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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0 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歷經 COVID19 肺炎疫情衝擊，整體外環境的考驗相形嚴峻，為守護市民

福祉、落實市長施政理念，本局依循市府八大核心價值及 12 大施政發展策

略，研擬本市各項社會福利政策及措施，秉持「社會有愛、溫暖臺中」的初

發心，以中程施政計畫為基礎，提出本市社會福利藍圖，編定本局「110 年

度施政計畫」，實施 19 項重要社政計畫，為各階層市民建構安穩舒適的生活

環境。110 年規劃以推動在地安老，友善育兒為主軸，持續辦理老人健保費

補助、普設長輩及身障者之照顧服務據點，鼓勵參加健康促進及社會參與活

動、在各行政區增設公共托育資源及親子館，提供青年市民育兒支持、同時

亦推動跨網絡合作強化幼兒安全保護、落實性別平等價值、協助貧困弱勢自

立等各項福利服務輸送、並培植社區民間力量，促進人民團體蓬勃發展，培

力社區，推廣志願服務，邀請民間資源加入合作，公私協力共同為打造「幸

福臺中」之施政願景努力。 

貳、110年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12大施政發展策略 

(一)3-2-1公托倍增計畫  

為提供實惠近便之公共托育服務，協助年輕父母安心就業，本市推動

「公托倍增計畫」，積極於各行政區盤點現有可活化使用之公有空間，評

估建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或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可行性，拓點提升公共托

育服務之量能。110 年規劃陸續於大安、豐原、大甲、北屯、烏日、龍

井、新社及清水區設置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於大雅、西屯鵬程里、后里、

霧峰、北區、西屯何厝、梧棲、潭子、北屯東峰、烏日及神岡區增設公設

民營托嬰中心。經費除由市庫編列預算支應外，亦同步積極向中央爭取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期能邁向公托 10 倍增之長期目標推進，透過平價

及優質之托育政策，協助青年安心成家，減輕育兒送托負擔及經濟壓力。 

(二)3-2-6臺中市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提升托育品質計畫 

為鼓勵居家托育人員與私立托嬰中心加入準公共化機制，維持準公共

化托育服務品質，本府辦理「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提升托育品質

計畫」，補助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體檢費、專業責任保險費及物品費

用，及私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托育人員體檢費，另為友善與減少特殊家庭

幼兒(如：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等)送托與媒合不易情形，準公共化居

家托育人員或私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每收托 1 名特殊幼兒，本府按月提供

加值補貼費用。透過計畫補貼托育人員或機構照顧成本，為從業人員建構

友善工作環境，進而促進優化托育照顧品質及托育環境。 

(三)3-2-7提供網絡整合服務，有效降低兒童保護事件 

據衛生福利部統計，100 年至 107 年兒少遭受父母、監護人、主要照

顧者施以嚴重虐待或殺子自殺之案件，其中約 35%案件合併有保護性、脆

弱家庭、社會福利、精神照護、自殺防治等多重問題致引發兒少嚴重受虐

事件。然現行各單位多以各自體系權責處理與回應，在缺乏有效個案管理

與協調下，跨網絡整合服務無法完全落實在個案處遇中。爰此，規劃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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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召開 4 次跨網絡連繫會議討論高受虐風險、多重問題、案情複雜之兒

