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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疲憊的身心。曾讓孩子參加「寶貝 FUN 風，爸媽放鬆」
喘息活動的小緯媽媽分享：「當孩子被評估是遲緩兒後，
每天奔波在孩子的療育課程中，沒有一刻閒下來；今天
終於和爸爸單獨去約會了，謝謝你們讓我有再次戀愛的
感覺！」如此真摯、甜蜜的分享，讓我們更堅信喘息服
務的重要。

放心吧！爸媽我們有袋寶陪著遊高雄！我們開
心的笑了！開心極了！

愛奇兒電影賞析 看見不一樣的自己
透過愛奇兒電影欣賞，讓早療家庭照顧者

偷得半天悠閒談談心，聊聊天 ~ 抒發最近的
心情，超級愉快

能偷得悠閒的片刻，也從相關議題的劇情中看
看看我們的寶貝，不會因為爸爸媽媽不在，而害怕難過。

見與自身相似的照顧壓力、社會期待，進而感
受同理、獲得支持；電影播放後的座談亦能讓
家長分享早療心路歷程，抒解情緒，陪伴早療

孩子誕生後，每天忙碌於家庭、工作、育兒的您，有多久沒
有屬於自己的時間？有多久沒能隨心做自己想做的事？

家庭未來的路途走得更有力量。
兒福硬幫幫媽媽小聚聚
忙裡偷閒來場不一樣的甜蜜約會

自

早療中心也輔導家長自主成立「太陽寶貝」

何與孩子相處的方式，而他們成長茁壯後，也從

孩子出生後，每天像陀螺一樣圍著孩子

休息，提升內在能量，在陪伴孩子早療的路上

團體，他們說自己一定要成為孩子們最強大的

受助者轉換成助人者，幫助正在經歷早療初期的

轉，相較其他家長，遲緩兒家長需花費加

能走得更長遠！

後盾，所以自稱是「兒福硬ㄅㄤ ㄅㄤ」團體，

家長，與早療中心一起陪伴家長學習及成長。

倍的時間與心力為孩子的醫療、教育、療育奔

早療中心除了每年為遲緩兒規劃活動，讓

藉由手作課程分享、身心舒緩的瑜珈課程、喝

0 至 6 歲是早期療育的黃金期，3 歲以下更

波；面對親朋好友詢問，無形中累積了龐大的

家長喘息一下，也藉由電影賞析方式，抒解家

喝咖啡聊聊教養技巧、學習如何編個漂亮的頭

是黃金精華期，遲緩兒若能及早接受療育，將有

壓力。為了孩子能健康快樂成長，只能咬緊牙

長情緒，而家長自主成立的「太陽寶貝」團體，

髮、共同討論特殊幼兒的保險、還利用假日來

10 倍以上的效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建構早期

根，努力前進，但卻也壓得自己喘不過氣。

透過各種形式的聚會與分享，讓照顧者彼此互

個星光烤肉，透過不定時的聚會、聚餐、分享，

療育友善社區，提供在地、即時及多元的早療服

助，獲得前進的力量。

加強家長間緊密的連結度，縱使有些孩子已經

務，提供通報轉介、個案管理、日間托育、時段

寶貝放風去 舒緩照顧者的心情

畢業，但這些家長們還是會不定期的聚會，讓

療育、到宅療育、家庭支持服務等，協助需要的

三民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為了舒緩主要
照顧者照顧及教養遲緩兒的壓力，提供家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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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分享會讓未來有轉銜需求的家長能更有方向

