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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主題：社會投資 

「社會投資」，是一個概念艱深的學術名詞 ，本期電子報，我們 試著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先從學術角度為您介紹何謂社會投資、為什麼要

用社會投資理念發展服務，再舉實例讓您了解，本市如何運用社會投

資理念，提供福利服務。 

 

社福講堂  
新時代、新風險、新對策 

劉侑學（中正⼤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候選⼈） 

 

自 19 世紀末期之後，受到產業結構變遷的工業化進程，以及非正式社

會福利制度（家庭、鄰里、宗親）式微的影響，於是國家著手介入人

民的私領域，並且提供所得保障或服務協助因應生活風險，社會福利

正式成為國家的職能之一，不再只是扮演軍事及治安的守更人角色。

傳統上，社會政策是欲回應進入工業社會之後，所引發過去在農業社

會不曾出現（或少見）的社會風險，包括疾病、職業災害、失業及老

年退休，而其共同的特徵就是「工資中斷」，因此主要的公共福利偏好

藉由「現金移轉」，例如兒童津貼、失業給付、老年給付與貧窮扶助等，

來解決無法工作而生活無以為繼的問題。  

 

相對於傳統社會風險，隨著時代演進過渡到後工業社會，經濟與社會

的變遷致使風險結構產生重大的轉變。在後工業時代，由於經濟成長  

率低迷、產業結構轉型、經濟全球化，以及女性大量投入就業市場等，

均迫使政府開始去思考如何滿足新興的福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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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變遷下的新社會風險  

 

事實上，在後工業社會可以觀察到許多有別於過往社會的新興現象，

同時成為風險結構的新內涵，被稱之為「新社會風險」。長期以來，大

部分家庭照顧工作都交由女性無酬承擔，也因為家庭內的照顧勞務分

工型態，使得女性經常被迫在放棄就業或蠟燭兩頭燒中作出 抉擇。不

過，近年來各國經濟環境低迷不振、男性勞動參與率持續下滑，加上

女性教育程度普遍提升，都是帶動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的推力。換

句話說，後工業時代因家庭與與性別角色的變化，原先仰賴女性無酬

供應的照顧空缺，如何有效地透過其他替代來源（國家、市場或男性）

填補，重新取得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  

 

另一新社會風險的來源則是產業結構及勞動市場變遷下的結果。後工

業社會產業結構轉向知識經濟模式，以及低階服務業的兩極化發展，

帶來諸多包括低技術、技術過時、技術落差、彈性化所衍生出的失業、

工作貧窮或薪資不均等挑戰。所以，培養「就 業能力」之人力資本取

向的政策思維，主導著後工業時代的社會（及勞動）政策發展。  

 

社會投資理念的新對策  

 

為克服後工業時代經濟社會變遷產生的新社會風險，社會政策開始注

入新的思考，也就是社會投資理念的政策邏輯，強調政策目標應從「補

償」轉向「預防」，並且重新配置公共社會支出的項目比例，從消極性

社會移轉到更具積極性的學前教育、職業訓練、終身學習與調和工作

及家庭政策；不同於傳統上將社會福利視為成本負擔，社會投資觀點

的社會政策是具有生產性的，舉例來說，知識經濟需要高技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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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勞動力，除非投入資源提升人力資本，否則 將阻礙未來的經濟

成長與就業創造。 直言之，社會投資理念（或稱生產性社會政策）的

社會政策是經濟成長的先決條件。  

 

此外， 從社 會投資 視角 出發 的照 顧

政策， 除協 助女性 脫困 於工 作與 家

庭的衝 突之 外，也 有支 撐國 家經 濟

競爭力 的作 用，更 且照 顧政 策本 身

就是產 業政 策的一 環， 照顧 需求 外

部化促 進產 業發展 ，帶 動整 體就 業

機會的增長。 

 

 

 

 

 補償性社會政策 生產性社會政策 

風險

特徵 
失業、老年 家庭工作平衡、勞動市場變遷與知識經濟體系 

制度

功能 

繳費式、福利服務補充體系、

維持地位差異或提供定額給

付 

未來導向與年輕世代需求 

政策

方向 

 老年：防止貧窮、所得替

代，包括老年、失能與遺

囑年金。 

 失業：補償工資中斷，支

出包括失業給付與提早

退休。 

 家庭政策：（1）維持出生率；（2）確保女性平衡

工作與家庭；（3）降低兒童貧窮；（4）縮短性別

所得差距。 

 教育政策：社會投資的核心。在知識經濟社會，

教育是關鍵的競爭力。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職業訓練、生涯規劃、特定

對象方案，支持重返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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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是社會投資的成功典範  

 

