宜。 

 

（陸） 依據巡迴輔導所賦予的工作項目，其各項工作流程和內容分述如下： 

 

工作流程 工作內容 

設置專案辦公室 1.於高雄市設立專案辦公室 

2.聘任一位社工專員和一位助理 

3.規劃設計交流網站平台 

拜訪各縣市政府 1.由專案人員拜訪有設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各縣

市政府 

2.與各縣市政府建立聯繫機制，完成巡迴輔導業務聯

繫表。 

3.與各縣市政府溝通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推展業務，釐

清彼此的期待，瞭解運作方式，並建立共識合作 

進行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分區 

1.先行擬訂生活重建服務分區草案，初步依地區進行

分區，若特殊情形將另行規劃。 

2.設計徵詢「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巡迴輔導委員暨分區

建議調查表」，本調查表將針對延聘。 

進行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巡迴輔導

委員需求調查和

1.電話聯繫或實地拜訪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建立溝

通管道，完成巡迴輔導業務聯繫表，並寄送至內政

部、各縣市政府和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分區意願 2.寄送「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巡迴輔導委員暨分區建議

調查表」。 

3.蒐集彙整「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巡迴輔導委員暨分區

建議調查表」內容 

4.規劃巡迴輔導委員擬聘任名單，並進行分區調整，

俟完成分區後通知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延聘巡迴輔導委

員 

1.依照巡迴輔導委員的擬聘任名單，徵詢專家學者擔

任委員之意願，進行延聘工作。 

2.依委員意願和專長分為兩個團隊，一為福利服務團

隊，負責協助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的福利服務之輔

導，將就福利服務的輸送、福利服務的推展提供協

助輔導；另一為社區重建團隊，負責協助社區重

建、社區產業和資源協調整合之輔導，將協助生活

重建服務中心結合在地組織的力量，邀請重建區人

員參與重建工作，並結合社區重建團隊委員的專業

提供協助。 

辦理分區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巡迴

輔導座談會 

1.邀請各分區之巡迴輔導委員、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參

加座談會，說明未來巡迴輔導的方式、輔導訪視頻

率，並由各巡迴輔導委員與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確

認輔導訪視日期、以及各項配合事項等行程。 

安排巡迴輔導行

程 

1.彙整已確認的輔導訪視日期，由專案工作人員協助

安排各項行程、交通、食宿等，完成巡迴輔導行

程表。 

2.通知各分區巡迴輔導委員和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並

將巡迴輔導行程副知內政部及各縣市政府。 

進行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個別巡迴

輔導 

1.業已排定之巡迴輔導行程，由專案工作人員協助並

視需要陪同前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進行個別巡迴

輔導。 



2.由巡迴輔導委員於每次個別巡迴輔導結束後填寫

「巡迴輔導紀錄表」；另由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填

寫「接受巡迴輔導紀錄表」。 

3.由專案工作人員彙整存檔，並寄送給各分區的巡迴

輔導委員參考。 

4.專案工作人員整理巡迴輔導委員和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所提之意見和待解決的問題，並知會內政部

和各縣市政府，適時討論解決方式。 

5.專案工作人員彙整全年度巡迴輔導紀錄和接受巡

迴輔導紀錄做整理分析，並撰寫巡迴輔導工作報

告，製作成月報表次月 10送至內政部審核，並副

知各縣市政府。 

辦理各區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聯繫

會議 

1.每季在各區辦理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聯繫會議，會議

將邀請縣市政府、區域巡迴輔導委員、各區生活

重建服務中心參加，共同討論業務之分享交流和

困難之討論。若縣市政府辦理相關會議，可合併

辦理。 

2.由專案工作人員彙整紀錄後，並予以整理分析各區

域的紀錄，並納入巡迴輔導工作報告。 

3.每季完成製作個案資料統計分析表，並於次月 10

日送內政部備查。 

辦理全區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座談

會 

1.每年辦理至少一次全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聯繫會

議，邀請內政部、縣市政府、巡迴輔導委員、各

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參加，針對業務進行交流討論。 

2.由專案工作人員彙整紀錄，再予以整理分析，納入

巡迴輔導工作報告。 

3.將全年度的巡迴輔導工作報告於期限內完成，並送

內政部審核。 



 