元的支持與喘息服務方案，讓主要照顧者透過

藉由喘息活動的辦理，讓「全年無休」的

身心獲得放鬆，來面對每天不同的挑戰。家長

家長與孩童得到完善照顧與服務。相關資訊，歡

活動參與，暫時卸下肩上的重擔，獲得短暫的

家長可以「放一天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調

們在學習放鬆與沉澱心靈的同時，也學習著如

迎洽早療諮詢專線 07-3985011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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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庭從接手照顧安置兒少的那一刻起，
就需 24 小時全年無休地陪伴著孩子，除讓孩子
獲得妥善地照顧，更需關注孩子的身心發展需
求，陪著孩子學習走路、講話，伴著孩子奔波
就醫，進行復健、早療及諮商等，這一切的陪
伴除了愛心，還需要無比地耐心與毅力支持著！
然而，鋼鐵人般的寄養父母也需要好好喘一口
氣，休息一下！
截至 108 年 7 月底，高雄市共有 201 戶寄養
家庭，數量為全國第二，為提供寄養家庭充足照
顧資源與支持服務，減輕寄養家庭照顧負荷及壓
力，規劃寄養家庭喘息服務方案，服務內容包括
喘息假、喘息小組團體及喘息團體聯誼活動：

寄養家庭喘息小組團體 - 寄家烘焙分享

讓愛喘息，為愛加分！
高雄市寄養家庭喘息服務
撰文 / 婦女及保護服務科 溫彩容、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高雄市北區分事務所
攝影 /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市北區分事務所

寄養家庭喘息小組團體 - 寄養
爸爸分享自我探索作品

(1) 喘息假：依寄養家庭照顧寄養兒少身心特質
( 一般 / 身障特殊個案 )，提供寄養家庭每月 1
天或每 2 個月 1 天的喘息假，將寄養兒少轉由

寄養家庭喘息小組團體 - 寄養父母分組討論，分
享照顧教養技巧。

其他寄養家庭照顧，讓辛苦的寄養父母好好放
個假。
(2) 喘息小組團體：由寄養社工帶領寄養家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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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社會結構、型態轉變，兒童及少年寄養安置主要原因從早年的經

隨

成「喘息小組團體」，每組約 12-14 戶寄養家

濟困難致無力照顧，轉變為以身心虐待、疏忽或家逢重大變故為主

庭，每季聚會 1 次，聚會內容有個案討論、手

要原因，寄養安置兒少往往伴隨著創傷性經驗、身心障礙、發展遲緩、情

工藝教導、廚藝分享、影片欣賞及旅遊聚餐等，

緒障礙或行為問題等種種身心議題，對於半志願性質之寄養家庭而言，所

透過聚會進行聯誼、交流及訊息傳遞等目標，

面臨的困難度及挑戰性越來越高，需耗費更多心力，亦導致寄養家庭流失

並形成支持性團體互相支持、彼此互助。

並招募不易。

(3) 喘息團體聯誼活動：由寄養家庭自發性策動，

寄養家庭喘息小組團體 - 體驗活動 - 增進寄養家
庭信任關係、培養團體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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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庭喘息小組團體 - 寄養父母分組討論照顧
教養技巧。

寄養家庭自行策畫旅遊、餐敘等活動，學習活
動策畫、團隊合作，以增強其權能，加強彼此
間之連結、互動。
辦理各項親子活動，增進情感

身心障礙寄養兒少照顧不易，一直是寄養家
庭所需面對的挑戰，資深寄養家庭 - 美玉媽媽
曾經照顧重度智能障礙寄養童 - 阿芬，在寄養
家庭喘息小組團體中，分享了照顧阿芬的心路

寄養家庭喘息小組團體 - 寄養
媽媽分享近況與心情

歷程與成功經驗，讓阿芬從重度智能障礙進步
到中度智能障礙，激勵並支持了其他因照顧身
障寄養童而想放棄的寄養家庭們，成功克服照

能，更加豐厚自身照顧能量！照顧孩子，也要

顧瓶頸，並使得更多寄養家庭願意嘗試照顧具

照顧自己，讓愛喘息，為愛加分！

特殊身心狀況之寄養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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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與其他寄養家庭的交流與分享，在

