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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衛福部家庭暴力防治業務考評  臺中市獲全國第一的肯定  

臺中市推動各項社會工作再

創佳績！除日前全國唯一獲得

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績效考核

十項「大滿貫」第一之外，今年

接受衛生福利部「104 年度直

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家庭暴力、

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業務評鑑

績優縣市」，榮獲全國第一及最

佳進步獎的肯定。  

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性侵

害及性騷擾防治工作能夠獲得中央肯定，除了全國首創以家庭融入為

基礎之團隊決策模式（TDM），創設「臺中市兒少保護醫療服務示範

中心」，強化整合機制，104 年家庭暴力案件通報率較 103 年僅成長

0.28%，而 103 年與 102 年相較成長 4.27%，首見大幅趨緩。臺中市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致力於家暴及性侵害防治業務多年，102

年經衛生福利部考核，首次獲頒最佳進步獎鼓勵；104 年再被評為推

動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業務特優、宣導績優獎項，獲獎名次由

全國第九名進步至全國第一，再次獲頒最佳進步獎榮譽，因此吸引了

臺北市政府等縣市前來觀摩取經。  

為打造零暴力的幸福城市，市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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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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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帶來良好的成果，有效減少兒少保護與性侵害案件。  

未來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除持續加強保護性社工專業，

並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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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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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臺中市防暴規劃師

認證制度宣講模式，以多面向推展做法，逐步讓臺中市成為「愛‧零暴

力」的安全宜居城市。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517111050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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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分享 

