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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動態消息  

第 10 家長青快樂學堂熱鬧開幕  

打造臺中成為「樂齡城市」 

中市第 10 家長青快樂學堂-「草湳長青快

樂學堂」8 月 11 日上午在梧棲熱鬧開幕！

該學堂在草湳社區發展協會的共同努力下，邀

請 30 多位的長者一起到學堂樂活學習新知識。

草湳長青快樂學堂自 104 年 6 月開始試辦，期

能以提供活動服務為長輩注入生命力，服務時

間為周一至周五早上 8 點至下午 2 點，除規劃

各式文康休閒活動、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等多

元課程外，更加入海線文化特色及農村概念元

素，而每日中午也備有美味午餐與舒適躺椅提

供長輩休息，每月收費僅 1,000 元，104 年新

開辦期間優惠長者每月 500 元，邀請長輩們快

來報名。  

長青快樂學堂的經營理念是提供長輩一個交

朋友、學習新事務及走出家門的好地方，讓長輩

們藉由多出門參加學習課程與活動的機會，讓

他們生活充滿朝氣活力，沒時間生病或憂鬱，可

以健康開心活到老。市府致力積極拓展托老服

務目標普及 29 區，盼在年底前可成立 12 家日

托中心，使長輩可就近在長青快樂學堂學習、交

友及活化身心機能，子女也能安心工作，下班後

再將長輩接回家中共享天倫之樂。在市府持續

推動「托老一條龍」政策下，以長青快樂學堂與

其他照顧服務結合，例如：65 歲以上老人裝假

牙政策，提供有需要的長者補助等，希望未來能

達到每一區都有長青快樂學堂的目標，提供長

輩更完善的照顧服務，臺中市是良好的老人友

善宜居城市，希望大家未來一起努力，將臺中市

打造成適合長者生活的樂齡城市！  

   訊息分享  

104 年度身心障礙者承租  

停車位租金補助開辦囉！  

籍於臺中市並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之

身心障礙者，符合租金補助計

畫各款規定者，得向社會局申

請停車位租金補助，受理申請

期間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

至 104 年 9 月 30 日止。  

(一 )補助期間：本年度依實

際承租期間 (最長至當

年度 12 月止 )。  

(二 )補助標準：  

1.低收入戶補助以實際每

月租金 50％為限。  

2.中低收入戶補助以實際

每月租金 50％為限。  

3.領有生活補助費以實際

每月租金 25％為限。  

(三 )補助條件：本計畫補助

之承租停車位以一處為

限，且承租停車位保證

金、公共管理費等非租

金費用不予補助。   

(五 )洽詢電話：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25329369 分機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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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宣導  
托育一條龍補助放寬，送托工作地鄰近縣市  

１０公里內幼兒園、托嬰中心皆可申請補助  

中市托育一條龍自 104 年 7 月起實施，獲

得家長廣大迴響，但有家長反映因工作需

要，將幼兒送托工作地附近的幼兒園、托嬰中心

方便接送，因此希望市府可針對就讀鄰近縣市

幼兒園、托嬰中心放寬補助；經市府社會局評估

後，考慮家長工作因素或幼兒送托資源分布不

均問題，決定自 104 年 7 月起放寬補助對象，

將送托至彰化、南投、苗栗縣符合補助要件之幼

兒園及托嬰中心納入補助範圍。   

根據社會局實施方案，戶籍地或家長一方工

作地距就托幼兒園 10 公里以內，每學年可申請

托育一條龍學費補助 3 萬元；而家長或幼兒一

方戶籍地距離就托托嬰中心 10 公里以內者，則

可申請每月 2,000 到 3,000 元平價托育補助；

幼兒園可向市府教育局申請，托嬰中心則可向

該中心提出申請。   

社會局強調，托育一條龍平價托育服務主要

是應用社會投資理念，希望藉由補助及價格管

控機制，讓家長放心將小孩送托及外出工作，並

同時穩定托育市場行情，創造托育人員就業市

場，讓政府投入的補助款發揮最大效益。   

有意參與托育一條龍的臺中市協力托嬰中心，

必須遵守市府規定的協力不漲價原則及符合相

關規定，如評鑑成績甲等以上、每月日間平均收

費總額不得超過 1 萬 3,000 元、副食品每月不

得超過 1,000 元、所聘用托育人員須具有保母

技術士證照或為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

家政、護理相關科系所畢業者。   

至於幼兒園的收費則不得高於前一學年度之

收費額度，若私立幼兒園私自調漲收費，以超過

教育局備查數額或項目收費，經查證屬實除應

立即退費外，自次學年度起 2 學年列入不符合

補助要件幼兒園。   

如需進一步洽詢， 請撥打市府總機 04-

22289111，幼兒園部分請洽分機 54404，教育

局幼教科高小姐；托嬰中心部分請洽分機

37508，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蘇小姐。  

     社福常識+ 

代間移轉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據教育部教育 wiki 解釋:代

間移轉係指不同世代間透

過家庭的機制在不同時期在決

定資源的分配、使用與轉移，其

中包括在子、女成長時期，父、

母對子、女的養育、教育投資等，

用以確保其日後社經地位，以及

父、母老年時其子、女對父、母

透過金錢援助或同居共食等方

式所實行的資源逆轉。透過家庭

內的代間資源移轉，社會得以保

障相對弱勢的無市場生產力世

代的生命延續，在社會福利不發

達，社會無力照護的時代此項功

能尤為重要。 

 

