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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態消息 
阿豆仔又來了！106 年臺中市國際志工工作營開跑 

3 月的梧棲南簡社區來了好多阿豆仔貴客，走近一看是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與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合作推動的「國際志工工作營」又來了！本年度國際

志工工作營由臺中梧棲南簡社區第一個開跑，成功招募 20 位國際志工、7 位

在地青年加入，這些國際志工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印度、肯尼亞、尼泊爾、

匈牙利、泰國、伊朗、博茨瓦納、萊索托、中國以及香港等 12 個國家，讓梧

棲南簡社區瞬間成為一個小小國際村。 

臺中市國際志工工作營以志願服務為核心，扣緊社區服務、文化交流與

在地生活三大主軸，今日南簡社區特別安排梧棲歷史悠久的「走大轎」民俗

活動，由南簡社區發展協會紀明清理事長與梧棲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實境

表演，邀請國際志工一起體驗臺中梧棲最道地的歷史文化。國際志工們在文

化體驗過程中，也不忘與社區的阿公阿嬤們互動聊天、一起跳健康操，大家

玩得不亦樂乎。 

本次梧棲南簡社區國際志工工作營

在 106 年 3 月 5 日至 11 日辦理，首要任

務是修繕在地富饒的歷史建築遺產─土角

厝，讓原本已閒置多年凌亂不堪的土厝，

恢復整齊成為社區的新景點。尤其座落在

梧棲庄內路的土角厝，是清朝重要的交通

要道，日治期間中央路完工通車後，原有

巷弄狹舊功能不再，現留下頹圯的老舊建物，其實蘊藏著百年老夫妻樹、名

宦家、老舊土角厝等，每個牆面訴說著過去居民生活的足跡。期待本次國際

志工工作營所匯集而來的各國籍的愛，讓舊土厝能有全新的面貌！ 

志願服務無國界，臺中市政府志願服務願景「HOPE125 志工首都」，

無論是在地的志工，或來自海外志工，大家齊心努力讓臺中更好更溫暖，打

造成志工首都，閃亮國際。106 年 3 月份還有太平興隆社區「making a House 

for Owls」國際志工工作營開跑(3/11 日-3/21 日)，要幫貓頭鷹們蓋一個家！ 

本年度國際志工工作營延續去年度辦理的豐碩成果，即將擴大辦理，新

增教育局、文化局、客委會、觀旅局、環保局等五個局處加入，預計辦理 16

個梯次，各梯次的主題內容依據社區特有文化，包括蓋一棟泰雅屋、客家藍

染、白冷圳文化節等文化體驗，也有朝向社會福利人口群的服務，如銀寶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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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工作營、童玩藝術互動廊道等等，預計在今(106)年 7-10 月會陸陸續續推

出，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相關活動資訊請上網搜尋「HOPE125 志工首都」

臉書粉絲專區或上「臺中市志工媒合平台」

http://volunteermatch.taichung.gov.tw/

訊息分享 
中市獨老送餐服務成長率與涵蓋率 分列六都與全國第一 

老人送餐服務一兼二顧，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6 家社會福利團體，每

週一至週五中午 12 時 30 分前將餐食送至獨居長輩家中，不只照顧長輩的胃，

也提供關懷服務，服務涵蓋率更是全國之冠；另外，市府也推動老人共餐服

務，目前已建置 218 處老人共餐處，鼓勵長輩走出家中參與活動。 

社會局表示，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不只是將餐食送至長輩家中，最重要可

提供長輩持續地關懷，這也是市府積極推動托老一條龍的理念，此外為了提

供獨居長輩更貼切餐食服務，市府特別編列營養師相關補助，營養師親至獨

居長輩家中評估，調配個別化餐食服務。 

社會局長呂建德指出，中市目前獨居老人約 2,800 多人，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 100 年僅服務 825 人，105 年底已成長至 1,417 人，成長率達 75.64％，

不但高於其它五都服務人數，台北市 435 人、新北市 236 人、桃園市 376 人、

台南市 772 人、高雄市 492 人，服務涵蓋率超過 50％，獨冠全國。 

為了鼓勵長輩走出家中，市府與 204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11 處宗教團

體、3 處大人食堂共同推動老人共餐服務，希望增加長輩參與社區活動的意願，

有需求民眾，可撥打長照專線 4128080，手機請直撥 02-412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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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常識+ 
為什麼臺中市老人健保補助，改為僅補助低
收及中低收老人了？ 