寄養父母們藉由喘息服務，舒緩照顧壓力，

照顧孩子議題上相互討論、彼此支持，充實照

並透過與其他寄養家庭的交流與分享，在照顧

顧知能，更加豐厚自身照顧能量！照顧孩子，

孩子議題上相互討論、彼此支持，充實照顧知

也要照顧自己，讓愛喘息，為愛加分！

為憨兒打造第二個家
家長喘息開展新生活
撰文 / 身心障礙福利科 許錦雯
攝影 / 無障礙之家
家有身心障礙者是一輩子沈重的負擔，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就
像是智能障礙者另一個溫暖的「家」，不僅讓身障者獲得專業的照顧服
務，也讓家長、家屬獲得喘息機會，並能選擇重返職場，實現自己的夢
想及改善家庭的經濟，甚而有餘力可以照顧家中其他障礙者或長輩，擺
脫蠟燭多頭燒的困境，開展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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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之餘，為了讓家長有更多舒壓成長的
外聘專業老師進
行感覺刺激課程

機會，無障礙之家也定期為家庭照顧者安排成
長團體、親職教育、家屬交流平台及親子活動
等，鼓勵家屬走出家門，學習調適自己的身心，
並且獲得最新及適切的資訊，增進照顧技能，
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最重要是懂得適時評估自
己的照顧能量，善用週遭的資源，真正獲得實
質及心理上的支持，轉個念為自己的生活找到
平衡點及正能量，也讓身障者無論在機構或家

提供體適能活動，減緩退化

中都能獲得更好的照顧品質。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提供日間及
住宿式照顧服務，讓家中有重度以上的智能障
礙者家庭獲得喘息機會，該家以跨專業團隊合
作模式，依據個案的需求擬訂個別化服務計畫，
安排適性適齡的多元活動及醫療保健等服務，
減緩個案退化，除讓家長放心外，也希望讓這
群大孩子在這個大家庭中，健康快樂度過每一
天！

提供餐食咀嚼訓練

像

小嘉 ( 化名 ) 與妹妹都是極重度多重障礙者，
妹妹目前尚在特殊學校就學，二人因認知能力

及行動的受限，生活照顧幾乎需要一對一的協助，
對家庭沈重的照顧負荷可想而知，自從小嘉進住無
障礙之家後，小嘉媽總算稍為卸下肩頭上的雙重重
擔，利用小嘉在機構及妹妹在校的期間，找到一份
安定的工作，生活不再只是圍繞著照顧者轉，重回
安排狗醫師互動活動

工作場域轉換心情，也擴展自己的視野，假日前夕
固定帶小嘉回家團聚，享受天倫之樂，尤其小嘉進
入無障礙之家後，經過教保員個別化教導及在團體
生活的薰陶下，進食情況及互動反應比在家時進步
許多，現在家人照顧起來更加得心應手，照顧負荷
頓時減輕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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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園藝休閒活動 , 豐富服務對象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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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子化及高齡社會已經來臨的時代，阿偉的
問題是很多家庭正面臨的進行式，當成

為「專職」家庭照顧者時，要照顧生病的家人，
但卻忘了自己也需要被照顧。阿偉這 15 年來都
忘記自己有被照顧的需求，當社工把阿偉轉介
至「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阿偉第 1 次
參與據點辦理的「老頑童低底盤幸福專車」，
從沒想過可以帶著母親一同外出遊玩，同行夥
伴們都跟阿偉有著相似的歷程，大家分享支持
彼此，阿偉才知道原來自己不孤單，成為據點
的服務對象，更加入『關懷陪伴』其他照顧者。
高雄市政府知道家庭照顧者所面臨的問

給自己一個喘息的機會
讓我們陪伴您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題，104 年成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藉由支持團體，使成員互助產
生團體動力，共同解決照顧問
題象生活樂趣

提供家庭照顧者社會福利資訊及服務轉介、開
辦訓練課程、提供喘息服務、關懷陪伴等。在
107 年為讓服務更加近便性，增加 5 處服務據
點。另為了讓服務能更加貼近需求，設有家庭
照顧者資源整合中心，由中心來協助各服務據
點，發展因地制宜的支持服務，並配合各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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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老人福利科 方品心