 

 

 

家庭中代間資源轉移方式與

社會制度關係，在現代社會，當

前社會經濟發展成熟，個人有能

力透過長期投資的方式儲蓄老

年經濟資本，不同年代間相對經

濟能力差異減少。同時，現代國

家民主化過程往往使國家必須

以福利制度來換取民眾支持，這

類制度上的改變都會對家庭內

世代間資源分配的流量與數量

造成影響，兩代或隔代間的經濟

依賴程度大幅降低，彼此較為獨

立。 

臺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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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福講堂  

 托育一條龍Ｑ＆Ａ

一、 何謂「臺中市托育一條龍」？ 

為減輕家庭育兒負擔、鼓勵家長外出就業及創造托育

就業市場，市府提出托育一條龍的政見，並以優先照

顧弱勢家庭為原則，除原先規劃送托幼兒園、托嬰中

心、保母者延長補助至 6 歲外，同時將弱勢家庭育兒津

貼一併納入，達到 0 至 6 歲幼托照顧一條龍。 

 

 

 

 

 

 

 

 

 

 

 

 

 

二、 申請補助需要什麼資格？ 

送托類別 申 請 資 格 

托嬰中心 
1.幼兒送托本市協力托嬰中心 

2.幼兒設籍本市或其父母至少一方設籍本市半年以上 

居家式保母 
1.幼兒送托本市協力保母 

2.幼兒設籍本市或其父母至少一方設籍本市半年以上 

就讀幼兒園 

1.年齡滿2歲以上、未滿5歲之幼兒，且父母或監護人一方及幼兒設
籍本市半年以上。 

2.就讀本市符合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第五條規定之幼兒園，
或就讀彰化縣、南投縣及苗栗縣等三個縣市之符合補助要件幼

兒園，且符合戶籍地或父母、監護人一方工作地至就托幼兒園

最短距離不超過10公里者。 

3.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者得不受前項第一款設籍年限之限制。 
 

弱勢家庭 

育兒津貼 

經本市區公所審核資格認定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弱
勢兒少生活扶助家庭、領有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 活津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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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托育補助去哪裡申請？ 

送托類別 受理及諮詢單位 

托嬰中心 至立案協力托嬰中心申請 

居家式保母 至各社區保母系統申請 

就讀幼兒園 由各立案幼兒園協助申請 

弱勢家庭育兒津貼 篩選出資格名冊後，由社會局統一撥款，毋須自行申請 

四、 托育一條龍自 104 年 7 月實施補助，小孩已 3 歲多可否有追溯期的補助？ 

答： 補助財源係來自 104 年度追加預算，臺中市議會審議通過後自 7 月份實

施，追溯補助有執行上的困難，恐有失公允，故無法追溯補助。 

五、 中央及地方現行之托育補助制度有哪些? 

補 助 
類 別 

衛生福利部「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０-２歲) 

臺中市「平價托育費用 
補助」(０-６歲) 

補助 
條件 

托育人員
類別 

家庭類別 

托育人 
員類別 

家庭類別 

一般 
家 庭 

中低 
收入戶 
家庭 

低收、 
弱勢 
家庭 

3位子 
女以上 
家庭 

非3位 
子女 
以上 
家庭 

3位子女
以上家
庭 

符合就 業
及財 稅條
件 者 

證照註1 3千 4千 5千 3千 
協力 3千 

科系註2 2千 3千 4千 2千 

結業註3 2千 3千 4千 2千 非協力 無 

不符合 
 就業及 財
稅條 件者 

證照註1 

無 

3千 
協力 2千 3千 

科系註2 2千 

結業註3 2千 非協力 無 
註1：「證照」係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6條第2項 第1款「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者。 
註2：「科系」係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6條第2項 第2款「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

家政、護理相關科、 系、所畢業」者。 
註3：「結業」係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6條第2 項第3款「修畢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