少保護個案，並進行追蹤列管，藉此整合網絡力量，挹注案家多重資源，

使處遇發揮最大效果，協助案家盡快恢復家庭功能，達成降低兒少再受虐

事件之目標。 

(四)3-2-8親子館暨托育資源中心計畫 

為協助青年家庭提升育兒知能、促進親子關係，於各行政區規劃建置

親子館暨托育資源中心，辦理嬰幼兒活動、親子活動、親職教育、教玩具

及圖書借閱等服務，提供 0 至 6 歲嬰幼兒及其家長友善適齡的活動空間及

托育諮詢服務。截至 109 年本市已設置 9 座親子館，110 年預計再於大

雅、后里、西屯、烏日區增設 4座親子館，使本市友善育兒環境更完備。 

(五)3-3-1恢復老人健保費補助 

本市自 108 年 7 月起恢復補助老人健保費自付額，然考量本市財政永

續，兼顧公平正義並符合民眾期待及需求，補助對象採最多人受益，最低

排富的標準，補助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或 55 歲以上原住民、設籍本市

滿一年以上且綜合所得稅率 5%以下者，以第六類保險對象應自付保險費

金額計算補助上限，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款 749元。 

恢復老人健保費用補助實施以來，全市已有超過 29 萬名長輩享有健

保補助福利，涵蓋率達八成以上，110 年仍將持續辦理，保障本市長輩就

醫權益，同時減輕長輩兒女年輕人的經濟負擔。 

(六)3-3-4推動長青學苑 

本府長青學苑業務，自 107 年調整辦理方式，改以補助各區公所因地

制宜辦理，期能更具彈性且貼近在地長輩需求的方式推動，並鼓勵於各區

里推廣加入，使長青學苑更深入社區，達到區區皆有長青學苑之目標。 

本市透過各區公所佈點，深入社區鄰里，目前本市長青學苑已由 107

年 771 班成長至 109 年共 893 班課程，增加 122 班，成長達 15.8%。本府

投入大量公私立資源，除本市 29 區公所外，另結合 8 所在地學校、7 個

社福團體及 2 個基金會共同辦理長青學苑，開辦課程地點達 277 處，促使

長青學苑已由「點」拓展至「面」觸及全市各區，高齡長輩均能近便於鄰

里間取得資源，110年預計開辦課程達 1,000班。 

(七)5-7-5佈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 C級巷弄長照站 

本市以預防性照顧服務為基礎，積極推展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

輔導擴展服務增設 C 級巷弄長照站，鼓勵長者社區參與，活化身心機能，

以維持長輩健康、延緩老化速度；與民間團體合作，公私協力培力輔導成

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升服務質量，實踐社區照顧在地老化理念，為長

輩建置全面之預防照顧網絡。110 年仍持續於全市推廣佈點，預計增至

450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 230處巷弄長照站。 

(八)5-7-6充實社工人力，提升服務量能 

辦理「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積極充實正式社工

人力員額，建立專職久任，減少人力流動率，規劃於 109 年至 114 年期間

每年納編及進用 3 名人力，6 年共增加 18 名人力，逐年落實員額進用，

累積社工專業服務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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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應 109 年 2 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家事商談服務檢討會議決

議，辦理「社區式家事商談服務合作模式」，透過本市現有 14 處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戶政事務所及民間單位三方合作，規劃開發社區式家事商談

服務合作模式，建立個案合作與轉介機制。109 年已與 2 行政區之戶政事

務所試辦合作，預計 110 年持續推動辦理，至少再新增 2 區戶政事務所加

入，促使此服務作為脆弱家庭個案服務之後送資源，未來若民眾反饋正

向，目標於各行政區均推動辦理。 

(九)5-7-7打造非營利組織及志工中心(NPO)  

