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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         組(創新組、精進組)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2年 

提案單位 
□個人提案（請填寫機關及所屬科、組、室等名稱） 

■團隊提案（請填寫機關及所屬科、組、室等名稱）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方英祖     貢獻度：60 ％ 

參與提案人：游竹萍、蘇詩敏、林峯裕 貢獻度：40％ 

提案範圍 
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等之

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助妳更好孕-孕育幸福 

提案緣起 

為鼓勵生育，本府於 99年宣布推出「助妳好孕」專案（如附

件 1），包含婚後孕前健康檢查、生育獎勵金、育兒津貼等方案，

推動以來，101年全年出生人數達 2萬 9,498人，較實施專案前增

加 59.2％（如附件 2），100及 101年連續兩年出生率皆為五都之

首，而 102 年 1-7月出生人數達 1 萬 5,833人，依內政部資料顯

示，至 7月底止出生率為千分之 5.91，較全國出生率千分之 4.99

為高，更為五都之首，成效卓越，但在未來如何在既有基礎上符

合市民的需求，以增進原有方案內容，提高對年輕夫妻的誘因及

擴大協助，是「助妳好孕」後續必須面對的課題。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一、 創新多元-孕育幸福 

    助妳好孕專案已是績效顯著且對外代表本府的鼓勵生育措

施，因此本局在提出助妳好孕的精進方案，以本府及行政院各項

研究案為基礎，評估分析各縣市政府相關鼓勵生育措施及參考各

國措施，統整提出「助妳好孕」專案二步曲-「助妳更好孕-孕育

幸福」專案，期待更深化及全面性打造幸福生養城市（附件 3、4）。 

二、 持續精進-超越過去、跨越困難 

   助妳好孕專案持續得到市民及輿論的肯定，同時獲得《親子天

下》雜誌於 102年 7月 30日公布「2013年六都托育力調查」，總

排行第 1 名和各面向榜首，經ＳＷＯＴ分析後，鼓勵生育專案須

面對整體專案需要龐大經費、跨機關協調整合不易之內部困難

處，社會上仍視女性為家庭照顧的主要照顧者，經濟情況不穩定

工作時數長、企業經營成本考量不願意投資員工福利方案，社會

整體對於友善家庭觀念尚未形成風氣等必須面對的外在劣勢與威

脅。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S1：市府財政相對穩定 
S2：鼓勵生育政策為重點政策 
S3：教育資源豐富 
S4：人口素質高 
S5：醫療資源豐富 
S6：社教機構多 
S7：政策認知程度較高 
S8：志工人力資源豐富 

W1：政策所需經費龐大 
W2：跨機關協調整合不易 
W3：市民對於政策共識不足 
W4：許多政策牽涉中央政府權
限 
W5：個人自主性高 
W6：商業型態以服務業居多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O1：社會重視人口政策議題 
O2：國人仍有普遍的生育意願 
O3：重視少子化危機及商機 
O4：教育體系面臨招生衝擊 
O5：各級政府皆提出相關方案 
O6：先進國家成功經驗 

T1：經濟不景氣、工時過長 
T2：企業考量經營成本，不願
配合政策 
T3：家庭結構變遷 
T4：女性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 
T5：友善生育環境不佳 

三、 「孕育幸福」專案規劃 

    「孕育幸福」專案以原有「助妳好孕」專案為基礎，再進行

延伸與多面向進行，分別從「孕-懷孕」、「育-養育」的階段規劃

不同的方案內容，包含「好孕專車」、「推廣好孕特約商店」、「設

置社區家庭支援中心」、「建立攜手照顧機制」、「家庭尊榮卡」等

內容，並更從宣傳、教育等面向營造幸福生育的環境和態度。 

 

 

 

 

 

 

 

 

 

 

 

 

 

（一） 好「孕」來臨-尊榮孕媽方案 

1. 全國首創-孕媽悠遊卡：發放懷孕媽媽好孕胸章，讓懷孕就是好

運的開始，提醒市民主動協助關懷及讓座，設籍於臺北市 1 年

以上的懷孕婦女，發放孕媽悠遊卡，每月提供免費搭乘公車 60

段次及搭乘捷運打 4折（附件 5）。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2. 全面提升-好孕專車服務：提供計程車車資補助，每趟次補貼最