根據內政部 2012 年公布的《100 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的結果顯示，

我國 15 歲至 64 歲女性承擔大量的家庭照顧責任，若家中有未滿 12

歲小孩，有 89.23％的女性需要承擔照顧責任，每天平均花費 6.4 小

時；若家中有 65 歲以上老人，則有 77％的女性需提供照顧，每天平

均花費 5.97 小時。沉重的照顧責任讓女性經常被迫退出職場、反覆進

出就業市場或僅能從事部分工時性質的工作。  

近年來，台中市積極推動的兒童照顧方案「托育一條龍」，是具體實踐

社會投資理念的前瞻經驗，透過「價格管制」與「補助優惠」，增加托

嬰中心與居家托育等家外服務的可近性，主要照顧者（多為女性）便

得以外出就業，雙薪工作模式才得以維持生計，避免家庭淪入貧窮的

風險。另一方面，在投資概念的引導之下，連帶提升許多就業機會的

擴展，托育一條龍自 2015 年 7 月實施以來，保母、協力托育人員及

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家數均有成長，都是社會投資策略成果的具體呈現，

足堪作為全國托育政策的示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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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運用  

社會投資理念延伸之福利服務 

本期電子報，我們依不同福利別人口群，各挑選一項福利服務方案來

做介紹，幫助您更加了解社會投資的理念。  

一、  到宅坐月子 

據調查，現今社會近 8 成的家庭迎接新生兒時，

會選擇坐月子中心或在家坐月子，然而坐月子

中心的高消費，也讓許多媽媽望之怯步，台中

市原本即針對市民提供生育津貼補助，為了 提

供多元化生育福利選擇，又提供到宅坐月子服

務，由市府協助媒合坐月子 服務人員到宅協助

產婦及新生兒照顧、月子餐製作及家事服務等，

讓家庭迎接新生命不再手忙腳亂，同時，也因

為產婦對坐月子 服務人員的需求，連帶提升坐

月子服務人員的就業機會。 

詳細資訊，可至「臺中市到宅坐月子服務媒合

平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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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也稱作「老人送餐服務」，所謂送餐， 送的不光

是一個便當， 更是一份關懷和信任。送餐對象除了弱勢家庭的獨居老

人外，其他長者只要有需求，也可以便宜的價格接受服務。  

本市委託社福團體在不同區域提供服務。送的餐點也大有學問，是由

營養師親至長輩家中評估，調配個別化餐食 ，例如有的老人家牙齒不

好，吃的東西就需要煮的較軟爛，有些老人家，經 評估營養不均衡，

就會在送的餐點中做調整，讓長者吃的健康，也吃的安全。  

市府協助照顧長輩的飲食，可解決長者炊食不便的問題，減少炊食可

能發生之危險，也讓其家人白天能安心在外工作。在送餐過程中，長

輩接受生活起居的關懷，遇有緊急狀況時也可由送餐者協助通報，可

謂一舉多得。 

詳細資訊，可至社會局網站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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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 服務 

家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屬，如果是自己照顧，常會

碰到因無法外出工作，家庭少一份經濟收入的問

題。市府原本針對身心障礙者家屬，提供照顧者

津貼，為導入社會投資理念， 本局再推出「身心

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 

家庭托顧服務其實有點像幼兒托育的概念，身障

者的家屬，可在白天將身障者送至居家附近的「托

顧家庭」，接受 家庭托顧服務員 的照料，晚上再將身障者接回，享受

天倫之樂。為保障照顧品質，政府補助社福單位訓練家庭托顧服務員，

也補助其將自宅修繕無障礙設施，托顧服務每天為 8 小時，每月最高

可補助 22 至 24 天。  

該項服務最大的特色是讓身心障礙者不用離家太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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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托顧家庭照顧 1-3 個身心障礙者，在家庭式

的環境下提供身障者照顧服務。  

其實許多身心障礙者的家屬原本就留在家照顧家中的身障者，他們有

照顧經驗，了解需求，更重要的，他們也懂得身為身障者家屬的難處。

家庭托顧服務上路後，許多的照顧者接受輔導與訓練，成為合格的托

顧服務員，讓他們可 以在家照顧自己的親人 外，還可以額外收托 1-2

個身障者，有了工作收入來源， 兼顧照顧與就業需求，同時托顧服務

員也能與其他送托的身障者家屬交流照顧經驗，讓家

屬不感到孤單，得以 互相扶持。更多資訊，請至社會

局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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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計畫  

台灣近年產業結構變化，使得非典型就業快速成長，導致工作貧窮人

口也愈來愈多，貧窮 問題不容忽視，傳統的福利給付觀念，由強調權

利義務平衡的工作福利方案所取代，為因應社會福利思潮的轉向，社

會救助應強調以積極性工作福利替代消極性救助給付，協助弱勢家庭

養成穩定就業能力，最終回歸主流社會。  

一般對社會救助的傳統觀念，認為只是消極的對生活遭遇困難者予以

最低生活水準的救助，但就社會投資的概念，站在政府的角色，我們

希望更積極的協助受助者恢復工作能力，並避免其落入工作貧窮的困

境，據此，本局開辦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計畫，希望透過個案管理、資

產累積及就業服務等資源，結合資產累積、教育投資、就業自立等多

元措施，以本市有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家庭

為服務對象，藉由第一代與第二代家庭成員共同加入，引導家庭規劃

夢想藍圖，由社工陪伴家庭踏實築夢過程，就儲蓄部分政府以 1:1 相

對提撥方式，協助家庭儲蓄資產累積，除累積有形資產外，針對無形

資產之累積，亦提供志願服務與第一代及第二代成長團體課程，對於

生涯規劃、自我探索、親子溝通、家庭問題等議題進行輔導，以期建

立參與成員自立脫貧之力量，過程中亦提供就業諮詢、就業機會媒合、

創業輔導、職業訓練，協助家庭成員就業自立，達成家戶脫離貧窮，

築夢踏實之目標。更多資訊，請至社會局網站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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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投書  
要現金？要服務？終止社福的財政懸崖 

