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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培力商店「Station 1」整裝再出發‧街友賣咖啡展自立精神  

臺中市政府為幫助街友生活重建，在臺中火車站出口處成立全國獨

創的培力商店 Station 1，店內裝潢融入臺中的人文歷史特色等元素，

除咖啡點心以外，還販賣「大誌」雜誌並發展相關文創商品，重點以

僱用街友擔任咖啡服務員等方式，希望逐步藉由社會教育及宣導為街

友發聲，鼓勵街友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方向及步伐。  

Station 1 的營運亮

點，除結合「咖啡老爹

烘焙工作坊」販賣咖啡

及相關商品，以社會企

業理念推動服務，也期

待能透過咖啡香氣，吸

引旅人及民眾駐足，創

造對外溝通理念的機會，也讓外界進一步認識培力商店經營價值，進

而有更多企業願意一同響應參與，提供街友及其他經濟不穩定者就業

重生機會。   

臺中市每年在案服務的街友約 220 位，其中有 6 至 7 成從事撿拾資

源回收、臨時工、出廟會陣頭等非典型工作；臺中市開辦培力商店的

緣起，即期待藉由培力商店 Station 1，提供街友進入職場的中途契機，

並由社工長期陪伴關懷，協助其學習在職場所需的人際應對進退、問

題解決、商店與產品的擺設與行銷、基本就業等技巧，並逐步模擬職

場的實境狀況，以降低不穩定就業的機率。   

臺中市針對不同階段及類型之街友，皆已發展出對應之服務方案，

除有 4 個團體辦理短期安置、餐飲、沐浴、就業媒合等基礎照顧服務

外，更有培力商店、幸福培力掃街等生活重建計畫，以及多個民間企

業提供街友就業機會。同時有社會企業加入，積極發展城市導覽員、

都市農場等方案，並與市府合作，未來將辦理街友生活狀況及需求調

查，期能針對街友需求研擬出更多元適切輔導及服務。  

訊息分享 

臺中市推動性侵害案件整合團隊等多項創新服務  

家暴通報率首見大幅趨緩  

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工作獲具體成效，全國

首創以家庭融入為基礎之團隊決策模式（簡稱 TDM），創設「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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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醫療服務示範中心」，強化整合機制，也使得家庭暴力案件

通報率 104 年較 103 年僅成長 0.28%，相較 103 年比前一年成長

4.27%，首見大幅趨緩；此外，兒少保護與性侵害案件通報數也呈現下

降趨勢，104 年度還獲中央考核評列特優。   

為打造零暴力的幸福宜居城市，多年來努力推展多項創新服務，包

括推展兒童及少年安全評估工作、推動全國首創以家庭融入為基礎之

團隊決策模式、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處遇服務方案巡迴輔導、性侵害

案件整合團隊服務方案、創設「臺中市兒少保護醫療服務示範中心」、

辦理責任通報人員教育訓練與社區宣導紮根工作，並強化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網絡整合機制，這些策略均帶來非常好的成果，有效減少

兒少保護與性侵害案件。   

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資訊系統統計數據顯示，近 1 年來國內老人虐

待通報案件呈現成長趨勢。初步分析中市老人保護案件增加原因，主

要與衛生福利部自 104 年 1 月起始實施家庭暴力與老人保護事件合併

通報機制，以及臺中市責任通報人員通報敏感度與精準度提高有關。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呼籲，老人遭受身心虐待包括經濟問題、

照顧壓力與家庭成員有藥酒癮及精神疾病等原因；民眾如有不堪照顧

負荷或是缺乏社會照顧資源等問題，可撥打 113 保護專線求助，避免

憾事發生。   

市府將持續加強保護性社工專業，並發展多項創新服務方案，包括

落實老人、身心障礙保護個案安置費用追償機制及家庭教育、辦理中

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整合團隊工作手冊與重大兒虐案例彙編，以及

中市兒童或心智障礙性侵害案件專業團隊鑑定計畫與家內性侵害被害

人家庭處遇實施計畫、建置中市防暴規劃師認證制度宣講模式，逐步

推動讓臺中市成為「愛‧零暴力」的宜居城市。  

社福常識+ 

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 

在歐洲亦稱之為「社會出租住宅」(Social Rented Housing)，是指政府直

接興建、補助興建或民間擁有之適合居住房屋，採「只租不賣」模式，以低於

市場租金或免費出租給所得較低的家戶或特殊的弱勢對象的住宅，此一名詞

定義僅為概念指稱，各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實際運作所使用之名稱不盡相同，例

如美國稱之為 affordable housing、日本稱公營住宅等，臺灣又因為年代法

源和地方政府政策施行而有不同名稱之社會住宅，例如平價住宅、出租國宅、

公營住宅、青年住宅、勞工住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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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中市政府推動社會住宅，以「一二三社會住宅」構想持續推

