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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06 年度人口政策措施宣導實施計畫 

一、 計畫依據： 

(一)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領(行政院 103 年 12 月 27 日院臺法字第 

1030073343 號核定修正)。 

(二)人口政策白皮書(行政院 102 年 7 月 12 日院臺法字第 

1020138245 號函核定修正)。 

(三)內政部推行人口政策措施宣導實施計畫(104 年 12 月 25 日修正，

105 年 1月 1 日生效)。 

(四)內政部推行人口政策措施宣導績效評核要點(104 年 12 月 25 日修

正， 

105 年1 月1 日生效)。 

(五)本府 105 年1月 30 日「104 年人口政策宣導計畫檢討暨 105 年人

口政策宣導執行會議」決議。 

二、 計畫目的： 

人民是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口數量、素質及結構的變化

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近年來，我國的總生育率大幅下降，已

成為世界生育率最低國家之一，並遠低於替代水準 2.1 人以下；另一

方面，由於醫藥衛生的進步，加速社會老化的腳步，加上家庭組成的

變革，使得老年人口照護是當前社會必須面臨的重要課題。 

臺中市位於臺灣中部，氣候非常適合人居，輔以豐富的文化底蘊，市

府配合城市的紋理，以打造「創意城市、生活首都」為願景，創造一個適

合「移居」且「宜居」的城市。 

為邁向「生活首都」的願景，並配合內政部推行人口政策措施，

本府將適時宣導有關強化家庭功能、活絡經濟，創造就業及宜居生活

環境的施政措施，使市民了解本府對於少子女化、高齡化及移入人口的施

政作為《詳如本計畫五(二)》，強化市民對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責任

感，以期能協力合作貫徹各項人口政策措施，緩和人口數量、結構劇變所產

生的社會問題，使本市人力資源優質化，進而提升本市的競爭力。 

三、 實施期間： 

本年度辦理宣導期間為 106 年 1 月 1 日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全年

實施，本府各機關可配合特定節日、本府重大活動等日期，結合節日與時

事，俾利獲得市民更大的關注，取得人口政策措施宣導的實質效益。 

(一)常態性宣導：106 年 1 月至 12 月，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及靜態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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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辦理本府 106 年度的常態性宣傳。 

(二)活動性宣導：配合我國或國際性的節日，適時結合本府年度重大活動、各

局處及區公所的預定活動，運用創新、創意方式宣導人口政策措

施。 

四、 辦理機關： 

(一)指導機關：內政部。 

(二)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 

(三)協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暨  

所屬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暨所屬機關)、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暨所屬機關)、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屬機關)、臺中市政府勞工局、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及臺中市各區區公所。 

五、 核心議題： 

(一)內政部 106 年度推行之人口政策措施重點內容 

1.鼓勵適齡結婚生育，強調家庭傳承： 

(1)辦理交友聯誼及集團結婚： 

結合企業或廣邀一般民眾參與，辦理未婚聯誼、集團結婚，

或辦理如同好、同業者之交友聯誼、集體出遊或交流活動，

鼓勵未參與未婚聯誼活動之民眾參與，增加自然認識、交誼的

機會。 

邀請曾參與活動且結婚、生育之民眾，透過個案分享維繫感

情、婚姻及家庭之方法及收獲，以創造幸福氛圍、提升結婚及

生育率。 

(2)強化婚姻及家庭觀念： 

辦理生活及家庭成長分享，邀請名人分享經驗，強化年輕人

對婚姻及家庭之認同，以降低離婚率、提升生育率及老人照護。 

(3)婚姻及生養觀念傳遞： 

針對青年、新手父母、祖父母輩及相關業者辦理講習會及課程，

或進行電話訪視，說明符合現代之性別平等觀念、婚姻禮俗或嬰

兒教養方式，減少世代認知差異及性別刻板印象造成之阻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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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結婚及生育率。 

