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快遞專案進度說明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10 年 9 月 30 日

背景
說明

110 年 6 月 1 日為推廣紅十字運動，援助國內外受苦受難的民眾，發起「人道快遞」勸募
活動，期盼透過民眾的愛心捐款，實踐人道精神，將愛傳遞至世界每一個需要援助的角落。

經費
來源

本案依公益勸募條例向衛生福利部申請辦理「人道快遞」勸募活動，自 110 年 6 月 1 日起
開始勸募至 111 年 5 月 31 日止期限為 1 年【勸募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 1101361893 號】。
計畫項目

計畫
與
預算

匡列經費

1. 社會救助與服務

5,000,000 元

5.62%

2. 生命安全教育

5,000,000 元

5.62%

3. 國內賑濟

28,500,000 元

32.02%

4. 國際賑濟

25,000,000 元

28.09%

5. 大陸賑濟

15,000,000 元

16.85%

3,500,000 元

3.93%

7,000,000 元

7.87%

89,000,000 元

100.00%

6. 推廣國際紅十字運動及國際人道
法
7. 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
總 計
計畫
期程

百分比

1. 本案計畫期程自 110 年 6 月 1 日至 113 年 5 月 15 日止，為期 3 年。

項目

工作
執行率

具體內容

社會救助與
1. 一次性急難救助金及 3 至 6 個
服務
月危機家庭生活扶助金：350
案/年，共 400 萬元。
2. 弱勢長者關懷服務、高齡志工
組訓及長者社會參與計畫：50
萬元。
3. 大專青少年領袖培訓營隊、青
年公益服務計畫：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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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說明與經費支出
1. 對於遭逢突發事故導致生
活陷入立即性危難的家庭，
提供急難救助金，協助度過
難關，總計扶助 58 案急難
救助家庭。
2. 以上經費支出計新台幣 38
萬 1,000 元。

生命安全教 1. 普及急救知能、降低意外傷亡
育
等急救訓練：50 班次，共 100
萬元。
2. 培養各級水上救生志工、廣推
水上安全救生知識、降低傷亡
等水上訓練：30 班次，共 150
萬元。
3. 身障者游泳復健教學、教練養
成及服務：100 萬元。
4. E 化生命教育之器材設備、提
升急救訓練效能、增進急救人
員的質能及民眾急救能力之器
材設備費：150 萬元。
國內賑濟

1. 協助政府部門執行災害救援復
原重建災害緊急救援、收容安
置、發放賑濟物資、慰問金、

1. 運用華映集團指定捐款慰
問 0402 太魯閣出軌事故 44
名台籍罹難者家屬，每人

補助 金、復原重建等：1,500
萬元。
2.救災培訓與運用：400 萬元。
(1) 辦理各項救災技能訓練及

發給慰問金 15 萬元，另加
發蘇 0 銘未婚妻慰問金 6
萬元；慰問 22 名傷者，每
人發給慰問金 3 萬元。

城市搜救基礎訓練，邀請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
防局推薦教官授課。
(2)應中央或地方政府之請，參
與中央或地方政府舉行之
防災演習(如：民安演習及
災害防救演習)。
(3)依據災害防救法，應中央或
地方政府之請，參與災害
現場搜救工作（如 0206 南
台地震及花蓮地震均配合
ICS 事故現場救災指揮體
系運作。)
3.備災中心設施建置、賑濟物資及
救災器材的管理與應用：750 萬
元。
4.防備救災宣導與教育，提升校園
及社區的防災能力：200 萬元。

2. 公告受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計畫，
原申請期限至 110 年 10 月
15 日，因申請案量遠超出
預期，專案經費有限，不
得已於 9 月 14 日截止收
件。
3. 3.支持國內防抗疫工作，採
購隔離衣、N95 口罩、護
目鏡、面罩等防疫物資，
並捐贈埔里基督教醫院等 8
所醫院，包括 2 台二氧化
碳監測器、2 台呼吸器、3
台經鼻高流量加熱式呼吸
加濕器供應系統、4 台電子
影像喉頭鏡、2 套紫消燈照
明系統、8 台移動式紫消燈
及 15 台升降式 UV-C 殺菌
燈。
4. 以上經費支出計新台幣 617
萬 5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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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賑濟

1.

2.

大陸賑濟

1.

2.

推廣國際紅 1.
十字運動及
國際人道法 2.
3.

國際間發生災害、傳染病或武
裝衝突等重大事件時之救援與

1. 110 年 8 月 14 日海地發生
規模 7.2 地震，本會隨即經

支持，以及發展與充實國際救
援之知能，及時發揮「人飢己
飢，人溺己溺」之人道精
神。
支持重大災害之賑濟物資、收
容安置、健康照護、供水衛生
等緊急救助，以及災後復原重
建的軟、硬體計畫：2,500 萬
元。

由外交部協助，捐贈海地
紅十字會包括帳篷、睡
袋、睡墊、涼被、口罩、
乾糧、帆布、手套、香
皂、水桶及女性衛生用品
等 11 項、總計約 12 噸的
賑濟物資。
2. 以上經費支出計新台幣 104
萬 1,640 元。

大陸地區發生災害、傳染病等
重大事件時之救援與支持，以
及發展與充實國際救援之知
能，及時發揮「人飢己飢，人
溺己溺」之人道精神。
支持災區賑濟物資、收容安
置、健康照護、供水衛生等緊
急救助，以及災後復原重建的
軟、硬體計畫：1,500 萬元。

1. 捐助大陸紅十字組織民幣
235 萬 8350 元，協助 110
年 7 月河南水患災區新鄉
市衛輝市頓坊店鄉水屯村
重建計畫。
2. 以上經費支出計新台幣 328
萬 9,938 元。

參與國際紅十字運動，拓展國
際關係：20 萬元。
推廣紅十字運動知識：200 萬
元。
宣導國際人道法：130 萬元。

勸募活動之 廣告宣傳、募款工作人力及臨時勞
必要支出
務、辦理募款之行政聯繫、文書繕
印、交通、誤餐、住宿、郵資、油
脂及雜支等費用。

1. 捐款手續費及募款成本人
事費。
2. 以上經費支出計新台幣 23
萬 841 元。

1. 本專案截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捐款共募得新台幣 6,740 萬 2,261 元(含捐款收入 6,691 萬
8,053 元、物資 48 萬 4,208 元)，支出計新台幣 1,111 萬 3,948 元，占總收入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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