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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宜居城市是指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協調發展，居住環

境良好，能夠滿足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適宜人類工作、

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宜居城市的定義是強調「在經濟條件、環境便利性的充分

滿足後，人類對於居住城市與環境生態，充分感到心靈的滿足

與和諧，具有持續並願意共存久居的意向」，所以宜居城市不見

得一定是高度開發進步的城市，也可能是保有原始自然條件的

城市。 

而評估宜居城市多以各城市的安全度、氣候、教育、醫療、

交通、機場航線國際化、包容度、文化設施及環保等指標擬定

城市排名。 

臺中市氣候宜人、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兼且公共設施完

善、教育資源普及，先後天條件都足以吸引周圍縣市人口移入，

但近年不動產價格逐步提升造成購屋壓力，政府雖提供各類補

貼方案，如青年安心成家，協助民眾購屋，但房價高漲導致每

月應償還金額提高、可動用所得降低，於是造成民眾有了房子

卻不想(敢)有孩子的情況。 

考量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評估宜居城市的過程除了

考量上述各種指標，在薪資凍漲情況下，如何讓人減輕生活壓

力並安心成家也是必須考量的問題。 

 

二、研究目的 

關於外來人口遷移至臺中市可能遭遇之問題，可由多種面

向切入探討，在此筆者僅由生育補助面向分析臺中市與他縣市

相較有無優勢，以及現行戶籍遷移規定對於外來人口是否簡

易，來了解目前臺中市對於外來人口之誘因程度，以為後續政

策實施及調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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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一、問題之背景 

近年來臺灣生育率低迷現象，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隱憂。2010

年時，我國生育率創歷史新低 0.90人，遠低於國際人口替代水

準 2.1個子女的標準，臺灣已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表 1亞洲主要國家生育率 

 

 

 

 

 

 

 

 

 

 

 

 

依據內政部 103年 9月所公布之最新資料顯示，目前國人

平均壽命已達 79.12歲。壽命不斷增加，生育率卻不斷降低的

情況下，「高齡少子化」是必然的現象，不僅未來年青人扶養負

擔壓力增加，人口結構失衡的情況也會更加明顯。 

二、現況 

為了改善這個現象，從 2008年起，政府由內政部統籌，衛

生福利部、勞動部與各地方政府共同執行，陸續推動各項生育

補助政策，推出了多項生育津貼或育兒津貼的補助，供民眾申

請，盼能有效提升民眾生育的意願。 

自政策推動後，臺灣生育率已由 2010年之 0.90人逐步提

升到 2013年之 1.07人(2012年因係龍年，生育率更達 1.27

人)。2014年因應地方政府選舉，許多縣市對於生育補助更是不

吝加碼，希望能有效促進生育率提升。 

總生育率為每一育齡婦女(15~49 歲)在生育期間，所生育嬰兒之平均數。 

資料來源：內政國際指標(無中國大陸 2009~2012年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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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內容 

