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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動態消息  

企業揪團當志工  實現大臺中成為志工首都  

臺中市政府與財團法

人拓凱教育基金會合

作辦理的「2015 大臺中企業

志工日」，已邁入第 4 個年

頭，11 月 7 日動員 1,200 多

位企業志工，舉行企業志工

嘉年華活動，分別在美術館、醫院、大賣場、社福

機構等處，擔任一日志工，共有 43 家企業參與、

公益提案 36 案，最後於市民廣場大會師，市府宣

示未來將打造非營利與志工培育中心，提供志工們

良好的培訓環境，也主張成立國家級的志願性服務

中心，落實臺中作為志工首都的城市定位。   

今年的「2015 大臺中企業志工日」活動，分別在

全市各服務地點進行一日志工，參加的企業數量較

往年增加 23 家，達到企業志工倍增的目標。林市

長及社會局呂局長也到現場與所有志工一同宣誓，

將以「最真誠的心意與行動，秉持良知，善盡社會

責任，關懷弱勢，維護社會公益，共創幸福的大臺

中」並相約明年再見。此外，會中宣佈原屬軍方的

美村路聯勤招待所已移撥市府並由社會局編列 10

億元預算，規劃打造一座非營利與志工培育中心，

未來完工後，將提供志工全方位培訓及良好的環境

與資源。   

每年企業志工日活動是由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共

同規畫服務方案，安排企業主帶領員工進行一日

志工體驗，企業的角色不再侷限於捐款，而是能
實際挽袖參與做公益，人與人之間能互助更具意

義。社會局呼籲，各企業主鼓勵員工多參與志願

服務工作，不僅能貢獻社會做公益，更能塑造企
業文化凝聚員工士氣及向心力，參與志願服務是

企業展現社會責任的最佳方式，期待未來參與大

臺中企業日的企業及公益社團能逐年遞增，讓所
有人都以擔任志工為榮。  

      訊息分享  

績優社區成果發表  

「社區扎根‧樂活臺中

─104 年社區成果博覽會

暨績優社區表揚活動」11

月 8 日在北屯區新都生

態公園舉辦，現場邀請全

市各社區發展協會針對

社區產業、社區福利成果

及特色作品、旗艦社區成

果等進行靜態展出，並於

會中表揚今年度參與市

級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的

績優社區，包括 4 個優等

獎社區、7 個甲等獎社區

及單項特色獎計 7 社區

表揚績優社區，肯定他們

在地扎根的服務成效。   

目前臺中市社區發展

協會共 609 個，為就近

培力社區發展協會推動
社區發展工作，已分別

成立第一區及第二區社

區發展育成中心，作為
社區諮詢與資源網絡輸

送平臺。另透過各式計

畫補助與輔導社區發展，
促成社區財源自主並持

續挹注於在地照顧關懷

服務，以政策性引導社
區朝向福利社區化及永

續發展邁進，鼓勵社區

投入兒童、少年、婦女、
新住民、老人、身心障礙

者等工作，落實照顧弱

勢，服務在地生根。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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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福常識+  

低收、中低收入戶申請時間大幅減省 35 天  便民措施獲肯定  

勢民眾的權益不能等！低收、中低收入戶身分審查，牽涉房屋稅減

免、看護費用、房屋租金補助、就學交通補助、生育補助、產婦及

嬰兒營養補助、喪葬補助或健保費減免等福利申請，對急需使用者影響

甚鉅，為使弱勢民眾盡早獲得政府資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簡化申請審

查流程，由原先 75 天縮短為 40 天，節省時間 35 天，此一便民措施獲

得民眾普遍肯定。  

此外，除社會救助法已規範的標準外，由於 105 年本市最低生活費標

準已由 104 年的每人每月 1 萬 1860 元調整為 1 萬 3084 元，間接使得

弱勢家户通過審查標準的機會增加。而原本具備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資格者，105 年家庭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如未增加，仍可保有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  