顧者服務特色，據點社工會主動服務照顧者，

阿偉 (57 歲 ) 的母親自從出車禍後，外出都
需要輪椅及他人的協助，阿偉為了照顧母親
而離開工作職場，成為家庭照顧者。在母親
確診失智症後，阿偉必須花更多的心力照
顧，這 15 年來阿偉都是一個人負責照顧的
重擔，在某次陪伴母親就醫的機會下，醫院
社工察覺阿偉看起來好疲倦也少了很多的笑
容，主動關心，阿偉才道出長時間的照顧母
親讓他的身體或精神壓力沉重，他覺得很
累……希望能有人來幫幫他。

並鼓勵照顧者外出離開照顧場域，提供臨時替

家庭照顧者在活動中獲
得照顧支持與鼓勵

代性服務，給照顧者喘息時間。
據點社工依照照顧者狀況，協助他們在活動
中解決照顧問題象生活樂趣
照顧支持服務也進入偏鄉宣導，並代理舒壓
活動使照顧者了解照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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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帶領家照外
出，達到舒壓喘息的效果。

另外也提醒：『家庭』在面臨照顧問題時

日照一天的開始，與家屬問候

有不同的發展歷程與需求，例如面對家人倒下
的初期，「新手照顧者」最大問題是尋找長照

陪你一起，伴你前行
日照喘息、家屬安心

資源及照顧知識與技巧不足；多數家庭在前六
個月又最為混亂，是「在職照顧者」可能選擇
離職的高風期；而「資深照顧者」累積過多的
身心壓力，也可能導致照顧悲劇發生；即便長

撰文 / 鳳山老人活動中心 周國基

輩離世已卸下照顧責任的「畢業照顧者」，也
可能面臨無法走出悲傷及重返職場的困難挑
戰。因此據點社工會依據照顧者目前所遇到的

由講師引導照顧者進行經驗的分享，並給予
心理支持

問題，提供對應的支持服務，如「預備照顧者」
缺乏準備，往往在碰到照顧問題時手忙腳亂，

重要」，您可以撥打『07-3225005 家庭照顧

藉由課程及講座的辦理，使其能提早認識及準

者支持服務專線』，或者可以依照所在區域，

備長照資源。

直接聯繫各據點 ( 可上社會局網頁 / 長照 2.0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期待陪伴著所有家
庭照顧者，「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人生，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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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 / 家庭照顧者專區查詢 )，讓我們共同攜
手讓您在照顧家人的路上不孤單。

「早安！早餐吃了嗎？昨晚睡得好嗎？」日照中心的一
天就是從這幾句簡單問候開始。每天會針對每位長輩的個
別性提供不同內涵的服務，如日常生活服務、健康促進、
生活自立訓練、活動服務…等，舉例以「提供個別化的服
務」而言，長輩來到日照中心受託前與家屬的第一次訪
談，就可以得到初步的認識，了解長輩日常習慣、以及年
輕時工作經驗等等；過程中，除了建立對長輩初步的認識
與了解，更重要是「傾聽」照顧者的想法及照顧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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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接失智症的媽媽時，對著工作人員們說：「你

