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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臺中市身障者家庭托顧服務獲肯定 服務量冠全臺 

為分擔身障者家屬的照顧負擔，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運用臺中市公益彩券盈

餘分配基金經費開辦「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以委託社會團體訓練民眾

成為「家庭托顧服務員」，家屬白天將身心障礙者送到托顧家庭，晚上再接回

家，每天提供 8 小時照顧服務，每月最高補助 22 至 24天，民眾一天最多只

需負擔 200 元。 

臺中市家托服務據點至今年 4月底已成立 20 處，每月服務 42 名身心障礙

者，服務量佔全國 1/4，為全國最多。家庭托顧服務最大特色是讓身心障礙者

能就近在社區中接受照顧，在家庭托顧服務員的帶領下參與各項活動、訓練

自我照顧技能及與同儕相處的能力，每個家庭照顧 1 至 3 個身心障礙者，相

當多加入提供這項服務的家庭托顧員本身就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讓提供家

托服務的家庭可以兼顧照顧身障家人與就業需求。 

家庭托顧服務每天提供 8 小時的照顧服務，社會局補助一般戶 75%，中低

收入戶 85%，低收入戶則全額補助，民眾一天最多只需負擔 200元，每月最

高補助 22天，今年加強提供身心障礙家庭喘息服務，同一家中有 2名以上身

心障礙者、單親或隔代照顧家庭者每月補助提高到 24天，讓家屬在假日也能

有喘息時間。 

人口老化影響，政府發展長期照顧服務刻不容緩，身心障礙者照顧責任往

往由父母或家人承擔，家庭托顧讓身障者及照顧者可以在最熟悉的家庭場域

提供服務，家托服務員可以在家就業，每月至少增加收入 1 萬 7600 元，最高

可增加 5 萬 2800元，又可以創造身障家屬互助支持的機制，是從福利服務走

向社會投資的服務方案，未來社會局將積極開拓成立家托據點。  

家庭托顧服務社會局委託由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肯納自閉症社會福利基金

會、臺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及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務中

心等 3 單位承辦，如有服務需求請洽詢: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肯納自閉症社會福利基金會 04-22206286 

臺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04-25242603#16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務中心 04-22962884 分機 339 

訊息分享 

臺中市政府社會救助金專戶 募集之愛心款項將用於弱勢兒少培育發展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金專戶募集到社會大眾滿滿愛心，目前累計金

額有 82 萬元，其中，林姓賢伉儷就陸續捐了 50 萬元，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市府 8 日在臺中女兒館舉行捐贈儀式，社會局感謝各界支持，民眾的愛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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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辦理免費課後照顧、補助大學學雜費、配合女兒館成立協助弱勢青少女

國外公益活動體驗計畫等方面，強化弱勢兒少未來的發展機會。 

社會愛心共同支持弱勢兒少培育發展，林姓賢伉儷之前已捐贈 30萬元，此

次再捐贈新臺幣 20 萬元；城市綠洲股份有限公司開館義賣捐贈 25 萬元；可

兒設計公司捐贈 7萬元，共 82萬元的善款。市府將妥善運用，結合民間團體

力量，讓每位孩子未來的夢想都有機

會發光。 

市府將持續補助 22 個非營利社團

辦理免費課後照顧服務，每年約可服

務 1,000 位弱勢學童，提供課業指導、

品格教育、才藝研習及生活照顧，並

規劃補助兒少安置機構內經濟弱勢

約 100 位青少年的大學學雜費，以及

配合中市女兒館成立，鼓勵弱勢青少

女研提國外公益活動體驗計畫並贊

助旅費。 

社福常識+ 

公益募款須有許可字號，社會局籲民眾捐款前先確認，以免受騙 

超商設置捐款箱是否合法？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提醒民眾，為公益目的發起

募款活動，須依「公益勸募條例」提出申請，民眾捐款前可查看是有「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或「衛生福利部」許可公文或勸募許可字號，勸募許可最長

一年。例如:草悟道、一中商圈或逢甲商圈，都是勸募團體常去的募款地點，

經常有民眾詢問是否合法。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公立學校、行政法人、

公益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政府機關(構)得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

外界主動捐贈，但當社會上發生重大災害或需要進行國際救援時，可以主動

對外界發起募款。 

但即使勸募團體為公益目的發起募款活動，仍必須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並

經許可始得辦理，如僅在臺中市境內募款，須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提出申請，

屬跨縣市之募款活動，則向衛生福利部申請，經審查通過取得核發之許可公

文，募得款項也必須儲存專戶並專款專用、開立收據給捐款人、依勸募時指

定之用途使用、募款所得及財物使用情形均需公告徵信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若僅是勸募發票及二手衣物義賣，因無法確定所得，則無需申請許可。另外，

