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內湖區公所－108 年度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2019 內湖囝仔抓週趣」活動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
依據 108 年內政部各機關(單位)推行人口政策措施宣導主題重點，國人晚婚、
不婚、晚育、不育情形普遍，平均初婚年齡攀升至男性 34.5 歲、女性 31.7 歲，連
帶影響 106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僅 1.125 人，少子女化、人口老化等人口結構變遷
將帶來之劇烈衝擊。爰應持續加強相關觀念及措施內容之宣導，鼓勵國人共同努力，
並以實際行動支持育兒家庭。108 年內政部推行人口政策措施宣導主題為「適齡婚
育要把握，兒女相伴歡笑多」、「住宅政策助成家，友善環境適全齡」及「在地瑰寶
新住民，僑外留臺獻心力」。
近年人口概況凸顯出少子化、高齡化、婚育晚等趨勢益發嚴重。因應少子化可
能產生勞動力不足、扶養比增加、經濟成長停滯等種種影響；為因應前述種種重大
課題，極力推廣人口政策，而市府亦配合不斷推陳出新「助您好孕」及其升級版專
案。本所有鑑於此，亦積極配合政府及市府政策，舉辦人口政策宣導活動，並於 108
年續辦「2019 內湖囝仔抓週趣」活動，落實「樂婚、願生、能養」政策，提升生育
率、提供高齡者安全舒適之生活環境。
二、活動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財政部臺北國
稅局內湖稽徵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內湖分處

三、活動名稱：
2018 內湖囝仔抓週趣
四、計畫構想：
抓週係我國傳統古禮習俗，以慶賀寶寶滿週歲，推斷作為幼兒性向及預測日後
可能從事之行業。經由活動，對於目前政府推廣生育政策有相當正面的推廣，另對
於參與家庭來說，是具有一定之紀念意義。
儀式開始通常會先將物品擺在正廳的神桌上，再讓嬰兒自行抓取，最先拿在手
上的物品，就可以用來預測小主人翁未來的志願及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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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週物品代表意義：
1.書本:文學家、學者專家
2.畫板(含筆):老師、教授
3.擬真聽診器:醫生護士、醫護工作
4.廚房用品:廚師、廚藝工作
5.麥克風:主播、偶像、藝人
6.飛機:機師航空業、空服員
7.槍或寶劍:警官、將軍、軍官
8.雞腿(有聲音):有福氣，表示一生不愁吃穿
9.蔥:聰明
10.蒜頭:精打細算，不吃虧
11.金元寶:很富有
12.彩色算盤:會計師
13.高爾夫球組:運動家
14.敲槌:大法官
15.波浪鼓:音樂家
16.花生:花生又名長生果，寓意長生長有，長命富貴。一般被視為吉祥喜
果，也寓意「花開富貴好生養」。
五、活動預期效益：
藉由抓週及禮俗益智闖關活動，傳達文化意義及其趣味，讓參與寶寶體驗這
場有趣的人生課題，同時加以政府催生口號助益，亦為人口政策宣導，使民眾感
受「人口政策」議題意義及政府的用心。
六、活動時間及地點：
1、活動時間：108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9 時 30 分至 12 時(報到時間：9 時至 9
時 30 分)
2、活動地點：臺北市內湖區行政大樓 8 樓大禮堂辦理。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99 號 8 樓)
以上若有變動，得依主辦單位視實際狀況適度調整。
七、活動內容規畫：
(一)寶寶抓週參加對象及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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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加對象：
出生於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4 月之小朋友(建議滿週歲)，不限戶籍及國籍；
本次人數限額 80 名(備取 10 名) ，參加者須有 1 位以上家屬親人陪同(每個家
庭至多不得超過 4 人)。
(2)執行內容：
總計 80 組新生兒抓週，每次 10 組以爬行方式至抓週區進行抓週儀式，並
配虎帽、虎鞋(無贈送)。另贈送每位新生兒祝賀福袋，袋中包含一對麵龜、一
片米香、紀念圍兜兜、抓週證書。
(3)儀式關卡：
現場設置 5 個儀式關卡，除了抓週儀式外，還可穿越聰明門，敲響智慧鑼，
摸摸平安果，囝仔轉狀元，全家福合影，集完 5 個關卡點數換證書，共同祝福
新生兒平安長大。
(二)儀式流程：
每輪 10 分鐘+換場 5 分鐘，每次 10 組，8 輪合計 80 組，共計 120 分鐘
時間

內容

2分

雙腳踩麵龜，講吉祥話

2分

吃米香，講吉祥話

6分

抓週

5分

抓週物品消毒/清場

(三)現場手做造型氣球贈送
現場製作造型氣球贈與現場參與家庭，贈完為止。
(四)活動流程
09:00-09:30

報

09:30-09:35

開場表演

09:35-09:40

介紹來賓及貴賓致詞

09:40-09:45

大 合 照

09:45-09:50

主持人介紹抓週流程及闖關關卡

09:50-10:05

第一組抓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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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05-10:20

第二組抓週

10:20-10:35

第三組抓週

10:35-10:50

第四組抓週

10:50-11:05

第五組抓週

11:05-11:20

第六組抓週

11:20-11:35

第七組抓週

11:35-11:50

第八組抓週

11:50-12:00

珍重再見

八、受理報名
(一)受理方式：一律採網路事先報名；報名資訊如附件一。
(二)受理時間：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九、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或因其他因素而致變動，得隨時解釋、適時修正變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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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108 年度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報名表
2019 內湖囝仔抓週趣 活動報名表
報名人
聯絡電話

與寶寶關係
(H)

(O)

(手機)

聯絡信箱
通訊地址
寶寶基本資料
寶寶姓名
性別
生日
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資格：出生於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4 月之小朋友（不限戶籍、國籍）；本
活動報名一律採網路事先報名，不接受電話報名及現場報名，並以網路報名先
後時間依序錄取。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為止，受理人數總計 80 名新生兒，備取 10 名新生兒。
3. 線上報名完成後，如不克前來者，請務必與本所承辦人員聯繫，將參加機會留
給其他家庭，避免影響日後參加本所相關活動之權益。
4. 本活動免費，成功報名當日並全程參與者，活動結束後贈送精美禮品 1 份。
5. 活動當天請攜帶申請人身分證或寶寶手冊(或健保卡)報到，以供確認身分。
6. 活動全程須有家長或家屬(成人)陪同(每個家庭至多不得超過 4 人)，並注意行
為安全與衛生。
7. 活動過程之攝影紀錄，參加者一律同意主辦單位之肖像權無償使用。
8. 抓週以爬行方式前進，請家長記得攜帶可誘引小朋兒爬行之用具。
9. 活動時間、地點：108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9 時 30 分至 12 時(報到時間：9 時至
9 時 30 分)。
10. 活動地點：內湖區行政大樓 8 樓大禮堂 (地址：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99 號 8
樓)。
11. 如有遇特殊情事，本所保留更改活動相關事項之權利。
12.因活動參加人數眾多，本活動不提供停車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停車參考資訊：湖興立體停車場/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322 號
福華廣場收費停車場/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80 巷 6 號 B3 樓)
承辦人：（02）27925828 轉 605 何先生
電子郵件：bl-ming@mail.taipei.gov.tw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公所人文課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99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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