(4)增加多胎次家庭補助： 

以多元管道減少第二胎以上家庭之生育負擔，如產檢項目及交通費之

補助、第二胎以上增加發放生育獎勵金、育兒津貼、贈送哺育必需品等。 

2.促進多元文化融合，強化跨國婚姻適應： 

(1)協助新住民之適應： 

配合推動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補助要點、辦理新住民生活處遇調

查等，協助其生活及文化面向之調適，並加強特殊境遇之新住民

扶助。 

(2)新住民及其二代之培力展能： 

配合本部之新住民二代海內外培力計畫、推動新住民資訊素養教

育計畫等，鼓勵轄內之新住民子女學習母語、文化交流及企業參

訪，學習體驗並提升國人尊重多元文化、欣賞差異觀念。 

(3)宣導尊重多元文化： 

辦理移民節、文化交流研習營、異國特色餐會等尊重多元文化宣

傳活動，邀請新住民家庭及一般民眾共同參與，宣傳多元文化之

內涵及重要性，增進國人與新住民間相互理解與友善相處。 

(4)宣導慎選跨國婚姻： 

透過多元管道宣導跨國婚姻因語言、文化及風俗習慣等差異大， 

要審慎抉擇，雙方於婚前要「多了解」以增加婚後的生活適應、

婚後要「多溝通」用心經營才會幸福長久。另提醒民眾若要尋找

跨（境）婚姻媒合，務必「要記得」與媒合者簽訂書面契約、「要

索取」付費收據、「多詢問」比較各合法媒合團體服務後再選擇。 

3.建全住宅政策，協助青年及老人居住： 

(1)提供適價住宅： 

加強穩定房價之相關政策，落實轄內不動產交易安全管理、交易

資訊公開及建築管理等事項。並配合公辦都市更新，或盤點閒置

公有空間及私有之低度使用住宅等，提供由公部門出租或出售之

適價住宅予青年及老人，舒緩相對弱勢族群之居住困境，減少生

育阻力及安養負擔。 

(2)健全租屋市場： 

加強宣傳本部營建署之「租屋服務平臺」，鼓勵房屋所有人（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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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成為公益出租人，可申請獎勵住宅出租修繕費用及代管服務，亦保

障各種身分之租屋者權益。 

4.加強婦幼及高齡者之人身安全保障： 

(1)創造友善老人及親子之無障礙環境： 

透過公、私資源協助私人住宅之都市更新、住宅整建、加裝昇降

機，公共設施之路面整平、公共運輸改善、公廁設備及數量之改

善等，營造友善老人、身障者、孕婦及嬰兒推車等行動之環境。 

(2)居家及人身安全之強化： 

透過海報、傳單、辦理講習課程或家戶實地勘查，由各地警察局

及消防局派員講授預防辨識詐騙及誘拐等犯罪行為、居住環境之

安全防護、安全使用瓦斯電力、災害防救應變資訊及檢查相關設

備設置等，以保障人身及居住安全。 

(二)本府 106 年度人口政策宣導主題與重點(依核心議題分類) 

▓少子女化(樂婚、願生、能養)：包括鼓勵結婚與生育、減輕育兒負擔；提

倡共同分擔家庭勞務與子女照顧責任，重塑愛與關懷的家庭價值；持續倡導

性別平等觀念，強調女孩男孩一樣好，促使性別比例不失衡；加強宣導

少子女化與個人、企業及國家之關係，並鼓勵辦理宣導家庭價值活動。

針對本府實施有關「樂婚、願生、能養」的人口政策措施，列舉要項如

下： 

1.未婚聯誼 

(1)跨境婚姻媒合(警察局) 

(2)未婚聯誼(民政局、人事處) 

2.成家協助 

(1)聯合結婚典禮(民政局) 

(2)婚姻家庭教育研習(教育局) 

(3)社會住宅(勞工合宜住宅、三好一公道社會住宅、租屋租金補貼、

青年首次購屋加碼利息補貼)(都發局) 