一、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所採行之研究方式如下： 

(一)文獻參考、資料蒐集 

為深入了解前述問題，本研究先蒐集相關資料，包含法

令規定、網路文獻、及最新統計數據，以確實掌握問題現況。 

(二)比較分析、歸納演繹 

將蒐集之相關資料逐一比較分析，釐清差異，並透過邏

輯演繹，思考未來可行之方向。 

二、研究內容 

(一)現行生育補助規定探討 

現行生育補助規定散見於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各縣市

政府，補助金額及請領資格、方式皆不相同，概述如下： 

A.「衛生福利部」相關措施 

衛生福利部擬定之相關補助措施最主要的兩項

為：父母雙方都在就業的「保母托育補助」與其中一方

在家照顧小孩的「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二擇一，不

得重複申領)。 

兩者的補助資格都設有「綜合所得稅率未達 20%」

的排富門檻，也就是「家庭綜合所得淨額在 117萬元以

下」方得申請，有 3位以上子女之家庭則不受此項規定

限制。 

補助金額的方面，一般家庭之「保母托育補助」每

月 2,000~3,000元、中低收入戶每月 3,000~4,000 元、

弱勢家庭每月 4,000~5,000元；一般家庭之「父母未就

業育兒津貼」每月 2,500元、中低收入戶每月 4,000元、

低收入戶每月 5,000元。補助期間涵蓋到孩子 2歲以

前，因此最高可領取 24個月的津貼補助(申請人若於兒

童出生後 60日內完成出生或初設戶籍登記並申請者，

得追溯自出生月份發給，超過期間則以受理申請月份發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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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衛福部也設置了「親屬保母」制度：爺爺、

奶奶們在完成 126小時的保母課程並加入社區保母系

統後，就可以在家中照顧 0~2歲的孫子，每月還可領到

2,000元的補助。課程完成後如考取保母證照，補助金

額將提高為 3,000元。 

B.「勞動部」相關措施 

針對生育補助的部分，共分為「勞保生育給付」、「國

民年金生育給付」以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等三種。 

「勞保生育給付」與「國民年金生育給付」，以母

親懷孕期間，參加勞工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為區分。也

就是說懷孕期間仍就業者，因投保勞工保險，故具備請

領勞保生育給付的資格(領取生育給付之請求權，自得

請領之日起，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給付標準則按

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月起，前 6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

資一次給與生育給付 60日，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無就業者如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則可領取國民年

金生育給付，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時之月

投保金額一次給與生育給付 1個月，雙生以上者，按比

例增給(月投保金額自 104年 1月 1日起已調整為

18,282元)。若同時具備兩種申請資格，只能擇一請領。 

另外，勞保局於 98年推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請領資格為小孩滿 3歲前，加保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

依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皆可申請。給付標準按被保

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 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計算，按月發給，每一子女最長合計發給 6個月，

同時撫育子女 2人以上之情形，以發給 1人為限，父母

不可同時申請，但若是兩人輪流照顧，就可領取到 12

個月。 

以上三項補助並無排富條款，申請條件較為寬鬆。 

公務人員之生育給付依公保生育給付規定，由女性

公務人員優先請領(自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之日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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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0年不行使而消滅)，給付標準以事實發生日當月往

前推算 6個月保險俸(薪)額之平均數乘以 2個月。若夫

妻雙方皆為公務人員且男方薪俸較高者，男性公務人員

可請領與配偶社會保險之差額，亦即夫妻雙方皆為公務

人員，生育給付之實際請領金額以雙方薪俸較高者為準

計算。 

另公保亦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資格為小孩

滿 3歲前，加保年資合計滿 1年以上，依規定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即可申請。給付標準以被保

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 6個月平均保險俸(薪)

額之 60%計算，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每一子女最

長發給 6個月，父母同為被保險人時，得分別請領，但

留職停薪期間不得重疊。 

C.「各縣市政府」生育補助 

除了中央的各項補助外，各縣市政府也提供了不同

金額的生育津貼補助，這部分會隨著民眾戶籍地的不

同，有不同的給付金額，請參考圖 1。 

 

 

 

 

 

 

 

 

 

 

 

 

 

 圖 1 全臺生育補助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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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一胎來看，補助最高者為桃園市及彰化縣(皆

為 30,000元)，最低者為台東縣(5,000元)，屏東縣補

助僅針對中、低收入戶；雙胞胎的部分以新升格直轄市

的桃園市最優(70,000元)。 

六都中，以桃園市的補助最高(臺中市名列第 4)。

而高雄市為鼓勵民眾生第三胎，第三胎起每胎補助自

6,000元提高為 46,000元。 

對於低收入戶的照顧，臺中市額外提供生育津貼與

產婦、嬰兒的營養補助總共 47,800元。 

申請資格方面，一般要求父母至少一方，設籍於該

縣市半年到一年不等的時間，生育前應特別留意，以免

造成因戶籍遷移而無法請領之情形。 

(二)臺中市生育福利與他縣市之比較(以彰化縣為例) 