為打造本市社會培力中心，提供非營利組織運作空間，完成組織志工

育成中心之目標，強化社福用地機能，亦符合最初取得臺中聯勤招待所基

地作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之用途，落實本市社會福利政策，規劃在該

基地打造「非營利組織及志工中心(NPO)」大樓，同步納入該行政區社會

福利亮點項目做調整用途需求，另依據臺中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

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決議之「局部保存、新舊共融」建議，朝重

視原聯勤招待所歷史文化記憶保存及既有樹木保留之原則，推動本市社福

政策及區域發展，研擬新舊共融、發展社福政策之規劃案，興建新舊融合

建築，於該基地建造 NPO暨社會福利中心。 

(十)11-4-1生育補助計畫 

為鼓勵生育營造願生樂養環境，減輕青年家庭育兒經濟負擔，每年辦

理生育津貼及到宅坐月子服務計畫，提供新生兒父母多元生育支持服務選

項，二擇一請領。 

本市生育津貼發放額度為單胞胎 1 萬元、雙胞胎 3 萬元、三胞胎以上

每胞胎 2 萬元。預估 110 年度約有 2萬 1,500 名新生兒出生，其中約 2 萬

人會選擇請領生育津貼，1,500 人選擇申領到宅坐月子服務補助，粗估整

體總經費約需 2億 3,825萬元。 

(十一)11-4-2臺中市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 

為鼓勵育兒減輕青年托育費用負擔，本市配合中央辦理「托育準

公共化服務」，家長送托 0 至 3 歲幼兒至準公共化合作單位（含托嬰

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即可獲得每月 6,000 元至 1 萬元之托育費用

補助。除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外，本市另以平價托育補助 3 歲以上未滿 6

歲仍送托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者，每月 500 元至 3,000 元之補助。

除托育補助外，同時透過調節托育費用，減輕育兒家庭送托之經濟負

擔，並以公私協力維持托育服務供給量之穩定性，提高家長送托意

願，創造托嬰中心及托育人員之收托服務機會，提供市民平價、普及

的托育服務，營造本市有利生育、成家的環境。 

在準公共化合作機制下，提供家長優質平價的托育服務，本市目

前共有 119 家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 4,155 位居家托育人員，110 年將持

續提升準公共化合作單位之比例，預定受益補助人次達到 12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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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社福政策及措施-重視性別平等價值，保障弱勢者權益 

(一)區里為本落實深耕性平政策 

性別平等為現代人權普世價值，性別主流化乃國家重要政策，政府施

政必須融入性別觀點，推動 各項措施與政策，以建構性別友善的城市。

本市依「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設置性別平等委員會，自 108 年起納入區公

所參與性別平等委員會機制，110 年度持續督辦各區公所依「臺中市政府

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8-111 年)」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結合各

區特色與業務專業，以推動各區性別平等創新方案為目標，落實性別主流

化政策。 

(二)推廣二手輔具再利用，兼顧環保及弱勢使用需求 

本市二手輔具管理採由專責單位提供清潔、消毒及維護作業，專業分

工強化維護管理及服務。同時善用中央輔具服務系統管理及本市輔具資源

整合網，資訊化盤點本市三區輔具中心輔具資源，擴充輔具中心二手輔具

服務能量，110 年預計回收量達 1,650 件，達到資源流通、整合共享之

效，增進民眾取得之便利性及可及性。 

另為有效資源分配，強化輔具資源再利用，鼓勵民眾以租借代替購

買，簡化民眾取得輔具之負擔及流程，110年預計租借量達 3,000件。 

(三)普設身心障礙者社區設施服務，協助身障者自立生活 

為紓解人口稠密區域服務需求，於身心障礙人口數超過 6,000 人之行

政區增設社區式日間服務據點，規劃陸續於西屯區、南/南屯區、中/西

區、北屯區、梧棲區再增設至少 5 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社區日間照顧服

務點。另於尚未設置社區式日間服務據點之行政區（如烏日區）規劃布建

服務據點，發展偏鄉地區社區式服務資源。於梧棲區、石岡區及大雅區運

用公有場域、社會住宅及特教學校增設社區式服務，加速社區式日間服務

據點建置速度。 

(四)社會救助保障弱勢，扶助邊緣家戶自立，回復生活正軌 

對於落入貧窮線以下家戶，結合社會慈善資源與動能，持續辦理自立

脫貧方案，提供適切生活補助，110 年預計達成穩定儲蓄 200 戶之目標。

另針對未符福利資格之脆弱家況邊緣戶，110 年將持續透過轉介協處機制

之資源連結，加強公私部門跨域合作，積極陪伴並提供多元支持。 

對於遊民則提供基礎生活照顧與安置輔導，110 年規劃持續辦理協助

遊民就業、提供居住資源及個人財務風險控管知能，培力弱勢家戶及遊民

得以自立安居、累積資產及社會參與，期能達到促進 70%參與協助方案之

對象，協助弱勢族群逐步回到穩定安全生活正軌。 

(五)公私協力投入社會救助工作，回應社會各項急難、濟貧、救災需求 

為回應社會上日益增多的各式急難、濟貧、救災需求，公部門資源有

限難以面面俱到，鑑此，引進民間公益慈善單位資源，合作互為資源聯

盟，共同建構資源交換網絡，期能提供更近便、即時且符合民眾需求之服

務。110 年規劃持續與民間慈善單位合作，共同推動如：溫馨快遞、食物

銀行、協助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經濟弱勢兒少計畫、急難救助

轉介等服務措施，同時亦協助團體提昇專業知能與服務品質，共同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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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及公益事業的推動努力，期能達到擴大與民間團體機構跨域結合