動：  

(一 )一萬戶社會住宅的承諾：以多元住宅補貼方式提供一萬戶的社會

住宅。  

(二 )二階段的興辦期程：本市分為二階段興辦，一階段 4 年 5,000 戶，

8 年共興辦 10,000 戶。  

(三 )三種管道的持續推動：包含「新建」、「容積獎勵」與「包租代

管」等三種管道的持續推動。  

為銜接社會住宅興建期間之過渡期，前三年先運用「租金補貼」方

式給予市民居住需求的協助 (包含租金補貼、房屋利息補貼、房屋修

繕補貼及社會局、原民會等相關補貼，約可提供 10,000 戶補貼戶 )，

俟後續社會住宅陸續完成興建入住後，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提供本市

社會住宅存量，建立社會住宅為主，租金補貼為輔之住宅政策。  

在市長萬戶社會住宅的承諾之下，本市社會住宅的推動期程分為

二階段，第一階段即 4 年完成興辦 5,000 戶，並在第二階段完成 8

年興辦 10,000 戶社會住宅存量的目標，並運用「新建」、「容積獎

勵」與「包租代管」等 3 種管道持續推動本市社會住宅，期有效達成

對於勞工、青年朋友及社會經濟弱勢族群之居住協助。  

綜合宣導 

普及導盲犬觀念  打造友善無礙生活首都  

臺灣導盲犬協會中部辦公室 3 日

帶領 11 隻可愛導盲犬至臺中市政府

拜會市長，表達導盲犬因社會認識不

足、屢遭拒絕的困境。對此，市長允

諾普及導盲犬觀念，研議運用公益彩

券基金補助飼育費用，減輕視障者負

擔，並落實無障礙友善環境，打造視

障朋友都能自在通行的「生活首都」。  

臺中市視障朋友約 5,500 多名，但使用導盲犬人數僅 2 人，確實偏

少，不管在培訓導盲犬、宣傳導盲犬觀念、建構無障礙通行空間，各

局處都將一同努力。依據國際標準，視障者使用導盲犬數應為 1比 100，

臺中市至少需有 50 隻導盲犬，但目前服務中卻僅 2 隻，因飼育導盲

犬需投入大量金錢在飼料、接種疫苗、健康檢查等，導致視障者申請

意願低落。   

與會之導盲犬寄養家庭代表表示，導盲犬在 2 個月至 1 歲半在寄養

家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社會化訓練」，必須到視障者可能所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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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培訓，但過程中常遇到不友善對待，如公車司機拒載、學校警衛

