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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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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採購管理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賴丞賦      貢獻度：60  ％ 

參與提案人：洪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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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好「孕」卡 

提案緣起 

為鼓勵市民生育，市府每年編列 30億元經費，推動「助妳好

孕」專案，包含結婚開始提供婚後孕前健康檢查，懷孕時的孕婦

唐氏症篩檢，出生之後發放每胎 2 萬元生育獎勵金，以及給予 5

歲以下孩童、每月 2,500元的育兒津貼，更辦理幼兒園及國小擴

大課後照顧，以及育兒友善園、鼓勵企業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等

配套方案，全方位的整合專案協助分攤父母的照顧壓力。 

助妳好孕專案推出後，101年出生人數達 2萬 9,498人，較

100年出生人數增加 17.4％，更較 99年實施專案前增加 59.2％，

100年出生率為千分之 9.54，101年為千分之 11.08，皆高居五都

之首，可知「助妳好孕」專案已成為臺北市年輕人養育子女的最

佳助力。 

惟 102年同時期新生兒出生人數與 101年相較，似有下滑趨

勢，如何在勞動法令政策、經費負擔及各項資源因素中，思考家

有學齡前幼兒之父母其彈性工時設計及相關權益保障、幼兒照顧

喘息，使本項專案能讓在臺北市的家庭「好孕連連  帶來好運」。

另綜觀目前本市部分地下停車場設有婦女專屬停車位、以及臺北

市立動物園、美術館、兒童育樂中心、天文科學教育館設有家庭

卡，得於有效期間內不限次數進入各該機構參觀，皆為照顧家庭

立意良好的政策。 

    鑑於孕婦於懷孕期間行動不方便且不宜久站，如能減少孕婦

外出搭車、排隊洽公所遇不便及所須時間，對孕婦來說是一大福

音，故本次提案考量，以延伸本府「助妳好孕」鼓勵生育政策，

核發「媽媽好孕卡」予設籍於本市之孕婦，除能結合一般悠遊卡

使用功能外，另提供孕婦於交通、洽公及其他生活上，能優於一

般民眾之便利性，進而結合本府現有「敬老或愛心悠遊卡」政策，

於搭乘捷運、公車及敬老愛心計程車，享有搭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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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好孕卡」將賦予設籍本市之孕婦至上的榮譽感，搭配

行銷 slogan：「媽媽好孕卡，讓妳變Ａ咖！」、「一卡在手，好運、

便利帶著走！」、「好孕帶卡走，禮遇、尊榮跟著走！」，讓市民瞭

解，一旦台北市民由一般婦女身分轉變為孕婦時，不僅在家中的

地位馬上躍升變Ａ咖，她也將是全體市民尊敬、禮遇的對象！讓

本市不僅是首善之都，更是友善孕婦之都，並藉此鼓勵及提升本

市生育率的目標。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1、 實際規劃內容及創新之處 

經各醫院或診所檢查確認懷孕領有「媽媽手冊」之設籍本市婦

女，可獲得本府核發之「媽媽好孕卡」（以下簡稱：本卡）一

張，持本卡之孕婦，享有以下猶如Ａ咖角色之便利措施及優惠

方案: 

(1) 交通方面: 

A. 於本市聯合醫院各大院區設置靠近醫院出入口之「好孕
媽媽專屬停車位」，提供持有本卡孕婦於懷孕期間前往

產檢時，享有專屬、立即及便利的停車位，降低孕婦出

門在外的不便及不舒適感；於實施後可漸進擴大服務，

結合本市其他各大醫院、診所同步提供該項服務。 

B. 擴大結合本府現有「敬老或愛心悠遊卡」政策，增加服
務對象，對持有本卡之孕婦提供相同的交通優惠，於懷

胎期間享有 8個月搭乘「敬老愛心計程車」，於車資 100

元以下，補助 16元，超過 100元，則補助 32元，每個

月最多可享 480元補助；或於 480元額度內，免費搭乘

公車、捷運，或另以搭乘次數限制（例如：每月免費搭

乘 20 次等）之優惠方案，以減少孕婦懷孕期間交通經

費，增加市民生育之誘因，另藉以鼓勵孕婦與偕同人員

多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達到節能減碳之雙贏效

果。 

(2) 於機關洽公方面: 

