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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南屯區公所舊址將建置臺中首座親子館  

臺中市政府將舊有南屯區公所活

化利用，規劃首座建置「親子館」，

未來將提供親子遊戲室、互動課程

及閱覽室，讓家長與小朋友多了一

個休閒娛樂的去處，增進親子互動

關係。市長林佳龍 1 月 7 日親自前

往視察，盼於市議會召開臨時會時

通過總預算審議，預算通過後，以最

快速度推動計畫，預計明 (106)年 4

月就能讓幼兒家庭使用親子館。  

市府自 101 年起，陸續成立市區

海線、山線、大甲、大屯等 5 座托育資源中心，辦理各項嬰幼兒活動，

深獲家長好評，但因托育中心礙於空間限制，目前圖書、玩具及親子課

程採「外借」及「預約」模式；為提供親子更多互動空間與機會，且考

量南屯區公所自 102 年遷移後，已閒置 3 年未利用，經徵詢地方民眾及

民意代表等意見，決議舊建物活化，規劃成立臺中首座「親子館」。  

市府為滿足不同家庭需求，推出「托育一條龍」提供育兒補助，紓緩

家庭經濟負擔外，也推動居家及機構式的保母制度，並針對中低收入戶

額外提供津貼；中產階級則研擬育嬰假，盼將托育政策結合托育中心、

親子館等硬體建設，以完善臺中整體托育環境。  

親子館由文化局及社會局合作開發，目前已爭取中央 300 萬元補助，

市府負擔 1,400 萬元自籌款，總計投入 1,700 萬元的改建經費。整體工

程原規劃文化局於 105 年 1 至 6 月，進行建築物使用執照變更、結構補

強、電梯及無障礙工程；社會局接續於 105 年 7 至 12 月進行室內裝修、

玩具及設施設備添購等程序，但因市府 105 年度總預算未能審議通過，

因此目前尚無法進行委託規劃設計及採購等前置作業，市府盼於市議會

召開臨時會時能通過總預算審議，預算通過後，以最快速度推動計畫，

預計 106 年 4 月開館營運。  

親子館預計規劃在入口廣場進行綠美化設計，原有老樹木化作樹屋，

也安排鞦韆、玩沙池等戶外休憩區；建築物 1 樓規劃 0 至 3 歲、3 至 6

歲的親子遊戲室；2 樓為親職教育、親子手作教室、哺乳室、親子廁所

等；3 樓則作為閱覽室，提供社區親子及學生閱讀使用，開館營運後，

將為周遭地區之幼兒家庭提供友善環境帶來便利。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17145575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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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分享 