(4)創業、就業(青年創業、學訓用合一)(教育局、勞工局、經發局) 

(5)青年加農、農業張老師、農業大學堂(農業局) 

3.鼓勵生育 

(1)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衛生局) 

(2)生育鼓勵(多胎次津貼、育兒福利告知、育兒衛生保健措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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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衛生局) 

(3)臨托服務、托育資源中心、社區保母支持系統(社會局) 

(4)鼓勵企業提供托育設施(經發局) 

(5)托育一條龍(社會局、教育局) 

(6)國中小營養午餐升級補助 5 元(教育局) 

4.性別平等 

(1)男孩女孩一樣好(禁止性別篩檢)(衛生局) 

(2)加強預防犯罪、家暴、性侵防治及防身術宣導(警察局) 

(3)婦女館(社會局) 

5.婦女就業 

(1)落實職場防治性騷擾(勞工局) 

(2)婦女就業輔導(勞工局) 

(3)單親家庭福利(社會局) 

▓高齡化：包括強化老人預防保健知能與服務，提升高齡者生活調適能力，

保障老人尊嚴自主與身心健康；建構友善老人生活環境，營造無歧視且

悅齡親老的社會；提供老人多元學習管道及資源，鼓勵老人終身學習，

提升老年生活品質。針對本府實施有關「高齡化」的人口政策措施，列

舉要項如下： 

1.敬老福利 

(1)敬老愛心卡(交通局、民政局) 

(2)假牙裝置(衛生局) 

(3)敬老津貼 

2.健康檢查 

(1)流感疫苗施打(衛生局) 

(2)免費健檢(衛生局) 

3.環境友善 

(1)公共運輸改善(交通局) 

(2)加強獨居老人安全宣導(警察局) 

(3)騎樓整平(都發局) 

(4)一氧化碳中毒(消防局) 

4. 社 會 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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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專車(文化局) 

(2)老少共學(教育局) 

5.建立支持網絡 

(1)長青快樂學堂(社會局) 

(2)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會局) 

(3)日間照顧中心(社會局) 

(4)長期照顧管理中心(衛生局) 

(5)愛鄰守護隊(衛生局) 

(6)樂齡學習中心(教育局) 

(7)社區大學(教育局) 

▓新移民：包括協助移入人口學習我國語文及社會文化，加強適應環境能

力，以提高其生活滿意度；強化移民就業能力，以提高新移民勞動參與

率；培養國人對其他國家文化之瞭解、尊重及欣賞，以建構多元文化社

會。針對本府實施有關「新移民」的人口政策措施，列舉要項如下： 

1.生活適應 

(1)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社會局) 

(2)新移民股業務(民政局) 

(3)新移民多元圖書館(社會局) 

(4)新住民健康照護管理(衛生局) 

2.培力展能 

(1)新移民職業扶助(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及社區關懷據點提供)(勞工

局) 

(2)鼓勵新住民子女學習母語(教育局) 

3.多元文化 

(1)多元文化閱讀專區(文化局) 

(2)東協廣場(經發局) 

(3)多元文化活動(文化局、勞工局) 

六、 實施方式： 

今年本府人口政策措施宣導應加強運用具創意、創新之宣導方式，

並重視宣導之實際成效。 

(一)加強具創意、創新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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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研考會提供創新作為引導思考表、本府年度重大活動日程表、人口

政策相關作為之施政地圖等，供各機關執行宣導時參考。 

2.各機關盤點相關資源、加強跨機關合作，並與民間企業、團體、組織

等協同推動、宣導人口政策措施。 

(二)加強宣導成效： 

1.各機關運用人口統計資料、各區地域特性等客觀資料進行分析，決定

宣傳重點及目標族群，提升宣導效益。 

2.請各機關執行宣導時，應先分析參與民眾之性質，選定與參與民眾攸

關之宣導議題，活動後強化民眾、媒體之回饋，俾利修正日後宣導活動

設計。 

(三)宣導方式 

1.舉辦活動宣導：運用包括未婚聯誼活動、聯歡活動、婚前教育、生育

保健之夜、幸福家庭聯歡活動、家庭教育成果博覽觀摩活動、才藝表演

聯歡活動、腳踏車活動、登山、健行、園遊會等活動、社區公益服務、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等方式，推動人口政策宣導。 