孕婦至本府所屬各機關洽公、臨櫃申辦各項業務時，可

持本卡至「好孕媽媽快速櫃台」優先辦理，減少孕婦等

待或久站情形，提供孕婦獨享快速洽公之尊榮感與幸福

感，讓本市成為孕婦洽公友善城市。 

(3) 於生活購物方面: 

發起「臺北市好孕商店」活動，聯合大型商店（大賣場）

設置「好孕媽媽快速櫃台」，並於商店（大賣場）入口處

張貼「本商店設有好孕媽媽快速櫃台」宣傳海報，提供

孕婦於購物時可持本卡，獨享優於一般顧客之快速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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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另結合孕婦嬰幼商品專賣店提供「好孕媽媽折

扣優惠」，持本卡孕婦享有一定折扣商品優惠；參與活動

之商店可透過提供本項服務，而吸引更多懷孕婦女前往

消費，達到雙贏效果。 

 

2、 過程遭遇之困難點，及如何突破或解決之策略及方案 

Q:「媽媽好孕卡」如何實施? 

A:「媽媽好孕卡」之基本功能，與現行一般悠遊卡相同，具

有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停車場感應功能及商店小額消費等

功能；建議將現行悠遊卡另行包裝成「媽媽好孕卡」，並於

卡片登載及設定相關交通優惠措施。 

 

Q:「好孕媽媽專屬停車位」如何實施? 

A:第一階段，先自本市聯合醫院各大院區著手，於靠近醫院

出入口之停車位，劃設 2至 3個為「好孕媽媽專屬停車位」，

亦可考量於符合建築相關法規原則下，與現有無障礙停車

位結合或附屬，以降低推動執行之障礙；於執行一段時日

後，擴大協請本市其他各大醫院、診所一同參與本活動。 

 

Q:「好孕媽媽快速櫃台」如何實施? 

A:針對提供民眾申辦相關業務之機關，例如：各區公所、戶

政、地政事務所…等，於現有窗口增設（或附加）孕婦專

屬之「好孕媽媽快速櫃台」。 

 

Q:「臺北市好孕商店」如何實施? 

A:與大型商店（大賣場）宣導設置「好孕媽媽快速櫃台」，以

及孕婦嬰幼商品專賣店提供「好孕媽媽折扣優惠」，並經審

核可於店家門口張貼「臺北市好孕商店」，可讓孕婦獨享優

於一般顧客之快速結帳便利性；並將參與活動之商店名錄

登載於本府相關發行刊物（例如：臺北畫刊、Upaper 捷運

報…等），同時達到行銷「媽媽好孕卡」目的，及增加商店

曝光率，藉此等同免費刊登廣告效果，以吸引商店參與活

動。 

 

Q:實施「媽媽好孕卡」可能會遭遇的困難? 

A:(1)現行技術方面: 

需複製捷運悠遊卡之功能，運用在「媽媽好孕卡」，對本

卡交通優惠措施之設定工作，須交由製卡單位（悠遊卡

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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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卡單位如何審核?如何發卡?如何管制? 

發卡單位如能與「媽媽手冊」核發單位同步，對孕婦而

言最具便利性，惟可能遭遇本府對私立醫院、診所發卡

管制作業無法掌控之困難，故建議先以本府相關主管機

關為發卡單位，並以身分證號一號一卡管制，以避免重

複發卡。 

(3)如何提升生育率? 

配合「助你好孕」市政宣傳，及「媽媽好孕卡，讓妳變

Ａ咖！」、「一卡在手，好運、便利帶著走！」、「好孕帶

卡走，禮遇、尊榮跟著走！」行銷 slogan，以本卡帶給

孕婦之尊榮感、優惠福利措施，吸引尚在猶豫之夫妻作

出放心生育之決定，增加生育率。 

 

Q:實施「好孕媽媽快速櫃台」可能會遭遇的困難? 

A:(1)現行人力方面: 

於現行洽公櫃台設有 3 個以上或屬眾多民眾等待辦理

者，調整現有櫃台為「好孕媽媽快速櫃台」，維持以現有

人力服務民眾，如有屬專業或孕婦較少使用之櫃台者，

則以「附加功能」方式調整服務，降低額外人力負擔。 

(2)如何審核管制? 