（柒）巡迴輔導流程圖 

 

 

 

 

 

 

 

 

 

 

 

 

第二章、績效考核部分： 

 

（壹）依據 

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九條：「中央政府應

於各災區（鄉、鎮、市）設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提供生活心理就學就

業及各項福利服務。前項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規定訂定「莫

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實施辦法」，依其中第十一條：「中央政

府應依業務需求辦理下列事項：……四、定期對本中心業務進行績效考

核。……」規定辦理考核事宜。 

（貳）目的 

本部於莫拉克災區設置 26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提供心理、就學、

就業、福利、生活及其他轉介等各項服務，為政府為民服務之重要據點，

為使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充分發揮功能，保有良好服務績效，因此以「莫

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巡迴輔導及考核專案」透過由專家學者

組成之輔導及考核委員，提供與協助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的輔導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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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以確實掌握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服務績效和專業素質，並做為生活

重建服務中心業務修正和提升服務品質之重要依據，期能協助重建區儘

速完成家園重建工作。 

（參）績效考核對象：經由內政部委託團體設立之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 

（肆）工作目標 

一、第一年（99 年）目標為建構完善的辦公室硬體設備，確實評估

社區及民眾之需求並提供福利服務。 

二、第二年（100年）目標則著重於個案、福利服務、社區服務以及

生活服務，協助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及促進地方產業發展，並且

著重於社區之培力。 

三、第三年（101年）目標則為預備退場機制，由地方政府輔導適當

之在地組織承接生活重建服務，俾持續推動生活重建之工作。 

（伍）委託績效考核業務工作項目： 

一、考核作業 

1.研訂考核指標。 

2.辦理考核相關事宜之聯繫。 

3.辦理考核意見彙整。 

4.辦理考核委員各項費用之核銷事宜。 

5.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未達合格標準者，限期改善及覆核之輔導。 

二、考核結果分析報告 

1.完成考核成績計算。 

2.完成考核意見彙整。 

3.完成考核結果分析報告。 

（陸）委託績效考核工作流程和內容： 

 

工作流程 工作內容 

確認考核指標 

草案 

1.邀請考核委員參加考核指標修正小組會議，確認

考核指標。 



2.依據考核指標修正小組意見修改後，將考核指標

草案送內政部審核。 

擬定考核計畫 擬定考核計畫送內政部審核。 

【依約於期限前交付考核計畫送部審核】 

召開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考核指標

說明會 

俟內政部審核考核指標通過後，將召開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考核指標說會，針對考核指標和考核實施情

況說明，並做交流討論。 

考核計畫修訂及

函頒中心 

依內政部修正意見修改考核計畫，並俟內政部審核

通過後，將考核計畫函知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安排實地考核行

程 

1.徵詢考核委員可進行實地考核的時間。 

2.召開考核委員會議，就實地考核的分工、考核的

方式、實地考核期間等進行討論。 

3.依照分區將考核委員組成 5個實地考核小組，每

個實地考核小組有 3位考核委員（含財務委員 1

名），委員可重複擔任不同實地考核小組。 

4.彙整考核委員實地考核時間，由專案工作人員協

助安排各項行程、交通、食宿等，完成考核行程

表 

5.將考核行程表送內政部備查，並通知各考核委員

及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6.彙整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自評表單。 

進行實地考核 

 

1.由專案工作人員陪同考核委員至各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進行實地考核。 

2.考核委員針對實地考核情況，給予評分和撰寫考

核意見。 

3.彙整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重建工作成果報告。 

4.考核委員針對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重建工作成果

報告，給予評分和撰寫考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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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考核意見彙

整和統計 

由專案工作人員彙整考核委員的意見，以及統計各

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初步的考評成績，並草擬考核結

果報告初稿。   

召開考核委員會

議（實地考核後） 

召開考核委員會議，確認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考核

成績和考核結果報告。 

成績傳送 將確認後成績個別傳送至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申復程序及複評 1.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對成績有所疑義者，應於期限