大里金巴黎大樓 921 原址改建「希望家園」開幕  

大里金巴黎社區大樓過去因 921 地震嚴重受創，17 年來經市府多

方努力，透過各界的支持原地重建為「臺中市希望家園」，提供身心

障礙者日間托育與全日型住宿等服務。市府以大約 2 億元預算興建希

望家園，包含主體建築物約花費 1 億 2,000 萬及週邊道路開闢、設施

等工程 8,000 萬元，期能提供身心障礙者更完善的環境，落實臺中「生

活首都」及用心照顧身心障礙者的理念。  

臺中巿希望家園由臺中市公益彩劵盈餘經費補助興建，提供日間托

育、全日型住宿服務，總計服務 86 位身心障礙者，其中 60 位為日間

托育服務使用者，26 位則為 24 小時住宿服務使用者；服務對象以 18

歲以上 64 歲以下，設籍於本市的身心障礙者為主，並以低收入戶、雙

老家庭、失依者或經政府機關社工員評估需優先入住者優先使用。  

希望家園於 5 月 10 日正式揭幕，市府委託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經

營，園區內除提供「日間托育」與「全日型住宿服務」外，也透過生活

支持、休閒娛樂、技能養成、技藝陶冶、社區融合、建康管理等服務，

營造一個關懷與愛的環境，並協助院生實現生活夢想。院生培養均依

其興趣安排養成課程，例如 :每週一、四早上有餐飲課，教導院生製作

糕點，使其從中獲得成就感，並於一樓「實習商店」義賣手工糕點，若

成效良好，未來也將開放給社區居民購買。透過此公私合作的經營模

式，給院生最好的照顧，也期能藉此經營模式創造典範，提供身心障

礙者全人式、整合的周全照顧服務。  

社福常識+ 

「待用行膳箱」傳愛臺中-行善之餘，支持農友也讓自己更健康  

健康意識抬頭，許多民眾選擇採購無農藥殘留的自然友善食材，臺

灣公益 CEO 協會與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合作推出「待用行膳箱」，一組

兩箱，一箱自用、一箱捐贈弱勢邊緣戶，內有 10 多種友善種植的生鮮

食材；包含后里眉山教會的弱勢孩童所種植的水耕蔬菜、臺灣友善米

推廣協會的優質米食等，鼓勵企業與民眾認購，自己享用好食材的同

時，也支持以自然友善農耕方式的農友，並為臺中社會邊緣戶「加菜」。

期能藉此推廣資源「三分法」，一份自用、一份儲蓄、一份助人，自己

享受美好事物，也分享給需要的人，讓每個人都能成為「光源」照亮

溫暖他人。  

臺中市每月約有 2,200 戶社會邊緣戶接受食物銀行援助，社會邊緣

戶可能因為某些因素不符合中低收入戶資格，但實質經濟環境欠佳有

待社會大眾的濟助。鼓勵民眾訂購「待用行膳箱」，一份愛心認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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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讓購買者、農友及弱勢邊緣戶三方受益，是一個良善的概念的推廣。  

「待用行膳箱」每箱 1,500 元，目前已由財團法人聚陽人文發展教

育基金會、羅朝村教授、美商多特瑞療癒之手基金會、張農產加工廠

等單位共同認購了 500 箱，並且由嘉里大榮物流贊助低溫配送服務，

距離目標 2,200 箱尚有努力空間，邀請各界共襄盛舉，讓簡單消費變

得更有意義。  

認購窗口：林小姐  電話 (05)5876425 

認購戶名：社團法人臺灣公益 CEO 協會  

認購帳戶：玉山銀行 (808)城中分行 0532-940-006387 

綜合宣導 

營造友善環境支持身障朋友-臺中市政府招募「友善好餐廳」  

「小小改變，大大方便！」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去年起訓練了 48 位身心障

礙者擔任「友善餐廳特派員」，訪查多

家餐廳的用餐環境，目前已促成將近

200 家餐廳響應成為「友善好餐廳」。

市府感謝已參與的業者，也力邀更多

餐廳業者響應加入，希望大家更有同

理心，讓餐廳及各層面的生活場域都

能變成友善環境，使臺中更美好宜居。  

「讓臺中成為名實相符的生活首都！」，美國有線電視網 CNN 官方

網站 4 月中旬刊登一篇「Why Taichung is the most livable city in 

Taiwan?(為何臺中是臺灣最適合居住的城市?)」專欄文章，介紹臺中

特色景點與城市魅力。為讓臺中更友善宜居，市府擴大辦理友善餐廳

計畫，讓 CNN 對臺中的肯定，轉化為整體臺中人齊力對生活環境提升

的動力。  

目前市府訓練了 48 位身心障礙者擔任「友善餐廳特派員」，透過他

們至餐廳訪查體驗，推薦友善餐廳業者並邀請更多業者響應，不僅想

讓身障朋友造訪時能出入方便獲得被尊重感，同時也體檢哪些生活環

境能做得更友善；目前臺中已有近 200 家餐廳響應，市府計畫擴增至

400 家，期能招募到更多餐廳參與，讓每個消費者都能賓至如歸。  

友善餐廳計劃是運用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推動，有意加入

的餐飲業者可免費申請「友善臺中好餐廳標章」，但須符合幾項標準：

1.四平友善標準（出入平坦、走道平順、桌椅平穩、服務平等）、2.參

加教育訓練、3.提出具體軟／硬體改善措施，並經友善特派員訪查通

過，就能成為給身心障礙者方便的「友善臺中好餐廳」。報名簡章請

上網站  http://OurCityLove.org/Apply_TaiChung。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55123341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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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講堂 

