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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公托、公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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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有話說

根據台中市政府民

政局的統計，台中市

今年第1季人口增加率

為千分之0.19，其中社會增加人口數

共1297人，高居6都之首，而遷入的

人口中，又以25歲至34歲的年輕族群

占多數。台中市人口能逆勢成長，足

見台中市居住環境具有一定吸引力。

為此，台中市政府積極推動「公托

公幼倍增」計畫，盤點各行政區閒置

空間，增加公托、公幼數量，並增設

親子館，為學齡前兒童打造優質、平

價的托育環境。市府將持續完善幼托

政策，將台中打造成宜生、宜養的幸

福城市。

市長有話說

台中公托、公幼公托

⬅⬆在「公幼公托倍增」政策推動下，大雅親子館暨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於4
月9日開幕，是潭雅神地區首座親子館暨公托中心。

達標

「讓台中的年輕人敢生、樂

養！」台中市長盧秀燕極力推動公

托、公幼倍增計畫，希望提高生育

率，公托倍增計畫已超前達標，設

置間數成長200％，公幼倍增到今年

8月將增設完成162班，市府持續盤

點資源與閒置空間加速設置，4年任

內幼托倍增可望超標。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推動「公托倍

增」，依各行政區需求擘劃願景，

服務對象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家庭及脆弱家庭的0

到2歲嬰幼兒，或未滿2歲之發展遲

緩、身心障礙幼兒為優先，師生人

力1：4，優於法規定之1：5，家長每

月負擔4000元，更是六都最低。

2020年台中已達「公托近3倍增」

績效，截至110年4月已在13個行政

區設置15間公托，盧市長上任以來，

由原設置5間增加10間，設置間數成

長200％，收托人數從163名增加257

名，收托人數成長157.67％，2021年預

計增設27間公托，2022年在各行政區

將佈建到50間，分擔家長照顧壓力及

負擔，打造友善育兒城市。

除了提供平價托育，市府同步增

設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以

減輕家長教育負擔。台中市政府教

育局指出，全國公私立幼兒園比率

3：7，盧市長上任後因應少子化，

要提高公立幼兒園比例至4成，優於

全國比例，具體減輕家庭育兒的經

濟負擔。

台中的公幼倍增具體計畫，自

2019年至2022年規劃擴增的公幼班

級數要達180班，教育局表示，到今

年8月就會達成162班的目標，2023

年至2024年要持續擴增公幼至少達

90班，2024年之後的長程目標，希

望公立幼兒園數能達到4成目標。

盧市長上任提出「公幼倍增」，

截至109學年度止已增設公立幼兒

園、非營利幼兒園131班，提供3633

名額，超過2015至2018年增設的90

班，台中市教育局也調查全市11所

非營利幼兒園的滿意度，平均滿意

度達95％，肯定市府的平價公幼政

策。

盧市長說，公托公幼倍增計畫是

和時間賽跑，她上任後盤點中市29區

托育資源，發現只有5所公托、公幼

在過去4年僅增90班，平均一區才增

3班，所以訂定「公幼公托倍增」當重

要施政目標，未來公幼設置的評估

條件，會優先在公幼服務比率未達4

成的行政區和未設園國小，優先增

班設園，擴展幼兒就讀公共化幼兒

園。

➡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後將「公幼公
托倍增」當重要
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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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親子館開幕
公托倍增趨勢

年度 增加間數 累積收托人數

102年 2 55
103年 1 99
104年 0 99
105年 0 99
106年 1 127
107年 1 163
108年 3 199
109年 6 380
110年 14 636
111年 22 1400