「宜居城市  移居城市」104 年淨移入人口數臺中六都第二  

根據內政部人口遷移資料，104 年臺中市淨移入人口較往年倍增，來

到 1 萬 4,367 人，僅次於剛成為直轄市的桃園市，奪下「移居城市」第

二名，此現象表示市府推動「宜居城市」已獲初步成果，市府樂觀其成，

將繼續優化良好的生活環境，更歡迎各地民眾持續搬到臺中「做頭家」。  

專家分析影響人口遷徙的關鍵原因，包括就業機會多寡、房市發展性，

以及城市軟硬體建設；若就業機會多、房市具增值潛力、都市形象優良，

就會吸引區外人口移入。  

臺中市擁有得天獨厚的宜人居住環境，加上地理位置適中、發展腹地

廣大，最有實力打造幸福宜居城市。市長林佳龍上任一年來，以宜居城

市為主軸推動多樣政策，讓臺中成為吸引人口移入的「大磁鐵」。  

臺中市政府打造宜居城市的政策相當多元，希望儘力照顧社會每個階

層。例如「托育一條龍」補助，分攤父母養育小孩的壓力；一萬戶「三

好一公道」社會住宅興建計畫及租屋補助，讓市民更容易購屋或租屋；

「摘星計畫」則利用閒置公有建築物及園區，鼓勵青年創業，實現夢想。  

為了讓學童吃得健康，並結合「食農教育」補助各市立中小學營養午

餐每人每餐加碼 5 元，增加有機蔬菜、在地食材、非基改食材使用比例，

希望讓學生吃得營養又健康，同時促進農地活化，創造多重效益。  

銀髮族照顧方面，以社會投資創新理論，首創「托老一條龍」政策，

全力推動社區式預防照顧服務，透過提供連續性照顧服務將次級照顧缺

口填補，計畫分別於西屯區設置資源管理中心及豐原區設置多功能日間

托老中心，希望將不同的老人照顧需求全部補足。  

各種幸福政策陸續推動外，交通、建設、水利、體育等各項重大計畫

亦陸續進行，另讓老臺中人具光榮感的舊城區再造計畫，也同步進行。

市府希望透過全面的努力，讓臺中落實「生活首都、宜居城市」的目標，

「工商發達、經濟蓬勃」，吸引更多人到臺中居住、投資。  

社福常識+ 

「公益信託」係指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益為

目的之信託依據。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5 月 5 日訂定發布之「社會福利公

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其所稱之「公益信託」，係指以從事兒童及少年福利、

婦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家庭支持、社會救助、社會工作、志願服

務、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業務或其他有關社會福利業務為

目的，其設立及受託人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公益信託。 

信託制度在英美等國已發展多年，主要是委託人將財產移轉或其他處分給受

託人，受託人（主要為銀行業者）依照信託目的，依受益人利益來管理或處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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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財產。信託制度讓民眾可以將財產委由專業信託業者來處理；然而，信託大

多屬私益信託，以特定人員之利益為目的，例如為子女、為員工、為個人安養等

目的設立信託，均不屬公益信託之範圍。 

公益信託以慈善等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為目的，信託財產可包括提供不特定

多數人獎助學金、推展社會福利、保護環境、創辦文化藝術活動、研究科技，甚

至開拓國際交流等相關基金或其他財產。公益信託之營運大部分與一般私益信

託相同，主要差異在於公益信託之設立及其受託人，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許可，業務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受託人非經許可不得辭任，公益信託一

定要置信託監察人等。 

綜合宣導 

創新作法-全臺唯一‧中市以最少人力做出社福最佳成績 10 項特優  

社會福利各縣市都有，但臺中市政府 105 年陸續推出多項全國首創

或唯一的政策，包括托育、托老一條龍、食物銀行自治條例、創設中部

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身障者財產信託服務等，並以「團隊決策會議

（TDM）」做為相關政策的研擬機制，加上兒少福利服務、家暴及性侵

害防治等項目大幅進步，因此即便是平均每位社政人力需服務的市民為

六都中最多，卻能以最少人力做出最亮麗的成果。中央對此也相當肯定，

評定臺中為全國各縣市社會福利績效考核第一名。  

衛生福利部每年進行「中央對直轄市與縣 (市 )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

考核」，由衛生福利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專家學者與民間團

體組成評審團，從公益彩券運用管理、社會救助、兒童及少年福利、婦

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志願服務、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等 10 個項目進行評比。   

目前臺中市的社福人力不及其他直轄市充裕，平均每位社政人力需服

務 9,889 位市民，是臺北市 4,722 人的 2.1 倍，六都中也最多；每萬名

市民擁有的社會福利工作人數，臺中市為 3.53 人，只有臺北市 5.6 人的

63%；社福支出方面，臺中市社福支出決算數（桃園市 104 年才升格，

故未納入比較），平均每人社福支出 4,421 元，僅為臺北市 1 萬 5,003

元的 29.5%，為五都最低。   

臺中市社福人力雖相對不足，挑戰極大，但市府仍用心傾聽民眾需求，

陸續推動多項全國首創或唯一的社會福利措施 : 

(ㄧ )在婦幼福利上，推出全國首創三軌並進的「0 至 6 歲托育一條龍」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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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培力年輕女孩，給予機會實現夢想，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全臺首創