低收、中低收入戶之申請審查時間，經社會局不斷檢討改進，大幅縮

短審查流程，配合整合性的網路查詢系統，對於急需獲得各項政府補助

的弱勢民眾，只要到區公所申請，經審查符合條件者即可獲得核定，再

也無須苦苦等待。  

     綜合宣導  

亞洲 6 國食物銀行代表簽訂合作協議   
臺中市盼順利完成食物銀行法制化作業  

洲食物銀行歷來最大的國際研討會 11 月 3 日舉辦 2 天議程，開

幕式中臺灣、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 6 個亞洲

國家地區的食物銀行代表，在林市長見證下共同簽訂合作協議，透過

國際合作，攜手解決當前食物浪費與飢餓問題。  

另市府目前正積極推動「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包括食物銀

行補助申請及獎勵、食品衛生檢驗、物資勸募及抵稅、永續教育等事

項，都有明文規定，希望讓食物及物資能透過食物銀行送到真正需要

的民眾手中，草案於日前 (14 日 )獲得法規委員會審查支持通過，進入

議會二讀，盼為食物銀行建置一個具有保障、更為健全的系統，讓臺

中成為全臺推動食物銀行制度化最具成果的城市。   

食物銀行起源於美國，為減少食物生產過剩而引起的浪費，將剩餘

的食物轉而協助弱勢民眾獲得溫飽，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糧食浪費、

糧食危機及無飢餓等議題越來越受到廣泛討論，食物銀行更是扮演了

關鍵角色，讓食物的需求與供給不被浪費，拉近貧富差距，減少對環

境的破壞及耗用。此次國際研討會邀請到來自美國、德國、日本、韓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亞等 8 個國家專家學者，與國

內食物銀行代表及夥伴逾 180 人參會，在林市長、「德國食物銀行之

弱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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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Sabine Werth 等貴賓共同見證下，臺灣、日本、南韓、香港、新

加坡和馬來西亞等 6 個國家地區的食物銀行代表簽訂合作協議。   

目前臺中食物銀行已有 3 家實體分店、27 處發放站及 5 家聯盟店、

4 處市場交換平臺，每月可提供至少 2,500 戶食物支援，未來市府會

持續拓展社區型食物銀行，結合社區力量，讓需要食物援助的民眾能

就近取得。社區食物銀行聯盟店已設立 5 家，未來朝向一區一聯盟店

的目標努力，並結合中彰投共治理念，與嘉里大榮物流簽立合作協議，

促成企業與民眾捐贈物資的資源可以在臺中、彰化與南投流動。  

藉由此次研討會舉辦之國外專題演講、專題討論及專題分享，分享

美國及德國食物銀行發展歷程及現況，由亞洲各國分享食物銀行面臨

的挑戰和探討成功食物銀行的定義，同時會中也邀請各非營利組織及

企業夥伴共同分享經驗，除可檢視臺灣實施食物銀行的現況與所遭遇

的困難，亦可借鏡國外經驗，期能經由交流互相學習經驗與連結資源，

提升目前的服務質量。  

     社福講堂  

兒童權利大步走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全文 55 條，105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 

法院 1 月 23 日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修正案，除了將

沿用近 20 年的法案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使所有

兒童及少年有對價的性交易行為視為性剝削行為外，條文也由現行 39 條增列

至 55 條。該修正法案的通過將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後，第一個法

規檢視修正的一部法，代表我國兒童權利更向前邁進一大步。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自民國 84 年公布施行以來，期間雖進行過

6 次部分條文的修正，但仍不足以因應社會變遷及實務需求。為求更貼近兒童

少年的最佳利益，本次大幅修正整部法規，包括法規名稱將原有暗示雙方是在

平等關係上自主從事交換的「性交易」一詞，修正為「性剝削」，除參考大法

官解釋釋字第六二三號理由書「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與其為性交

易行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的說法，更體現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第三十四條、《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

任擇議定書》的精神。 

本次修法除法條名稱和國際接軌之外，實質內容也和之前的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有很大的不同，包括： 

（一）保護範圍擴大：性剝削的定義，除包括原條例規範的使兒童或少年為有

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外，也擴大到利用兒少從事色情表演以供人觀覽。

並將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色情物品納入性剝削範疇。除此，這次修法

也將原施行細則規範的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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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這類過去被視為有性交易之虞的行為樣態