臺中市老人健保費自今年 1 月 1 日起，調

整補助對象為低收及中低收老人，健保署預計

自 3 月 20 日起，將陸續寄送健保第六類投保身

份、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的繳費通知單，也許您

家中已經收到這張以前從未收過的繳費單，也

滿腹疑惑，或以為是詐騙集團，到底為什麼有

這樣的改變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臺中市目前老年人

口數達 30 萬人，佔全市市民人口數 11%

左右，105 年補助老人健保比例已高達 12

億，依據人口推估，若政策不變，未來 5

年補助老人健保累計支出，將超過 60 億！

面對這樣一筆鉅額且受惠對象受限的社福

支出，在預知補助所需經費將急速上升的

情況下，考量資源有限，改為僅補助低收

及中低收老人，真正落實照顧經濟弱勢長

輩及其家戶，也實現世代正義。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說過：資源有限，

而欲望無窮，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創造出

最大的利益，才是關鍵所在。限縮健保補

助對象省下來的錢，就轉化投入在更多的

老人服務中，像是擴大長照 2.0 服務、老

人活動假牙補助、乘車補助、擴大老人共

餐據點、提升老人送餐品質、增加長青學

苑班數等，更多的福利服務用以嘉惠更多

老人，讓臺中市成為宜居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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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宣導 
響應衡山行善團  
社會局長一日志工 助獨居長輩修老屋 

大肚區鄉間有一位 70 歲的林阿伯，由於獨居又

行動不便，家中漏水且多處家具破壞無力修復，衡山

行善團今(26)日號召近20 位志工前往幫忙修繕整理，

並募集家具、寢具及生活物資，協助汰舊換新。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長呂建德得知後熱情響應，擔任一日志

工，協助環境清潔跟油漆粉刷，讓林阿伯有更好居住

環境，並號召有更多人一起加入助人的行列。 

社會局表示，社會上很多經濟弱勢的老人或身心障礙朋友，居家環境因

為行動不便、無力整理而髒亂不堪，因此無法擁有良好的居住品質。感謝許

多民間團體自發性的幫忙，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加入，幫忙更多需求協助弱

勢朋友。本次協助的個案林阿伯，未婚獨居在屋齡約 50 年的磚造老屋，房屋

因為颱風侵襲，臥室上方已破了個洞，每到雨天就得拿出大大小小桶子接水，

加上他 6 年前撿拾回收物時，不甚踩到鐵釘，感染截肢後裝上義肢，行動並

不方便，不但馬桶水箱、水泥地板及木框窗玻璃已經損壞，家中角落已堆積

灰塵汙垢，家具及寢具也破舊發霉，不良的居家環境恐對林阿伯的健康產生

影響。 

目前鄰里長與社福單位已陸續幫忙林阿伯申請福利補助，屋況不佳部分，

衡山行善團則召近 20 名志工在 228 連假出團，協助解決住屋環境的問題。社

會局長呂建德也熱情響應、全程參與，協助環境清潔跟油漆粉刷，林阿伯看

到這麼多人一起來幫忙，靦腆地笑說「感謝大家的幫忙！」 

衡山行善團由衡山基金會發起，目前在大臺中區已成立 11 個分團，歡迎

各界專業職人，一起加入助人行列，意者可電洽 04-22381621 分機 502(請

於週一至週五下午 2 點後來電)。 

社會局呂局長補充表示，其實社會局也有「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身心障礙者住屋愛心修繕補助」，民眾倘有需求，皆可向居住地所在之區

公所提出申請。詳細資訊，可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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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講堂 
「從不便到應萬變；用關懷完成夢想」：用手走路的發明王劉大潭 

劉大潭（1956 年 7 月 21 日），全球第一位

身障發明家，出生於台灣南投縣，目前為速跑得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希望工程關懷協會創