「臺中女兒館」，提供年輕女孩相互交流的互動園地，透過分享經驗

與培力。  

(三 )採用團隊決策會議（TDM）政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105

年推出 TDM 政策，針對兒童受到家庭暴力、遺棄個案，改變過去社

工員單打獨鬥，改由家防中心邀請律師、專家學者、監護人、里鄰長、

社工員等人進行團體決策，討論出對兒童的最佳處置方案。  

(四 )設立「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結合民間非營利組織核心能力設

備，辦理服務個案人際互動與日常活動有關能力暨生活適應等相關

訓練或各項傷友家庭支持活動，提供病友便利且完善的復健醫療照

護，以減輕病人家屬南北奔波之辛勞。  

(五 )全國首辦的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服務計畫，透過財產信託滿足身心

障礙者照護需求，維護身心障礙者基本權益，避免財產遭侵奪。  

(六 )首辦推出免費聽覺服務，藉由聽覺評估及專業諮詢等服務，倡導聽

覺障礙者正確使（選）用適切之助聽器，發揮最大效用。  

(七 )全國唯一的「視覺障礙者搭乘計程車補助」，凡設籍臺中市且領有中

度以上視覺障礙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核發每月 1000

元乘車券。  

(八 )在老人福利上，臺中市以社會投資創新理論，首創「托老一條龍」政

策，全力推動社區式預防照顧服務，透過提供連續性照顧服務將次

級照顧缺口填補，滿足不同的老人照顧需求。  

(九 )「臺中市單親家庭租屋押金代墊服務」紓解單親家庭並育有未成年

子女在轉換住所之初的租押金壓力，最高代墊金額為 1 萬 5000 元，

讓單親家庭暫時舒緩經濟壓力。  

(十 )在弱勢服務部分，制訂全國第一個食物銀行自治條例，並廣設社區

型食物銀行、設立大型冷凍倉儲與物流、市府收購過剩農產品、推動

與便利商店建立無饑餓網絡等，讓現有的資源能分配給真正需要幫

助的人。  

推出之各項社福創見獲得評審青睞，其中婦幼政策及家庭暴力防治並

因進一步改革提出新做法，成績有大幅進步，本次評比雖是全臺各縣市

中唯一獲得 10 項特優大滿貫殊榮；然而，進步的腳步不會停歇，未來

將師法日本、韓國在兒童與老人照顧的強項，並引進北歐國家的經驗，

在托老一條龍 721 政策上，加強照顧 10%的失能老人，期能為市民提供

更全面的安全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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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講堂 

臺灣長照體系改革芻議：處理策略、改革方向與服務供給體系建立 

臺灣長照體系當前所面臨最大問題，在於服務體系未能長出與建立，而不在

財源（保險制或稅收制）之爭辯。尤其推行保險制的做法，其所面臨的問題如同

全民健保制度實施之初，需在全國城鄉的醫療體系基本具備的前提下始得開徵，

方不致太大爭議，出現交了保費卻沒有醫生看病的問題。 

衛福部原先規劃預計 2013～2015 年建置長照服務網，2016 長照保險上路。

衛福部的論點是先前 2007 年所規劃的「長照十年計畫」推動成效不彰，服務量

未見大幅成長，服務網建立亦不完全，因此另外推出「長照服務網計劃」，以為

長照保險開徵做準備。 

但衛福部規劃之「長照服務網」，計 22 大區、63 次區、368 小區。目前連最

基本的 22 大區之相關建置都不完備，遑論 63 次區及 368 小區的服務網建立？

衛福部希望在三年內建置完畢，因而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此外，之前長照十年計畫未能成功，主要原因在於開放社福外勞，致長照服

務量未見大幅成長。臺灣現有社福外勞 20 萬 7,820 人(2014 年 3 月統計)，且

人數不斷上升中。如不能正視長照需求大量仰賴外勞提供之現實，長照服務體

系斷不可能建立。 

現況評析: 

長照服務體系的建立始終面臨二大障礙：「財源」及「服務量不足」。其解決之

道，須從三方面著手：「財源」、「服務提供者」、「外勞整合」。 

一、財源： 

先期應以稅賦支應，等服務體系建立至一定程度後，再開徵長照保險。建議

從公益彩金、菸捐基金、或未來的博奕基金中，固定其占比以挹注。 

二、服務提供者： 

財源無虞下，應同時思考設計一套機制，指定其用途，確定基金之挹注能確

實達到政策目標。本人建議，政策方向上改為鼓勵NPO團體進場提供服務。

以類似「公民共辦托育中心」之概念，推動「公民共辦長照中心」。參考衛

福部之規劃，並兼顧規模經濟原理，以協助 NPO 團體進行「22 大區及 63

次區」之服務提供為目標。 

長照體系邀請 NPO 共構有四大好處： 

(1)減輕財務負擔：公民共辦同樣能獲得民眾信任感，且效益更高、相對降低政

府財政負擔。 

(2)增加就業：NPO 團體進場，勢必增加雇員，有助於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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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勞動保障：長照服務員由 NPO 團體僱用，勞動條件比受僱於私人機構更有