也直接入法加以規範。(修正後條文第二條)。 

（二）被害人安置與否需經專業評估：評估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被

害人是否安置，現行是以有無性交易或性交易之虞作為基準，修法後主

要考量被害人有無安置的需求。倘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人身

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無虞，經評估無安置需求者，將交由父母、

監護人保護教養；如經評估有安置需求的被害人，將由主管機關安置於

適當場所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修正後條文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

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 

（三）強化主管機關的職責：現行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防制兒童及

少年遭受性剝削，除了加強預防教育宣導外，依法陪同被害人偵訊、安

置被害人以及對行為人出獄後做輔導教育等工作，修法後除了要加強原

有職責外，對於被安置或無須安置交由父母、監護人帶回的兒童少年返

家後，主管機關都要給予至少一年或至其年滿二十歲止的追蹤輔導及協

助，其目的在於避免被害人再度遭受性剝削。除此，主管機關對於遭受

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的兒童少年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

要給予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以輔助增強其家庭功

能。(增訂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 

（四）違法行為處罰的多元化：對於違反本條例的處罰，除現行刑事罰之外也

增加行政罰，增訂主管機關對有付費而觀覽兒童少年為性交或猥褻性為

的人或是利用兒童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

侍應工作的人都可以處一定的罰鍰(增訂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對

於對兒童少年性剝削之個人或犯罪組織經法院裁定判刑確定後，主管機

關也會在行為人在監獄服刑期間提供一定時數的輔導教育，以避免出獄

後再對兒少為性剝削行為(修正後條文第五十一條)。 

（五）加重刑責：因應本條例保護兒童少年之範圍擴大，針對與兒童少年為有

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使兒童或少年為色情表演以供人觀覽、觀覽兒

童少年色情表演、製造兒童少年色情物品、持有兒童少年色情物品，或

利用兒童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者等，均訂定罰則。若使用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而有

對兒少為性剝削行為，處罰更重。(第四章罰則：修正後條文第三十一條

至第五十二條) 。 

每一位兒童及少年都是父母的寶，也是國家社會的未來，

此次修正「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將更周延地保障

兒童及少年的福祉。修法通過後，希望中央與地方能緊密合

作，共同保護兒童少年免受性剝削，嚴懲加害人，使每位兒

童及少年都能免於遭受性剝削、健康平安的成長。<本文擷取自衛生福利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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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福勞政小天地  

珍惜生命，陪伴民眾度過情緒低潮   免費安心專線 0800-788-995 

臺中日前發生疑似因長期照顧病母過勞，情緒失控殺害母

親的人倫悲劇案件，鑑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針對壓力過大或

心情憂鬱會造成情緒低落，於各區衛生所提供免費定點心理

諮詢服務，並設置 24 小時免費安心專線 0800-788-995（請

幫幫，救救我）；民眾若發現周遭親友有憂鬱、自傷或傷人企圖等危

險徵兆，可使用「一問（主動關懷與積極傾聽）、二應（適當回應與支

持陪伴）、三轉介（資源轉介與持續關懷）」的技巧，主動關懷、積極

傾聽、適當回應與支持陪伴，適時協助轉介至全市各區衛生所免費心

理諮詢服務，或各大醫療院所的身心專科尋求醫療專業協助，小小動

作就能挽回悲劇發生。  

喘息空間，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免費諮詢專線 0800-507272 

另隨著人口高齡化，失能老人照顧需求日增，許多年輕人甚至辭去

工作長期在家照顧臥病父母，臺中市目前約有 6 萬名「家庭照顧者」，

每天 24 小時不眠不休，默默地照顧失能、失智或身心障礙的家人，依

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調查，每名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時間

近 10 年，經濟、身體及心理都承受巨大壓力，也幾乎斷了社交活動，

有苦說不出。為緩解照顧者長期壓力，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中華民國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與紅十字會臺中市支會合作辦理「家庭照顧者免