台中市落實友善育兒城市，持續打

造親子館，除了南屯、坪林、北區、

豐原、大里、沙鹿、大甲、石岡及太

平等親子館，第10座親子館位於和平

區，已於4月開幕，號稱為全國海拔

最高的親子館，讓部落家長能兼顧工

作及育兒。

此外，第11座親子館於同月在大雅

開幕，市府持續規劃於后里、西屯、

烏日、東區、北屯及神岡增設親子

館，達到17座親子館目標，作為學齡

前兒童成長、親子交流的溫馨場所。

副市長令狐榮達說，市府積極推動

「公托倍增計畫」，去年已在山城地

區設置東勢托嬰中心，今年及明年

也會陸續於后里、潭子、神岡等區域

增設托嬰中心，讓托育資源服務普及

化；預計明年全市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布建將達50處，

大幅提升公托服務量能。

社會局長彭懷真指出，和平親子館

是中市第1個座落於原住民區的親子

館，空間利用三叉坑社區發展協會圓

形辦公室，採用泰雅族傳統紋飾及和

平區經濟作物梨花為背景圖樣，並以

「山豬寶寶」意象作為吉祥物。

和平親子館由弘光科技大學教保產

業發展中心承接，考量當地人口數及

家庭結構特殊性，入館年齡由原本的

6歲以下，和平館擴大開放到國小6年

級以下。

此外，因當地人口特性及服務需

求，開館日為每周二、五、六，提供

0至12歲育兒家庭各項服務、嬰幼兒

感知覺活動、親子活動、親職講座與

社區巡迴推廣等服務；每周三、四則

進行社區巡迴服務，由行動資源車

分享早療及育兒資源，據點將拓及雙

崎、裡冷、達觀、梨山等地區。

擔任和平親子館計畫主持人的幼保

系助理教授許紋華、以及共同主持人

吉娃思巴萬表示，學校長期推動部落

在地創生計畫，了解部落當地居民的

需求，和平親子館不同其他親子館，

特別融入原住民傳統文化，規劃織布

體驗、射箭活動、文面課程等長期性

親子課程，讓族人了解自己文化，小

朋友更能從小認識自己的部落特色。

照顧原住民部落 讓家長能兼顧工作及育兒

搭過「小綠綠」中

捷綠線了嗎？中捷

綠線4月25日通車後，

市民紛紛按讚，通車後至5月

18日平均準點率為99.85%，。台中

進入捷運新時代，沿線場站各有特

色，值得來逛逛。

正式營運後，截至5月14日止，平

均日運量為31,025人次。受疫情升

溫影響，捷運綠線運量雖有下降的

趨勢，但是中捷提升防疫措施，車

廂拉環僅留1/3，並於市政府站、高

鐵台中站2轉乘站設置體溫顯像儀，

於月台地面張貼排隊距離標示，使

乘客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另外，中捷增加車站與車廂的消

毒頻率。除了在車站電梯及手扶梯

口將放置酒精自動感應噴霧器，中

捷每4小時為車站中乘客常接觸的設

備消毒1次，高鐵臺中站及市政府站

增加到每3小時1次；電聯車於收班

後消毒內部各項設備，另於終端站

舍拆除未重建的建地，積極落實公幼

倍增目標，持續提供平價、優質及近

便的育兒環境，讓父母安心生育與就

業。

（高鐵臺中站及北屯總站）折返時加

強消毒扶手欄杆、拉環把手。

第一線員工執勤時除佩戴口罩，每

日到班前實施自主量測體溫，並隨身

攜帶酒精噴霧器，為防疫做好準備與

演練。

台中市長盧秀燕說，台中捷運第一

要求營運安全、第二建構路網。去年

11月電聯車聯結器軸心斷裂，市府要

⬆霧峰國小的視聽教室重新大改造，變成霧峰首座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閒置空間活化 幼兒托育好地方
台中市近年積極盤點閒置空間，打

