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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全臺各項施政評比臺中市捷報頻傳，「社福力」表現六都蟬聯冠軍 

天下雜誌公布 2016 年「幸福城市大調查」報導及主客觀調查分析結果，臺

中市「社福力」在六都排行組中，再度蟬聯全國第一!天下雜誌評比全臺縣市

競爭力分為「經濟力」、「環境力」、「施政力」、「文教力」與「社福力」等五大

面向，其中「社福力」表現最為突出，在評分之 15 細項指標中「55 歲以上每

百人參與長青學苑人次」及「志工人數占 15 歲以上人口比率」等兩項指標，

於六都組均佔排名第一。 

臺中市政府發展社會福利工作，秉持一貫以社會投資理念為基礎，就社會各

層面需求創新提出各項服務，陸續推動多項重大政策及措施，如:托育一條龍、

托老一條龍 721 政策、食物銀行法制化、跨域合作辦理無飢餓網絡、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志工培力...等作為，104 年度亦曾獲衛福部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全

國第一，社福力表現卓越成績斐然。 

臺中市的施政核心為「縮短城鄉差距、拉近貧富懸殊、社會投資創新、加強

行政革新」等施政四大核心指標，從今年度的各種施政調查結果陸續傳出佳音，

9 月份南山人壽與經濟日報合辦之「2016 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結果公布，

臺中市在主觀、客觀指標雙升，首度進入主、客雙優縣市區，幸福感大增被評

定為六都組中最幸福的城市，顯見市府辛勤落實執行各項施政已受到大眾肯

定且收獲豐碩的成果。 

每份民意調查及客觀指標，都是施政及決策的參考依據；未來市府會以民眾

的期盼為依歸，妥善規劃施政方向，並保持與民眾溝通管道暢通，期盼集合市

府力量為民眾打造一座幸福快樂的宜居城市。

訊息分享 

臺中最美風景是志工‧三步驟實現志工首都願景 

臺中市政府推動「HOPE 125 志工首都」，媒合國際志工參與社區營造，創

造另類國際外交，志工人數也從去年 8 萬人增至今年上半年 9 萬多人，獲得

2015《天下雜誌》幸福城市大調查、2016《遠見雜誌》城巿競爭力評比，志

工人數占 15 歲以上人口比率評比六都第一。中央辦理全國各縣巿政府志願服

務績效考核，104 年度也榮獲全國「優等」佳績。 

「志工首都」非口號，市府計畫以三步驟建立志工培力實驗專區等發展中心，

整合國內、外志工資源，讓民間力量充分發揮，逐步實現志工首都願景。三步

驟包括：從精武分館開辦「NPO 培力實驗專區」，接續於聯勤招待所原址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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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中心」，最後於霧峰區設置國際非政府組織 iNGO