縱深及廣度，以公私協力的方式共同守護民眾生存權益，達到強化社會安

全網絡之長期目標。 

三、其他社福政策及措施-善用公民力量，引導社會正向發展 

(一)培力人民團體、媒合民間資源，公私協力共造幸福城市 

社會進步民智大幅增長，促使各式集社結黨的人民團體蓬勃發展，為

有效管理，同時協助資源有限的公部門，共同解決日益多元複雜的公共議

題及民眾各式需求，公部門運用各式方法培育蓄積人民團體能量，期能藉

此引導社會朝正向發展，並能以公私協力方式，面對各式議題挑戰。 

為管理及引導私部門資源加入，除安排拜會本市國際性社團，並定期

開辦「人民團體理事長及會務人員研習課程」，增進社團對本市社福政策

之瞭解及認同，同時尋求私部門的社福資源支持，共創幸福城市競爭力、

亦辦理「合作社培力課程」，推廣理念促進社間合作及資源整合，提升社

區產業蓬勃、在「輔導社區發展」部分，將社區能力分級，透過多元研習

課程及輔導陪伴，媒合資源及建構資訊平台，培植社區自主力及發展特

色，並促成社區間結盟，提升社區能量，發展區域協力互助機制。同時在

培育新創團隊部分，亦設置經營「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對致力於透

過實體及虛擬進駐的設計、創新種子的新創從業者，提供組織培力、對

話、實作、指導之資訊交流平台與人文空間，協助發芽茁壯，為推動共好

協作的富市臺中合作努力。 

(二)充實社區活動中心設施設備，活化社區能量 

為提升本市 253 棟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率及安全性，每年編列 440 萬充

實設施設備暨維護修繕工程經費，補助各區公所添購設備或修繕建物主

體，提供社區居民安全舒適之活動場所。 

(三)發展多元志願服務類型，提升市民社會參與意願 

為鼓勵更多市民投入志願服務行列，使市民可依其專才及喜好參與社

會服務，傳遞志工的熱情與幸福給需要的人們，共創「臺中志工‧幸福傳

遞中」，讓志願服務成為城市的軟實力，110 年規劃辦理「臺中市政府

110 年度志願服務實施計畫」，運用資訊化管理及推廣臺中市志工媒合平

台，提供市民可不分時段、地區透過平台尋找合適的服務單位。同時透過

「臺中市 110 年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績效評鑑計畫」，鼓勵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業務屬性發展各式志工，如：高齡志工、企業志工、國

際志工等創新及具特色服務，創造志願服務亮點，提高志工參與意願。 

110 年本市志工人數成長率以 2%、隊數成長率以 1%為目標，惟本市志

工人口集中於 50-65 歲，此年齡層人口數成長趨緩，故本市志工人數穩定

發展後，數量上難以再顯著成長，未來將著重於提升志工服務品質，積極

推動多元志願服務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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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0年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2 大施政發展

策略 

3-2-1 公托倍

增計畫 

一、積極盤點各行政區內現有可活化使用之公有空間，評估建置公

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可行性，提升公共托育

服務之量能。 

二、110 年預計陸續增設大安、豐原、大甲、北屯、烏日、龍井、

新社及清水區等 8 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以及大雅、西屯鵬程

里、后里、霧峰、北區、西屯何厝、梧棲、潭子、北屯東峰、

烏日及神岡區等 11間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三、積極爭取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補助，期待透過平價及優

