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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04月 07日第 519次小會訂定 

2018年 12月 02日第 585次小會修訂 

第一條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星中會和平教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愛心基金（以

下簡稱本基金），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基金之管理與運用由本會愛心基金小組辦理，並受本會小會之監督。 

前項基金之管理與運用辦法，由愛心基金小組擬訂，報請本會小會核定實施。 

第三條 本基金之宗旨與來源 

本會為扶助生活遭遇困難之肢體，解決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協助兄姐渡過難關，

將愛心做在最小的兄姐身上，以實現聖經教導「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

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如經上

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八14-15)，特成立本基金。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社會人士之捐助。 

二、本會會友之捐獻。 

三、本基金孳息之收入。 

若基金不足時，愛心基金小組得以擬定募款計畫挹注基金。 

第四條 愛心基金小組之組織與職掌 

一、愛心基金小組成員由主責牧師、召集長老、審查分組及訪視分組所組成，以利分

工及公正審查。 

二、訪視分組：成員 2～3名，主要由教會內有社工專業背景者擔任，並依個案狀況

由召集長老邀請相關同工參與訪視分組。其工作職掌如下： 

1. 訪視、會談、評估，並將訪視結果紀錄成評估建議，以利審查分組審查。 

2. 依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代理申請人)，並轉請相關部門持續關懷。 

3. 訪視分組於補助期間定期聯繫獲助人，關心其生活需要與求職狀況，於定期

會議中報告。 
三、審查分組：成員至少 5名(需單數)，由主責牧師、召集長老及成人部、青壯部、

兒青部遴派長執各一人，得邀請法律或財務專業背景者協助，其工作職掌如下： 

1. 針對個案申請書及關懷分組提出之評估建議進行審查，核定補助內容。 

2. 當訪視分組提出申請人特殊需求時，協助連結其他資源。 
四、訪視與審查分組之成員不重覆，不對外公開小組成員名單，成員人數可依個案實

際狀況於愛心基金小組會議提出調整。 

第五條 補助對象與資格 

具家庭清寒或需緊急救助之肢體(如：生活遭逢變故、影響生計者…等)。 

一、對象： 

1. 本會會友。 

2. 本會出身傳道人之教會信徒。 

二、資格： 

凡一年內參加主日禮拜或團契小組聚會達一半以上之穩定參加聚會者 

1. 本會會友：由團契輔導、小組長或所屬部門牧長執提出聚會證明。 

2. 本會學青於外地求學者：需出具外地教會聚會證明。 

3. 本會出身傳道人之教會信徒：需出具該教會聚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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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補助之原則 

一、 訪視分組應先了解補助申請人的現況與需求，協助補助申請人尋求政府、社

福機構之補助。若其基本生活需求仍有不足時，則由愛心基金協助，維持其

基本生活需求。 

二、 為使本基金發揮最大效益，受扶助之肢體於補助期間需接受訪視分組定期訪談，

回報實際生活情況，若生活有重大變動之情節（如：經濟狀況改善、遷居或出

國、重大傷病、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死亡等），得視其收入情況酌情增減補助。 

三、 受扶助之肢體若有隱匿固定收入、其他收入或不願接受定期訪談者，愛心基

金小組得視情況刪減或中止協助。 

第七條 補助範圍與額度 

一、生活費(含健保保費) 補助：以一年為期，每人每月補助生活費以 5,000元為上

限。 

二、醫藥費補助：參考台北市政府發布之低收入戶市民醫療補助，但每人每年度補助

總額以 100,000元為上限。 

三、托育費補助：因工作需要而委託褓母照顧，或就托於幼托機構者，每位 0~2歲幼

兒之托育補助每月以 5,000元為上限；2~6歲幼兒每學期以 20,000元為上限。 

四、教育費補助：以學期為單位，需每學期依需求提出申請。申請者得於每學期註冊

前一個月(每年之一月、八月)，向愛心基金小組提出申請，以利及早撥款。補助

額度如下： 

1、國中小學之學費及學雜費依公立學校標準差額補助。 

2、公私立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應先申請助學貸款，無法申請助學貸款之學生，

補助每學期學費及學雜費70%。 

3、補助就學學生購買書籍費、文具…等學習相關用品，實報實銷，每學期以5,000

元為上限。 

4、若遇新生入學，得視狀況補助制服等相關費用，以3,000元為上限。 

5、同時申請本會獎學金及愛心基金教育費補助者，擇優補助。 

五、其他緊急救助案件依個案專案辦理，補助內容依訪視分組訪談後，專案送審查分

組審核決定。 

第八條 補助案件之審核基準如下： 

一、 由召集長老邀集主責牧師及審查分組召開審查會，依訪視分組提出之評估報告

核實審查之。 

二、審查會應秉持公平、公正、不公開之原則，以客觀之評量標準進行審查。 

三、審查會依據申請人現有資源及需求做評估，評估參考項目如下： 

資源 需求 

現有動產 醫療花費 

家庭每月總收入/家庭總人數 生活基本需要 

其他補助來源 租屋(不含房貸) 

第九條 補助款撥付 

補助案件經審查通過後，由愛心基金小組向本會會計單位請款，依約定方式交付申請

人，並附上相關憑證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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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補助申請要點 