為鼓勵民眾安心成家並降低生育下一代的不安，除以每

胎生育補助鼓勵生育外，幼兒之托育及幼教資源是否充足、

相關費用能否予以補助，亦是多數雙薪家庭所關心之問題。 

為檢視臺中市目前生育福利之現況，筆者以彰化縣為

例，兩者相較，不列入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之相關補助，僅

檢視地方政府之個別措施以為參考，如表 2。 

表 2臺中市與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比較表 

項目 臺中市 彰化縣 

一般家庭生育津貼 每胎 10,000元 

雙胞胎 30,000元 

三胞胎以上每胎

20,000元 

每胎 30,000元 

低收入戶生育津貼 每胎 10,200元 

雙胞胎 20,400元 

依此類推 

無 

低收入戶產婦 

及嬰兒營養補助 

產婦及嬰兒營養補

助：共 37,600元(一次

發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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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臺中市 彰化縣 

育兒津貼 無 每名每月 3,000元 

平價托育費用補助 每名每月

2,000/3,000元 

(0~6歲幼童) 

每名每月 3,000元(僅

針對弱勢家庭之 0~2

歲幼童) 

低收入戶暨寄養家庭

兒童托育津貼 

 每名每月 1,500元(僅

針對弱勢家庭之 2~5

歲幼童) 

幼童臨時照顧服務 一般家庭無 

弱勢家庭(非遲緩兒)

每年最高補助

28,800/36,000元 

弱勢家庭(遲緩兒)每

年最高補助

36,000/43,200元 

一般家庭每年最高補

助 12,600/15,300元 

弱勢家庭(非遲緩兒)

每年最高補助

18,000/21,600元 

弱勢家庭(遲緩兒)每

年最高補助

28,800/33,600元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網站。整理：陳宏章) 

由上表可知，為提倡生育，彰化縣不僅提高每胎生育補

助，更推出育兒津貼措施。與其相較，臺中市之每胎生育補

助雖較彰化縣略少，但整體生育福利政策較彰化縣更廣、更

完整，對於弱勢家庭的照顧更是不遺餘力。 

而兩者請領生育補助之規定亦略有不同，請參考表 3。 

表 3臺中市與彰化縣請領生育補助相關規定比較 

項目 臺中市 彰化縣 

父母設籍規定 新生兒父母之一方，於

新生兒出生當日已設籍

本市滿 180天(含)以

上，且申請時仍設籍本

市。 

新生兒父母之一方目前

設籍並持續居住本縣滿

一年以上(以新生兒出

生日期往前推算)，且中

途未遷出者。 

申請期限 新生兒出生之次日起 6

個月內 

新生兒出生之日起 3個

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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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臺中市生育補助請領之限制相對寬鬆，有

利民眾申請相關福利。 

(三)臺中市生育率統計分析 

生育獎勵政策可能造成的效果，一是生育率的提升，二

是設籍人口的增加，前者為自然增加率的組成因子(自然增

加=出生人口數-死亡人口數)，後者為社會增加率的組成因

子(社會增加=移入人口數-移出人口數)，兩者相加即為該城

市的人口變化。以下我們先由表 4探討臺中市生育率的變

化。 

表 4臺中市 100~103年出生人數變化 

 
由上表可知臺中市自升格直轄市後，每年的出生人數逐

年成長，101年更誕生許多龍子龍女。顯見生育補助的發放，

對於生育率的提高有其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與全臺縣市相較，臺中市之粗出生率為

千分之 9.66，僅排名第 8(見表 5)，顯示在促進生育的政策

上仍有進步的空間。 

表 5全臺縣市粗出生率一覽表 

轄區別 基隆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出生率 5.51 9.75 10.77 8.46 12.79 10.78 10.63 9.66 9.30 6.90 7.55 