質之托育政策，協助青年安心成家，減輕育兒送托負擔及經濟

壓力。 

3-2-6 臺中市

準公共化托育

人員及托嬰中

心提升托育品

質計畫 

一、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每 2年補助 1次體檢費 500元。 

二、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補助下列項目： 

(一) 專業責任保險費：當年度有收托之居家托育人員，每 1 年補

助專業責任保險費 500元。 

(二) 有對外收托的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每 2 年補助 1 次體檢

費 500 元、1 次物品費 1,000 元(僅限嬰幼兒教具玩具、嬰幼

兒圖書繪本)。  

(三) 每收托 1位特殊或弱勢幼童，每月補貼 1,000元。 

三、 110 年預計至少補助 3,500 人次，期能透過改善托育人員工作

環境，帶動提升服務品質。 

3-2-7 提供網

絡整合服務，

有效降低兒童

保護事件 

一、透過跨網絡會議，建立以兒少為焦點、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

礎的服務模式，特別是高度複雜、安全計畫不易執行之案件，

藉由網絡單位分工，共同提升家庭照顧保護子女功能，達保護

兒少人身安全之目標。並運用網絡單位共享資訊、及時合作、

共同決策，制定可行家庭處遇計畫，合力減少兒少再次受暴發

生率。 

二、110 年度預計舉行 4 場次強化兒少保護跨網絡合作會議，每半

年提供衛生福利部相關成果資料。 

三、期能藉由每次的強化兒少保護跨網絡合作會議，滾動式修正會

議流程、進案及解列評估指標，並經由網絡聯繫會議培養工作

共識，俾利發展本市特色的工作模式及無縫接軌之服務方式。

並透過定期教育訓練，使網絡成員共同學習相關知識與技術、

提升專業知能，能更及時處理及回應高風險兒虐個案，減少兒

虐事件。 

3-2-8 親子館

暨托育資源中

心計畫 

本市截至 109 年止已成立 9 座親子館，預計 110 年再增設大雅、

后里、西屯、烏日區 4 座親子館，以提供育兒家庭就近取得托育

資源及適齡適性的親子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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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3-3-1 恢復老

人健保費補助 

一、恢復 65 歲以上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補助對象為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或 55 歲以上原住民、設籍本市滿一年以上且綜

合所得稅率 5%以下者，以第六類保險對象應自付保險費金額

為補助上限，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749 元，在考量市府財政永

續，同時兼顧公平正義及切合民眾需要下，採最多人受益，最

低排富的標準，即以綜合所得稅率 5％以下的長輩為補助之對

象。 

二、本府自 108 年 7 月起恢復老人健保補助實施以來，本市已有超

過 29 萬名長輩享有健保補助，涵蓋率達 8 成以上，110 年仍

將持續辦理，依每月 1％成長率推估，110 年全年補助人數預

計達 30萬人，預計補助 320萬人次。 

3-3-4 推動長

青學苑 

一、為達成長輩在地安老之長期目標，本市補助各區公所就近辦理

長青學苑，因應參與課程之長輩喜好，開辦各式特色課程，如

藺草編織、游泳、民俗技藝、傳統武術班、槌球班、元極舞班

等班級，並依據學員所提出之需求設計適當課程，促使方案服

務能滿足長輩需求，提升長輩參與意願。 

二、本市 109 年共開設 893 班課程，預計 110 年開辦課程達 1,000

班，班級數目標成長 12%，學員受益人次達 5 萬人次，未來仍

持續補助各區長青學苑擴充班級數，以符合長輩就近健康促

進，在地安老之目標。 

5-7-5 佈建社

區照顧關懷據

點及 C 級巷弄

長照站 

一、結合民間團體，透過公私協力及整合區域性服務團隊資源，佈

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 C級巷弄長照站，培力及輔導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提升據點整體服務品質及量能。同時藉由樂齡

行動教室於未設據點里別及公寓大廈導入健康促進課程，培育

潛力單位加入服務，促進長輩社會參與動能。 

二、預計 110 年服務據點發展達到 450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 230

處巷弄長照站。 

5-7-6 充實社

工人力，提升

服務量能 

一、依據「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110 年預計納

編及進用 3名人力。 

二、持續擴大辦理社區式家事商談服務，110 年至少再新增 2 區戶

政事務所加入合作，促使此服務作為脆弱家庭個案服務之後

送資源。 

5-7-7 打造非

營利組織及志

工中心(NPO)  