前，提出佐證資料向內政部申請複查。 

2.各受評中心申請複查項目，由內政部邀集原參與

考核之委員召開申復複審會議重新審定。 

3.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考核結果未達合格標準者，

需限期改善及接受複評。 

完成考核報告 1.依據考核委員之意見，修正考核結果報告。 

2.彙整考核及複評結果報告。 

3.將考核結果報告送交內政部備查。 

（柒）績效考核流程圖 

 

  

 

 

 

 

 

 

 

 

 

 

 



肆、 執行成效： 

第一章、巡迴輔導部分： 

一、參照巡迴輔導所賦予的工作項目，並依據 27處生活重建服務中

心所處地區，劃分六個區域，分組提供巡迴輔導，如下表： 

99年～101年度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暨巡迴輔導委員一覽表 

區域 鄉鎮 所託團體 輔導委員 

南投縣 南投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南投縣支會 蔡宜峰 許雅惠 

嘉義縣 

阿里山(南三)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廖俊松 黃翠瑛 

阿里山(北四)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廖俊松 黃翠瑛 

梅山 社團法人南投縣社區家庭支援協會 廖俊松 黃翠瑛 

中埔 嘉義縣私立天主教敏道設福基金會 廖俊松 黃翠瑛 

台南市 
安南 財團法人西子灣文教基金會 黃瑋瑩 蔡青芬 

南化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徒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謝臥龍 蔡宜峰 

高雄市 

茂林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黃瑋瑩 黃裕銘 

桃源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黃瑋瑩 黃裕銘 

那瑪夏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謝臥龍 蔡宜峰 

杉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 謝臥龍 蔡宜峰 

屏東縣 

林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弘道老人志工協會 趙善如 戴傳文 

東港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趙善如 戴傳文 

萬丹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趙善如 段兆麟 

高樹 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 周芬姿 盧惠敏 

霧台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戴傳文 盧惠敏 

三地門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戴傳文 盧惠敏 

來義 社團法人中華溝通分析協會 林慈惠 段兆麟 

泰武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林慈惠 段兆麟 

牡丹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林慈惠 段兆麟 

潮州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福利聯盟 周芬姿 陳秀靜 

枋寮 社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周芬姿 陳秀靜 



高屏溪沿岸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周芬姿 陳秀靜 

佳冬 財團法人崇義文化教育基金會 趙善如 戴傳文 

台東縣 

大武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劉慧冠 劉炯錫 

太麻里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劉慧冠 劉炯錫 

金峰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劉慧冠 劉炯錫 

 

二、設置 2個巡迴輔導團隊： 

將依據內政部所提供之巡迴輔導委員名單，依委員意願和專長分

為兩組，一為福利服務團隊，負責協助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的福

利服務之輔導；另一為社區重建團隊，負責協助社區重建、社區

產業和資源協調整合之輔導。 

三、成立六個縣市巡迴輔導小組： 

依照六縣市 27處分別設置巡迴輔導小組，每一小組配置一名福利

服務委員和一名社區重建委員，由小組委員分工負責輔導區域的

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四、個別訪視巡迴輔導： 

每季由巡迴輔導小組委員依照其所屬任務，各自前往區域內的生

活重建服務中心，個別進行福利服務巡迴輔導和社區重建巡迴輔

導，以主題式進行巡迴輔導，達到既有深且廣的業務輔導。 

五、召開區域巡迴輔導聯繫會議： 

每季召開一次區域巡迴輔導聯繫會議，做為各區域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業務交流或團體輔導，並針對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所面臨的