有民眾質疑部分個人以相關弱勢關懷或流浪貓狗公益議題對外募款，則相關

團體或個人仍應成立社團法人或與其他社團法人合作，提案申請募款許可合

法管道，讓募款行為具合法基礎，也能保障捐款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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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宣導 

臺中市第 8 家愛心食物銀行聯盟店揭牌 估每半年約 300 人次受益 

臺中市第8家愛心食物銀行聯盟

店 27 日在衡山基金會崇德會所現

址揭牌，估計每半年嘉惠 300人次。

市府感謝衡山社會福利基金會協

助弱勢的善舉，未來也希望更多愛

心企業合作成立食物銀行聯盟店，

讓更多人得到幫助，未來市府將積

極與民間自辦食物銀行合作，致力

拓點愛心食物銀行聯盟店。 

由衡山基金會成立的衡山行善

團長期致力於弱勢身障者居家硬體修繕及環境整理服務，過程中經常發現弱

勢身障家戶，大多也有日常生活物資需求，因此開始募集物資，並利用衡山

基金會崇德會所場地擺放募集物資貨架，於 105 年 3 月起開辦「衡山行善團

食物銀行」，迄今已幫助 8 個弱勢身障家庭申領日常生活所需物資。 

「衡山行善團食物銀行」因認同市府社會局辦理之「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

食物援助方案的理念，因此加入「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聯盟店」的行列，未

來除了從原扶助的弱勢身障居家修繕家戶中，發掘有物資需要的受助者並即

時給予物資援助外，原本北區及北屯區已接受「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扶助

達 1 年以上的弱勢家戶，也將轉介至此聯盟店評估是否繼續給予物資協助。 

市府社會局接獲各界愛心企業捐贈大宗可用物資時，會依互惠原則將物資

優先分配各聯盟店，期能逐步達成食物銀行社區化的理念；同時積極推廣「剩

食不浪費，搭起賸餘與匱乏的橋樑」，除委託民間單位設置的3家實體分店外，

其他行政區域亦結合了在地團體成立 30 個食物銀行發放站；並分別於霧峰、

豐原、福安、太平、梧棲等 5 個公有市場成立愛心食物交流平臺，將市場攤

商未售磬仍可食用的食材，交由據點志工收集烹煮成熟食送給社區長者加菜，

達到物盡其用不浪費的目的。 

通常收到物資後，愛心食物銀行會優先分配給營運成效良好，但媒體曝光

率較低，導致物資募集較不易的社福單位，同時食物銀行也可開立捐物公文，

讓分享物資的愛心企業憑捐物公文扣抵稅額。未來社會局期盼能號召更多愛

心企業將已無商業販賣價值，但仍可食用的食品，如即期品（保存期限至少

尚有 2 個月）、外包裝 NG的食品等物資分享捐贈給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共

襄盛舉幫助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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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講堂 