一、持續與委託辦理機關本府建設局及委託設計建築師配合，共同

研擬新舊共融、發展社福政策之規劃案，設計興建具新舊融

合元素且能促進區域發展之公共建設圖，於該基地建造 NPO

暨社會福利中心。 

二、110 年工作目標為調整方案定案後，執行基本設計、交通影響

評估及都市審議等作業。待通過相關審查，續辦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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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建照申請階段，110年目標於年底前完成工程發包作業。 

11-4-1 生育補

助計畫 

本市生育補助計畫提供「生育津貼」及「到宅坐月子服務」兩項服

務，育兒家庭可二擇一選取服務。 

一、生育津貼：補助標準為單胞胎 1 萬元、雙胞胎 3 萬元、三胞胎

以上每胞胎 2 萬元。110 年度約有 2 萬 1,500 名新生兒出生，

循往例推估其中約 2萬人會申領現金補助的生育津貼。 

二、到宅坐月子服務：由訓練有素的服務人員到府協助產婦照顧幼

兒、簡易家事清潔、月子餐料理及新生兒育兒指導等工作。

預估 110年度約有 1,500人會選擇申請到宅坐月子服務。 

11-4-2 臺中市

未滿六歲兒童

平價托育暨準

公共化服務實

施計畫 

一、配合中央「托育準公共化服務」，家長送托 0 至 3 歲幼兒至準

公共化合作單位（含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即可獲得

每月 6,000元至 10,000元之托育費用補助。 

二、本市另以平價托育補助 3 歲以上未滿 6 歲仍送托準公共化居家

托育人員者，每月 500元至 3,000元之補助。 

三、在準公共化合作機制下，提供家長優質平價的托育服務，本市

目前合計 119 家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 4,155 位居家托育人

員，110 年將持續提升準公共化合作單位之比例，預定受益補

助人次達到 12萬人次。 

重視性別平等

價值，保障弱

勢者權益 

區里為本落實

深耕性平政策 

一、本府自 107 年修訂「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平等創新計

畫」，將各區公所納為獨立提報機關，強化性別平等精神從

在地紮根，培力各區公所結合當地有意願之民間團體，運用

在地資源共同推動性別友善之措施、政策與方案。 

二、110 年持續辦理巡迴輔導分享會及分區團體督導，邀請性別平

等領域專家學者籌組輔導團，協助各區公所落實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加強區公所於政策、計畫或方案規劃與執行時將

性別觀點融入業務之敏感度，提報性別平等創新計畫。 

三、110 年規劃輔導及補助至少 10 家在地性別團體、婦女團體針

對性別平等議題於社區辦理各項活動，預計至少服務 400 人

次。辦理 4 場次以上多元培力課程提升團體之性別意識，預

計超過 120人次參與。 

推廣輔具再利

用，兼顧環保

及弱勢使用需

求 

一、 維護並持續增進「臺中市輔具資源整合網」功能，運用資訊

工具管理本市二手輔具資源，期能達到資源流通、整合共享

之效。同時建置輔具資源中心，建立專業分工機制，處理二

手輔具清潔消毒回收工作，由專責單位配置回收車輛、清

潔、消毒等設備，辦理輔具到宅回收、輔具清潔、消毒及維

護作業，以提升輔具服務效能，110 年預計回收量達 1,650

件。 

二、 為強化輔具資源再利用，發揮運用租借代替購買之效果，簡

化民眾取得輔具之負擔及流程，110 年預計租借量達 3,000

件。 

普設身心障礙

者社區設施服

務，協助身障

者自立生活 

一、110 年預計於西屯區、南/南屯區、中/西區、梧棲區、北屯區

再增設至少 5 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社區日間照顧服務點，

紓解人口稠密區域候位需求。 

二、 另盤點大雅區、烏日區、石岡區公有場地及整合地方資源，

以新增開辦 2 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社區日間照顧服務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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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目標，布建資源不足區域社區式服務平衡城鄉差距。 