孕婦本卡掛於胸前，即可至「好孕媽媽快速櫃台」。 

(3)忘記攜帶「媽媽好孕卡」之孕婦怎麼辦? 

「好孕媽媽快速櫃台」除持有本卡之孕婦可臨櫃辦理

外，亦可開放其他由外觀可判斷為孕婦者申辦（若未申

請核發本卡者可鼓勵儘速前往申請發卡），或以出示身分

證明文件方式申辦，使孕婦享有快速辦理之福利，也讓

持有本卡之孕婦可大方至「好孕媽媽快速櫃台」洽公，

提升本市孕婦之尊榮感。 

 

3、 辦理過程中各階段是否委外辦理及投入預算、人力等成本 

(1) 辦理「媽媽好孕卡」卡片畫面設計有獎徵選活動，增加
民眾參與感及市政行銷，同時減省委託設計廠商之設計

費用。 

(2) 設置「好孕媽媽快速櫃台」、「好孕媽媽專屬停車位」成
本，僅須機關內部人員懸掛或張貼明顯標示。 

(3) 訂定「臺北市好孕商店」審查標準與廠商洽詢行政程序。 
(4) 增加行銷內容於觀光傳播局印製之「臺北市民手冊」、「臺
北畫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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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請強調本提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及內、外部效益，並請儘量以量

化方式具體呈現） 

 

1. 成本評估: 

(1) 製卡成本: 

卡片性質與教育局現行「數位學生證」相同，結合悠遊

卡一般與身分辨識功能；以教育局 102 年度發包「101

年數位學生證新生製卡及舊生補卡作業採購案」決標每

張數位學生證單價為 70元(1代悠遊卡)，及本市新生兒

大 8 個月約 20,000 人次計算(102 年出生 2261 人/月，

2261*8=18,088 人次)，並將新生兒提升目標設定在

25,000人次，製卡費用約為 175萬元（70元 x25,000人）。 

(2) 交通優惠措施： 

結合本府現有「敬老或愛心悠遊卡」政策，提供持有本

卡之孕婦每月最多享有 480 元額度內計程車、公車或捷

運之補助，每月約須 1,200萬元（480元 x25,000人）。 

(3) 好孕媽媽快速櫃台: 

公部門：現有櫃檯及人力調整，尚無須增加過多成本。 

大型商店（大賣場）：成本由商家自行負擔。 

 

2. 內部效益: 

(1) 媽媽好孕卡 

本案所需材料、物力與技術，與現行悠遊卡相同，僅須設

定次數與期限，實施簡單，增加同仁些微工作項目即可達

市政方向。 

(2) 好孕媽媽快速櫃台、好孕媽媽專屬停車位 

公部門：縮減孕婦洽公時間，提供孕婦專屬便利停車位，

提升市府形象。 

 

3. 外部效益: 

(1)媽媽好孕卡 

A. 市府增設眾多生育福利，讓社會大眾覺得臺北市為本國
最適合生育之都，亦增加國家未來生產力。 

B. 交通運輸為市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懷孕婦女搭乘敬老
愛心計程車、大眾交通工具優惠，可讓部分開車族改乘

大眾交通工具，可增加大眾交通工具的使用率，達節能

減碳雙贏情形。 

(2)好孕媽媽快速櫃台、好孕媽媽專屬停車位 

大型商店（大賣場）：縮減孕婦採購時間，提供購物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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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增加吸引顧客誘因、提升銷售額，係為市民、商店最

直接有感之福利措施，滿足市政行銷、提升生育率之目標。 

 

4. 預期成效: 

(1)減少民眾懷孕期間經濟負擔，增加民眾生育意願，提升生

育率。 

(2)增進民眾懷孕期間生活便利，建構本市友善孕婦之都。 

 

5. 如達預期成效，建議可研議增設如下: 

(1) 孕婦持本卡至本府所屬機關(例如動物園、天文館等)享有

每月免費入園 1次之優惠，增加民眾生育之福利。 

(2) 於本市河濱公園輕食、飲料區設置孕婦專屬座位，讓孕婦
於河濱公園可便利觀賞風景並享受美食。 

 

相關附件 無 

聯絡窗口 

姓名：賴丞賦 

電話：1999-1055 

Email：afu@mail.taipei.gov.tw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數：A4紙不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不超過 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