保障。 

(4)服務品質提升：弱勢代表之 NPO 團體，最了解長照需求者的需要，在服務

提供及「修正」上更加貼切，確保財政支出的效益。 

相 關 說 明 請 參 考 ： http://www.familycare.org.tw/index.php/newscenter-

news/494-2013-03-08-10-19-55 

三、外勞整合： 

(1)如不能正視我國長照需求大量仰賴外勞提供之現實，服務體系斷不可能建

立。 建議─政策規劃上，應思考將外勞納入長照體系一併管理。 

(2)參考勞動部試辦「鐘點長照外勞」之例。 

案例：目前勞委會已開放非營利組織聘雇外籍看護工，資格符合民眾可以

記點計費申請外勞提供鐘點式服務。從此外勞受雇於機構，不必住在照顧

者家中，民眾使用照顧服務時，無需承擔外勞生活照顧、繳納就業安定

費、健保費和外勞逃跑責任。第一期程從去(104)年 7 月到 12 月，由弘道

老人福利基金會服務處試辦，請參考：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228/34857723/ 

政策建議： 

應研議法規修訂，使未來新進社福外勞一律改為勞動部或衛福部聘僱，而非

個人聘僱，一來避免血汗勞動，一來使廉價外勞之依賴「逐步落日」。唯有逐步

提升外勞的勞動成本，本勞才可能增加就業機會，本土長照服務體系也才可能

建構。 

「政府聘僱」的正當性充足，將受社會意見領袖、NPO 團體、勞工團體的歡

迎，且外勞輸出國也會歡迎。但民意抗拒可能不小，故應思考相關配套，譬如

「夜間長照」或「假日長照」等服務提供，並配套優惠收費，以降低民意反彈。 

論述策略： 

主線：服務體系的建立是政府最大致命傷，因此建議由此切入，與願意進場提

供服務的 NPO 合作，以「政府自己做不到，就不應阻撓 NPO 進場」為

主訴求，要求(1)財源匡列、(2)法規修訂及鬆綁。 

副線：此外，社福外勞不宜無止境增加，但論述上不正面禁止其引進，而是要求

政府改變並積極管理未來引進之社福外勞。因為社福外勞一旦改為政府

聘僱，本勞服務便能順勢切入市場。 

法規修訂：(1)財源匡列、(2)公民共辦長照中心、(3)社福外勞改為政府僱用。 

<文／呂建德/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局長/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http://www.familycare.org.tw/index.php/newscenter-news/494-2013-03-08-10-19-55
http://www.familycare.org.tw/index.php/newscenter-news/494-2013-03-08-10-19-5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228/34857723/


105 年 1 月份電子報 

 
7 

衛服勞政小天地 

長照服務 春節不打烊 失能者照顧不間斷 家人也能安心出遊 

家中若有年滿 65 歲以上長輩、55 歲原住民及 50 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日

常生活上若需他人協助，即可申請長照服務。 

可透過市話撥打 412-8080，手機撥打 02-4128080 或至網路申請「線上ｅ

申請」(http://goo.gl/x6IAII)，以及市府「服務 E 櫃檯」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申請。 
 

 

 

 

 

 

 

 

 

 

 

 

 

 

 

 

 

 

 

 

 

 

 

 

  

 

 

 

 

  

http://goo.gl/x6I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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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托育一條龍  ‧ 助家長兼顧工作與托育品質備受肯定  

