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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關心高關懷青少年，性剝削防制電影「溫暖」特映會  

為杜絕非法性剝削，讓兒童青少年在社會關懷中健全成長，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2 月 17 日邀請高關懷青少年家庭，在臺中新光三越新光影城

觀賞性剝削防制電影「溫暖」，該劇是一部訴說社會工作者協助迷途少

年重返社會，由真人實事故事改編，該劇傳達遏止類似事件，除法律也

能透過社會各界力量，一同協助防止不幸事件的發生，提供兒少友善環

境。  

臺中市每年接獲約 50 件兒少性剝削案件，期望透過「溫暖」這部電

影，提高各界對相關事件的關注，也藉此讓大人們去瞭解如何透過各項

措施、管道，提供兒少們友善的環境。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從民國 84

年制定公布施行，到 104 年初已修正公布為「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還需要各界的力量，一起防治相關事件發生，

真正保護我們的孩子。  

「溫暖」是由衛生福利

部保護服務司，委託天大

影業公司金馬獎新銳導演

陳鈺杰拍攝，電影分為二

部份，一部分為敘事性電

影，另一部分則為紀錄短

片，由社會局邀請服務個

案及社工人員現身說法，

透過受害者描繪親身經歷

事件，喚醒社會大眾對兒

少性剝削犯罪問題的重視，不管是家庭、社會環境、媒體文化，都有責

任保護兒少、杜絕非法剝削，期望大家一起創造友善環境，讓兒少在關

懷中健全成長。  

訊息分享 

市府積極活化閒置空間變身社福機構  

不讓公設養蚊子！臺中市政府近一年來媒合 59 個機關進駐使用閒置

公設，另成功活化 28 件、12 件列入文化資產保存。活化個案包括社會

福利設施，如衛生所變托嬰中心、辦公廳舍變老人文康中心等，其它包

含市場、活動中心、停車場、辦公廳舍、教室再利用，積極為民謀福利。  

考量民眾托老、托幼需求，原臺中縣衛生局及太平區公所所屬舊衛生

所廳舍及儲藏空間，經社會局重新規劃，變成嶄新托嬰中心，提供專業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217165534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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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托嬰環境，讓家長安心就業。位於新社櫻花道起點、曾充當新社鄉

公所臨時辦公廳舍之建物，整建為「臺中市新社區老人文康中心」，開

辦日間托老服務，並配合交通接送，照顧偏鄉長者。  

另外，原臺中縣清水鎮老人安養中心將重新結合民間社會福利團體辦

理老人食堂、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與失智老人團

體家屋，成為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原臺中縣消防局沙鹿分隊辦公廳

舍將新設為臺中市兒童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為幫助青年安居樂業，市府推出「摘星青年、築夢臺中」計畫，亦成

立「摘星專案計畫辦公室」，將隸屬中央政府的光復新村、審計新村與

市府所有的摘星山莊等地現有房舍進行專案修繕，作為「青創基地」，

成為創業聚落，藉由招募 108 位青年在地創業，希望與創業青年一起

築夢與圓夢。  

除了公共設施活化，若有早期老舊不合時宜之公共設施，也將依程序

評估安全性、最適需求等作業後，辦理報廢拆除並加以綠美化，作為社

福機構、市民活動及遊憩場所使用，增加開放性公共空間，提升整體生

活環境品質，升級臺中成為宜人宜居城市。  

社福常識+ 

公益出租人  

為協助中低所得家庭租屋及基於公益理念，政府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

平臺，提供公益出租人與中低所得家庭仲介媒合的網路空間，透過政府協助，

積極轉化私有閒置住宅空間以服務弱勢族群居住需求，透過平臺媒合協助中低

所得家庭找到適合的居住所。 

想申請成為「公益出租人」其身分得為自然人或私法人，於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轄區範圍內成立服務地點提供以公益為目的之租屋服務，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公益出租人核定函，即可成為透過租

屋服務平臺出租房屋給中低所得家庭的公益出租人。該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及財務狀況，對於公益出租予中低所得家庭，獎勵其住宅出