困難和問題，由區域巡迴輔導聯繫會議共同討論協助解決，其會

議記錄將做為後續評估和研究之參考。 

六、召開全區巡迴輔導聯繫會議： 

一年至少召開一次全區巡迴輔導聯繫會議，針對各區域所提出之

問題，無法在區域解決者，由全區巡迴輔導聯繫會議協助提出解

決，並提供給內政部參考建議。 



第二章、績效考核部分： 

一、草擬考核指標 

       1.考核指標主要係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實施辦法

並參照內政部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的工作目標設計

進行規劃。 

2.另為輔導協助各重建服務中心逐步建構服務能力，累積服務能量，

考核指標內容採滾動式設計，各年度主要考核項目係依各年度工

作目標及執行現況逐步調整。 

3.由家扶基金會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先由內部草擬考核指標，再

提至考核研定小組進行確認。 

二、組成考核小組 

1.行政部門：地方政府，按受考核中心縣市別分組，就業務督導單位

指派資深承辦或主管人員 1-2人參與。 

2.專家學者：按考核分組，每組遴聘 3人參與，遴聘原則如下： 

(1)遵守利益迴避原則，有接受受考核中心承辦團體職務或接受其

委託研究、委託辦理業務之專家學者應迴避。 

(2)依內政部聘請國內社政服務領域學有專精的 11位學者及 3位具

會計財務專長之財務查核專家擔任考核委員。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名單： 

編號 姓名 現職 

1 鄭讚源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副教授 

2 林勝義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3 林春鳳 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兼原住民族教育中心主任 

4 劉邦富 朝陽大學社工系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5 盧禹璁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暨台南市單親家庭服務中心主任 

6 吳明儒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7 陳武宗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8 陳政智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9 李聲吼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10 張振成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1 張英陣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僅擔任 99年度考委） 

12 林坤陽 廉風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13 李幸鎂 鑫大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員 

14 簡淑英 鑫大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員 

 

三、設立考核指標研定小組 

1.由內政部、縣市府與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考核指標研定小組，針對考

核指標草案進行審查與確認，於當年度期限內送交內政部審核。此

外指標訂定，乃依各年度執行工作目標，修正考核指標重點： 

2.99年度考核之重點有四：（詳見 99年度考核指標） 

（1）瞭解所屬社區/部落災後樣貌，掌握在地服務需求 

（2）對於中心服務制度與軟硬體設施的建置情形 

（3）初步服務產出與服務成效 

（4）災難應變之相關準備 

3.100年度考核之重點有六：（詳見 100年度考核指標） 

（1）瞭解所屬社區/部落住民與弱勢族群需求，檢視在地服務需求 

（2）對於中心服務制度與軟硬體設施建置及管理的情形 

（3）專業化服務提供落實與成效 

（4）災難應變防災、備災、避災整備情形 

（5）與地方政府協力及配合督導情形 

（6）針對管考單位建議改善事項與服務創新 

4.101年度考核之重點有七：（詳見 101年度考核指標） 

（1）瞭解所屬社區/部落住民與弱勢族群需求，檢視在地服務需求 

（2）對於中心服務制度與軟硬體設施建置及管理的情形 



（3）專業化服務提供落實與成效 

（4）災難應變防災、備災、避災整備情形 

（5）與地方政府協力及配合督導情形 

（6）針對管考單位建議改善事項與服務創新 

（7）三年重建工作成果 

 

 5.歷年考核指標項度與配分： 

考核指標分類 99年度配分 
100年度配分 

101年度配分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1.社區/部落調查更新 20 5 10 5 

2.中心建構及管理 35 20 20 20 

3.專業服務提供 40 55 50 55 

4.災難應變 5 5 5 5 

5.與地方政府協力及配合督導情形 無 10 10 10 

6.建議改善事項與服務創新 10 10 10 13 

7.三年重建工作成果 無 無 無 12 

總分 110 105 105 120 

 

四、 考核方式：分兩階段進行（依 101年度為例） 

1.第一階段為「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自評表、書面資料審查」: 