社會救助保障

弱勢，扶助邊

緣家戶自立，

回復生活正軌 

一、就近貧家戶有工作能力者，透過社工評估開案陪伴輔導，協助

連結資源及提供短期生活扶助等資源，110 年預計達成穩定儲

蓄 200戶之目標。 

二、 於未符合資格之經濟弱勢邊緣戶或符合資格但尚有其他經濟

議題需協助之家戶，持續推動「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強化本市

低收(中低收）入戶申復案件之經濟弱勢家戶協助計畫」及

「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案」，建立跨單位訪視評估及援助具

體機制，協助穩定生活。 

三、 對有就業意願或準備就業之遊民街友給予短期生活處所，並

提供多元輔導服務協助入住之個案穩定工作。110 年規劃除陪

伴關懷外，另整合勞政、衛政等相關服務資源，引導街友加

入金錢儲蓄提撥計畫，以相對儲蓄提撥為誘因，提升個案參

與及穩定儲蓄之意願，逐步培育其自立及自主管理能力，110

年以達成 70%參與協助方案成員步向生活穩定安全之目標努

力。 

公私協力投入

社 會 救 助 工

作，回應社會

各項急難、濟

貧、救災需求 

一、110 年規劃辦理 1 至 2 場公益慈善團體聯繫會報暨教育訓練，

提供公部門與各民間團體互相交流機會，透過教育訓練促進民

間單位熟悉政府社會服務工作，同步亦學習相關服務最新知

能。 

二、 110 年預計再開發 2 至 3 家民間食物銀行加入本市愛心食物銀

行聯盟店，透過個案轉介與實務物資共享機制，促進本市弱

勢民眾服務取得更便利。 

三、 110 年規劃再邀請 10 至 15 個民間團體加入，合作參與溫馨快

遞與兒少發展帳戶計畫，共同為社會救助工作努力。 

善 用 公 民 力

量，引導社會

正向發展 

培 力 人 民 團

體、媒合民間

資源，公私協

力共造幸福城

市 

一、 成立「臺中市社區培力中心」聘任專責人力，邀請專家學者

加入，協助培力社區組織工作推展。 

二、 推動「輔導各區公所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經費補助實施計畫」

及「社區發展培力補助計畫」等 2 項計畫，以輔導及陪伴社

區方式，結合社區內外部資源、滿足社區需求，並兼顧地方

特色發展人、文、地、景、產各種豐富多元面向。同時實施

社區分級輔導，針對社區發展進程，提供多元輔導策略，促

進社區均衡發展。 

三、 「臺中市社區發展培力補助計畫」110 年預計補助社區發展協

會推動小旗艦型、聯合社區型、福利社區化型、社區產業

型、意識凝聚型及政策補助型等各類型計畫共計 50案。 

充實社區活動

中 心 設 施 設

備，活化社區

能量 

為提供社區居民安全活動空間，每年編列 440 萬充實設施設備暨維

護修繕工程經費，視需求急迫性補助各區公所，添購或汰換設施設

備或修繕建物，保持本市 253棟社區活動中心之使用品質及安全。 

發展多元志願

服務類型，提

升市民社會參

與意願 

一、 為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志願服務時有所依循，訂定全

市實施計畫，並鼓勵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據此訂定志願服務

計畫。同時於辦理各項方案評鑑，鼓勵各機關加入共同推動

志願服務工作，對成效良好者給予獎勵。 

二、 結合民間單位，由發起單位發揮專才提供服務，如：企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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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工、學生志工、防災志工、國際志工等，鼓勵公私協力，發

展多元創新的志願服務方案。 

三、110 年本市志工人數成長率以 2%、隊數成長率以 1%為目標推

展，然本市志工人口集中於 50-65 歲，此年齡層人口數成長

趨緩，故本市志工人數難再有顯著成長，未來將著重於提升

志工服務之品質，並積極推動多元志願服務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