園區。 

未來，臺中市將陸續舉辦 2018 世界花博、2019 東亞青年運動會(東亞奧林

匹克委員會主辦)，因應龐大志工服務質量需求，規劃階段性陸續成立「非營

利組織與志工中心」及國際非政府組織 iNGO 園區。市府以推動「HOPE 125

志工首都」呼籲市民，每人每月至少 2 小時的志願服務，藉以創造近 5 倍公

民社會力量，並透過志工銀行獎勵、社群平臺媒合等方式，鼓勵學生、國內外

青年、企業人士、退休高齡人士、社會大眾...等共同加入參與志工行動。 

民主最高層次即是每處社區及民間社團皆能夠有效自治管理，讓民間無窮

能量有效發揮，避免陷入以政府為主，為短期任務成立多餘政府機構，長遠性

造成冗員及專業浪費的惡性循環。鑑此，市府推動的志工培訓將以質量並重為

目標，以社會大學概念分門別類設立學院與機構中心，讓社會資源充分運用，

民眾參與志工活動於付出後不僅獲得精神回饋，也能有實質專業能力成長。 

志工服務不分國界，日前有 15 名來自俄羅斯、捷克、西班牙等國的國際青

年志工，自費來臺參與梧棲南簡社區土角厝修繕蓋建，服務期間甚至睡在簡易

帳棚中，無私精神令人感佩，鼓勵大家共同學習「以服務為目的！」，讓志工

力量成為臺中最美的風景。 

本市志工年齡層多為中壯年，為吸引

更多的年輕人擔任志工，社會局邀請

臺中女兒藝人簡嫚書及其師弟曹晏豪共

同擔任擔任志工大使，於下半年參加多

場志工活動，以號召更多的青年朋友

加入志工行列。市府目前正積極辦理志

工培訓活動，與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合作

協助 NPO 組織發展國際志工，105 年至

今已輔導 5 個社區申請國際青年志工隊，成功媒合 10 個國家、共 47 位海外

志工參與，藉由志工服務接軌國際。因應 2018 世界花博及 2019 東亞青奧活

動，社會局陸續展開召募活動，號召青年志工參與重要國際活動。 

市府未來將再接再厲，寬列志工預算，擴充召募規模與人數，府內各機關訂

定分級成長目標，同時也建議中央修訂志願服務法，鬆綁申請審核等行政程序，

解決培訓課程過於理論、缺乏實務的發展困境，以提升民眾擔任志工意願並提

升志工服務能量及品質。 



105 年 9 月份電子報 

 

3 

臺中 HOPE 125 志工臉書粉絲專頁，報導分享臺中的公益故事，讓整個城

市更充滿愛與希望。邀請大家加入按讚也幫忙邀請家人及朋友一起加入臉書

按讚、轉傳，協助分享志工招募訊息，讓更多需要被看見。 

請大家加入按讚-有你當志工，幸福在臺中!  

https://m.facebook.com/taichung.volunteer/

社福常識+ 

導盲犬是工作犬的一種，有許多

犬種都可以訓練成導盲犬，而最常見

的品種為拉不拉多、黃金獵犬或是有

計劃繁殖育種的「黃金拉拉」〈黃金獵

犬與拉不拉多的混合犬種〉。導盲犬

的功能就像視覺障礙者的眼睛，是協

助其安全行走的工作犬，而非一般寵

物，導盲犬於工作中會配戴「導盲鞍」，

而由寄養家庭或專業訓練人員訓練中的導盲犬及幼犬，則會身著「紅背心」，

並配有識別證件，皆應有進出公共場所的權利。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0 條規定，視覺功能障礙者由合格導盲犬陪

同或導盲犬專業訓練人員於執行訓練時帶同導盲幼犬，得自由出入公共場所、

公共建築物、營業場所（包括餐廳）、大眾運輸工具及公共設施，相關負責人、

業者、使用人等皆不得拒絕工作或訓練中的導盲犬及幼犬自由出入，或附加條

件(如:收取清潔費、限制於店內特定空間等)，若有違反，社會局可依法處以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可處以 1 萬元以上至 5 萬元以下罰緩，並命其接受

4 小時講習。

綜合宣導 

市府扶助特殊境遇家庭方案，即時提供資源協助變故家庭度過難關 

臺中市政府每年扶助近 2,500 戶面臨喪偶、受暴、配偶入獄及其他 3 個月

內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的特殊境遇家庭，其中男性因為傳統社會文化及性別角

色期待，在遭遇困難時，不易向外界主動求助尋求資源，市府自去年提出男性

單親家庭主動關懷服務方案，截至今年 7 月止，服務 243 案中共協助 54 名

男性單親家長成功媒合社會福利資源，取得相關福利身份，從中發現高達 22%

的服務需求，讓政府資源能即時提供福利照顧、解決生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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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自 98 年開辦以來，提供包括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

貼及教育補助、傷病醫療補助等各項的經濟扶助，並透過專業社工提供後續關

懷服務、媒合社會福利資源，協助度過最即時的困難，適應突發變故的生活環

境，支持生活重回正軌。經統計男性受益比率相對女性明顯偏低，主因係男性

受到傳統社會文化及性別角色期待，在遭遇困難時，不易向外界主動求助尋求

資源。因此，市府自去年提出男性單親家庭主動關懷服務方案，結合民政局、

各區戶政事務所等主動提供福利資訊，藉由積極式服務，由社工及時轉介提供

適當的資源連結並追蹤後續情形，支持度過生活難關。 

人生難免遭遇低潮，獨自一人承受容易覺得卡關或過不去，只要願意尋求協

助，臺中市各福利服務中心都十分願意伸出援手，陪伴支持度過人生不如意。

市府除主動發掘需要服務的民眾，協助特殊境遇家庭的不同需求及開發適性

服務方案外，未來也將規劃針對特殊境遇家庭進行就業輔導培力，協助就業自

立，改善生活境況。

社福講堂 

國際志工浪潮來襲，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出國留學或遊學，與好友結伴旅行，是過去探索世界，開拓視野的傳統途徑；