辦人，三歲時因為誤打過期預防針，導致下半身

完全失去功能，雖然自小家貧，也因身障備受輕

視，但憑著過人的自信與勤奮的態度，苦心鑽研

學問，終於因為傑出的發明，從赤貧成功翻身，

成為擁有數千萬元資產的企業家。 

無情羞辱 立志不當乞丐 

  劉大潭在三歲時不慎被施打到過期預防針，

雙腿嚴重萎縮，因此只能以鱷魚行走的方式移動身體，後來才以雙手托著雙

腳的方式走路。七歲本來要就讀小學 那年，父母擔心必須爬行的劉大潭吃不

了這種苦，便沒讓他去上學。直到九歲那年，劉大潭告訴他父親他想讀書，

於是父親找上了小學校長，而小學校長也答應讓他就學。 

  劉大潭國中畢業後，在鄉公所接電話打工時，有一名來訪的客人竟當著

他的面說：「這裡有隻狗。」當時年僅十七歲的劉大潭，立下自己三十歲以

前要達到的三個目標：一、不做乞丐，自己要能自食其力；二、結婚生小孩；

三、要拿到大學文憑。 

  小小的三個願望，對正常人來說或許微不足道，但對行動不便，又是赤

貧出身的大潭教授，卻是極大挑戰，我們的一小步，在他的生活裡卻是艱難

的一大步。 

求職困難 遭百家公司拒絕 

  不管小學、國中、到高中，都以全校第一名畢業，兩度半爬半蹲著到講

台前領取象徵最高榮譽的縣長獎。大潭教授笑說：「殘障的人什麼沒有，就

是時間最多，同學出去玩，我只能看書，不知不覺就讀了很多書。」雖然高

工是以第一名畢業，三個暑假都在機械廠打工的他，更有同齡畢業生所缺乏

的實務經驗，但在求職過程中，曾經被一百多家公司行號拒於門外，通常連

主考官都沒見到，甚至在工廠大門就被守衛趕出來；即使報考國營企業公司，

在二千多人當中筆試成績第一，最後還是因為身體的因素沒有錄取，找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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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家工廠，終於有人願意試用，劉大潭用所有時

間和精神，認真工作，不計酬勞，免費加班，別人

設計東西都只畫出一種方案，劉大潭都加班設計五

六種方案供老闆圈選，終於得到老闆的賞識，由組

長、設計課長，一直升到研發部經理，而且薪水是

全廠最高的。 

艱辛的創業路程，專注發明緩降機成功問世 

  自覺國內的機械界還無法像日本的機械業那

麼重視研究發明，一般的老闆較重視現成的績效，

不願花太多的心血於研究開發產品上，於是他便決定自行創業，成立速跑得

機械工業公司，以「關懷」為創業宗旨，看到電視新聞成功大學五個大學生

遇到火災活活被燒死，發明了高空緩降機，他創業的第一項產品出爐，之後

接連參展，因為產品實用、創新，一路勢如破竹，獲獎連連，也接獲多筆大

訂單，如臺中中友百貨、台北華航大樓，都是採用他的高空緩降機。靠著自

己的智慧，當時三十五歲的大潭教授，賺到人生第一桶金，現在已是全球都

在使用的逃生工具。 

  到目前為止，發明已超過百樣，他參加比賽得到的金牌已經超過「一公

斤」，獎金超過三百萬，他的人生目標是「金牌五公斤、獎金五百萬」。 

善心回饋 助身障人士就業 

  大潭教授的速跑得公司，除了高空緩降機以外，主要產品還包括可以讓

游泳池一整年不用換水的微電腦控制六通閥，以及應用在科技廠房廢氣燃燒

設備裡的耐高溫氣密閥，台積電、緯創等科技大廠都是他的客戶，這些創新

產品，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因為感同身受社會弱勢族群的痛苦，他想要建造全台第一間無障礙的庇

護工廠，為此他成立「希望工程關懷協會」。協會的重要宗旨之一，是預計

要籌資一千萬，在高雄旗山蓋一家庇護工廠，提供身障朋友職能培訓、潛能

開發、工作的機會，替身障朋友找到尊嚴的舞臺。如今，這間位於旗山的庇

護工廠將在今年正式開幕，他謙虛表示，這只是個起頭，他還夢想著未來能

夠建立更多庇護工廠，點亮許多人的生命。 

社會局呂局長表示，本市設立的庇護工場是讓具有就業意願，但就業能力

不足，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且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朋友工作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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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讓無法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場所的身心障礙者有更多工作表現、讓心