造成育兒、公托公幼和親子館空間。

以石岡親子館為例，就是利用

九二一地震的救濟性住宅改建，並

結合在地特色設計以「牛」為主題

的吉祥物，規劃0-2歲小小BABY遊戲

區、2-6歲大寶貝活動區、嬰幼兒活

動室，還導入智慧教材「AI數位機器

人」，以融入親子活動中。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指出，石岡親子

館是市長盧秀燕任內第4間親子館，服

務石岡區外，藉由類似「行動親子館」

的托育資源車，將育兒資源分享到山

城地區，這座親子館是改造九二一地

震後的閒置空間，完全煥然一新。

石岡早期以農耕維生，族群文化豐

富，有原民生活的足跡、客家的打拚

精神與漢民族拓墾的歷史，因此設計

海拔最高
台中市政府推動「公托公幼雙倍

增」計畫，烏日區東園國小新建幼兒園

園舍去年底落成啟用，新增3班，小朋

友開心跳舞慶祝；南屯區黎明國小擴

建附設幼兒園園舍也在今年4月落成，

附幼班級數從原有3班增加到7班。

盧市長說，台中市是全國第二大

都，但過去公托、公幼偏少，很多幼

童無處就讀，是六都最後一名，她上

任後，重視教育，認為教育資源一定

要充足，為改善這個現象，提出「公幼

公托雙倍增」計畫，104年至107年間

已增設90班，現目標要再增180班。

台中市幼兒園目前已增加到131

班，目標是任內達成新增180班，其

中東園國小位於烏日區溪南地區，交

通非常便利，多年來辦學績效深受家

長肯定，因此市府將東園國小增設附

幼納入公幼倍增計畫之中，東園國小

附設幼兒園落成啟用後，開始招收3

班、總共提供76名就學名額，共招收

47名學生就讀，顯現此地過去公幼不

夠，現在資源充足。

教育局說，黎明國小附幼班先前

每年招收3至5歲混齡班3班，共招90

人，因應南屯人口持續成長，擴建黎

明國小附幼，班級數從原有3班增加

至7班，包含1班幼幼班，可招收196

名幼生。

教育局指出，以109學年度的增班

量來說，共可提供2482名公幼就讀名

額，為歷年最多。公托公幼倍增一直

是市府努力的目標，教育局為加速加

量，未來將再運用轄內公用土地、學

校空餘建地、預

定地或老舊校

烏日、南屯 增設幼幼班

⬆文心崇德站近中信兄弟的主場球館洲際棒球場，站內滿滿的中信
兄弟元素。

中捷綠線正式通車，串連台中許多好玩好吃的地方。

公幼倍增趨勢
年度 新增班級數

108年 41班
109年 88班
110年 25班
111年   26班※
112年
至113年

預計再增班
90班以上

※已達新增180班的目標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國小附設幼兒
園擴建計畫今年4月完成。