什麼呢 ? 每個禮拜會提供一些營養師睜一隻眼

們的下班就是我的上班，但還好有你們，讓我

閉一隻眼的快樂餐，讓長輩換個口味也能滿足

的工時縮短了八小時」，語畢，雖然是一陣笑

口腹之慾。飲食只是基本，生活內容更是重要，

聲，卻也感受家屬內心些許的無奈。

幼兒園都有戶外教學了，日照中心是老人版幼

長輩每天來到日照中心，為了讓長輩的生

兒園，當然更應該要出門放風，像今年母親節

活添加色彩，會規劃不同的文康休閒，基本的

便帶著女性長輩，一起到靜園咖啡享受溫馨的

生活照顧也力求細膩。舉例來說，長輩們日常

下午茶。

照顧最常接觸的就是飲食，健康營養均衡是營

日照中心的服務，由淺到深的服務，從個

養師交代的，營養師說的話就跟媽媽說的話一

案到家屬，基本上是為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身心

樣要聽，但偶爾還是會問問長輩們想吃的又是

壓力，但照顧工作不分早晚或是假日，還能為

家屬多做些什麼呢？才能讓服務不只是減輕照
顧者壓力，也能變成家屬支持的力量？一位陪
伴長輩母親節到靜園一遊的家屬，很有感觸
地說，因為想要陪伴媽媽的心，所以跟著

邀請家屬參與外出活動，一同放鬆身心

一起參與活動，沒想到還能和其他照顧者
互動交流，也分享心聲。其實，透過日照
日間照顧中心的服務，看似只服務長輩，

班，下班後又是另外一份工作的開始。常聽

其實是從一位個案延伸至一位照顧者，乃至一

家屬們說，照顧失智或失能的長輩就像工作

整個家庭：不僅單單提供白天照顧而已，從一

一樣，一份無法辭去的工作。因為有責任跟

大早長輩來到日照中心的儀表、四肢外觀及精

義務，從忙碌的上班族，為了盡孝心而搖身

神與用藥的各種狀態，包括與家屬聯繫的反應，

一變成為日以繼夜的照顧者，是許多家庭照

都是評估的重點。仔細去了解，每每都可以感

顧者的生活寫照。曾經聽過一位男性照顧者

中心各式各樣的活動，從慶生會到年節活
動；從室內活動延伸到戶外活動，除了帶
給長輩歡笑，也不忘邀請因照顧長輩而少
了與他人互動及休閒娛樂的家屬們同歡，
藉由活動讓家屬暫時放下照顧壓力，偶而也
能抬頭看看或聽聽別人的故事。

受到照顧者的照顧壓力及家庭支持系統的重要，

日照中心的存在除了讓長輩在白天的時候

也深信多一點觀察跟細心，就會在照顧過程發

接受完整的照顧服務，分攤一部份的照顧壓力，

現很多事情都是環環相扣的關係，而照顧問題
的解答也隱藏在其中，所以不止是了解個案、
家屬，而更是整個家庭關係。
照顧猶如長期抗戰的一場耐力賽。許多家
屬有說不出的苦，因為白天朝九晚五正常的上

14

更讓家屬喘一口氣，好讓照顧的動力能延續。
與家屬一同前往鄰近社區據點，
分享在地故事

鳳山日間照顧中心目前由財團法人高雄市
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承辦，地址
位於鳳山區光遠路 222 號，凡居住於高雄市，
有日間照顧需求的長輩，家屬皆可來電洽詢，
洽詢電話：07-7997255。

護理師與家屬分享照顧方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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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列車表演中

好厝邊的關懷
幸福列車 ‧ 啟航 !
撰文 / 人民團體科 鄭妮
攝影 /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寮區中庄社區發展協會

來，關於不堪長期照護的沉重負擔，致虐待、
自殺的人倫悲劇層出不窮，突顯出照顧者休息
及喘息的重要性。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了使社會福利深入社
區就近照顧民眾，除設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外，
更積極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投入辦理各類福利服
務，培力社區成為第一線福利服務運輸管道，

與住民同樂

根

據內政部統計，民國 108 年 1 月到 6 月的出生人口已低於

落實福利社區化。在各項的福利措施中，社區

死亡人口，這是台灣在邁入高齡化後，人口自然成長首次呈

喘息服務更是社會局輔導的重點之一。

現負成長。人口結構逐漸改變的狀況下，老年人長期醫療及照顧，
是台灣社會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16

幸福列車啟航

本市大寮區中庄社區發展協會，在社會局
長期輔導下，依據社區居民需求推動各項多元

家中若有失智或失能的長輩，因日常生活機能退化，日常起

福利服務。在推動的過程中，社區觀察到照護

居、身體照護甚至是如廁盥洗等，需要部分或全部仰賴他人提供

者喘息服務的需求，便連結社區志工及結合社

長期協助，照顧者常是處於整天待命、長年無休的狀態，因不堪

區據點較具活力的長輩，一同到鄰近的安養中

長期照顧的壓力及負擔，導致生理及心理上的疲憊及耗竭。近年

心、長期照顧中心等，為身心障礙者、失智長
與住民帶動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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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失能者等提供健康樂活運動服務，讓照