從非營利組織到社會企業  

不能換湯不換藥：角色、環境、策略與思維，跟著變了嗎？ 

過去 20 多年是臺灣非營利組織的快速成長期，這個在政府與企業之外的

「第三勢力」，至 2013 年的數量已超過四萬家，在臺灣的各個角落裡服務著

廣大族群。 

然而在過去 5 到 10年間，社會企業也相繼興起，這股「運用商業力量解決

社會問題」的新思潮不僅席捲著新興創業家，也深深影響著既存的非營利組

織。許多人開始思考轉型之道，希望能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降低對捐款的依

賴，用更永續的方式服務弱勢族群。 

不過所謂的轉型，並不只侷限於組織型態的改變，也不只是加賣一個商品

或服務而已，下面所提到的四種模式，更包含了角色、環境、策略與思維的

轉變。 

一、從資源使用者到「價值創造者」 

首先要談的是「角色」轉換。以往的非營利組織經費來源主要依賴捐款，

而被服務的族群也大多扮演「受助者」的角色，然而有愈來愈多組織開始嘗

試成為「價值創造者」，透過客製化的職業訓練，將原本的受助者轉型為生產

者或服務提供者，其中「喜憨兒基金會」和「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

都是採用此種模式的成功案例。 

談到喜憨兒基金會，大家第一個聯想到的可能是烘培坊庇護工場，但除了

培訓憨兒製作糕點外，他們更開起了餐廳，透過客製化的輔具、廚房設備與

服務流程設計，讓憨兒搖身成為侍者與大廚，提供消費者美味的餐點。 

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更是開拓出身障者的就業天地，從 20 年前的打

字與資料建檔業務，到目前的加油站、手工甜點、視覺設計、甚至是藝術品

等級的手工琉璃事業，勝利一步步打破身障族群的隱形天花板，帶領他們開

創不可思議的商業潛能。 

二、從弱勢化為優勢 

上述角色的轉換，有時也需要透過「環境」作為助力。一般所謂的弱勢族

群，往往是以健康人為中心的社會所產生的標籤，但透過環境的轉換，原先

的弱勢就有可能變成優勢，成為非營利組織寶貴的資源。 

如同臺灣「黑暗對話」董事長謝邦俊所言：「黑暗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其實並

不陌生，但我們卻從沒想過要如何運用黑暗」；黑暗對話打造一個獨特的環境，

把黑暗變成一種體驗與學習，讓社會大眾成為「被服務的對象」，而視障者則

搖身變為黑暗中的「引導者」，成為這項體驗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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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也是善於轉換環境的佼佼者。勝

利把一般雇主多有顧慮的「多元障別」作為其核心價值之一，針對各種身心

障礙者的特性，創造適合他們的工作環境，並分別培養不同的技能，讓他們

在團隊合作下充分發揮所長。例如勝利的手工琉璃團隊，就包含了身心智障

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等身障員工，他們不標籤化任何一個族群，而是利

用不同障別的工作屬性，讓每個人在最適合自己的環境下發揮所長，將弱勢

轉變為優勢。 

三、從庇護工場到卓越的品牌 

如同一般企業，非營利組織在轉型過程中也需要「策略」的轉換，思考自

己的價值定位，而不是一窩蜂地投入「其他人也能做」的事，卻無法發展出

品牌差異，缺乏競爭力。 

以勝利為例，同樣是身障服務團體常經營的打字與資料建檔業務，勝利對

自己的要求是做到業界頂尖，把自己定位為兼顧「安全、精準、效率」的服

務提供者，不僅成為臺灣第一個取得 BS7799 認證的資料鍵檔中心，在中信

銀行的信用卡資料輸入上，還達到 99.9997%的超高準確率。不只做和大家一

樣的事，勝利更進一步開發高附加價值的視覺設計與手工琉璃等業務，為他

們建立了難以模仿的高門檻。 

商品與服務的開發只是轉型的第一步而已，後續的市場測試、品牌經營、

商品與服務的精進等才是讓業務持續成長的關鍵，也是勝利潛能發展中心成

功的原因。 

四、從單一組織到混合分工 

最後，我們回到了「組織型態」的轉換。無論是非營利組織還是社會企業，

都有各自法規上的限制，例如非營利組織在商業行為上往往較為受限，而一

般企業則無法接受大眾捐款。這時可以考慮社會企業與基金會並存的混合分

工模式，讓彼此各司其職、互相幫補。 

這種混合模式有多種搭配方式，第一種為讓基金會專心投入社會服務，並

另立社會企業籌款，例如「耕心蓮苑基金會」與「愛一家親社會企業」。前者

專注於社區辦學，讓家境不好的學生也能接受良好的課後輔導；後者則進行

手工點心義賣，營收再回饋給社區辦學。 

第二種則剛好相反，由社會企業來創造社會影響力，同時也成立協會接受

外界捐款，以匯聚更多資源。例如「以立國際服務」即是以社會企業方式經

營，但也成立協會募資，專款專用，讓更多資源得以投入社會服務。 

另外，也有兩者都投入社會服務，但採取專業分工的做法，例如「瑪納有

機文化生活促進會」與「光原社會企業」。前者協助原住民建立完善的農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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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機制，並提供耕作技巧與知識的培訓；後者則為原住民生產的有機蔬菜做

總經銷，讓原住民安心種菜，由光原負責賣。 

從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需要上述角色、環境、策略與組織型態的

同時轉換，才能避免換湯不換藥。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非營利組織

都適合轉型為社會企業，還是要先分析自身的財務結構、資源的來源與流向

以及組織的核心價值後，再來選擇合適的發展模式。期待臺灣的非營利組織

不只遍地開花，更能走得長遠、持續發光。 

<作者金靖恩/本文轉載自社企流> 

衛福勞政小天地 

腸病毒 71 型重症個案又新增 1 例，發現幼兒有重症前兆病徵請速就醫 

近日國內新增 1 例腸病毒 71型重症個案，為今年第 6 例，個案為高雄市 1

歲 4 個月大男嬰，現已康復出院；經衛生單位調查，個案同住家人均無相關

疑似症狀，個案也未接觸疑似病童，但潛伏期間曾與家人至親子館及旅遊地

區遊玩，不排除感染源為公共場所接觸者，或由無症狀照顧者傳染。 

疾管署表示，腸病毒重症病程發展快速，若家中嬰幼兒經診斷感染腸病毒

時，應注意觀察是否出現嗜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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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現上述任一病徵，請儘速送至大醫院接受適當治療，掌握治療