因應臺灣高齡社會的三支箭 

日前的一場高齡研討會上，專家提出「未來 50 年都會人口將集體高齡化」

的警語，確實嚇人，但對於這個命題，個人認為卻是不存在的，理由有三： 

一、50 年後的高齡定義為何？依然是 65 歲嗎？還是已經向上提升至 70 歲，

甚至 80 歲？ 

二、65 歲以上人口多真的會造成衝擊嗎？這個邏輯容易被誤解有高齡歧視的

感覺？ 

三、經濟成長是相對且流動的，一樣都面臨高齡化，農村比都市更早面臨高齡

浪潮，而農村人口持續往都市移動的現象仍在繼續，更加深了農村凋零的

危機，當然這個趨勢有可能逆轉，但是在尚未看到這個跡象之前，都市依

然吸引著人口移動，相較於農村，也依然是比較有競爭力的。 

基於上述，對臺灣高齡社會的到來，本文擬了三個命題來思考未來高齡政策

的因應： 

第一支箭：延長健康壽命──健康老人愈來愈多，高齡不再是負擔。 

高齡不再是危機的論述基礎，政策焦點要更聚焦於健康促進與失能預防。

根據衛生署 2011 年統計，國人失能時間平均約在 72 歲至 73 歲，而 85 歲以

上的高齡者，失能率約為 6 成多，這個數據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

年滿 65 歲的長者身體依然健康，並不會造成社會家庭的負擔，所以用

年齡來界定「高齡危機」過於簡化；另外一個意義則是並非所有的人

都會因為失能而需要長期照顧，健康可以一直持續到人生最後階段，

這就是「疾病壓縮論」的觀點。  

社會面對高齡化的壓力，延長健康壽命是根本之道，而延長健康壽

命的眾多可能方式中，社會參與力的提升是關鍵且有效率的方式，長者

並非不願意出外活動，而是這個社會有太多障礙與歧視，讓他們漸漸

不再參與社會，因此政府必須將「去除社會對年齡的障礙與歧視」列

為施政的價值與目標，將隨興式辦理的長青休閒活動，提升為系統性的

社會參與力政策，確定政策的價值與原則，自然能更有效率的整合相關資源，

投入整體社會改造的工程。 

第二支箭：公民不退休運動──延伸長者的社會貢獻時間。 

臺灣現在的老人福利概念為「年齡原則」的概念，視 65 歲以上的長者

就是需要被照顧，要退出社會的主要貢獻圈，如果還願意參與社會，就

是志願性的、殘餘性的，這樣的概念在未來必須改變，我們必須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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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角度來思考社會互動，高齡者在邁入人生的另一生涯階段時，

依然有其必須要完成的任務，以及想要達成的目標，因此政府必須協助他們的

勞動力可以繼續運用、財富可以繼續獲得轉動、專長可以繼續有施展空間、休

閒與興趣可以適足發展，視他們為社會必要的一份子，必須繼續參與社會、協

助社區發展、監督公共工程、傳承技藝智慧等。 

這樣的價值環境下，高齡者就不是社會負擔，怎麼會擔心高齡化的問題？ 

第三支箭：充實農村生活機能──解決農村高齡課題，舒緩臺灣照顧壓力。 

農村迫在眼前的集體高齡

化是現階段更需要面對，衛福

部 2011 年國民長期照護需

要調查中，農村的高齡比率均

高於都市（見附圖），農村在

基礎設施不足、青壯人口移動

至都市、失能率又高、照顧設

施不足等因素的夾擊下，面對

高齡化現象，幾乎無招架之

力，因此國家政策應該先把焦

點放在農村，若能解決農村因

為高齡化所面臨的課題，都市

的「集體高齡化」何懼之有！ 

要解決農村高齡課題，必

須先從農村的生活機能來思

考。過去農村的生活機能中，

並沒有高齡照顧的機能，因此

當遇到高齡化時，農村的交通

不便、醫療不足、行走不方便、高齡服務設施不足等困境就出現了，因此健康

長者的社會參與範圍愈來愈少，直接顯現的狀況就是農村的健康壽命與平均

餘命都比都市短，失能長者必須要離開原來社區生活環境，這些問題都可以透

過充實「社區的聚落中心」機能來解決。 

未來每個農村在聚落中心都能有一個日間照顧中心，不僅提供失能長者的

照顧服務，還能引入健康服務、醫療服務、交通服務、休閒服務到農村，補足

農村現有機能的不足，減輕農村的生活與照顧壓力，子女不需擔心長輩沒人照

顧，退休回鄉的長輩可以獲得完整照顧，讓住在農村真得能更享受田園之樂，

成為都市的次生活圈，農村的人口自然回升，凋零與界限部落不再存在，也能

解決都市的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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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研議高齡社會產生的課題中，必須體認到長期照顧雖是其中迫切性