（1）由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按考核指標項目，依實際執行現況填入

適當分數及自評說明。並依期限內前併交付家扶基金會專案小組

進行彙整，轉知各分區考核委員參考。 

（2）針對考核指標第七大項三年重建工作成果，實地考核前期限內

併交付家扶基金會專案小組進行彙整，轉知各分區考核委員進

行評分。 

（3）準備資料：依考核指標之各項檢查項目，自行列舉相關佐證文

件與資料、執行成果簡報檔、彙整書面資料一份。併交付家扶基



金會專案小組進行彙整，供考核委員先行參閱了解，以提高考核

效率。 

2.第二階段為「實地考核」： 

（1）本專案設立 26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區分為五組進行實地考核

行程，並依實地考核現場訪談、查證結果評定，實地考核程序。 

（2）針對考核業務實施計畫內容，各考核指標之評分方式如下表： 

甲、將考核指標第一至四大項目之考核工作劃分為各分區三位委員

協調分配負責。 

乙、第五大項為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平時與地方政府協力及配合督

導情形，由地方政府針對所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進行評分。地

方政府自 100 年度 7 月 1 日至 101 年 6 月 30 日考核期程間，

每季至少應進行 1 次平時考核。本（101）年度截至考核期間

（7/15-8/31）至少應有 4 次以上之平時考核成績，地方政府

最終的考核成績以平時考核成績之平均數計算，考核時並表列

呈現。 

丙、第六大項則由全體委員共同參酌地方政府、巡迴輔導委員等建

議改善與服務創新，予以評分。 

丁、第七大項三年重建工作成果將依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於期限內

併交付家扶基金會專案小組進行彙整，轉知各分區考核委員進

行評分。 

五、實地考核行程安排 

      由上述 14位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擔任考核委員，每個實地考核

小組至少有 3位考核委員參與考核，依照六縣市五梯次進行實地績效

考核時間和行程安排，並於期限內送內政部審核。 

六、辦理考核指標說明會 

經內政部審核通過考核指標後，於期限內針對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辦

理考核指標說明會，提供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諮詢，並協助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於時效內完成自評。 



七、進行實地考核 

      1.進行實地考核前，將於一個月前公告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個別實地

考核時間，並依安排行程進行實地考核，預計於 7-9月進行實地考

核。 

      2.為讓考核委員能真實看見實地需求，制訂實地考核程序。 

八、考核意見彙整和統計 

      彙整考核委員之考核意見，並統計考核成績，草擬考核結果報告，預

計 10月完成 

1.配分及計算方式 

（1）考核指標的配分情形如「考核指標配分表」 

 

（2）考核分數計算方式為： 

甲、實得分數：各細部指標之子項目的實得分數加總。 

乙、細部指標分數：依表現績效程度予以計分。 

丙、總分(120 分)：加總各細部指標分數(95 分)＋建議改善

與服務創新分數(13分)+三年重建工作成果(12分)。 

丁、經計算後有任一受評中心合計之成績總分超過 100 分，

將以最高分數為基礎反算還原為 100分，公式如下 ：（100

分/最高分數）x各受評中心個別分數。 

例：若最高得分為 120 分，依公式還原為 100/120×120＝100

分，得分 102分則還原為 100/120×102＝84.99分。 

 

九、召開考核確認會議 

經各委員前往了解實際營運狀況，完成統計各中心之初步成績後，再

召開委員會議進行溝通討論後確定考核成績等第，預計 11月中旬完

表現績 

效程度 
良好 100% 好 80% 普通 60% 差 40% 極差 20% 未呈現績效 

得 分 滿分 細部分數×0.8 細部分數×0.6 細部分數×0.4 細部分數×0.2 0 



成。考核成績共分三等第： 

1.優等：考核總平均分數在 90分以上者列為優等。 

2.甲等：考核總平均分數在 80分以上未滿 90分者列為甲等。 

3.乙等：考核總平均分數在 70分以上未滿 80分者列為乙等。 

 