付費諮詢專線 0800-507272（有你，真好真好－臺語）」，提供照顧技

巧指導、紓壓活動、心理協談等，同時協助弱勢家庭申請萬海基金會

每月 500 元網購金，添購必要的飲食、營養、清潔、衛生日用品，還

有喘息服務可供申請，呼籲遭遇困難民眾勇於求助，暫時放下照顧重

擔使你更有力量面對未來生活。  

      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2018 世界花卉博覽會 徵求志工團隊開跑 預估需求 2 萬人 

期長達 173 天的 2018 年世界花卉博覽會，共

有后里、外埔、豐原三大展區，預估志工總需求

人數高達 2 萬人，為募集足夠志工，臺中市政府建

置「臺中巿志工媒合平臺」進行雲端志工媒合，歡

迎民眾踴躍參加，成為花博的志工種子。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志工分為服務人員組、安全人員組、導覽人員組等，市

府 社 會 局 特 別 建 置 「 臺 中 巿 志 工 媒 合 平 臺 」

(http://volunteer.society.taichung.gov.tw/)，民眾可直接進行雲端志工媒合，

加入市府各局處的志工小隊，累積志願服務的經驗。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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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臺中舉行的臺灣燈會，共吸引 1375 萬賞燈人次，創造 120 億元經

濟產值，民眾滿意度高達 85%，幕後的無名英雄就是高達一萬多人次的志工，

為延續臺灣燈會的「志工奇蹟」，市府現開始招募花博志工，期望臺中的志願

服務，成為未來各項大型國際活動的亮點。 

志工的參與不僅帶動市民對城市的認同，更創造美好的共同回憶，誠摯邀請

市民以擔任志工的方式參與，歡迎踴躍報名加入，洽詢電話 04-2228-9111 轉

分機 37716 張小姐。 

※※※※※※※※※※※※※※※※※※※※※※※※※※※※※※※※※※※※※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宣導園遊會 11 月 28 日府前廣場溫馨登場～   

市府籲市民共同重視身障者權益  
 

合國將每年 12 月 3 日訂為「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為響應國際行

動並呼籲民眾重視身心障礙者權益，臺中市政府於 11 月 21 日表

揚 32 位傑出身心障礙者楷模，並將於 11 月 28 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

樓府前廣場辦理「104 年度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宣導園遊會」，當日將

有各式體驗活動與精采表演，邀請民眾踴

躍參加。   

今年度是台灣推動身權公約的第一年，

為響應聯合國的國際行動並提倡重視身心

障礙者權益，臺中市政府除於 11 月 21 日

辦理身心障礙各類獎項表揚大會，表揚 32

位傑出楷模，包括 8 位傑出身心障礙人員、

8 位身心障礙家屬楷模、7 位績優機構教

保員或輔導員、3 位推行身心障礙福利有功人員及 6 位推行身心障礙

福利志工楷模。並規劃在 11 月 28 日舉辦宣導園遊會，活動當日將有

眾多身心障礙團體擺攤，販售各式由身心障礙朋友製作的美食及手工

藝品，還有視障按摩體驗、輪椅體驗及其他體驗活動與精采的表演，

展現身心障礙朋友的能力及生命力，並藉此讓民眾對身心障礙朋友的

權益有更多認識與支持。   

臺中市有 11 萬名身心障礙市民，身心障礙者福利一直是市府的施

政重點及亮點之一，為盡力維護身障朋友們享有平等參與社會之權益，

目前臺中設有 259 輛復康巴士，25 個社區關懷據點，全國最多數量的

家托住所，今年更榮獲民間單位肯定全國辦理社區居住方案最多之榮

譽，市府透過這些服務讓身障朋友在臺中安居樂業，享受美好生活。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呼籲民眾與市府一起努力，導入各項資源改善身障

者及老人居家環境，讓他們的生活更自在順心，並強化硬體公共設施

改善及市民友善對待上，讓身障者真正感受到平等尊嚴的對待，營造

臺中成為身障朋友們的友善宜居城市。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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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臺中國家歌劇院  

                        「2015 歌劇院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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