高 200元，最多以產檢 20趟次為限（附件 5）。 

3. 全國首創-產檢免費：市立醫療院所產檢免收掛號費，使懷孕婦

女倍感尊榮，也從懷孕開始，市府就提供生育協助與關懷。 

4. 溫馨關懷-快樂孕媽交流園地：運用各場地，如聯合醫院、健康

服務中心、區民活動場所、公民會館、親子館等舉辦孕媽經驗

交流、孕期保健講座、孕婦運動班等，使有孕家庭能安心懷孕；

同時可辦理二手物品交換活動，讓生子家庭可以將家中不會使

用到的孕婦裝、嬰幼兒用品互相交流，避免衣物、嬰兒車、玩

具等的浪費，節省家庭支出（附件 6）。 

5.持續精進-推廣懷孕婦女優先停車位：各行政機關、醫院設置懷

孕婦女優先使用停車位，同時推動於百貨公司、大賣場等設置

（附件 6）。 

6.整合商機-推廣好孕特約商店：募集提供懷孕婦女優惠價、協助

提重物或相關措施之商店，張貼懷孕婦女親善標章，以供識別。 

7.溫馨服務-坐月子到宅服務：懷孕媽媽生子後，可申請坐月子到

宅服務 48小時，服務內容包含新生兒照顧、產婦照顧、家務服

務及月子餐製作等，讓孕媽得到良好的照顧與調養。 

8.貼心關懷-育兒指導諮詢服務：於公共托育中心、親子館或育兒

友善園辦理嬰幼兒照顧技巧指導（包含沐浴、餵奶、護理急救

等）、嬰幼兒居家安全與情境指導（如遊戲、睡眠），提供育兒

知能及相關諮詢，同時設立電話諮詢專線，提供即時電話指導

服務，並視需要提供到府服務，協助新手爸媽給予新生兒妥善

照顧（附件 7）。 

（二） 合力養「育」-在地關懷，即時接手 

1.全面提升-增加公共托嬰中心及幼兒園：擴大設置社區幼兒園，

運用學校閒置空間，設置「價廉、質優、離家近」的托育服務，

輔導機關、學校、團體、企業設置幼兒園，給予協助及補助。 

2.全國首創-設置社區家庭支援中心：在「臺北市市民婚姻與生育

需求評估及整合性婚育政策」研究中，有 81.8%的民眾認為「社

區中設置家庭支援中心」是對於促進生育有效的，因此於各區

選擇人口眾多之里，設置社區家庭支援中心，發展多元化托育

服務；建立社區保母資訊平臺，進行環境檢視與調查托育情形，

提供保母名單、合格立案托育機構名單、托育及兒童福利等相

關問題諮詢，同時舉辦親職講座、兒童發展篩檢等服務；提供

臨時托育、夜間托育等多元性托育服務及國小課後照顧照顧方

案（附件 8）。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3.全國首創-建立攜手照顧機制：結合學校公共服務機制，由大專

院校、高中職學生提供課後或假日照顧方案，進行課輔服務，

協助引導社區性公共性服務。建置學校班級家長相互協助機

制，可排班協助無法即時接送小孩放學的家長照料小孩（附件

9）。 

4.全國首創-建置育兒資訊平臺：整合本府各項鼓勵生育措施，提

供詳細說明及連結，並建置包含嬰幼兒各階段身心發展資訊、

親子館、育兒友善園相關活動，提供家庭友善商店介紹，二手

用品交換機制，節省家長購買書籍、玩具、衣物的支出。 

5.全國首創-夜間托育中心：設置夜間嬰兒托育中心，提供夜間托

育服務，協助夜間工作者或有輪班需求的家庭照護幼兒。 

6.全面提升建構友善職場環境：增加誘因及補助，輔導企業辦理

托兒設施或與周邊幼兒園合作托兒措施，協助上班族托育需

求；協助於內湖或南港科技園區等公司群聚地點，聯合設置托

嬰中心或幼兒園，或推動企業聯合提供托育服務，以滿足企業

勞工養育需求。 

（三）打造「幸福」生養城市 

1.領先呼籲-建立「孩子是國家公共財：每個孩子都是臺北市的珍

貴寶貝」觀念-共同養育我們的下一代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每年新年賀詞都會強調少子化的情況與

家庭的重要性，建議由市長或相關首長在施政報告或週年活動時

強調本項鼓勵生育的重要性及強調友善家庭的態度，甚至以身作

則在固定時間倡導家庭的重要性，以父母的角色來出現在市民面

前。例如出席小孩的學校日，以彰顯本府的立場。宣告「孩子是

國家公共財：每個孩子都是臺北市的珍貴寶貝」；每年定期宣傳各

項統計資訊，加強市民瞭解臺北市少子化及高齡化情況，呼籲共

同營造友善生養環境（附件 11）。 

2.全面提升-強化家庭功能：教育體系配合進行家庭教育、體驗家

事與參與照顧幼童課程，教導孩童從小瞭解及學習家庭相處及

生養子女的方式；免費提供婚姻課程及經營家庭相處等課程，

強化家庭功能，喚起市民對於學習經營家庭的重視（附件 12）。 

3.全國首創-發放家庭尊榮卡：效法法國多子家庭卡概念，可享有

包括看電影、參觀博物館，觀看球賽…等，都可享受優惠價格。

針對本市發放家中有孩童的父母「家庭尊榮卡」，規劃本府所轄

各類場館優惠及交通運輸相關優惠措施（如車票打折、停車優

惠等）。結合陪伴悠遊卡之概念，父母陪同小孩一同外出，將提

供交通優惠。辦理徵求企業提供優惠措施之活動，例如看球賽、

看電影、用餐、購買家庭用品等優惠，呼籲企業共同響應友善

家庭觀念（附件 13）。 

 