最高的需求，但如果因此將高齡課題簡化為長期照顧，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危機，

因此當政府用「每個人都會用到」的話術來強化長期照顧保險的必要性時，已

經落入需求誘導的政策傾斜錯誤了。 

日本於 2006 年檢討介護保險政策時，發現介護保險實施 6 年，反而讓失能

時間延長了，因此重新檢討介護政策，將介護預防納入介護保險中，強化預防

政策的實施，希望能藉此幫助體弱的長者回復到能自立生活的狀態，2012 年

的檢討，更進一步將介護預防的責任回到地方的市村町，唯有從最基層的社區

聚落機能做起，才能建置面對高齡社會的機制。 

長期照顧政策不是只有照顧，能防止健康的長者狀況惡化到需要照護的地

步，讓大家都可以不需要用到，或用的時間很短，這才是好的長期照顧政策。 

<文章轉載自：想想論壇-政策想想/作者：林金立理事長> 

衛福勞政小天地 

高血壓不是中老年人專利! 36 萬青壯人有高血壓，近 24 萬人不自知 

5 月 17 日是世界高血壓日，今年的主題為「Know Your Blood Pressure」

（知道你的血壓），高血壓是可以提早預防及控制的，國民健康署提醒民眾要

「知道你的血壓；採行健康生活」。近來年輕族群因外食機率高，容易攝取過

多鹽分且對高血壓認知不足，全臺 18 至 39 歲的青壯人口中，竟有高達 36.6

萬人罹患高血壓，其中僅 13 萬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壓，近 24 萬人不自知，年

紀輕輕就帶著會產生中風、心臟病、洗腎的禍因，未即時改善控制，非常危險。 

高血壓性疾病為國人十大死因第 8 名，且歷年排名居高不下，依據國民健

康署 102 年至 104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顯示，18 歲以上民眾高血

壓盛行率為 24.1%，每 4 人中就有 1 人罹患高血壓，估計全臺罹患高血壓民

眾約有 462 萬人，危害國人健康甚鉅，影響不容小覷。 

高血壓常沒有明顯症狀，是典型的沈默殺手，常被民眾忽略，而研究顯示，

高血壓病人未來罹患腦中風、心臟病、腎臟病的風險，分別是沒有「三高」民

眾的 2.84 倍、1.93 倍及 1.66 倍，顯見不管是高血壓本身，或是其後續衍生

的中風及心臟病等問題，都對國人健康造成嚴重威脅。過去民眾常認為高血壓

是中老年人常見的慢性疾病，但前項調查顯示，國內 18 至 39 歲青壯人口的

高血壓亦相當盛行，而更年期婦女更應注意自己血壓的控制及心血管的保健。 

控制血壓從健康生活的量血壓及飲食減鹽做起，國民健康署提供防治高血

壓六要點：「減鹽」、「定期量血壓及控制」、「減重」、「戒菸」、「規律

運動」、「節制飲酒」，幫助國人遠離高血壓的威脅。詳細資訊可上國民健康

署戰勝慢性病臉書（http://www.facebook.com/health66）查詢，歡迎民眾

共同參與高血壓防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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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托育一條龍成功創三贏- 