智障礙的孩子們能夠學習一技之長，本市也規劃「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

設施」(又稱「小作所」)，可說是進入庇護工場或一般職場前的工作訓練站，

以簡易代工、包裝、清潔及手工創意產品等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

文康為輔。 

本市計有 14 間小作所，預計可服務 280 個身心障礙家庭，讓身心障礙朋

友能留在自己熟悉的社區中自立生活，擁有選擇不同生活的機會。目前規劃

以社區化、小型化為核心概念，成立社區式日間照顧中心、社區樂活補給站、

身心障礙者社區關懷據點，也辦理各項照顧服務，發展適合當地的照顧服務

模式，以實際滿足身障朋友的需求。 

呂局長表示，大潭先生不因身體的受限，正面積極的面對人生種種挑戰，

他的人生哲學激勵了非常多人；他的發明也造福了許多身障朋友，社會局此

次有幸邀請他本人來分享，也讓同仁激盪出創新思維，未來也希望能有合作

機會，以造福更多身障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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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勞政小天地 
以人為本 整合各方資訊 打造「臺中市民健康服務」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利用資訊(Information)整合，將既有不同單位的不同

服務盤點後接龍遞送，讓市民在疾病歷程中獲得有效照顧，落實疾病預防、

健康促進，打造健康城市。市長林佳龍表示，臺中市需建立「以人為本」的

健康服務與管理規劃，避免在市民健康照護與服務遞送上出現裂縫，並且在

資源配置與運用上，發揮加值效果。 

衛生局呂局長表示，「臺中市民健康服務遞送 5R3E1I」，是利用 1 個「I」 

(Information)將各單位、各服務「接龍」，彌補現行服務的裂縫，以確保 5

個「R」：讓適當病患(Right patient)、接受適當服務(Right service)、在適

當時間(Right time)、在適當地點(Right place)、由適當服務者提供(Right 

care giver)，使整體服務符合3 個「E」：效益(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

公平公正(Equity)。 

市府重視「不同單位、不同服務的銜接」，舉例來說，曾發生病患出院

後，公衛護士到府訪視，但病患不認識公衛護士，使服務吃了閉門羹；又例

如失能者因為不方便出門，導致不規則就醫、服藥而再度發病，或是出現併

發症卻沒能及早發現的悲劇；若有專業人士到家中訪視，就能及早發現，不

會病況嚴重時才到醫院，造成醫院壅塞。因此，未來將結合社會服務與醫療

院所，善用大數據平台分析與地理資訊資源建立個案管理系統，找出訪視名

單，並透過愛鄰守護隊牽線，協助醫療相關領域人員到家中訪視，另針對準

備出院的民眾，擬定出院準備計畫，由居家服務員主動到醫院陪伴出院，做

為建立關係的第一步。 

事實上，「愛鄰守護隊」成功啟動區里鄰關懷模式，由里長引入里內弱

勢福利資源，鄰長即時關懷並轉介，自 104 年成立 22 隊，105 年成長至 332

隊，107 年更以 500 隊為目標，以在地守護為宗旨，未來將結合中央長照 2.0

服務，跨局處合作，以接龍的概念，力求服務的遞送無縫接軌，即時提供民

眾所需之服務。  

政府的角色是藉由「公組織的力量」來解決民眾「私健康」的問題，臺

中市積極推動照護政策，主動整合跨局處、跨政府與民間力量合作，包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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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守護隊、托育、托老都是明顯的例子，政府一體、無縫鏈結是政策成敗的

關鍵，在服務遞送上沒有裂縫，才能發揮資源整合的效果。 

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106 年臺中市寄養家庭大募集 
寄養家庭招募活動開跑！ 

歡迎居住於臺中市且有意願的

民眾，一起加入愛的行列，  

為這些需要幫忙的孩子們，提

供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家庭。  

招募對象：30-65 歲，國中學

歷以上，並有固定收入與居住

空間尚可的已婚夫婦或單親家

庭，或是曾任保育人員、社會

工作經驗二年以上之臺中市市

民。  

招募時間： 

106 年 2-5 月  

招募諮詢專線：04-22289111

分機 38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