2.比賽行活動：包括(但不限於)攝影、話劇、辯論、演講及詩歌朗誦、

趣味競賽、壁報、繪畫、書法、網頁設計等各類比賽；生育保健賀卡、歌

唱、插花等各類比賽；長者才藝表演；親子才藝表演；親子共學母語比

賽；社區呼拉圈比賽等方式辦理。 

3.座談會、觀摩會、專題演講、研習會、讀書會等方式，說明、研討本

府有關的人口政策措施。 

4.常態性宣導： 

(1)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包含廣播、宣導短劇、訪談、播放宣導短片、

插播卡及宣導活動、電影院廣告、平面、電子媒體傳播宣導、發

布新聞、舉辦記者會、發行電子報、刊物等方式，對不特定的多

數人進行人口政策措施宣導。 

(2)靜態性宣導：利用包含圖片展覽、製作牌樓、懸掛布條、張貼海

報標語、壁報、圖板宣導、登載報章、雜誌刊載、廣告板、活動

照片等宣導方式，對不特定的多數人宣達人口政策措施。 

(四)對象分析與地點選擇 

1.對象分析：考量舉辦活動的各區特色、參與者之年齡、文化及族群等因

素，擇定切合參與者的人口政策議題，運用口號、圖示、與民眾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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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引起參與者興趣，達到宣導之目的。 

2.地點選擇： 

(1)應考量交通之便利性與公共設施是否充足，例如利用大眾運輸系

統即可抵達、停車空間；公共廁所是否足夠、遮陽避雨的設施是否充

足等。 

(2)請各機關加強與企業、社區、寺廟、教會的合作，以結合民眾生

活領域，達到有效宣傳、推廣之效果。 

(五)辦理考核與獎懲 

1.研考會籌組本府人口政策宣導執行成果評選小組(以下簡稱評選小 組)：

評選各機關提報之創意宣導績效，以決定本府人口政策宣導之獎懲依

據。 

2.訂定本府人口政策宣導執行成果評分基準：兼顧宣導之質(創意)與量 

(場次)，並鼓勵資源整合(與民間合作)與管理機制，評分基準表如附

件一(一級機關組)與附件二(區公所組)。 

3.本府人口政策宣導執行成果評選分組： 

(1)一級機關組：本府執行人口政策宣導之 11 個機關(不含研考會)， 

由一級機關於下年度1 月20 日前，統整本身及所屬機關全年的活動， 

依附件三表格提出 2-4 場當年度最具創意之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送

評選小組評選。 

(2)區公所組：由 29 區公所組成，於次年度 1 月20 日前，依附件三表

格提出 2-4 場當年度最具創意之人口政策宣導活動，送評選小組評

選。 

5.105 年度本府人口政策宣導各執行機關之獎勵，將視內政部考核本府之

年度績效，由研考會擬具建議敘獎額度與獎金分配表(如獲內政部頒

發獎金)，經評選小組決議後，簽報市長核定後，發函獎勵績效優異

之機關。 

6.各機關應每半年回報資料（分別於7月20日回報1~6月、隔年1月20日回

報7~12月宣傳成果），已逾規定期限未回報，經研考會以書面通知催

報後仍未回報者，研考會得視情節輕重，簽辦議處承辦業務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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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權責劃分： 

 (一)辦理人口政策宣導組織架構 

 
 