契機。 

根據疾管署監測資料顯示，國內腸病毒疫情整體仍呈現上升趨勢，全國門、

急診腸病毒就診人次共計 25,859 人次。分別於臺北市、宜蘭縣、臺中市、花

蓮縣共新檢出 8 例腸病毒 71 型個案，今年迄今已檢出 60 例腸病毒 71 型個

案（其中 49例輕症、5 例疑似重症、6例重症個案），目前社區主要流行病毒

為克沙奇 A 型。截至目前累計通報腸病毒重症 64 例，其中 6 例確診感染腸

病毒 71 型，43例排除，尚有 15 例檢驗中。 

近期臺灣周邊地區，如香港、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國之腸病毒疫情

亦處於高點或上升趨勢，均高於去年同期；越南、日本疫情則持平或處低點，

且均低於去年同期，民眾攜帶幼兒出國應注意。 

嬰幼兒為腸病毒重症高危險群，幼童照護者及幼童至相關兒童遊戲場所時，

應注意該場所是否每天至少消毒、清潔相關設施一次；使用設施前後應以肥

皂洗手；幼童生病應在家休息勿出入遊樂場所；此外幼童照護者在幼童遊玩

時應定時帶幼童如廁，保持環境清潔。 

相關防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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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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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臺中市到宅坐月子服務將於 8 月起展開 報名自 7 月 15 日起開放 

坐月子新選擇！臺中市政府到宅坐月子服務 8 月起試辦，委託弘光科技大

學招募坐月子服務人員 60 人，提供 120 個到宅坐月子服務名額。審定符合資

格者，市府將免費提供 2 萬元 80 小時服務，服務內容包括:產婦照顧、月子

餐製作、家務服務及育兒指導等，自 7 月 15 日起受理報名。社會局提醒，單

胞胎補助 1萬元、雙胞胎 3 萬元、三胞胎以上每胞胎 2萬元的「生育津貼」，

與「到宅坐月子服務」，只能二擇一申請。 

80 小時到宅月子服務以每小時 250元計算，申請資格為產婦或其配偶之一

方，於新生兒出生當日時已設籍臺中市滿 180 天以上、新生兒於本市完成出

生或設籍登記、未請領生育津貼者，將可申請免費提供此項服務，但未設籍

臺中市而有實際居住者，則必須自費申請。 

為了讓市民能享受到高品質的服務，社會局一方面建置到宅坐月子服務媒

合平臺以辦理宣導活動，並辦理主題課程及專業研習以提供諮詢服務；另一

方面招募專業坐月子服務人員，並於 6、7 月間辦理服務人員專業訓練，以落

實個別化服務品質，提供產婦優質服務。 

民眾對於「到宅坐月子服務」有需求或有想詢問的問題，歡迎致電洽詢弘

光科技大學大墩教育中心 04-23268880，或沙鹿區推廣教育中心

04-26318652 轉 6152 至 6160。另外，到宅坐月子服務預計招募坐月子服務

人員 60 人，凡有意願從事月子媽媽工作者，即日起請洽詢弘光沙鹿區推廣教

育中心，電話 04-26318652轉 6152至 6160。 

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好戲開鑼!國藝會 20 週年鉅獻-掌中風雲會 7/1-7/3 臺中元保宮熱鬧登場 

今年適逢國藝會成立 20 週年，國藝會特別推出「傳統

戲曲精華再現計畫」，嚴選歷屆歌仔戲及布袋戲專案的精

品劇目，邀請劇團再次搬上舞臺，以饗廣大的觀眾。「2016

好戲開鑼 掌中風雲會」，分別邀請來自高雄的「新世界

掌中劇團─風雲再起~幻海星塵」，雲林的「昇平五洲園─

黑金英雄淚」，以及「真雲林閣掌中劇團─傲氣之珠~幽冥

節度使」，首度在臺南、臺中、臺北三地的廟口巡演，三

團作品風格迥異、各有千秋，不論是初次入門的觀眾，

或是深諳門道的資深戲迷，歡迎大家攜家帶幼、呼朋引

伴，前來參與這場難得的布袋戲盛會！ 

演出地點：臺中市元保宮(臺中市北區梅川西路三段

109 號)；詳請查詢國藝會官網：

http://www.ncafroc.org.tw/news_show.asp?tp=1&id

=2684  

http://www.ncafroc.org.tw/news_show.asp?tp=1&id=2684
http://www.ncafroc.org.tw/news_show.asp?tp=1&id=2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