租修繕費用並適用自用住宅稅率。而中低所得家庭因緊急事由，致生活陷於困

境無力支付租金者，得檢具事實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代為墊付租金予公益出租人。 

為辦理住宅法及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法，內政部營建署

就公益出租訂有「公益出租人申請作業要點」規範相關事宜。目前本市租

屋服務平臺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管理科委託永勝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透過內政部營建署之租屋資訊網 https://houserent.cpami.gov.tw/提供相

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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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宣導 

市府春節不打烊  各項便民措施讓民眾安心過了個好年  

因應今年春節長達 9 天連假，臺中市政府啟動「春節不打烊」服務，

全面提供過年期間各項便利、即時服務，市府整合各局處資源與措施，

包括環境清潔、醫療照顧、交通計畫等，並提早發放低收入戶的社會福

利補助與津貼，加強關懷身心障礙者及獨居老人等，1999 市民一碼通

也 24 小時服務，讓大家都能安心過好年。   

「化被動為主動！」，市府推出「春節不打烊」服務，整合各局處資

源與措施，提供民眾於春節期間的各項協助，盼家家戶戶在歡喜迎新年

之際，弱勢民眾也能受到關懷，年節期間除例行性工作外，市府於春節

前夕積極辦理各項預防性服務措施，包括社會局臺中市低收入戶生活補

助等各項社會福利補助，提前辦理在年前 2 月 4 日提早發放津貼，衛生

局也加強宣導流感就診服務，並提醒民眾各大醫院年節門診時間，春節

期間環境清潔有賴大家共同維持，環保局採「定時定點」收運垃圾方式

處理；而 1999 話務服務 24 小時不打烊，提供民眾最即時的協助。  

另市府辦理的「溫馨快遞-愛心關懷您」計畫，受到企業的大力支持

響應，透過社工員評估將有需求者列為協助對象，於今年擴大協助戶數

400 戶，每戶發放 8000 元慰助金及應節慰問品。針對有特殊需求的家

庭，市府貼心提供喘息、居家及送餐等長期照顧服務，及 24 小時免費

心理諮詢專線，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也設有「全國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0800-507272」，提供尋求專業協助，讓照顧者有喘息機會及抒發壓力

的出口，讓更多弱勢或需要幫忙之家庭也能溫馨過好年。  

同時市府還提供市區公車營運資訊、年節應酬最重要的酒後需要代駕

服務專線、拖吊服務也不打烊，且為讓民眾安心過年，警察局也啟動為

期 15 天的春安工作，消防局及各區公所等單位，也保持聯繫提供救災

應變，守護治安與公安。   

另外，四大藝文中心皆自初三起營運，提供民眾春節期間藝文活動服

務；而春節假期氣溫偏低，為避免使用熱水器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消防

局提供「反碳風水師」服務，由消防員到府訪視檢查家中熱水器安全。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也結合動物醫院及寵物業者，辦理為民服務不打