己也是可以走走跳跳的。」中庄社區幸福列車

顧者能有個喘息的機會，於是「好厝邊的關懷 -

的成員看見他們難過傷心的畫面，會不斷的鼓

幸福列車」啟航了。

勵他們：「不能走了沒關係，但是手還是可以

這班幸福列車載滿社區充滿熱情又有活力

動呀！」就像我們幸福列車成員，有一位高齡

的志工與長輩，一同出發關懷社區附近的每個

九十幾歲的據點阿公，每次在號召幸福列車活

機構接受照顧的長輩們，每當幸福列車抵達一

動時，阿公總是第一個報名並表示：「希望藉

站，機構裡的大家總是很熱烈歡迎他們，並開心

由自己的經驗與體驗跟大家分享，多動就可以

的與他們互動，讓照顧者有個短暫的休息時間。

永保年輕，多動就可以活化身體的機能，藉此

曾經，有機構住民表示：「我們常常都只

鼓舞他們不要這麼快放棄自己，活著還是有希

是坐著看表演，自己卻又不能動，想起以前自

望的。」幸福列車最大的特色不只是健康樂活
運動，更是與住民面對面的互動與關懷，讓整
個活動場面更加熱絡；此外，不只住民開心，
還有辛苦的家屬及機構照服員也終於可以稍稍
放下緊繃的心情喝杯茶休息一下，讓彼此互相
扶持走更長的下一哩路，幸福列車將不斷地行
駛下去，讓幸福沒有終點站。
本市社會局長期推動社區福利在地化，除
中庄社區外，其他社區也積極加入辦理社會福

顏爺爺與住民玩遊戲

利行列與推動喘息服務，期待在各社區努力推動
下，讓更多需要喘息的照顧者，也能就近獲得被
照顧的福利，以降低及舒緩照顧者身心的壓力。

風雨中溫暖的背膀
高雄市經濟弱勢市民醫療及看護費用補助
撰文 / 社會救助科 黃珮嫻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106 年度統計資料顯示，高雄市住院人次計 145
萬 1,360 人，住院金額達 232 億 8,365 萬 8,200 元，平均每人每次住院

帶領住民帶動唱

需花費 1 萬 6,043 元。此外，我國民眾平均住院日數為 11 天，以目前
全日看護費用 2,000 至 2,500 元估算，每人每次住院看護費用恐高達 2
萬 4,750 元。當家中有人因傷、病需要治療，家屬常需往返奔波照顧致
影響工作收入，若傷病者為家中經濟支柱，情形更是雪上加霜，龐大的
醫療與看護費用需求常造成家庭極大的經濟負擔，「一人生病，全家倒」
之窘境似乎已然成為經濟弱勢家庭之宿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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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指導員教導嬰幼兒餵食技巧

玉 ( 化名，33 歲 ) 自越南嫁來隔年起就接

阿

每年可補助 15 萬元；另醫療費用部分，扣除證

連生了三個女兒 (12 歲、10 歲、9 歲 )，

明書、指定藥品或材料費及住院膳食費…等不補

做水土工的老公阿生負擔家中主要生計，阿玉

助項目以外全額補助，每年亦可補助 15 萬元。

則在小孩開始上學後就到早餐店打工補貼家用，

阿玉備妥申請資料後，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

兩人除需照顧三名年幼子女外，尚需奉養阿生

社會課提出申請，區公所及社會局評估阿生及

年邁雙親，一家 7 口租屋同住，在里長熱心協

其家庭情形後，亦協助其申請急難紓困並連結

助下，阿玉一家申請到低收入戶並領取相關補

轉介其他相關民間社福與慈善資源予以關懷協

助，生活雖辛苦但夫妻同心一切都還過得去。

助。在妥善的治療與照顧之下，阿生的病情逐

三個月前阿生突然發燒、右上腹疼痛，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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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獲得控制，現已出院於家中休養。