呂建德、趙孟捷 (台中市社會局局⻑、新聞連絡⼈)

近期不論中央或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檢討各種社會福利政策的合理性，

但是幾乎沒有人討論到現行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的模式該做何種檢討，

尤其許多一次性現金發放的福利政策，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成為政府

財政的沉重包袱。  

相比於台北市砍敬老禮金，台中市調整老人健保費補助在地方吵得沸

沸揚揚，但在全國並沒有引起相同的關注。姑且不論老人健保費補助

如何疊床架屋，現金給付的老人健保費一次補助了台中三分之二的老

人，實在令人非常「有感」。因此，當老人健保費補助被縮減時，著

實引起相當大的反彈。福利政策實施後，要把這些福利拿走時，原有

福利被刪減的人會一起跳腳，指著執政者的鼻子罵。然而，支持改革

的人並不一定會出來發聲，使得執政者面臨龐大的反對壓力，使得改

革陷入一攤爛泥難以撼動。  

現金給付的福利政策相當容易促成這樣的群體 ，因為政策執行容易，

但實際效果如何、到底有沒有讓需要的人得到服務則從來都是羅生門，

而且少少的現金給付（但政府卻要支出龐大的經費），並無法支應市

場上昂貴的照顧服務，這讓照顧者更容易被束縛在家中。一旦有長輩

或孩童需要照顧，很可能照顧者就必須退出職場花上數年甚至數十年

的時間，身心壓力異常沉重卻孤立無援。況且，所謂的照顧者經常是

女性，未來還會因為工作年資影響到退休以後的所能領取到的年金。  

反觀以福利服務為主體的社會政策卻常不受執政者青睞，可能花了相

當多的精力卻只能培養出少量的福利。可是長遠來說，當福利服務一



 

 

11 

點一點建立起來時，則可讓需要的民眾 直接獲得服務。實際的福利服

務也可進一步提升內需，擴大相關產業發展，就業機會也會增加，不

止解決照顧需求，更能促成女性勞動力的投入與經濟的發展。  

台灣現今實已面臨社會福利政策的危急存亡之秋，容易吸引選票的政

策，投機的政治人物競相加碼，而從來不思考真正的政策效果與背後

意義，難做的照顧服務卻無法得到應有的資源，使得在投入龐大資源

後，獲得的只有選票，留下的，卻是難以填補的照顧問題與嚴重的財

政赤字。老人健保費補助調整只是導正此種現象的第一槍，也期待未

來的社會福利政策能更加著重照顧服務的提供，讓照顧議題不再是壓

垮照顧者，甚至整個家庭的沉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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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介紹  

電影版聲之形 A Silent Voice : the Movie 

聽的到別人的說話，就能聽的懂別人的心意嗎？ 

聲音以外，還有什麼方式能傳達心意呢？ 

〈電影版聲之形〉故事敘述一位曾在小時候欺負同班聽障少女的少年，

後來也成為被人霸凌的對象，因為被霸凌，讓他了解以前霸凌別人時，

當事人的痛苦，於是他決心找到 以前他欺負過，因而轉學的聽障少女，

開始了他自我贖罪與重新 接納自我的旅程。 

本片用友情、親情與愛情，讓「無聲」世界 變得「有聲」，透過聽障

少女的角色，讓觀眾了解聽障者的孤獨感受；而霸凌少年的角色，則

讓觀眾體會到，「聾」不單指感官的障礙，更指內心的障礙 ，也因為

每個人都有觀看事物的盲點，唯有傾聽他人心聲才能聽見自己聲音 ，

這是一部發人深省， 又賺人熱淚的電影，誠摯向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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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社會投資 變革超乎想像 
市長林佳龍曾說過：「用最少的錢，照顧最多的人。」以「社會投資」

理念發展的社會福利政策，就是想以有限的預算回應民眾的需求 ，期

待達到多重政策效果 。 

為落實市長「生活首都 宜居城市」之施政遠景，社會投資將福利政策

視作一種投資，不僅 提供社會服務，更促進人力資本形成和提高勞參

率，進而帶動經濟發展。從本期的電子報中，您可以發現福利服務的

輸送越來越多元，涵蓋受益的民眾也越來越廣。 未來，本市將擴大服

務項目，在托幼、托老、婦女、身障者及經濟弱勢者福利服務上更加

精進，以民眾需要為導向，持續以社會投資概念為基礎，將本市打造

為第一的社福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