烊活動，解決民眾家中寶貝於放假期間的就醫問題，或外出旅遊毛小孩

寄養需求，且臺中市動物之家在春節期間仍提供家犬領回服務，且初六

即開放園區參觀。春節期間，市府整合各局處資源及措施透過「春節不

打烊」服務，全方位提供市民最便利、即時及貼心的照顧及服務，讓市

民今年都快樂平安的過了個好年。   



105 年 2 月份電子報 

 4 

社福講堂 

社企培訓街友導覽員 帶團重返社會 

街友眼中的臺中是什麼模樣？臺中有社會企業培訓街友當導覽員，最

快今年 3 月就可開始帶團；市府也協助賣雜誌、種植蔬果，幫助街友重

返社會。  

臺中市政府列冊街友共 222 人，7 成是經濟因素，1 成 5 是家庭問

題，其他歸為反社會成因。社會企業「角落微光」未接受政府補助，自

力培訓 12 名街友或弱勢族群，擔任「城市導覽員」，透過底層眼睛訴

說城市故事。  

「角落微光」創辦人張景皓是國內知名的英國留學資訊網站「Hello 

UK！」站長，10 多年來號召青年從事偏鄉教育，他請文史工作者黃慶

聲培訓街友，連續 4 周課程，僅有 1 人缺 1 堂課。受訓的街友最快今

年 4 月可登場，街友輔導員說，剛開始大家很害羞，不斷練習漸入佳境。

未來導覽 1 次 2 小時，每人收 300 元，預估每人每月可賺得 2 萬元。  

臺中市社會局前年起，在臺中車站推動「培力商店」，訓練街友重返

職場，每期有 4 人受訓，販售文創用品、「大誌」雜誌，「大誌」每本

賣 100 元，街友可賺 50 元，市府免費提供 10 本當基金，不少街友靠

著賣雜誌自力更生，甚至有人月收入高達 3 萬元。  

有些害羞的街友，也有社會企業提供清潔員培訓，結訓後市府安排打

掃東協廣場，工作時有社會局人員支援，每小時工資 105 元，還提供住

宿。市府另規畫都市農園，提供 3 塊市有地種植有機蔬果，還開烹飪班

培訓廚藝。  

街友指出，感激市府提供就業機會，但要跨出去心中還是有障礙，最

怕導覽或賣雜誌時被貼標籤。另有人說，姑且試試看，沒想到還挺有趣

的。                  <全文自社企流網站轉載來自聯合報／記者陳秋雲報導> 

市府關懷街友  跨局處落實輔導方案  

近期寒流一波波來襲，各地溫度驟降，低溫特報時，市府啟動關懷計

畫，關懷街友與獨居長輩，市府結合各局處資源落實街友輔導方案，讓

臺中成為溫馨友善的宜居城市。  

街友落入社會邊緣多是身不由己，其中約有 7 成街友是經濟因素，大

多數的街友希望再重返職場尋求自立機會，針對這類街友，市府各局處

將加強輔導，深入了解每位街友背後的故事，並瞭解如何介入關心協助

透過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公共環境。  

 



105 年 2 月份電子報 

 5 

依據社會局於市政會議提出之遊民專題報告，臺中市列冊街友有 222

人，佔全臺街友比例 9%，主要集中在中區、西屯區與東區，多為 51-

60 歲的中高齡男性。過去曾提出「零遊民計畫」，但根據史實，零遊民

的時期僅存於採取集權主義時期才有，臺中為「友善宜居城市」，推行

的遊民政策將以「關懷、輔導」脫貧取代「消滅」。  

社會局彙整公私部門資源，針對遊民輔導安置提出完整服務流程。從

通報訪查、外展服務、基礎生活照顧、生活重建到自立追蹤，盡量使遊

民的個人能力能轉化為社會助力。  

外展服務包含關懷訪視、行動沐浴車等，讓遊民能溫飽；隨後依照遊

民身心狀態，決定安置或是輔導；如遊民有工作能力，將結合居家美清

潔公司、基督教女青年會、角落微光文化有限公司等社會企業，鼓勵遊

民投入清潔工作、培力商店、文化導覽或從事農業生產等服務。   

社會工作輔導可以將遊民的劣勢化為優勢，因為遊民是「社會觀察員」，

在英國倫敦、德國柏林，都有輔導街友進行城市文化導覽的先例。而臺

中中區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故事，資源可貴，可結合街友熟悉環境的優

勢加以利用，讓臺中成為友善包容的城市。目前有 15 位街友進入角落

微光文化有限公司培訓，3 月份將開始文化導覽服務，每次導覽 2 小時

每人收費 300 元，將鼓勵企業多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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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居住環境好，是宜人宜居城市，街友也是城市的一份子，市府各