排名 22 7 5 11 2 4 6 8 10 19 18 

轄區別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出生率 7.87 5.63 8.19 8.10 6.32 7.69 7.91 7.74 9.33 12.04 14.02 

排名 15 21 12 13 20 17 14 16 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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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中市與彰化縣近 3年人口統計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社會福利與戶籍遷移之關係，茲將臺中市

與彰化縣自 101年至 103年之戶籍資料以「戶籍遷入數減去

戶籍遷出數之戶籍淨遷入(出)數」統計如下表： 

表 6臺中市與彰化縣 101~103年戶籍淨遷入(出)變化 

臺中市自升格為直轄市後，因預期社會福利及公共建設

將優於周圍各縣市，故對周遭各縣市之人口產生了磁吸效

應，由上表可知，近 3年臺中市的戶籍為淨遷入且逐年成

長。相對地，彰化縣之戶籍則為淨遷出，雖遷出幅度略微減

少，但趨勢並未改變。 

人口遷入的原因固然以整體社會福利解讀較為合理，但

若考慮面向過多亦不容易落實成可執行之政策。而單純就生

育補助政策觀之，臺中市對於外來人口之遷入應具備相當程

度之誘因。 

 

(五)現行戶籍遷移規定探討 

依據現行法規，民眾辦理戶籍遷入登記的應備證明文件

如下： 

1.遷入 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 所有房屋或無償

借住他人房屋者，憑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 1期房屋稅單

或最近 6個月內之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彰化縣政府民政處。整理：陳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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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辦理。 

2.遷入 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 所租賃之房屋者，

除提憑經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書者外，如提憑未經法院

公證之租賃契約書者，應同時檢附出租人之房屋所有權

狀或最近 1期房屋稅單或最近 6個月內買賣契約書或其

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辦理。如個案情形特殊，

租賃契約書仍應繳驗正本外，出租人所有權之證明文件

得以經房屋所有權人註記與正本相符並簽章之影本代

替。 

3.遷入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者，

憑 戶長或主持人或管理人 之同意書辦理。 

4.提憑 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 所繳納最近 6個

月內之水電費或瓦斯費收據辦理。 

5.有居住之事實而無法提出上列證明文件者，得經 警勤區

佐警 或 戶政事務所人員 查實後辦理。 

故外來人口戶籍欲遷移至臺中市，應先取得相關證明文

件，例如：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有房屋之所

有權狀(或最近 1期房屋稅單)；經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書或

出租人之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 1期房屋稅單)；工廠、商

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之戶長或主持人或管

理人之同意書；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繳納最

近 6個月內之水電費或瓦斯費收據；警勤區佐警或戶政事務

所人員之證明等。 

以實務面而言，先不論一般民眾是否清楚該項規定，即

便清楚，相關證明文件的取得有時並不容易。 

 

(六)實際辦理戶籍遷移可能遭遇之問題 

近年臺中市不動產價格逐年攀升，市中心精華地帶之房

價更是令市井小民望而生畏。一般家庭自行購屋前想將戶籍

遷入臺中市，可行的方式是暫住直系血(姻)親所有房屋或無

償借住他人房屋，但直系血(姻)親未必會於臺中市置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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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借住他人房屋亦可遇不可求，實際情形是多數僅能租屋落

腳，再徐圖購屋。 

雖租屋者可憑經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書或出租人之房

屋所有權狀(或最近 1期房屋稅單)辦理戶籍遷入，但由於種

種原因，房東不會輕易同意讓房客遷入戶籍，例如： 

1.出租之房子無法享有自用住宅稅率，地價稅、土地增值稅

也會提高。 

2.若房客報稅時把租金支出列舉申報，租金將併入房東的綜

合所得，年度所得稅可能會增加。 

3.房客租約到期搬離，但戶籍卻沒遷出，房東得自行攜帶相

關文件至戶政事務所請求將房客戶籍遷離。 

4.房客將戶籍遷入後，若發生卡債欠繳、官司纏身等問題，

房客逃離卻沒將戶籍遷出，之後所有法院的傳票、甚至

"財務管理"公司都會到他的戶籍地址進行一些"必要"