近年來，打工度假、國外實習、國際志工逐漸蔚為風潮。其中，到海外擔任志

工成長快速，接受度高；藉由服務人群，不僅可以認識當地文化，也能達到深

度旅遊與社會服務的目的，是一個帶給年輕人世界觀與成長的絕佳機會。 

一般人常會誤會，總以為深入災區發送物資，或提供醫療服務才叫志工。事

實上，參與國際社會的公共議題，前往落後地區協助當地民眾，這種以服務為

目的的行為已成為一種風潮；當志工深入最草根的社區，體驗當地人最真實的

生活方式，透過文化交流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群，這才是國際志工的魅力所在。 

國際志工有一迷思，它並不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光環，因為你不可能在服務

期間內就能改變世界，正確態度應該是你必須明白，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人，

因為你已從志工的過程中學習與成長。因此，短期的國際志工絕對不可能偉大

到對年輕人有太多幫助，卻可以讓許多缺乏資源的孩子們認識到外面的世界。 

一趟志工之旅究竟能獲得什麼？每個人看到的不同，感受自然不一樣，但也

有可能結束旅程後一切又回到原點。或許，當被你服務到的人露出淺淺微笑，

或是說出一句讓你感動的話，都會帶給你內心很大的衝擊，有時這就是最無價

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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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各國每年舉辦超過 2800 個國際工作營及個人的海外志工交流計

畫，主要內容可分成六大類，諸如環保、農業、教育、文化、公共建設或鄉村

發展，以及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六類。有興趣參與國際志工的伙伴，可先瞭

解各類計畫的屬性以及是不是適合自己。 

尹長林和陳佳琳是兩位分別就讀中原大學和宜蘭大學的志工背包客，為了

挑戰自我，體驗不同人生經歷，今年農曆春節前夕，兩人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

滿都一小時車程外小鎮 Dhulikhel

的小學裏擔任小老師，六周志工期

間，她們看到當地貧窮落後的景象，

突然對自己能生活在如此舒適的環

境下感到慶幸。 

<尹長林(後排拿國旗)、陳佳琳(前排紅衣)

利用寒假期間，前往尼泊爾擔任六周志工。

(相片:尹長林提供)> 

許多年輕人對於落後的第三世界

都很好奇，但當你真正要在那裏生活時，你就會發現每一件事都是如此的缺乏

與不便，此時，你才會珍惜現有的一切。每年寒暑假，前來尼泊爾當志工的年

輕人各國皆有，抵達幾天後的共同感覺不外乎都是：「我為什麼要來這種地

方？」 

位在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旁的尼泊爾並非沙漠國家，沙塵卻滿天飛舞，垃圾

四處可見，垃圾燒完後的灰燼造成空氣嚴重污染，加上雜亂的生活環境，就讀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二年級的尹長林說：「很多人告訴我，這不是最慘，最糟

糕的是尼泊爾政府沒有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官員貪污舞弊，之前地震的捐款，

一毛錢都沒有送到人民手上。」 

即便生活不易，尼泊爾的百姓還是安貧樂道，許多人的臉上仍是帶著微笑，

對來訪的外國人也很有禮貌，剛考上宜蘭大學外文系就去當志工的陳佳琳說：

「對於政府，尼泊爾的年輕人好像有革命過，但沒有成功，只好繼續認命下

去。」 

在喜馬拉雅山山麓邊的小鎮，尹長林和陳佳琳在一所小學擔任課後輔導小

老師，教導小學生簡單的英文，還有唱歌、跳舞及畫畫，尹長林表示：「原本

我不太喜歡小孩，但和這些孩子長時間玩在一起之後，我突然覺得自己很快樂，

這是一種以前沒有過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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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許多地區資源匱乏，該有的公共設施很少，冬季時每日還限電 13 小

時，熱水必須自己燒，沒電就沒熱水，尹長林透露：「這段時間我做了許多生

平不曾做過的事，第一次睡機場，第一次坐在車頂，第一次(後來好多次)洗冰

水澡，第一次用手吃飯，第一次住青年旅館，第一次看到喜馬拉雅山，第一次

坐滑翔傘。」 

尼泊爾的公車可說是世界奇景之一，一輛

38 個座位的巴士，可讓近 120 人搭乘，因

為除了車內可塞進 70 幾人外，車頂還可坐

40 人，車外另外再吊掛 2 人。對於尼泊爾

人而言，他們早已見怪不怪，也會互相體諒，

就連超過 70 歲的老人都可以爬到車頂。 

<尼泊爾公車在車內、車頂及車外都有人。(相片:

尹長林提供)> 

結束尼泊爾志工之旅後，尹長林感觸很深，她對物質的慾望不再如此強烈，

她說：「以前 iPhone 一出新款就想買，現在不會再有這種想法了，因為在不

同的世界中，有許多人連最古老的手機都沒見過。」 

其實，志工服務的核心意義在於「愛與關懷」，站在第一線的志工服務，絕

對不是有錢有閒，懷抱著一廂情願的浪漫憧憬就可以做到。因為，要為別人的

生命帶來幸福和感動並不容易。「給，是需要學習的！」 

<文／李琢、文章轉載自: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會網站>

衛福勞政小天地 

愛鄰守護隊發揮「里鄰有愛，生活無礙」的互助精神 

臺中市政府首創愛鄰守護隊，透過區里鄰行政關懷系統，連結醫療、

社福、長照、心理、居家環境清潔等行政支援，守護弱勢民眾，獲得民

眾好評。日前豐原區豐榮里里長林金玉進行關懷訪視時，發現新住民

陳氏一家生活困難，經緊急協助申請身障租屋補助後，已渡過難關，

免於全家露宿街頭。  

新住民陳氏嫁來台灣，離婚後靠著微薄薪水帶著 2 個孩子(1 位領有身障

手冊)在豐原生活。今年初，陳氏的父親過世，她典當機車帶孩子趕回越南奔

喪，回台後，卻因沒有機車上班，又欠繳 2 個月房租，一家 3 口面臨露宿街

頭的窘境。豐榮里里長林金玉執行愛鄰守護隊關懷訪視任務時，發現陳氏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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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緊急協調慈善單位先協助付清房租、贖回機車，並幫忙申請身障租屋補助，

及時幫忙渡過難關，讓陳氏一家在中秋節仍保有團圓的幸福。 

目前豐原區以「一里一守護」的概念，已成立 36 隊愛鄰守護隊，5 月起，

持續由里長、鄰長及熱心志工，關懷訪視轄內的獨居老人、65 歲以上低收及

中低收入戶、兒少扶助家庭等弱勢，截至 8 月止，已協助轉介 83 案，陸續幫

助更多像陳氏的困難家庭，重新建立過去里鄰間相互扶持的精神。 

市府推動愛鄰守護隊主要發揮遠親不如近鄰的力量，以里鄰等熱心人士組

成的守護隊，透過即時關懷、及時協助，守護社區內的弱勢；目前全市共 20

區 332 里成立愛鄰守護隊，透過在地志工每月至少 1 次的持續關懷訪視，照

顧社區內的弱勢居民，使他們能維持基本生活。明年開辦里隊將累積至 500

隊，預計 107 年全市 625 里將全部成立愛鄰守護隊，構築起社區關懷互助

的網絡，營造台中市成為「里鄰有愛，生活無礙」的宜居城市。

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彩繪生命傳承技藝，市府舉辦銀髮生活達人各區巡迴授課 

落實活躍老化精神，市府舉辦「銀髮生

活達人」8 月底開始巡迴授課，達人老師

們進入社區、藝文中心與學校，進行技藝

傳承與生命歷練的巡演與分享，增加長者

的社會參與機會，也為長輩們記錄畢生技

藝絕活，市府與向上文教基金會合作，找

尋在地長者透過生命故事的紀錄與技藝

分享，培訓成為「銀髮生活達人」。 

市府社會局去年在東勢老人福利服務中心成立「銀髮生活達人館」，今年以

推廣以老助老、生命韌力與技藝傳承的達人精神為主要目的，邀請導演劉榮凱、

新民高中表演藝術科主任陳莎莉等，針對口語及肢體表達與教學方式等等為

銀髮生活達人們量身打造培訓課程，目前達人老師們已培訓完成，將進入學校、

社區關懷據點與圖書館等進行傳藝與分享。 

未來銀髮生活達人老師會在臺中市各地區巡演，將他們寶貴的生命經驗、達

人精神與特殊技藝與眾人分享，目前銀髮生活達人老師包括「傳統文化類別」：

大埔客語達人徐登志、古禮說好話達人邱永豐、傳統美食達人鄧月娥、時尚拼

布達人林淑女、晴耕雨讀文史達人張圭熒、語文口藝達人曾清和；「社區活力

類別」則包含創意紙藝達人鄧錦華、染布達人楊麗琴、跳躍舞蹈達人潘阿和；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6921140427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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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工藝類別包含竹編達人江阿本、自然生態與石雕達人郭可遇、葫蘆達人

劉秋業、揚名海外 PV 袋達人張玉淑、創意竹編達人林秀珍、修復傳統工藝達

人池永男等 15 位達人。若社區組織有興趣安排達人老師分享可提出申請 

詳情洽 : 向上文教基金會，電話: 04-22031700 執行秘書劉佳宜，或洽 

東勢老人福利服務中心，電話: 04-2588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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