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符合資格的男性朋友同來申請喔)
嘉義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24 日府社福字第 0980055748 號函修訂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事項，依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嘉義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對象為，申請人設
籍並實際居住嘉義市，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者。 三、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稱已完成協議
離婚登記、重大傷病、家庭總收入、致不能工作等情節、 未婚懷孕及家庭暴力受害者之認定等補
充說明如下：
（一）第二款所稱已完成協議離婚登記，指曾提起以請求履行同居義務、以惡意遺棄或不堪同居 虐
待為原因事實，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之民事訴訟或成立訴訟和解，或檢具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證明
因上述事實，而辦理協議離婚登記，並經社工人員訪視報告認定者。
（二）第三款所稱家庭暴力受害者，以持有保護令者為限，施暴家庭成員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 條規
定認定之。
（三）第四款所稱未婚懷孕指未結過婚而懷孕之婦女。
（四）第五款所稱重大傷病應檢附重大傷病卡或區域醫院以上開立診斷證明書，並敘明近三個月 內無
法工作者。
（五）第五款所稱致不能工作，指實際與六歲以下子女共同居住並扶養，且每月工作收入，不超 過
當年度最低基本工資。所稱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為祖父母或祖父或祖 母與
孫子女共同居住並有扶養事實者。
（六）六歲以下子女如為離婚後受孕，且為前配偶所生，則不在補助範圍。
（七）符合第五款「……照顧六歲以下子女致不能工作」規定之申請者，相關補助至其子女滿六 歲當
月止。
四、本條例第四條之ㄧ所稱配偶含已取得臺灣地區工作權之外籍配 偶或大陸地區配偶。 五、本
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所稱同一事由及第二項所稱六個內之認定等補充說明如下：
（一）第一項所稱同一事由：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 虐
待…」之配偶與第三款「家庭暴力受害者」之施暴者如為同一人視為同一事由；第四款未婚懷 孕之
事由不論胎數，均視為同一事由，補助以 1 次為限。
（二）以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為事由申請補助者，其「六個內」之認定包含入獄日起算六 個月
內或剩下刑期超過六個月。 六、本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之項目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
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 條及第十二條規定項目辦理：
（一）核發現金補助項目：
1、緊急生活扶助
2、子女生活津貼
3、傷病醫療補助
4、兒童托育津貼
5、法律訴訟補助
（二）核發證明項目：

1、子女教育補助：由申請人持本證明逕向學校申請減免，舊案申請本項證明由區公所核發。
2、創業貸款補助：由申請人持本持證明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以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為
事由申請緊急生活扶助，必須為無過失之ㄧ方。 七、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所稱不予重複扶助項
目說明如如附件一。 八、申請子女生活津貼補助，有延長補助情形者未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兩個月提
出（即每年十月三 十一日以前），則不得再提出延長補助申請。初次申請時間為十一月一日以後者，
可一併提出延 長補助申請，未提出者視為不提出延長補助申請。 九、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
津貼及兒童托育津貼核發基準：
（一）緊急生活扶助：自證件備齊日當月起核發三個月
（二）子女生活津貼：自證件備齊日當月起核發（十五日以前備齊核發一個月十五日以後備齊核 發半
個月）至當年十二月止。
（三）兒童托育津貼：自學期開始當月起核發至學期結束當月止。 十、傷病醫療補助不予補助
項目： 義肢、義眼、義齒、配鏡、鑲牙、整容、病人運輸、指定醫師、 特別護士、指定藥品
材料費、 掛號費、疾病預防、及非因疾病而施行預防之手術、節育結紮、住院期間之看護費、指定
病房費 及其他與醫療無直接相關之項目。 十一、法律訴訟補助不予補助項目：聲請保護令、律
師諮詢費用及法院訴訟裁判費用 十二、申請各項補助，應由本人或法定代理人檢附下列表件，向
戶籍所在地聯合里辦公室提出申 請：
（一）申請調查表。（由里幹事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特殊境遇家庭暨兒童少年福利資訊系統登
打）
（二）特殊境遇原因相關證明文件。（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死亡證明、法院判決書、保護令 等）
（三）領據。
（四）申請人本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一份。 除第一項之規
定外，其他各補助項目，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一）子女托育津貼：托育機構收據正本
（二）傷病醫療補助：健保 IC 卡影本、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正本。
（三）法律訴訟補助：委任狀影本、訴狀影本、律師費用收據正本。
（四）子女教育補助證明：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十三、辦理流程及撥款方式：
（一）聯合里辦公室接獲申請後審查資料，符合規定者送公所初審，初審完成後再送市政府複審 核定
補助項目及額度。
（二）現金補助一律由本府將補助款撥入申請人帳戶，申請人帳戶如因故被凍結可改領支票或撥 入代
領人帳戶。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得重複申請項目一覽表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項目

其他補助項目

說明

(男女均可申請)

緊急生活扶助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凡屬急難救助及生活

急難救助

扶 助性質者均不得

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重複

低收入戶暨中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生活補助
其他新增性質相同之項目
子女生活津貼(0 至 15 歲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

屬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每月 2,101 元)

生活扶助(0 至 18 歲每月

性 質者均不得重複

3000 元，最長 1 年)
中低收入兒童少年生活扶 助
(0 至 18 歲每月 1,969 元)
低收入戶兒童少年生活扶 助
（0-22 歲每月 2,695 元-6,115
元，國中畢業未升學者停止
補助。
其他新增性質相同之項目
兒童托育津貼(0 至 6 歲每 受僱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 補 凡屬托育性質者均不
月 1500 元，限私立托教

助(0 至 2 歲家長就業之兒童 得 重複

機構)

補助每月 3,000 元-5,000 元
有 證 照 保 母 ； 2,000 元 4,000(幼保相關學歷或修畢
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中低收入戶幼童托教補助
(當年度 9 月 1 日滿 3 歲 至未
滿 5 歲每學期 6000 元，公

私立托教機構)

1. 社政單位列冊之有案
低收入戶或家庭寄養
之幼兒：每學期公立
15,000 元，私立 20,000
元。2 身心障礙人士之
嬰幼兒公立 6,000 元，
私立 10,000 元。
2. 身心障礙幼兒:公立
6,000 元，私立 7,500
元。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當年度 9 月 1 日滿 5 歲
至未滿 6 歲，每學期:公
立:入學免交學費，每學年
度最高補助 14,000 元，私
立學年度最高補助 30,000
元。
2 足歲以上至未滿 3 歲之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托
育補助金（每學期 5000
元）
身心障礙者托養護費用
其他新增性質相同之項目
子女教育補助(公私立大

弱勢助學措施(公私立大

凡屬教育補助性質者均

專及高中職學雜費

專及私立高中職學費每年

不得重複

60%)

補助 5,000~35,000 元，每
年 10 月 25 日前，學生檢
附戶 籍謄本向學校學務處
申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
請)

人士及低收入戶子女就學
減免、補助學雜費
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
就讀領薪之建教班
其他新增性質相同之項目
傷病醫療補助(0 至 6 歲自 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0-

凡屬商並醫療補助者均

付醫療費)

不得重複

18 歲健保費及 0-3 歲自付
醫
中低收入傷病醫療費用補
療費)
助
低收入計弱勢兒童醫療補
助
其他新增性質相同之項目

法律訴訟扶助

法律扶助基金會訴訟協助
法律諮詢服務
家庭暴力被害人訴訟費用
補助
其他新增性質相同之項目

創業貸款補助

其他新增性質相同之項目

凡以接受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者均不得重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