十、辦理考核複評、申復 

  1.各中心應依考核結果與委員建議改善服務，而考核成績為乙等之中心，

則需接受輔導限期改善並進行複評。 

2.另受評中心對於異議項目應提出佐證資料於限期內申請複查。 

（1）內政部應將評比成績個別送達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檢視。 

（2）各受評中心對於異議項目應提出佐證資料於內政部規定時間內申

請復查；所申復內容經核屬自評表資料填報疏漏之補充、所舉佐

證資料非屬考核範圍或逾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者，均不予受理。 

（3）各受評中心申請複查項目，由內政部分類邀集原參與考核之委員

召開申復複審會議重新審定。 

（4）各受評中心對維持原評比之重新審定結果仍有異議時，由內政部

邀請相關受評中心向原考核委員（可推定 1人為代表）說明，如

無新事證，應維持原評比，不得再申復。 

 

十一、完成考核結果分析報告 

依據考核會議決議辦理考核結果分析報告修正，於限期前送交內政部 

 

伍、檢討與建議： 

1.莫拉克颱風災區設置 27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提供心理、就學、就業、

福利、生活及其他轉介等各項服務，為政府為民服務之重要據點，為使

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充分發揮功能，保有良好服務績效，因此內政部於

99年 3月始委託家扶基金會為期三年辦理「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巡迴輔導及考核專案」透過由專家學者組成之考核委員，藉由績



效考核，做為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業務修正和提升服務品質之重要方向，

並成為巡迴輔導的重要依據。  

2. 99 年 3月始接受內政部委託設立家扶基金會專案管理運作機制，以內

政部為核心於重建路上互為夥伴關係。 

 

 

 

 

 

 

 

 

 

 

 

 

 

（一）因各地災況與需求不同，27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也依建置時間點不

同分為兩階段實施。 

（二）依遴聘依據，聘請 17名於福利服務與社區重建專才之巡迴輔導委員、

依據 27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所處地區，依縣市劃分為六個區域，並安

排每一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均提供 2 名巡迴輔導委員進行每年共六場

次之巡迴輔導。 

內政部 



（三）巡迴輔導委員輔導區域配置表 

 

 

 

 

 

 

 

 

 

 

 

 

 

 

（四）巡迴輔導委員輔導成效 

 

 

 

年度 
重建服務中

心 
巡迴輔導委員 巡迴輔導場次 

99年度 22處 14名 167場次 

100年度 27處 17名 162場次 

101年度 26處 17名 159場次 

合計 27處 17名 共 488場次 



 

1.自 99年度至 101年度三年來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透過家扶基金會巡迴

輔導團隊協助規劃、安排 17名輔導委員前往 27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進

行巡迴輔導場次，累計共有 488場次效益。 

2.災難初期依各巡迴輔導委員其意願和專長分為兩組進入各生活重建服務

中心進行巡迴輔導，然隨著各重建服務中心又位於偏鄉處，社工專業人

力不足，故如何透過巡迴輔導專才協助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針對個案服務、

重視住民們災後生活復原、資源盤點、就業服務、災害應變等需求進行

分析評估，以利提供服務輸送之依據。 

3.由於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對巡迴輔導認知不同，出現不同運作模式，是

故家扶基金會莫拉克專案巡迴輔導團隊初期

4.巡迴輔導團隊

則需不斷協助各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與輔導委員們溝通發揮各委員們之專才，運用巡迴輔導機制輔

助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系統化地呈現在地問題與需求，建立巡迴輔導執

行標準、制度化以發揮輔導效益。 

中後期

(1)因考量二階段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數量增加，各輔導委員輔導投入有限，

為了平均各輔導委員輔導工作負荷，並尊重上述前提下，進行輔導委員

輔導區域微調，如微調周芬姿委員從每年需協助六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之高輔導量趨緩為四處。以及戴傳文委員、趙善如委員等委員工作微調，

以提升巡迴輔導效益。 

之彈性調整輔導方向，因應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在

地特性與需求，配合內政部政策，協助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進行多元化

及在地培力。因應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執行重點目標需求不同，於尊重

輔導委員與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前提下，針對巡迴輔導方向與專業委員聘

用進行輔導工作微調如： 

 (2)因應階段性執行需求，考量萬丹、高樹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提出建議，

家扶基金會輔導團隊依其發展需求納入農產專業輔導委員協助。如協請

段兆麟委員進入該中心，依中心需求予以產業、行銷專才指導。 

 (3)因應台東地區（大武、金峰、太麻里）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不同專業

輔導需求，巡迴輔導團隊則協助與輔導委員溝通，如透過劉炯錫委員協



助增加台東大學育成中心產銷專業團隊進入輔導以及新聞媒體運用與

網路行銷平台設置等輔導主題，以增加輔導廣度，更契合各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輔導需求，提高巡迴輔導成效。 