拒絕進入、餐廳禁止進入等。與會之視障者也表示，過去工作曾向僱

主反映申請導盲犬的需求，卻遭拒絕，只好換工作的經驗。   

與會之視障者表示，希望市府協助補助部分飼育費用，讓培訓家庭

及使用者無後顧之憂。也期盼政府在學校、大眾運輸工具、餐廳、量

販賣場、公家機關等生活空間，也能加強宣導導盲犬觀念，而人行道、

天橋、道路、騎樓等公共通行空間，能增進無障礙設計，讓視障者「行

得安全」。   

對於減輕飼育負擔，市府將研議運用「公益彩券基金」，補助相關疫

苗、健康檢查、飼料等費用，減輕視障者生活負擔。而視障者經常出

入的公共場所，市府將加強落實無障礙友善環境，並運用官方宣傳管

道，讓更多民眾認識導盲犬。   

另提醒各大營業場所、大眾運輸工具及其他公共設施等公共環境之經營

管理單位，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公共場所不得拒絕導盲犬，市府對

於重大違規者，除了再加強宣導教育外，也會依法裁罰；視障者生活

如遭遇困難，可撥打 1999 反映，期望將臺中打造為視障朋友都能自

在通行的「生活首都」。  

目前臺中市導盲犬共有 40 個寄養家庭，已完成培訓且待業中的導

盲犬計 5 隻，市府短期目標是媒合這 5 隻待業中的導盲犬，未來也將

盤點調查全市導盲犬需求，協助培訓，達到符合國際標準，視障者使

用導盲犬數為 1 比 100 的長程目標。  

社福講堂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我們吃不完的食物進了垃圾桶， 

     卻送不到那些需要的人手中 

現在打開家裡冰箱，看看裡面放了些什麼？下個月過期的冷凍雞塊、前天煮

了還有半鍋的雞湯、早忘了是什麼時候買的草莓果醬……。冰箱裡或多或少總

有一些近期吃不到、未來吃不完的食物，而這些食材往往不是錯過它最美味的

時期，就是只能投入廚餘或垃圾桶的懷抱。難道就沒有別條路可走了嗎？ 

「第一次分配」出了什麼問題？ 

先來看看幾個矛盾的數據：全球一年丟棄食物的總重量高達 13 億噸，同時，

卻有 3,600 萬人死於飢餓，浪費掉的食物足足是飢餓人口所需糧食的四倍。

身在臺灣的我們，每個人每年也留下了 96 公斤的廚餘，每個家庭每年則差不

多將價值 3萬元的食物直接倒進了廚餘桶（註一）……顯然，常駐在我們冰箱

裡的那些食材並非毫無用武之地，只是需要一個更能充分發揮食物價值的所

在。 

在資本社會裡，我們可以擁有的食物多寡以及這些食物的品質高低，大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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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我們擁有多少金錢，經由市場交易，食物來到了我們手裡，是為「第一

次分配」。許多人相信市場機制能帶來有效率的結果，然而，浪費掉的食物、

還餓著的胃卻告訴我們這個分配體系的確出了點問題。 

「再分配」模式所要填補的，即是這些未盡之處，將第一次分配時個人或群

體所獲的過剩食物蒐集起來，重新交給有需要的人。現在有許多公司、非營利

組織乃至於個人，正藉由食物「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方式，試著為我

們冰箱裡無緣的食物找到更好的歸宿。 

英國兩大組織每年挽救八千噸剩食 

食物再分配的過程中，負責整合、分配食物的角色極為重要。擔負起這個位

置的，有慈善團體、非營利組織、企業以及個人，而再分配呈現出來的樣貌更

是五花八門，例如社區冰箱、待用餐點、剩食派對等。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成

立於英國的 FareShare，肩負起英國剩食掌門人的角色，已致力於食物再分配

逾二十年。 

FareShare 採用最典型的再分配模式，他們觀察到英國食物供給鏈一年至少

浪費掉四十萬噸食物，但慈善團體卻支出大筆經費購買食物來幫助弱勢的矛

盾現象，因此決定串連供給和需求兩端，同時減少食物浪費並幫助慈善機構減

輕開銷。 

FareShare 共有 20個據點，他們向製造商、供應商和零售商等企業收集沒

賣出或外型不符標準，但仍可安心食用的好食材，送到據點整理後，再運送至

合作的慈善團體，由他們來分配給街友、老人或其他服務對象。對當地公司而

言，如此不僅能省下每噸約 4 千元新臺幣的垃圾掩埋稅及處理費，還可以提

升企業形象，減少環境汙染，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慈善機構現在也只需支付管

理費用給 FareShare，和直接購買食物的花費相比，省下了大筆開銷。 

創立 20 年來，FareShare 已經與超過 1 千家單位合作，每天供應的餐點也

超過 5 萬 1 千份，影響力遍及全英國，減少了約 8 千噸的食物浪費。 

同樣在英國、有著相似模式的 FoodCycle，更著重的是食物所伴隨的「人

情味」。 

FoodCycle 的主力為「收集站計畫（Hub program）」，他們在各地設立共

19 個收集站，將過剩食材、志工和閒置廚房通通整合在一起，讓多餘的食材

在這 19 個空間中搖身變為健康料理。無論是誰，只要你想，都可以到

FoodCycle 找個位子坐下，享用一份以人情佐味的美味餐點。 

FoodCycle 執行長馬麗‧麥格拉斯觀察發現： 

「八成五的人其實是來這裡交朋友的。這不只是關於吃而已，還是一個打破

社會藩籬、建立社群的場所。」 

如今，FoodCycle已餵飽 10萬 5 千人的胃，減少 120噸食物浪費。 

打擊浪費，美國大學生橫跨 37 州的串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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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從東岸到西岸共 150 間大學的學生也投入減少剩食、解決飢餓的