了不耽誤工作便自行到藥房買胃腸藥、止痛藥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協助罹患重傷病的經濟

吃，直到在工地暈倒被同事送醫檢查後發現罹

弱勢家庭獲得妥善照顧及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

患肝癌第三期，需在醫院接受數個月的治療，

在自付醫療費用部分，提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阿玉因需照顧三名女兒及公婆無法至醫院全天

入戶每人每年最高 15 萬元之補助；另針對住院

照顧阿生，又須四處向親友籌措阿生龐大的醫

期間無家屬或其家屬無法看護之民眾，亦提供

藥及住院看護費，排天倒海而來的龐大照顧與

低收入戶每人每年最高 15 萬元或中低收入戶、

經濟壓力將阿玉壓的喘不過氣。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

醫院社工師了解並評估阿玉一家之情況後，

補助者每人每年最高 6 萬元之看護費用補助。

要阿玉不用擔心，社會局針對經濟弱勢民眾之

高雄市於 107 年度協助經濟弱勢看護補助計

醫療及看護費皆有部分補助，阿玉一家為低收

1,107 人次，補助金額達 1,533 萬元；醫療補助

入戶，每日(24小時)看護費最高可補助1,200元，

計 211 人次，補助金額達 652 萬 8,353 元，醫
療及看護費用相關申請規定及表單可逕自社會
局局網下載或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 ( 經 ) 課

用心守護，育你同在
撰寫 / 社會工作科 劉憶璇
攝影 / 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提出申請，高雄市政府將提供在傷、病風雨中
的經濟弱勢市民必要的支持與協助。

睿

睿父母離異，媽媽為扛起家計重擔日夜奔波，而外祖
母成為了睿睿的主要照顧者。睿睿 3 歲時經醫生確診

語言發展遲緩，常以尖叫、哭泣來表達情緒及需求，外祖
母不知如何因應，只能漠視或是大聲斥責，無法即時回應
睿睿的需求，在社福中心社工訪視時發現外祖母照顧睿睿
的壓力與無助，即轉介給輔育工會由具托育專業的指導員
來提供育兒指導的服務。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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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指導員每週到睿睿家一次，透過繪本

的需求，部分家庭出現疏忽、虐待等情形。育

說講、手指謠及童謠唱跳方式鼓勵發聲、透過

兒指導服務不僅能提升家長親職知能，減少孩

適齡的玩偶操作及遊戲扮演，改變睿睿情緒表

童不當照顧或虐待情形，透過專業技巧的指導、

達的方式，教導睿睿如何表達需求，同時鼓勵

學習，舒緩照顧者的壓力，也提升兒少受照顧

及陪伴外祖母學習傾聽、了解睿睿的情緒及需

品質。高雄市設置了 16 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求。經過約兩個月的服務，睿睿開始用有限的

運用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模式，結合社區各網

語言來表達，不再用尖叫的方式引人注意，而外

絡單位能量，提供脆弱性高的 6 歲以下兒童及

祖母也會更留意睿睿的需求，祖孫的感情越來越

其家庭關懷、協助等整合性服務，凡經社工評

好，透過育兒指導的服務讓外祖母減輕原本的照

估有需求之脆弱家庭，均可由輔育人員職業工

顧壓力與無助感，除了提供照顧者身心喘息，也

會專業托育人員提供育兒指導服務。透過育兒

透過適性、適能的育兒技巧伴祖孫一起成長。

指導，能增加父母與主要照顧者育兒照顧相關

脆弱家庭的家長常需兼顧生計及照顧責

知能與技術，以專業的服務與協助，強化教養

任，導致身心及精神壓力沉重，難以回應兒少

知識及親職知能，減緩育兒壓力，協助兒童身
心健全發，進而得到喘息。
此外高雄市於 99 年率先直轄市政府開辦生
育津貼並贈送新生兒寶貝育兒袋 ( 含育兒資源
手冊 ) 提供完整育兒資訊、設置托育服務諮詢
專線、育兒資源網、設置 6 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19 處育兒資源中心以及於偏遠地區設置 2