程，並領有結業證書」 者。 

六、 <實例說明> 

如果家裡有兩個孩子，小寶 1 歲，大寶已滿 2 歲，如果都要送托居家

保母，可以申請哪些補助？ 

答： 小寶是未滿 2 歲之兒童送托本市協力保母，可請領衛生福利部「家庭部 

分托育費用補助」，每月補助 2,000 元～5,000 元及臺中市「平價托育

費用補助」，每月補助 2,000 元～3,000 元。  

大寶是已滿 2 歲以上之兒童送托協力保母，可請領臺中市「平價托育費

用 補助」，每月補助 2,000 元～3,000 元至 6 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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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托育一條龍 
HAPPY 樂龍龍，歡笑合不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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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福勞政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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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服務-重要施政宣導  

 

 

 

 

 

 

 

 

 

 

 

 

 

 

 

 

 

 

 

 

 

 

 

 

 

 

 

 

 

 

 

 

 

 



8 
 

   便民服務-政策宣導  

 

重視本市兒童少年發展 強化人身安全及網路安全觀念 

暑假期間，青少年有許多閒暇獨處時間，無論是待在家或與同儕朋友一起出

遊，當您不在身邊，您知道您的孩子都在做什麼嗎？請多關心您的未成年子女，

避免其接觸不良網站或出入涉及危害身心健康之場所~ 

每年暑假期間兒童及青少年因課業壓力減低，空閒時間較多，如未安排正當

活動，易發生深夜遊蕩留連妨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場所，加之以同儕影響及誘惑

下，不小心就會發生少年吸(販)毒、加入幫派、網路援交、性侵害、危險駕車、

打工被騙、染上惡習等偏差行為或受害事件。 

為守護未成年者能健康成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明文規定，未

滿 18 歲兒少不得吸菸、飲酒、嚼檳榔；任何人不得供應菸、酒、檳榔予兒童

及少年以維護兒少健康，且依據該法第 91 條規定，供應酒或檳榔予兒童及少

年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此外，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

違反該法第 13 條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臺中市政府因應暑假期間執行暑期青春專案，特別針對青少年辦理各項休閒

育樂活動、法治教育宣導、人身安全宣導及網路安全宣導，今(104)年積極結合

市府相關局處與民間團體資源，規劃 80 場以上之體能、休閒及知識學習活動，

兒少參與人數達 1萬人，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高風險家庭、高關懷家

庭、單親家庭、新移民家庭及社區關懷戶家庭之兒少參與率更達 72%，期望藉

由每年舉辦暑期青春專案，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及受害事件發生，維護臺中市

兒少身心健全發展。 

另為擴大辦理兒少犯罪預防宣導，市府透過 LED 電子視訊牆、跑

馬燈、網際網路、海報、信函、活動設宣導攤位及各項活動辦理兒

少法治教育及人身安全宣導活動，大力廣宣包含「兒少性侵害防治」、

「兒少保護」、「兒少性交易防制」及「兒少性騷擾治」等觀念，相

關內容豐富且多元；並為強化兒童及青少年正確上網觀念，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針對「網路霸凌」、「網路詐騙」、「網路性交易」及「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等內容於社會局官網設有「網路安全宣導專區」，

提供民眾網路安全相關知識與連結，民眾可上網查詢相關資訊，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form/index.asp?Parser=3,11,441)。 

 

臺中市政府邀請您共同關心守護青少年 

「104 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form/index.asp?Parser=3,1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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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大坑生態園區」 (大坑蝴蝶與螢火蟲復育區 ) ，  

歡迎各機關團體學校申請參訪！  

「大坑生態園區」(大坑蝴蝶與螢火蟲復育區 )位於臺中市的後花園~

大坑風景區中，北屯區中正露營區旁、鄰近大坑四號步道入口處。自

民國 88 年 921 地震後，園區整治成為大坑蝴蝶及螢火蟲復育區。園

內種植許多提供蝴蝶成蟲吸食之蜜源及幼蟲吃的食草植物，目前已調

查到的蝴蝶種類多達約 140 多種。另外設有種植多種水生植物之水池，

以提供螢火蟲產卵、躲藏及食物來源。伴隨著豐富的生態環境，也出

現許多其他昆蟲資源，如：黑翅蟬、獨角仙……等，深受大小朋友的喜

愛！  

 目前的課程有「翩翩蝶舞」及「春季螢光夜」等課程，隨著不同季節

出現的昆蟲進行觀察體驗。「翩翩蝶舞」，透過遊戲讓孩子體驗蝴蝶一

生的四個階段以及蝴蝶生長過程中會遇到的各種危機與挑戰，進而感

受自然萬物生命的難能可貴及特殊之處。另外透過與大自然抓迷藏的

探索與觀察，欣賞園區可見的蝴蝶卵、幼蟲、蛹或是成蟲。「春季螢光

夜」則是配合春天黑翅螢大發生的時候，透過近距離觀察螢火蟲並了

解他們的食物鏈及所需棲息環境，激發大家願意保護牠們、愛護環境

的心。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邀請大小朋友一起來走走！  

參訪申請方式聯絡人：古小姐電話：04-22289111#58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