➡ 台 中 市
烏日區東園
國小新建幼
兒園園舍去
年底落成啟
用，增加當
地 幼 教 資
源。

⬆高鐵台中站廁所以粉嫩色彩呈現瑪莉
公主風。

⬅➡和平親
子館是台中市第1
個座落於原住民區
的親子館，提供織
布等泰雅族文
化課程。

親子館的吉祥物以「牛」為主題的「樂

福牛」，空間分齡規劃專業教室，有0-2

歲、2-6歲的活動、嬰幼兒活動室。

社會局說，閒置空間再利用還有霧

峰國小的視聽教室規劃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去年7月1日開張，收托0至

2歲，12名嬰幼兒，這是霧峰首座公

托，目前也規劃在霧峰國中要再成立

大公托。

霧峰國小校長陳榮錦說，學校盤點

閒置教室大改造，並結合學校長期致

力貓頭鷹生態環境保育，打造貓頭鷹

主題的托育家園。

不只利用閒置教室、住宅，傳統市

場閒置空間也能活化！台中市北屯

區的東峰市場2樓以上的空間，社會

局、運動局正在攜手打造「公托兒童

運動中心」。

北屯是人口最多的行政區，兒童人

口逾3萬人，東峰市場位於綏遠路、

天津路口，是一座4層樓高的公有建

物，目前1樓有許多店家承租做生

意，4樓是里民的聯誼活動中心，中

間樓層長期閒置，現在規劃活化再利

用。

運動局目前規劃要將2樓檔案室空

間，重新修繕打造成兒童運動中心，

將在現有空間上微調改變，如打除部

分牆面、增設保護兒童安全的輕隔

間、配合消防法規調整對外窗、調整

整體照明及梯廳空間等，設置親子體

適能空間、簡易運動跑道及攀岩牆等；

社會局要在2樓增設公托，可規劃至

少收托70名嬰幼兒的空間，絕對會是

一個令家長、小朋友都期待的地方。

市長盧秀燕指出，剛上任時全市親

子館有4處、公托5處，市府積極佈建

親子館，市區、海線、山線及屯區現

在共有11處親子館，提供0至6歲幼兒

和家長親子共學空間和遊戲活動空

間，預計未來將擴增至17處。

捷運綠線安心搭乘
有兄弟象主題站、網美最愛的主題廁所等

求更換所有軸心，檢測更加嚴格，新

軸心經抽測符合設計標準，還經過沙

包模擬滿載、上下坡牽引及煞車等測

試，最後經台中市捷運故障委員會審

查後才通車。

中捷綠線文心崇德站打造成「中信

兄弟」主題車站，讓全台百萬兄弟象

迷熱血沸騰，以中信兄弟設計的「猛

瑪．鋼鐸拉」鋼鐵王者之象視覺為主

題，車站門口有中信兄弟主視覺牆，

進站後到搭車月台沿途有中信兄弟球

員等比例人形立牌，加上車站廣播由

球員錄音，主場氣勢大爆發。

中捷高鐵台中站有網美最愛打卡的

「瑪莉公主主題廁所」，號稱全國捷

運五星廁所，還有設「博物館主題廁

所」的松竹站，文心森林公園站森林

系男、女主題廁所，延伸森林公園植

栽與鳥語花香，化妝台前有鍵盤可彈

鋼琴，令人驚豔。

「小綠綠」周邊商品在車站販賣機

上線販售，中捷配合通車時程，陸續

推出系列商品，包含列車微型積木、

動漫明信片、小綠綠摺疊環保購物袋

等，中捷動漫明信片，還有小綠綠Q

版周邊商品，如迴力車、訂書機、抱

枕、文具組、超輕量自動傘等，都大

受歡迎。

⬆因應疫情升溫，中捷增加消毒頻
率，提供安心搭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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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5/25-6/20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請自行影印在

白紙上，畫好後

可於6/20前（以

郵戳為憑）寄至

台中市政府新聞

局行銷企劃科

407610台中市西

屯區台灣大道3

段99號文心樓8

樓），前100名

寄回者將可獲得

精美小禮物。

漾台中

台中市動物之家后里園區重新改建，於

4月4日「世界流浪動物日」開幕，台中市

長盧秀燕說，這座動物之家不只有動物收

容功能，還有觀光遊憩、生命教育等多重

使命。

台中市動保處表示，后里動物之家規模

大，開幕吸引外縣市動保單位人員參觀，

目前園區有68隻狗、18隻貓，最大容量可

容納400隻狗、100隻貓，貓狗分南北區收

容，是流浪動物回歸人類家庭的中繼站。

原本的后里園區在民國91年落成，經過

多次修繕提升動物福利，但建築物、動物

籠舍與設施老舊，台中市動保處向農委會

爭取1.5億元經費，中市府編列配合款6千

萬元改建。

該園區在台中縣市合併後，由首任市長

胡志強推動改造，林佳龍市長任內規劃設

計，現任市長盧秀燕優化落成，鄰近的后

里環保公園也設置寵物專區，利用在地空

間資源帶來人潮，吸引更多民眾走進動物

收容所。

后里園區定位為流浪動物回歸人類家庭

的「認養中繼站」，園區建築外觀設計上

擷取黃絲帶意象，大量採用圓弧曲線，象

徵對外敞開與歡迎姿態，園區內以北狗南

貓區隔，讓犬貓收養空間分開。

園區內還有演講廳、會議室、視聽室、

訓練室等，讓動保、生命教育及認養工作

相輔相成；全區規劃綠蔭及散步空間，可

延伸到后里環保公園，讓動物之家也成為

觀光景點。

台中市動保處表示，過去動物收容所給

人髒、吵、臭印象，或者主打動物悲情，

但后里園區重建後，轉型成為動保與生命

教育基地，透過舉辦犬貓認養及生命教育

活動，宣導落實動物福利精神，使市民理

解並共同尊重生命。

后里園區開幕日，許多人到場參觀，看到

很多成犬和小狗，和牠們互動，認為這處

園區空間明亮又大，貓狗生活環境佳，多數

狗也不怕生，動保處說，園區內有訓犬人

員，每天帶狗訓練社會化，可更親近人。

⬅台中市動物之家后里園
區建築大量採用圓弧造型，
內部並有動物剪影浮雕。

台中市動物之家后里園區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堤防路370號
電話：04-25588024

后里  改建開幕后里  改建開幕后里  改建開幕動物之家
台中市動物
之家后里園
區定位為流
浪動物的認
養中繼站與
生命教育的
場域，實現
人與動物和
諧共處的願
景。

石虎家族Love&Life

收容動物「中繼站」 兼具觀光遊憩、生命教育、親子和動物互動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