局處結合運用資源，進一步規劃政策措施，讓街友也能提供服務並自我

管理，從而找到自立重生的機會。  

衛福勞政小天地 

為勞工減壓  中市府全國首創 0800-666-160 員工無憂專線  

為提升上班族工作績效及幸福感，市府今年首辦 0800 免付費「員工

無憂專線 0800-666-160」，服務時間自週一至週五，早上 8 時至晚上

9 時，中午時段不休息，有專人接線、傾聽、了解上班族的壓力及困擾，

並彙整法律諮詢、心理諮商、親子教養、職業傷病諮詢、理財諮詢等資

源，協助大臺中勞工朋友解決影響工作或生活上的各項困擾。  

上班族工作、生活壓力大，日常大小事皆可能影響工作情緒，包括婚

姻關係、親子教養問題、職場適應問題、職業傷病等，都可能導致工作

無法專心，生產力下降，有鑒於此，市府今年開辦 0800 免付費員工無

憂專線，安排專業人員接線，傾聽、了解上班族的壓力及困擾，並彙整

法律諮詢、心理諮商、親子教養、職業傷病諮詢、理財諮詢等相關資源，

提供大臺中地區的勞工朋友免費諮詢及資源媒合服務，協助處理並解決

影響工作或生活上的各項困擾，以提升工作績效及幸福感，歡迎有相關

需求的勞工朋友撥打「員工無憂專線 0800-66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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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因應事業單位的員工、中階主管等不同族群的需求，市府勞

工局也提供到企業內部進行免費客製化講座，提供舒壓、充電的健康課

程，希望讓減壓從企業內部做起，也能更貼近各個企業環境的需求，使

員工擁有更健康的身心狀況，能更全心投入工作，進而提升工作效率、

穩定企業人力，創造勞資雙贏局勢。  

臺中地區的事業單位若有意願申請客製化員工成長講座者，可電洽陳

小姐，04-22033050 分機 133。  

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臺中警政 APP 內建地震防災功能  即時掌握地震速報  

2 月 6 日春節前夕，南台灣地震造成嚴

重傷亡，喚醒民眾對國土安全及風險管

理的重視，日前並有許多網友轉載安裝

地震相關 APP 資訊；市府之前推出之「臺

中警政 APP」早已建置「地震防災」功能，

提供地震速報資訊，也讓個人能邀請親

友加入 APP，於地震發生後，即時回報自

身安全情形。  

民眾下載安裝「臺中警政 APP」，即可

享有市府警察局 8 大類、多達 30 餘項服

務，其中「地震防災」功能，連結中央氣

象局地震觀測網資料，操作簡單，內容涵

蓋「地震速報」、「地震報告」、「安全

回報」等功能。  

其中，「地震速報」功能，於地震發生

時，將依據個人設定速報等級通知，包括

預估震波抵達時間及個人所在地震度；

「地震報告」則提供民眾更詳細的地震

分析報告；「安全回報」功能中，只要註冊填妥個人資料，並邀請親朋

好友安裝 APP 加入，即可透過系統向親友回報自身的安全情況；民眾

可 至 Youtube 觀 看 臺 中 警 政 APP 地 震 防 災 功 能 介 紹 短 片

(https://youtu.be/Vgl3GR1pch8 )。  

臺中警政 APP 上路，市民又多了一個既安全又方便的生活利器，要

下載「臺中警政 APP」，可直接使用智慧型手機的 APP store，在搜尋

欄位輸入關鍵字「臺中警政」，就可以下載安裝。   

https://youtu.be/Vgl3GR1pch8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2171638285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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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媽祖，駕到-百年宮廟風華系列活動  

不只在三月，「一

年 365 天，天天瘋

媽祖！」今年的媽

祖觀光文化節活動

自 2 月 12 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持續將

近半年，活動結合

電影拍攝，並鼓勵

地方表演團體，邀

請到 45 組台中在

地表演與國內知名

團隊於 12 間媽祖

百年宮廟演出，表

演突破以往「歌舞

秀」娛樂方式，轉型

為傳統戲曲、表演

藝術與文化創意的

「百年宮廟風華系

列活動」，期能讓更

多人感受到臺中的

庶民文化魅力。  

2 月 22 日元宵節

晚上 7 時開始，共

有 18 組表演團體

將在大甲鎮瀾宮、

南屯萬和宮與大庄

浩天宮三大宮廟同

步演出，大甲鎮瀾

宮 將 於 現 場 提 供

20 組猜燈謎獎品；

其他場次至 5 月 28 日以前，每場演出 30 分鐘前現場發放 200 份限量

金猴年「媽祖金箔書籤」，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