的動作，對於房東來說，常不堪其擾。 

而遷入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

時，考量上述原因第 4點，亦容易使戶長或主持人或管理人

心生疑慮，進而婉拒提供同意書。 

另外，雖經警勤區佐警或戶政事務所人員查實後亦可辦

理戶籍遷入，但若房東堅持不允則雙方易生糾紛，此亦非一

線公僕所樂見，最後仍須回歸房東房客兩方自行協商。 

針對外來人口設籍臺中市可能遭遇之困境，如何改善現

行作業規範及流程以協助其順利設籍，值得思考。 

 

肆、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研究發現 

(一)為鼓勵生育，由中央至地方皆提供多項補助，實為民眾福

音，但現行生育補助相關規定繁雜，且權責機關眾多，造成

民眾觀念混淆且申請時須分別洽詢各機關窗口，實為不便。 

(二)實際比較後可知，臺中市之生育福利政策兼顧一般家庭及

弱勢家庭，涵蓋範圍不僅更為全面，且能針對 0~6歲孩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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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間斷之照顧，更能減輕父母之生育壓力。 

(三)臺中市近年來房價大漲，造成外來人口購屋不易(弱勢家庭

尤為明顯)，兼之環境不熟悉，多以租代買。雖租屋處可申

請設籍，但房東多不願意配合，且租屋係暫時性方案，可能

因各種原因而搬遷，如每次搬遷都需異動戶籍，甚為不便。

以上原因可能令許多外來人口無法順利設籍。 

 

二、結論 

雖然許多專家認為以生育補助的方式來提高生育率是治標

不治本的方式，經濟情況的改善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是所有家

長念茲在茲的問題，但在家庭平均所得無法提高的情況下，政

府願意提供更多協助，的確能提昇許多小家庭的生育意願。 

但我國現行生育補助規定確是繁瑣，一般民眾著實不易了

解，資訊也容易疏漏，兼且承辦機關不一，洽辦時常造成民眾

不必要的時間、金錢成本。 

為有效提高政府機關的服務品質，落實單一窗口服務的精

神，各縣市政府除提供實質的補助政策之外，如何將申辦流程

精簡化、標準化也是不得不重視的議題。 

而申請資格當中的居住期間規定也是不可忽略的門檻。即

使為數不多，但生育前因故遷移戶籍造成無法請領補助的家庭

也時有所見。如果能將全國的生育補助政策統一並刪除戶籍設

立之門檻，當能有效減少各地方政府及民眾之困擾。 

不可否認，這樣的構想需要中央與地方的多方協調，殊不

易成，且考量到中央及地方預算，如何落實公平合理亦須慎重

評估。 

為建構臺中市成為宜居城市，並為其他直轄市之表率，可

透過主動發起協商及建議可行之流程來克服當前的困境，如此

當能為民眾創造更多幸福。 

 

伍、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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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行生育補助規定及應備文件等資料彙整為一簡單易懂

的內容，包含中央至地方的各項補助、各鄉鎮個別提供之福利

內容、及請領資格、申辦方式等，透過實體或網路文宣及廣告

等多元方式加強宣導，避免民眾權益受損。 

 

二、長遠性建議 

(一)因請領生育補助針對戶籍設立期間有一定的規範，評估提

高生育補助時，建議優先思考如何簡化外來人口設籍程序並

提供諮詢協助窗口，避免政策立意良好卻無法推廣至民眾，

亦使外來人口在臺中市能安心成家並落地生根。 

(二)各項補助之申請應規畫成立單一窗口，提供民眾一處申

請、代為送件的服務，除可減少民眾於各單位間往來奔波，

應備文件可一次告知、避免遺漏，針對相關問題亦能提供完

整、全面的回應，避免多頭馬車的施政方式使民眾產生不信

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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