受惠幼兒增多、托育市場成長、家長負擔減輕  

臺中市政府「托育一條龍」政策，自 104 年 7 月起實施至今將近一年，

不論是受托及幼兒園入學人數，或是與市府簽約合作的協力托嬰中心與保母

人數，均呈現二至四成左右的高成長率；申請補助的家長比例也高於全臺平均，

滿意度更高達九成，顯見市府此一政策不僅是補助，更成功創造幼兒、家長、

幼托產業的三贏局面；未來市府將持續推動，盼能更深化創造臺中的友善育兒

環境。 

托育一條龍政策將原本 0 至 2 歲托育補助，向上延伸至 6 歲，5 歲幼兒園

入學補助則向下延伸至 2 歲，使得不論是送托幼兒園、托嬰中心、請保母帶

等，全都納入補助；甚至對於弱勢家庭的未滿 6 歲幼童，另有加碼補助育兒

津貼。此外，為滿足跨縣市工作家長需求，市府更擴大補助範圍，讓設籍且居

住臺中市、但在南投、彰化及苗栗等三縣市工作的家長，只要送托三縣市協力

托嬰中心，或符合幼兒園距離家長工作地 10 公里以內之補助要件，亦可申請

補助。 

新政策實施後，送托嬰中心或請保母帶及幼兒園入學之人數都呈現大幅成

長趨勢。根據市府統計，平價托育費用補助受益幼童數，自原本 6,227 人增至

7,513 位，成長率 20.65%；幼兒園入園人數，104 學年度為 4 萬 3,848 人，

與 103 學年度 3 萬 4,345 人相比，增加 9,503 人，成長率 27.7%。受惠幼兒

增加，相關產業也跟著成長，根據社會局統計，自 102 年以來，與市府簽約

合作的協力托嬰中心家數從 74 家增至 98 家，成長率 32.43%；協力保母人

數自 2,187 位增加至 3,101 位，成長率達 41.79%。 

為了解實施成效，市府於 104 年也曾委託中正大學進行「臺中市平價托育

政策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市府建構 0-6 歲完善托育體系，

使得臺中市使用家戶外照顧的比例達 16.06%，高於全臺平均 9.83%，其中機

構式托育服務比例 4.15%，更遠多於全臺平均 0.17%，顯見推展成效良好。 

「平價托育費用補助」使用過的受訪者，滿意度達 92.19%；超過 8 成的家

長接送幼兒的時間在 15 分鐘以內，近便性相當足夠，家長相當肯定托育讓他

們「能夠繼續在職場上打拚」、「可兼顧工作與托育品質」、「讓全職父母可

安心上班」、「保母受過專業訓練又認證提高專業能力，能照顧好幼兒，家長

更放心上班就業」。目前由父母親自照顧者，也有將近 20%的家長希望下一

胎可以送保母或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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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國美館「自然魔法師」教育展－以數位新媒體感受自然之美 

青蛙跳躍經過乾枯的河中瞬間帶來綠意；蓮池中的白鷺鷥和魚兒悠游戲水；

伸手朝著火山揮舞，崩壞的大地漸漸起死回生…… 

當精采的藝術元作經由新媒體詮釋，會帶給我們什麼特別的體驗？國立臺

灣美術館自 105 年 3 月 5 日至 105 年 8 月 28 日於國美館 109 展覽室展出

「自然魔法師」教育展，以臺灣藝術家描述己身生長的土地環境為選材，呈現

多個世代對自然環境不同的關懷面向。並以新媒體技術重新詮釋平面畫作，運

用體感互動、擴增實境、自拍分享等互動設計，期待觀眾體驗藝術家對自然的

觀察與觀點，喚起人們對環境的反思與關懷，期待藉由新媒體行動模式學習，

將藝術的美感體驗深化為對自然環境的感知力。 

「自然魔法師」教育展應用新媒體演繹連結新世代族群，採「靜」與「動」

搭配的展陳方式達到情境張力，並透過「虛」與「實」的互動對話，刺激觀眾

感官及發展自我探索的學習意願，提供學童、親子等各年齡的觀眾寓教於樂的

參觀經驗，期待觀眾在玩中學、學中玩的過程中，充分感受自然之美，達到美

學教育之目的。歡迎有興趣的民眾闔家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