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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臺中市關懷多重障礙家庭照顧  廣受家長肯定  

臺中目前有約 11 萬 9 千多名身障者，其中約

9 千名為 18 歲以下的身心障礙兒童少年，多重

障礙兒少佔約 1 千 6 百多人；為提供足夠支持，

市府開辦主動關懷「18 歲以下多重障礙兒童少

年家庭實施計畫」，委託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

進協會辦理，連結兒童少年福利及身心障礙福

利兩個領域專業資源，透過主動及早篩選，預

防及發現遭遇困難或有需求的家庭；這項創新

服務自 103 年開辦以來，截至 104 年共服務

530 戶 1,300 人次，廣受家長肯定，於去年中

央社福考核時亦備受肯定。  

今年計畫執行，社會局規劃增聘 1 名社工，預計服務 800 戶家庭，

並辦理 2 場次親職教育講座，為期 4 週的暑期課後支持服務活動，及

5 場次家長支持性團體等，希望給多障兒童少年不一樣的體驗機會，

並透過親子互動，讓身障家庭及兒少成長路上不孤單。當家長珍惜服

務資源，願意排除萬難參加活動，就是對社工最大的鼓勵，歡迎有需

求的民眾多加利用參與，諮詢專線 : 04-2358 0655 洽陳組長。  

訊息分享 

大雅區-豐富惠明長青快樂學堂  全國首創結合視障校園提供長青服務  

臺中第 13 家長青快樂學堂-豐富惠明長

青快樂學堂，3 月 30 日在大雅區的惠明盲

校歡慶揭牌，該學堂由中華傳愛社區服務

協會承辦，是全臺首創結合視障校園空間

提供老人服務，校園內的無障礙空間讓長

輩們有更安心的學習環境，也讓不同世代

間有機會一起快樂互助共處。  

學堂在開辦前的試讀期間，已接獲許多長輩及家屬熱烈詢問，學堂

用心安排各類多元課程，並獲得良好迴響。如張阿公退休後來到學堂，

每次完成課堂作品，就會拍照上傳網路與子女分享；而剛來學堂話不

多的廖阿嬤，試讀後也慢慢與其他學員有互動，笑容多了，週末在家

也會說笑，以後要背著書包上學去。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41510592553.jpg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330135621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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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惠明長青快樂學堂服務時間為周一至周五早上 9 點 30 分至下

午 3 點 30 分，學堂提供各式文康休閒活動及健康促進等課程，中午

備有美味餐點，與舒適躺椅提供長輩小憩休息空間，報名請洽何社工

專線 04-2560-5559。  

未來市府將持續新增長青快樂學堂據點，拓展日間托老服務，使長

輩可就近在托老所開心學習及交友，活化身心機能維持健康，子女也

可安心工作，下班後再將長輩接回家中共享天倫。盼長輩們能廣邀朋

友一起加入，共同學習及活動，為生活注入新變化，人也更有活力享

受更多樂趣，讓臺中成為老人宜居城市 !  

社福常識+ 

城市隱者 

隱者可能是無家可歸的街友、經濟較為弱勢的單親媽媽、不易找工作的更

生人等等，我們說他們是一群「城市隱者」-同樣生存於社會，卻像是無形的

存在。這些人屬於長期被社會大眾忽略的族群，加上容易被標籤化，尋求謀生

方式相對不易，如何幫助他們重回社會，自食其力，是「角落微光」(社會企

業)希望解決的問題。 

「隱者地圖-試營運」4/23-5/1 一個愛與生命的故事 

起源於英國，在法國、西班牙、希臘、臺北等地都相繼實現的街友導覽員計

畫，已經在臺中正式”發聲”!隱者地圖由街友、經濟弱勢的中高齡失業者、

獨居老人等組成，他們用社會底層的聲音，訴說他們自己愛與生命的

故事，您的聆聽與參與都在見證隱者的蛻變與成長。  

隱者地圖更是一個創造共好的扶貧模式，您預約付費導覽，其中角

落微光取 4 成，6 成將歸予城市隱者，您可以透過導覽解說進一步了

解這個城市的不同面貌，成為創造在地價值的一環，更重要的是，提

供了隱者們一份工作來源，協助他們改變人生。  

這，已經不是口號，改變正在發生!            <資料轉載自角落微光網站> 

購票請至：http://www.accupass.com/go/tmoti /(目前試營運階段，多有不週請多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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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宣導 