臺中市政府自 104 年 7 月推出

「托育一條龍」政策，獲得家長廣

大迴響，送托幼兒數自實施前的

5,150 位增加至 6,664 位，成長率

達 29.40%。市府的努力就是希望

讓小朋友快樂成長，同時減輕家

長托育支出負擔，安心工作。 

「托育一條龍」開辦迄今，根據

市府社會局統計，簽約合作托嬰

中心家數自 86 家增加至 97 家，

成長 12.79%；保母人數自 2,859 位增加至 2,909 位，成長 1.74%；送托幼兒

數自 5,150 位增加至 6,664 位，受益人數成長 29.40%。 

另教育局統計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學

費補助人數共計 3 萬 9,285 人，經濟弱勢加額補助人數 1 萬 6,170 人；幼兒園

入園人數於 104 學年度為 4 萬 3,848 人，實收人數比 103 學年度 3 萬 4,345

人相比，增加 9,503 人。 

托育一條龍是長久以來年輕人的心聲，生養孩子的沉重經濟負擔讓年輕族群

不敢生小孩，托育一條龍將原來 0 至 2 歲托育補助向上延伸至 6 歲，5 歲免學

費向下延伸至 2 歲，送托幼兒園、保母、托嬰中心者全納入補助。弱勢家庭更

加碼補助育兒津貼，推動半年來，申請案增加，保母人數也提升，受到家長的肯

定；為求貼近、滿足跨縣市工作家長的需求，臺中市平價托育費用補助也擴大

補助範圍，讓設籍臺中市但在南投、彰化及苗栗等三縣市工作之家長，只要送

托三縣市之協力托嬰中心距離家長工作地 10 公里以內，也可申請補助。  

除此之外，目前臺中市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計有沙鹿、豐原及太平等 3 家，

為使區域托育供需平衡，將於托育資源較不足之地區尋覓合適場地，再增設公

設民營托嬰中心並優先收托弱勢家庭幼兒，提供平價、可近之日間托育服務，

以及不定期辦理社區親子活動、親職教育講座等，滿足家長親職需求。  

另第一家非營利幼兒園將於 105 年 2 月 1 日於三光國中開辦，未來市府規劃

將善用國中小閒置的教室空間，以公私協力方式提供家長平價、優質及弱勢優

先的教保服務，並於 107 年底前達成 11 家非營利幼兒園的目標，希望為臺中

年輕人創造生養孩子的友善環境，也期能吸引民眾移居臺中城，到臺中成家立

業。 

此外，為掌握政策實施成效，市府研考會 104 年期間委託中正大學王舒芸老

師進行「臺中市平價托育政策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在市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512251717305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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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團隊建構 0-6 歲完善托育體系的努力下，中市家戶外托育服務(將幼兒送托保

母及托嬰中心者)覆蓋率為(16.06%)高於全臺(9.83%)，尤其機構式托育服務比

例(4.15%)遠多於全臺(0.17%)。 

臺中市現有 5 家托育資源中心，分別為市區、山線、海線、大甲及大屯中心，

提供育有未滿 3 歲幼兒的家庭及準爸媽托育諮詢、親職教育、嬰幼兒發展活動、

親子活動、免費教玩具借用及圖書借閱以及社區巡迴服務等，深入偏遠區域，

使市民可就近取得托育資源。 

另為回應民眾需求，市府規劃於坪林圖書館 2 樓設置第 6 家托育資源中心，

並運用南屯區公所舊場地籌設第一家親子館，設置分齡的日間親子活動室，辦

理各式嬰幼兒活動、親職教育，彙集與整理本市托育資訊與資源，擔任家長育

兒諮詢之窗口。藉由各式友善環境的營造，全面提供家長兼顧工作與托育品質

的宜居環境。 

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105 年 2 月 8~14 日(農曆大年初一至大年初七)「2016 臺中市傳統藝術節」 

臺中市政府

將於105年2月

8 日至 2 月 14

日(農曆春節大

年初一至大年

初七)在大墩文

化中心、葫蘆墩

文化中心、港區

藝術中心、屯區

藝文中心及臺

灣民俗文物館

等五地同步舉

行「2016 臺中市傳統藝術節」，希望為各區妝點傳統節慶氛圍，讓市民瞭解傳

統藝術之內涵，在春節期間有個休閒及藝術的行春好去處。 

今年活動以「鼓舞．猴福齊天」為主題，並以「在地傳統藝術文化」與「國際

藝術文化」的融合做為整體活動規劃主軸，邀請了近 40 組國內外表演團隊、共

78 場表演節目，希望讓民眾看見在地傳統藝術之美，也同時觀賞到不同的世界

藝術文化。各個活動場地也搭配了薪傳研習 DIY、創意市集、街頭藝術展演等週

邊活動，並有限量傳藝紅包送給民眾您，讓大家在新的一年「藝」氣風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