5.透過巡迴輔導團隊協助，刺激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外聘督導提升，引導

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因應各中心不同專業服務需求，而連結更多元之外

聘督導學習刺激，提升各地不同之服務品質。 

參、績效考核執行成效： 

（一）99年度至 101年度專案團隊經績效考核評分： 

 

 

 

 

 

 

 

 

 

1.績效考核仍承續著重建三年目標執行，於 99 年度著重於各中心建構完

善的辦公室硬體設備，確實評估社區及民眾之需求並提供福利服務、並

針對在地資源普查與防備災準備等執行重點進行評核，由於評核時間與

受災時間相近，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相關建置均尚未就緒，於業務推展

上仍有待協助，故出現 99年度 22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考核結果，計

有優等 3處、甲等 17處，乙等 2處，乙等之中心經複評後通過考核。 

2.100年度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均已陸續建置完備，而執行目標則著重於

個案服務、福利服務、社區服務以及生活服務等方面，並加強創造在地

就業機會以及促進地方產業發展，且著重於社區之培力；故於此階段各

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績效考核結果，發覺各中心均有明顯增長，且落實社

區積極性與照顧性服務，故 100年度 27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考核結果，

計有優等 13處、甲等 13 處，乙等 1處，乙等之中心經複評後仍未通



過考核，101年度則未繼續委託辦理。 

3. 101年度重建區域之績效考核目標則著重於在地培力深耕，期待透過生

活重建服務中心三年協助培力，讓在地社區協會能自立、接棒並永續發

展，由地方政府輔導適當之在地組織承接生活重建服務，俾持續推動生

活重建之工作。故 101年度 26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考核結果評定優等

11處、甲等 15處。 

4.整體而言，透過績效考核機制，由內政部指導、專家學者組成之 14名

考核委員與 6縣市府督導，共同研議制訂合宜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考核

指標，以確實掌握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服務績效和專業素質，並做為當年

度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業務修正和提升服務品質之重要依據。 

5.此外更顯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透過績效考核目標方向引導，使得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於執行上更容易聚焦於在地培力深耕，故今年度實行頗具成

效『東港三庫』、『志工萬丹幸福廚房、萬丹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阿

里山南三每月一鄒及迷你農銷售平台』、『杉林文化產業生產合作社』、

『高樹舊寮、司馬照顧關懷據點』……等社區工作，也於評鑑中深獲考

核委員讚賞，並獲得優等亮眼成效。 

（二）因應第三年對於在地培力重視，故本年度考核行程也特別納入『社

區實地訪視』，期待各考核委員透過一小時之『社區實地訪視』能更貼

近在地，於實際訪查過程中，與在地住民、社區、協會互動，更充分看

見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執行成效。 

（三）針對各年度生活重建服務中心針對『改善意見表』時效執行部分，

為避免造成延宕處遇，故本年度則應內政部期待納入考評機制，並依『改

善意見表』及『接受巡迴輔導紀錄表』每月繳交時效、內容書寫詳盡與

否，進行 26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衡評。促使各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能積

極、重視各縣市府平時督導情形及巡迴輔導委員、考核委員意見，並掌

握「改善意見表」處遇之時效。 

（四）於財務審查部分，各受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於考核當天，應事先備

齊年度財務考核資料 ( 含有關傳票、 憑證、報表等)，以供考核財務

委員審核。 



 1.針對各承接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母會規模大小不一，影響其是否有足夠

經費聘請專業財會人才及帳務運用軟體，故導致財務專業對話部分更加

費力。 

2.此外將財務相關改善意見，由非財會專長之縣市政府督導擔任後續執行

審核，也造成縣市府管考單位審核之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