折翼天使需要家‧臺中市招募寄養家庭  

「我們的家在哪裡？」  

臺中市截至 2 月底統計，共

有 574 位兒童及少年接受社會

局安置，其中僅 30％獲得寄養

家庭愛的照顧，目前臺中的寄

養家庭僅有 133 戶，數量嚴重

不足，市府希望號召 30 至 65

歲具照顧經驗的愛心家庭，踴

躍參與寄養家庭的培訓，一起

加入照顧孩子們的行列。  

「孩子們，這裡是你們暫時的

家！」  

陳爸爸與陳媽媽 22 年前加

入照顧折翼天使的行列，擔任

寄養家庭服務至今，雖然在照

顧上曾遭遇不少挫折，也曾萌

生放棄的念頭，然而透過信仰、

家人的支持，及不斷地嘗試與

改變作法，陪伴無數個寄養兒

童及少年渡過生命中的難關。  

陳爸爸與陳媽媽兩人都是育幼院長大，年幼時各自經歷過家庭變故，

對於兒童及少年離開家中的不安與無助能深切感同身受，他們堅持這

麼多年，僅因他們希望透過愛與關懷，讓受傷的孩子能找到支持的力

量、肯定自己，也讓他們明瞭每個人都是寶貝，都值得被愛。  

愛有很多不同面貌，也因為有愛與關懷能撫平受傷孩子的心靈，陳

媽媽當初加入寄養家庭服務時，並未期待能夠獲得什麼回饋，經過 20

餘年來的奉獻，發現有照顧過的寄養兒童將自己放在心上，就是最好

的鼓勵與回報，當這些孩子透過電話、書信或見面傳達心意，愛的力

量也能支持他們繼續為孩子們付出和努力。  

邀請您加入寄養家庭培訓~ 

諮詢專線 :兒童福利聯盟 04-2378 0095 分機 113~115 

世界展望會 04-2375 1262 分機 215~216 

南臺中家扶 04-2313 1234、北臺中家扶 04-2523 2704 

臺中市家防中心 04-2228 9111 分機 38858。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331114814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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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講堂 

全新的「無障礙設計」思維： 

以身障者為老師，將其獨特的溝通方式，運用在每個人的生活場域 

Tom Bieling 是開羅德國大學應用科學及藝術系的設計研究員及客座

教授，目前研究於輔助聾盲人士的產品設計。以下為 Tom Bieling 在

華沙獨立組織 TED 大會中的演講 (TEDxWarsaw-Tom Bieling-Design for the 

disabled)，以講者第一人稱撰寫。  

我是一個來自柏林的設計研究員，負責研究設計和所謂的「殘疾」

之間的關連性。其實，每個人對於「殘疾」的認知都有所不同，而且不

知為何大多數是相當負面的。於是我反問自己：我們該如何重新解讀

「殘疾」，使它的缺陷能反觀成一種「特殊技能」？  

我發現我們其實可從身障人士學習到多種新的感官和溝通方式，並

為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提供許多設計靈感。  

基於這個理念，我們開發了一系列新的溝通系統，而有趣的是這些

系統似乎都有個共同點：它們不只服務特定的人群（如協助聽障人士

與他人溝通），而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用到。  

在研究過程中，我多次邀請了視障和聽障朋友來參與

我的設計研討會，最初我們討論在聽障的狀態下該如何

使用手機？大家都圍繞著一個癥結點：聽障人士必須用

雙手來以手語交談，那就沒有手來拿「手機」了—為此，

一位參與者提供了一個簡而易懂的方案（如圖）：  

她想要表達的是：「我需要一個手機讓我在何時何地都可以掛起來

用！」這個概念非常有趣，因為我們不也都常常面臨沒有手來拿手機

的窘境嗎？如開車時、或在廚房裡邊做菜邊講話。從那時開始，我便

開始認真思考身障朋友的生活情境與其他領域之間的關連性。  

舉一個例子，我與另一組聽障朋友最近開發了一款手機 App，可在

短距離內輕鬆呼叫朋友。只要把手機指向朋友、按個鍵，對方的手機

就會震動並顯示你的名字和現在位置，讓聽障朋友們能輕鬆呼叫他人

或是被呼叫，而一般人其實也可在某些場合用上它，例如在非常擁擠

吵雜的環境中。  

最近，我們正在為聾盲人士設計專屬的通訊裝置，可想而知，他們

看不到也聽不到的同時，沒有多少人可以聊天。通常他們必須倚賴一

種名為「Lorm」的掌上觸覺字母來溝通：把手掌分為不同的區塊，而

每一區塊代表著不同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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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溝通的雙方都得學會這種語言，而且還必須觸碰對方的手掌，