(二)人口政策宣導分工 

1.研考會 

(1)訂定本府年度人口政策宣導計畫。 

(2)統籌、協調本府相關機關執行人口政策宣導計畫。 

(3)考核本府各機關執行人口政策宣導計畫執行成果。 

(4)編製本府人口政策相關作為之施政地圖，供各機關宣導參考。 

(5)彙整陳報本府人口政策宣導之年度成果。 

(6)檢討、改善人口政策宣導計畫執行成效。 

2.民政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2)統籌有關民政業務的人口政策宣導措施。 

(3)督導所屬戶政事務所執行人口政策宣導計畫。 

(4)定期彙整回報所屬戶政事務所人口政策宣導計畫執行成果，並執行

考核。 

(5)辦理新住民輔導與宣傳活動。 

3.衛生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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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統籌有關衛生業務的人口政策宣導措施。 

(3)督導所屬各區衛生所執行人口政策宣導計畫。 

(4)定期彙整回報所屬各區衛生所人口政策宣導計畫執行成果，並執

行考核。 

4.教育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2)統籌有關教育業務的人口政策宣導措施。 

(3)督導所屬高中職、國中小及幼兒園執行人口政策宣導計畫。 

(4)定期彙整回報所屬高中職、國中小及幼兒園人口政策宣導計畫執

行成果，並執行考核。 

5.社會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2)協調人民團體、工商團體推動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3)督促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外籍配偶服務據點推動人口政策宣導

活動。 

(4)督請長青快樂學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日間照顧中心等單位， 

辦理、宣導、促進長輩參與的機會，提供多元連續的照顧服務， 

落實福利社區化，達到全人照顧的目標。 

(5)推動、宣導性別平等。 

6.新聞局 

(1)運用大眾傳播媒體(有線電視、電影院、LED 電視牆、月報、月刊

及廣播電臺等)，宣導人口政策。 

(2)配合發布人口政策相關議題之新聞稿，提供媒體參採。 

(3)協助本府機關運用大眾媒體宣導人口政策。 

7.經發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2)協調各工會對會員廣為宣達本年度人口政策宣導主題。 

(3)建構「東協廣場」，打造新移民多元文化。 

8.勞工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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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新住民及中高齡就業。 

9.文化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2)統籌有關文化業務的人口政策宣導措施。 

(3)督導所屬藝文中心、文化中心、圖書館等執行人口政策宣導計畫， 

並定期回報人口政策宣導計畫執行成果。 

(4)辦理、宣導多元文化活動。 

10.警察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2)督導所屬大隊、分局、派出所等，執行人口政策宣導計畫。 

(3)定期彙整回報人口政策執行成果。 

11.人事處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2)辦理未婚聯誼活動。 

12.消防局 

(1)推廣並補助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 

(2)宣導普及設置住宅防火器材。 

13.都發局 

(1)辦理社會住宅及健全租屋政策宣導。 

(2)騎樓整平業務推動及宣導。 

14.各區公所 

(1)辦理人口政策宣導計畫之執行。 

(2)依據本府人口政策相關作為之施政地圖，協助推動人口相關措施。 

(3)加強與企業、社區、寺廟、教會的合作，以結合民眾生活領域， 

達到有效宣傳、推廣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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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6 年人口政策宣導計畫執行成果評分表 
 

機關名稱 (一級機關組) 

 

 

 

 

 

 

 
創意作為 

 

 

 

 

 

 

 
90 分 

次年 1 月 20 日前，每機關從年度人口政策 

宣導場次中挑選2-4場(最多4場)最具創意的

作為，送交研考會由評選小組進行評分。評

分內容： 

1. 該次宣導活動之創新作為(75%) 

(宣導目標定位、議題選定、宣傳口號、

活動設計等) 

2. 與民間企業、組織、宗教團體、社區組

織等合作(5%)(考量所屬機關之多寡、局處

業務之屬性) 

3. 有效開發或整合宣傳資源(5%) 