 

 

 

4.全國首創-幸福家庭特約商店：企業、商店報名參加，提供優方

案或友善措施，如兒童遊憩區、保母服務，並經本市核定後，

成為特約商店，比照國旅卡模式製作並於育兒資訊平臺可查詢

商店優惠內容，並頒發「幸福家庭」特約商家標章。 

5.全國首創-建立鼓勵男性參與家庭責任機制：依中央研究院人口

政策建議書，對於少子化的政策建議中提出「提倡家事性別平

權，鼓勵女性進入婚姻」，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職場專業女性，

進入婚姻後，必須擔負傳統照顧家長、養兒育女的角色，對於

負擔極為沈重；因此提出鼓勵男性參與家務，例如鼓勵由男性

參加學校學校日活動、嬰幼兒預防針注射等嬰幼兒照料責任；

運用活動增進男性參與的機會，建立男性參與有利家庭發展的

觀念；辦理男性參加家庭照料活動獎勵措施，如設定相關活動

發送集點卡辦理抽獎活動等。運用學校教育體系，從小教育家

庭照顧是共同責任的觀念，消除傳統性別刻板印象。 

6.全國首創-提倡與建構友善家庭環境：針對交通工具進行檢視，

增加低地板公車數量，另效法敬老計程車隊，組織親善家庭計

程車隊，協助多子家庭交通需求；檢視公共空間便利性，以符

合育有子女家庭所需；，檢視辦理友善家庭餐廳、商店、企業

徵選，提供家庭親善空間。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從觀念做起 

現今工商業社會工作忙碌且注重工作成就表現，對於家庭、

感情失去原有關注，從首長發言重視家庭開始，提倡友善家庭與

孩子是大家共同的寶貝與共同承擔的責任；同時藉由學校教育教

導學生家庭照顧與家事分擔，使孩童從小開始瞭解生養的重要性。 

二、 分階段支持，持續重視、即時服務 

以懷孕及生養分階段規劃不同補助及服務方案，針對家庭不同

需求給予協助，同時表達對於懷孕婦女及家庭的感謝之意，也因

重視家庭、重視養育子女，由市府協助分攤部分費用及市民共同

分攤養育責任，預期可達到減輕懷孕婦女及彰顯家庭重要性的效

益，期待成為幸福生養城市的典範。 

1.多元創新：從孕媽悠遊卡、產檢免費、好孕特約商店、社區家

庭支援中心、建立攜手照顧機制、夜間托育中心、發放家庭尊

榮卡等方案，多元的措施，創新的思維以符合懷孕婦女及家庭

的需求，並從點到面，從方案到觀念的改變，希望營造整體的

友善、幸福生養城市。 

2.交通補助：孕媽悠遊卡、懷孕專車及推動懷孕婦女優先停車位，

可減輕懷孕婦女因懷孕衍生的交通與經濟負擔；推動懷孕婦女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優先停車位，可降低懷孕婦女因產檢或購物而生不便的情況，並

表達市府及社會對於懷孕婦女的感謝之意。 

3.經濟分攤：提供免費產檢服務，產婦產檢不需掛號費，代表意

涵為由市府開始照顧小孩，同時舉辦二手物品交流活動，募集

可提供懷孕婦女優惠方案及體貼親善措施之商店，減輕購買相

關物品的費用。 

4.貼心服務：坐月子到宅服務及育兒指導，貼心提供所有生子後

婦女及家庭即時的需要，因剛生子家庭總是不知所措，對於相

關育兒知識也十分闕如，由市府即時提供服務，可增進家庭對

於嬰幼兒照顧的品質。 

5.多元托育：增設公共托嬰中心及幼兒園，並於社區家庭支援中

心設置保母資訊平台，同時建構友善職場環境，輔導企業共同

辦理托育服務，多樣化的托育服務，可提供公共托育、幼兒園 

、保母等各項托育服務。 

6.隨時援手：社區家庭支援中心作為各區臨時托育、夜間托育，

甚至國小課後照顧的中心，讓家庭可以就近得到協助；同時設

置育兒資訊平台，整合各項資訊及提供各場館活動及二手用品

交換機制，即時得到訊息及節省養育支出。 

7.公私合力：由學校學生提供協助課後或假日照顧方案，或由家

長協助共同照顧小孩，一方面可增進學生對於家庭的重視，也

可參與公共服務，同時藉由家長的共同承擔，形成社區或學校

班級共識。 

8.尊榮家庭：發放家庭尊榮卡，募集幸福家庭特約商店及提供優

惠方案，呼籲企業共同響應，也鼓勵父母與子女一同外出，藉

由整合各類不同商家，同時促進商機與消費，由市府將家庭協

助社會養育子女視為十分有成就感、榮譽感的公共事務，給予

家庭尊榮的感動，讓父母不但節省開支，也得到成就感。 

 

相關附件 助妳好孕專案績效及孕育幸福專案內容說明。 

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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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1999轉 6269 

Email：acas003@civil.tc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