行列。Food Recovery Network 是美國對抗食物浪費規模最大的學生組織，

他們強調學生自主行動，只要有意願且有能力擔任校園團隊領導人的在學學

生或教職員，皆可申請成立新分會，帶領其他學生一起收集學校餐廳的剩食，

處理後再捐贈給需要的人。 

促成全美串聯行動的幕後推手，是班‧西蒙（Ben Simon）、米雅‧札瓦歷（Mia 

Zavalij）和甘‧帕斯瓜（Cam Pascual）三個年輕人。2011年，他們都還是馬

里蘭大學的學生，偶然得知校園餐廳打烊後，剩下的食物都會被丟棄，決心起

身改變現況。 

Food Recovery Network 在馬利蘭大學的運作漸上軌道後，他們自問： 

「幾十年前，馬里蘭還沒有這樣的組織，這些年，每年都丟掉好幾千公斤的

食物。那其他學校呢？」 

於是，這場跨校、跨州際的運動開始發酵，他們邀請他校學生一起加入，還

提供「分會新手工具包」，方便將模式推廣到全美校園。四年來，37州的大學

生已從廚餘邊緣挽回 401 噸的食物，比 100 隻亞洲象加起來還要重！ 

現在，我們冰箱裡的食物有地方可以去了？ 

回頭看看，那些蹲在冰箱許久、每次打開冰箱門就只能彼此乾瞪眼的食物，

從今以後除了垃圾桶之外，將有更合適的去處。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和彼此

的剩食擦身而過─也許我家多了一把蔥用不完，而你今天晚餐剛好想做蔥爆牛

肉…，現在除了前面提到的 FareShare、FoodCycle 等大規模的剩食蒐集行動

之外，還有四種簡單的做法，可以讓我們和彼此的剩食配對成功： 

一、開個剩食派對： 

和朋友、鄰居約定一天，將家裡多餘的食材拿出來一起下廚、分享，共進

一次剩食晚餐。或是和人生百味的「石頭湯計畫」志工一起料理剩食，再

將剩食便當親手交給有需要的人。 

二、存進「社區冰箱」： 

社區冰箱的概念很簡單，就是大家都將自己多餘的食物放進一個共用冰

箱（或是其他儲物空間），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從這個冰箱拿走所需的食

物，是個輕鬆方便就能讓剩食流通的辦法。目前在德國、美國、西班牙、

比利時和沙烏地阿拉伯，都已經吹起社區冰箱的風潮，現在你也可以開始

關注臺灣慢慢成形的「點亮街頭的 100 個糧倉計畫」，或許有天也能在自

家附近打開社區冰箱的門，放進一些剩食，帶走一些暖心。 

三、捐給食物銀行： 

除了社區冰箱，你也可以將這些食物捐給食物銀行，食物銀行會代為整理

並連繫相關單位，由志工將物資運送至合作的慈善團體，交給有需要的人。

臺灣有許多團體都在執行類似的模式，例如臺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南機



105 年 3 月份電子報 

 7 

場幸福食物銀行、青年和平團食物銀行、1919 食物銀行等。 

四、打包婚宴美味剩菜： 

香港近年來出現許多致力於解決食物浪費的團隊，例如「豐剩」將眼光瞄

準婚宴產生的剩食，與新人合作，請服務生幫忙打包餐點，再將剩食分送

給需要的人。現在「人生百味」團隊也有和舉行婚禮或其他大型活動者合

作的方案，若近期有結婚或舉辦派對的規劃，不妨與人生百味聯絡看看吧！ 

註一：數據來自天下雜誌〈新良食運動——珍惜〉，《天下雜誌》第 519 期 

<文章轉載自社企流/核稿編輯：金靖恩/文：吳雁婷> 

衛福勞政小天地 

認識腸病毒 

腸病毒為一群病毒的總稱，包含小兒麻痺病毒、克沙奇病毒 A 型及 B 型、

伊科病毒及腸病毒等 60 餘型，近年來又陸續發現多種型別，依據基因序列分

析結果將之重新歸類，分為人類腸病毒 A、B、C、D型，其中腸病毒 71型被

歸類於人類腸病毒 A 型。臺灣全年都有腸病毒感染個案，以 4 到 9 月為主要

流行期。 

腸病毒可以引發多種疾病，其中很多是沒有症狀的感染，或只出現類似一

般感冒的輕微症狀，常引起之症狀為手足口病（hand-foot-mouth disease）、

疱疹性咽峽炎（herpangina），有些時候則會引起一些較特殊的臨床表現，包

括無菌性腦膜炎、病毒性腦炎、心肌炎、肢體麻痺症候群、急性出血性結膜炎

（acute hemorrhagic conjunctivitis）等。 

傳播方式: 

腸病毒的傳染性極強，主要經由腸胃道（糞口、水或食物污染）或呼吸道（飛

沫、咳嗽或打噴嚏）傳染，亦可經由接觸病人的分泌物而受到感染。 

潛伏期: 

腸病毒感染的潛伏期大約 2 至 10 天，平均約 3 到 5 天，發病前數天在喉

嚨及糞便都有病毒存在，即開始有傳染力，通常以發病後一週內傳染力最強；

而患者可持續經由腸道釋出病毒，時間可達 8 到 12 週之久。 

預防方式: 