4. 媒體報導、參與民眾迴響等活動回饋資

料(5%) 

 

 

依限回報 

 

 

10 分 

1. 依限回報之比率乘上 10 分，計算至小數

點第一位。 

2. 計算依限回報率之範圍，包括研考會要

求依限回報的資料及每半年定期回報之

宣傳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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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6 年人口政策宣導計畫執行成果評分表 
 

機關名稱 (區公所組) 

 

 

 

辦理場次 

 
10 分 

設定人口政策宣導活動基本場次（ 20

場），依場次達成率給分(至小數點第一

位)，例如達成率為 87%，給予 8.7 分；

達成 100%給予滿分 10 分。 

 

10 分 

參與人數超過 200 人之宣導活動，每場次 

加 1 分(府內跨機關合辦者，每場加 0.6 

分)，上限 10 分。 

 

 

 

 
創意作為 

 

 

 

 
70 分 

次年 1 月 20 日前，每機關從年度人口政策 

宣導場次中挑選 2-4 場(最多4場)最具創意

的作為，送交研考會由評選小組進行評分。

評分內容： 

1. 該次宣導活動之創新作為(60%) 

(宣導目標定位、議題選定、宣傳口號、

活動設計等) 

2. 有效開發或整合宣傳資源(5%) 

3. 媒體報導、參與民眾迴響等活動回饋資

料(5%) 

 
與民間合作 

 
5 分 

為擴大與民間企業、組織、宗教團體、社

區組織等合作宣導人口政策，與民間合作

的宣導場次，每場次加 0.5 分(同一單位最

多採計 2 場)，上限 5 分。 

 

 
依限回報 

 

 
5 分 

1. 以依限回報之比率乘上 5 分，計算至小

數點第一位。 

2. 計算依限回報率之範圍，包括研考會要求

依限回報的資料及每半年定期回報之宣傳

成果彙整。 



 

附件三 

臺中市政府 106 年創意人口政策宣導執行成果表 
 

基 本 資 料 

機關名稱 
 

所屬機關 
 

核心議題 □少子女化 □高齡化 □移民 □其他  (可複選) 

合辦機關 
(民間機關) 

 

宣 導 活 動 說 明 

 
具體內容 

包括下列項目 

1. 措施內容、辦理期間、參與對象、推行方式及欲達成之效益

等基本資料。 

2. 與核心議題之關聯性，如少子女化、高齡化或移民。 

3. 執行成果與年度宣導實施計畫，是否相符及達成目的。 

4. 其他足以說明計畫內容之項目。 

 

規劃設計 

請敘明計畫之擬訂形成方式，內容如下： 

1. 簡述計畫擬定之流程或方式，如為單位內部訂定、跨單位進

行協調或與民間團體共同策劃等。 

2. 是否針對轄內重點人口議題進行研討後擬訂。 

3. 是否參採各機關（單位）創新思維或民眾意見。 

 

 

 

 

 
 

創意作為 

請敘明計畫有何種具創新思維或創意方案之作為，例如： 

1. 以創新作為整合跨機關或結合民間資源，加強宣傳效果。 

2. 發掘新面向之議題或對象等，並加以規劃對應之具體辦法。 

3. 具便於記憶之宣傳名稱或口號，以加強宣傳效果。 

4. 針對實施對象，規劃有效之宣傳方式。 

5. 透過創新之媒介、管道或技術，辦理宣傳。 

6. 提供整合窗口或多元諮詢管道（如電話、網站、電子信箱、

手機 APP、通信等），便利民眾運用。 

7. 有效融入民眾參與，將其意見納入計畫加以執行。 

8. 其他具特殊性或突破性之創意作為。 

附件 請視需求附上相關佐證資料等。 

填表說明：本表請以 A4 直式橫書 14 號字繕打，固定行高 20 點，雙面列印，裝訂左

側，總頁數（含照片、螢幕截圖等附件）以不超過 3 頁為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