使得聾盲人士很難與社會交流。因此，我設計了一款無線觸覺手套，

可即時翻譯德語的 Lorm 字母成為數位化的文字。我們使用超薄型的

壓力感測器來感應 Lorm 字母，並傳到其他的通訊裝置；另外，在手

套內側也安裝了許多小型的振動器，可用不同的振動位置來傳遞 Lorm

字母。  

現在，聾盲人士可透過手套來進行遠距溝通：從手套傳送訊息到另

一個手套，甚至到其他手機、電腦，當然也可從這些裝置接收訊息，

並可與多人進行通話—這些都是原本辦不到的。如此一來，他們就可

接觸到更多訊息和更多不同的人，也更容易融入社會。  

觸覺手套這類的裝置，是為了服務某些特定人群而設計，然而，它

所創造出來的特殊溝通方式也能利用在其它領域，而這正是我們現在

的研究方向：如何運用這類特殊的溝通方式，來輔助一般人在特殊場

合中彼此聯絡。例如在吵雜的工廠中傳遞訊息，或在某些不適合說話

的場合中，像是劇院舞台後的工作人員。  

最後我想強調的重點是，如果我們能學著以「特殊技能」的角度來

面對身障人士的缺陷，那麼，我們不僅可發明出能邁向無障礙世界的

新玩意，更重要的，或許還可修正所謂「正常」人的定義。 

<本文轉載自社企流網站 / 編譯：林子豪> 

衛福勞政小天地 

健保卡遺失補發，網路申請免出門 

健保業務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健保署統計民眾最常諮詢的問題是健

保卡遺失應如何申請補發？或如何換領？目前健保署提供網路申辦健

保卡的便民服務，在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nhi.gov.tw/)  

中一般民眾分類下，可點選「網路申辦及查詢」，再點選「個

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 (需使用自然人憑證 )」，即可進入「個人健

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系統中。  

使用本人的自然人憑證登入，可以申辦本人和同一健保戶成員的健

保卡，方便民眾在遺失健保卡時隨時申請補發，免除舟車勞頓的辛

苦，繳費後約 3-4 個工作天可收到卡片。   

當您重新申辦健保卡後，目前健保署推動健保卡網路註冊服務，在

完成註冊後，可以利用健保署建立的「健康存摺」單一平臺，依照自

身需求下載就醫資訊及保險計費、繳納資料，協助民眾掌握自身健康情

形，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民眾倘若對健保業務仍有相關疑問，可撥打健保署免

付費專線 0800-030-598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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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嶺東學生投身公益拍攝臺中社福機構 720 度全景   

Google Map 方便查  

嶺東科技大學 3 位老師帶領 6 位同學犧牲寒假假期投身公益，與財富自

由網路科技公司合作，以 Google 環景拍攝技術造訪臺中 61 家社福機構，成

功將社福單位環境實景連結上 Google Map，為廣大民眾提供貼心服務。社

會局特於 4 月 12 日頒發感謝狀，為嶺東科大與財富自由網路科技公司的努力

致上謝意，為科技與社福結合創造一次成功經驗。  

此次社福機構於 Google Map 提供 Google 環景服務，係由財富自由網路

科技公司及嶺東科技大學主動洽詢市府社會局提出專案合作，市府提供適合

拍攝的單位建議名單，在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主任吳崇榮、教授許嘉

倫、數位媒體設計系陳立祥、鄭嵐心、賴宥承、柳忠延及關翔駿等 5 名學生、

企業管理系講師李澄益及視覺傳達系學生蘇健銘，逐家造訪拍攝並完成後製

作業及上傳。 

完成 Google 環景服務的 61 家社福機構，包含日間照護、社區關懷據點、

托育資源中心、新移民服務據點、長青學苑等，相關資料於今年 3 月底完整

上傳於 Google Map，提供廣大民眾免費上網查詢利用；有了 Google 環景

服務，在臺中尋找適合的社福機構不一定要出門，一機在手，上網連結 Google

地圖，不論是地理位置、環境內部設施，都可在網路看到實景照片，就算分住

不同城市的親友討論，上網查詢就可一目了然，為臺中社福的智慧便民服務大

力加分。 

財富自由網路科技公司表示，希望這次全景拍攝的計畫，能像「漣漪」一樣，

拋磚引玉的影響更多的層面，願意不計較私利為公共福利貢獻一己之力，藉由

本次的拍攝服務，讓社福機構不只能從網路上看到實景，也因著這項服務的提

供，協助社福機構增加網路被搜尋的機會，進而提高行銷能力，吸引更多資源

及助力。嶺東科大的吳系主任也表示，這次的參與機會，讓學生不只學習表現

自己的專業，也以專業回饋社會，重要是學習到公益助人的價值。  

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2016 大坑生態教育解說活動開跑囉～ 

活動資訊：  

1. 春季賞螢活動：4/23 及 4/30 下午 16:00 至晚上 21:00 點，共計 2 場次。 

2. 夏季賞蝶活動：7/3、7/10、7/17、7/24、7/31、8/7、8/14 及 8/21 

早上 09:00 至下午 15:00，共計 8 場次。 

3. 活動名額：每場次限額 50 名，每人可獲得紀念品及餐盒各 1 份。 

4.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於每場次當週星期一早上 7 點開放該場

次網路報名。 

活動詳情及報名網址：http://www.purplebutterfly.org.tw 

http://www.purplebutterfly.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