腸病毒的傳染力極強，但可透過簡單的衛生保健動作，有效降低感染的機會。

腸病毒的預防方法如下： 

1.勤洗手，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2.均衡飲食、適度運動及充足睡眠，以提昇免疫力。 

3.生病時，應儘速就醫，請假在家多休息。 

4.注意居家環境的衛生清潔及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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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流行期間，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6.儘量不要與疑似病患接觸，尤其是孕婦、新生兒及幼童。 

7.新生兒可多餵食母乳，以提高抵抗力。 

8.兒童玩具（尤其是帶毛玩具）經常清洗、消毒。  

9.幼童之照顧者或接觸者應特別注意個人衛生。 

治療方法與就醫資訊: 

目前並沒有特效藥，絕大多數患者會自行痊癒，對於腸病毒重症患者之治療，

只能採取支持療法。 

如出現「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力」、「肌抽躍（無故驚嚇或突

然間全身肌肉收縮）」、「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腸病毒重症

前兆，請務必立即送至大醫院接受適當治療，以免錯失黃金治療時間。 

因應腸病毒 71 型可能大流行，疾管署成立應變工作小組嚴陣以待 

根據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目前急診腸病毒就診千分比（1.05）低於預

警值（2.76），社區主要流行病毒株為克沙奇 A 型。本年迄今共檢出 4 例腸病

毒 71 型輕症病例（1 月 3 例、2 月 1 例），迄今無重症個案；去（2015）年

累計 6 例腸病毒重症個案，3例克沙奇 B5 型、2例克沙奇 A16 型、1 例伊科

病毒 3 型，其中 2例死亡。 

為因應腸病毒 71 型大流行的可能性，疾管署於 105 年初邀集專家學者及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各區指揮官共同研商因應策略，由專家協助腸病毒感染併

發重症病例治療之諮詢，訂定相關處置綱要供臨床醫師參考；指定全國 76家

腸病毒責任醫院並補助其辦理腸病毒醫療品質提升方案；積極辦理醫師專業

講習訓練等，以確保腸病毒重症醫療照護品質，降低腸病毒重症致死率。 

疾管署提醒，腸病毒傳染力極強，家中有嬰幼兒的民眾應注意自身及幼兒的

健康狀況；若幼兒感染腸病毒，應避免與其他幼兒接觸，已就學者則應請假在

家休養，以降低交叉感染的機會，並留意是否出現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

手腳無力、肌抽躍（無故驚嚇或突然間全身肌肉收縮）、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

或心跳加快等重症前兆病徵，以掌握治療契機。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

網（http://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

洽詢。 

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大(小)復康巴士申請及租借服務 

大型復康巴士營運服務異動公告 

自 105 年 3 月 15 日起由多扶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社會局身心障礙者大

型復康巴士營運服務，預約租借專線為 04-2206 1798(一起走吧!)聯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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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小)復康巴士申請表及租借流程請至社會局網站→分眾導覽→身心

障礙→身心障礙者福利→無障礙福利服務→大小型復康巴士服務自行下載。 

相關網址：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section/index-1.asp?Parser=99,16,257,,,,3584,70,,,,8,,4 

小型復康巴士網路/電話預約  

網址:http://www.tc-pdbus.url.tw/ (各區電話專線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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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2016 臺中兒童藝術節‧玩劇總動員 

每一個孩子都是我們獨一無二的寶貝，為了讓他們有一個豐富又難忘的兒

童節獻禮，今年臺中市政府邀請各類型優秀的表演團隊加入「臺中兒童藝術節」

演出陣容，同時秉持「文化平權，藝術下鄉」的理念，安排山、海、屯、城區

的場地巡演，除了打造平易近人的演出環境，同時也增加團隊與觀眾的近距離

接觸。 

「2016 臺中兒童藝術節」自 4 月 2 日起至 5 月 22日陸續展開，節目豐富

多元，邀請到日本的動物樂團、文化部品牌團隊紙風車劇團、本市優秀團隊大

開劇團、小青蛙劇團、頑石劇團、童顏劇團、極至體能舞蹈團與聲五洲掌中劇

團帶來好看、充滿藝術性又富教育意義的節目，於本市辦理大型兒童劇、演藝

廳演出及社區巡迴等共計 29場免費演出，保證精采可期，活動完全免費，歡

迎所有民眾大手牽小手，一起看表演，詳情請上臉書搜尋「臺中兒童藝術節」

粉絲頁或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