一、 申請人 

1. 本人申請：本人主動向愛心基金小組提出者。 

2. 代為申請： 

(1)由主日學老師、團契輔導、牧長執向愛心基金小組提出需受扶助的會友

名單，經訪視分組與該會友(未滿十八歲者之家長或監護人)聯絡後，徵

得其同意者。 

(2)未滿十八歲之學生由其家長或監護人提出申請。 

3. 本會出身傳道人之教會信徒，由該傳道人提出申請。 

二、 申請文件 

1. 共同必備文件 

(1) 補助申請書。 

(2)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之正反面影本。 

(3)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若有未同居住、但實際扶養之親

屬，亦應附上相關身份證明文件) 

(4) 撥款存摺封面影本。 

2. 根據申請項目需備文件 

(1) 托育費補助：托育繳費收據影本。 

(2) 醫藥費補助：醫療繳費單正本或醫療繳費收據影本。 

(3) 教育費補助：學雜費繳費單正本或學雜費繳費收據影本。 

(4)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或繳費單據。 

三、 作業流程：請參「愛心基金補助申請作業流程圖」 

四、 受助人之義務 

1. 申請文件中有關本人基本資料、急難事由、證明文件及其他補助狀況等，

均係本人據實提供，以供愛心基金小組正確評核，以期將有限資源，提

供最有需要之兄姐使用，若事後發現有匿報者，將立即停止補助。 

2. 受助人若生活有重大變動之情節（如：經濟狀況改善、遷居或出國、重

大傷病、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等），應立即向訪視分組提出。 

3. 本會受助人必須固定參與本會聚會。 

4. 受助人不得無故與他人透露自己領取之補助款項與金額，違者立即停止

補助。 

第十一條 全職傳道人或宣教師(急難)慰問金 

一、 對象： 

1. 本會出身之全職傳道人或宣教師之家庭，包括現任、退任或退休者。 

2. 本會會友之配偶或一等直系親屬擔任全職傳道人或宣教師之家庭。 

二、 條件：經愛心基金小組評估，有實際需要者。 

三、 金額：由愛心基金小組評估慰問金金額，送交小會決議。 

第十二條 愛心基金全年度使用若未達前一年度愛心基金餘額之 10%，得補助予社福單位或弱勢

教會，補助單位及金額由愛心基金小組評估，送交小會決議。 

第十三條 本辦法報請小會審定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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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基金補助申請作業流程圖 

 

 
 

申請人

(代申請人)

向辦公室索取或至和平教會網站
下載申請表格

填妥申請表格並備齊相關文件密封

送交和平教會辦公室提出申請

送交愛心基金小組審核

訪視分組派員諮詢
並提供評估報告

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
(主責牧師及審查分組與會)

訪視分組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
愛心基金小組向本會出納提出請款單

本會出納轉帳至指定帳戶並結案

受助人應固定參加本會聚會
由主責牧長持續關懷

通過 

訪視分組憑繳費單據正本代繳費用後 

提供本會會計繳費收據歸檔並結案 

訪視分組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並結案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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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詳實填寫，以利相關資源的申請與轉介                           編號： 

姓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申請資格 本會會友      本會學青於外地求學者   本會出身傳道人之教會信徒 

聯絡方式 (H) (M) Email: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聯絡地址 同上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福利身分別 無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證明  特境身分 

家庭 

收支狀況 

月收入 

$________ 

月支出 

$________ 

負債 

$________ 

貸款 

$________ 

其他收入/支出 

$____________ 

每月生活費不足 

$_____________ 

申請其他 

補助狀況 

請問您目前是否有申請其他機構單位補助？ 

單位：____________ 項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  金額：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 項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  金額：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 項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  金額：____________ 

申請人狀況

說明 

請詳述申請人背景(家庭成員、工作、就學、關係、主要經濟來源與參加聚會狀況…) 

 

 

 

 

 

具體說明申請人目前遭遇的困難(申請原因) 

 

 

申請人請填妥申請表格並備齊證明文件，交辦公室轉交愛心基金小組。愛心基金小組將會以

電話或 e-mail 通知。 

詳請參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星中會和平教會愛心基金管理及運用辦法」 

(http://taipeihoping7.blogspot.tw/2009/02/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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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子女

在學情況(一)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立  私立  日間部  夜間部 

入學期日：____年_____月   預計畢業:_____年_____月 

是否領有其他獎學金有 無   金額_________________元 

預估每學期註冊費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申請人子女

在學情況(二)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立  私立  日間部  夜間部 

入學期日：____年_____月   預計畢業:_____年_____月 

是否領有其他獎學金有 無   金額_________________元 

預估每學期註冊費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聚

會

證

明 

信仰狀況 已受洗 尚未受洗 福音朋友 

聚會狀況(近一年內聚會達一半以上) 

參加第_____堂主日崇拜 參加______________團契 

參加______________小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請牧長/輔導/組長提供意見 

 

 

 牧長/輔導/組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請確認一下您的資料是否齊全 

檢附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之正反面影本。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含未同住，但實際扶養親屬資料) 

撥款存摺封面影本 

相關證明文件（請參考本辦法第十條） 

 

請您確認已經了解所有和平教會愛心基金使用辦法之規定，並願意配合愛心基金小組同工之

諮詢，同時願意定期參加小組、團契聚會。若您同意，請於底下欄位簽名。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日 

本表有關基本資料、急難事由、證明文件，均係申請人據實提供，本會將嚴守個案保密原則。 

※在學子女情況表格若不足，可自行影印本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