臨托員陪同至公園散步運動

支撐身心障礙家庭的另一隻手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撰文 / 身心障礙福利科 林姿伶
攝影 /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輛育兒資源巡迴車等服務，提供家長托育與育
兒支持服務，減輕家庭育兒照顧壓力。

教導副食品調製技巧

到宅育兒指導服務
單位

地址

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12 號 6 樓之 5

電話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7-3356016 上午 8：30-18：30
下午 13：30-18：00

高雄市設置了 16 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凡經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工評估有需求之脆弱家庭，
均可由輔育人員職業工會專業托育人員提供育兒指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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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住家樓上樓下兩邊跑，分身乏術。

五節受傷，目前仍需仰賴氧氣機呼吸，

小艾的爸媽經由朋友的介紹，得知高雄市

脊椎側彎嚴重、頸部有做氣切，需隨時抽痰，

政府社會局有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

無法自行移位，一切皆需媽媽協助照料生活起

顧服務」，臨托服務員可在媽媽外出時協助小

居。

艾擦澡沐浴、拍痰及餵食，讓小艾媽媽無後顧

艾於兩歲時從床上摔下，導致頸椎四、

住家一樓為洗衣店，爸爸身兼店長及員工；

之憂，且得以好好休息，關照自己的身心。

二樓為住家，小艾右手指第一、二、五指尚可

幫小艾擦澡沐浴時，需跪坐在地板維持同

活動，每當小艾有需求時，小艾會按下手邊的

樣姿勢長達二個小時，且需多次往返洗手間和

呼叫鈴，再由媽媽上樓協助，而小艾媽媽也在

房間提換水桶，自從有了臨托員阿美姐的幫忙，

長期照顧和精神緊繃的狀況下，身體累出毛病，

不僅減輕了小艾爸媽平時的照顧負荷，也讓小

小艾媽媽除了固定幫小艾回診拿藥外，自己也

艾的爸媽有了休息的時間，才更有體力長遠地

因疾病需不定時的回診就醫，爸爸則是要店面

照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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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托輕鬆找 天天沒煩惱
高雄市定點計時托育再升級
臨托員協助餵食

臨托員陪同復健

小艾的爸媽表示，很感謝阿美姐的幫忙，

家庭照顧者須臨時外出或短暫休息，無人可協

阿美姐不但將小艾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細心照

助照顧時，由經過專業照顧訓練的臨托員至身

顧，也時常帶給他們情緒上的支持，讓他們能

障者家中，提供協助膳食、身障者個人清潔工

夠放心卸下肩上的重擔、努力為家庭打拼，改

作、臨時性的陪同就醫、陪同從事休閒活動等

善生活品質，臨短托服務對家庭真是一大福音，

照顧服務，讓長期照顧的家屬能稍有喘息空間，

實在揪感心。

紓緩照顧負荷壓力。

家有身障者，並非只有障礙者本身不便，

臨短托服務型態有到宅式、社區式及機構

近年來更不斷發生家庭照顧者因長年無休地照

式照顧服務，以陪伴身心障礙者之安全為主，

顧身障者，不堪照顧壓力及負擔，導致身心疲

特殊情況經評估得提供協助膳食、簡易身體照

憊、精神耗竭，甚至有虐待或殺害身障者、自

顧服務、臨時性之陪同就醫及其他符合臨時及

殺等不幸事件發生。為減輕家庭照顧者長期的

短期照顧服務精神之項目，服務時間非每天固

照顧壓力，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自 84 年起開辦

定式，較有彈性。服務對象為 64 歲以下，設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以因應

籍且實際居住於高雄市之身心障礙者，家庭照

撰文、攝影 /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林旻萱
現代的家庭型態越趨多元，尤其是有許多的「雙
薪家庭」，家庭內的主要照顧者不僅承擔經濟責
任，更肩負養兒育女幼兒照顧的重擔，在這樣繁
忙的狀況下，總是難以有個喘口氣的機會，更不
論生活中若是有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往往造成
育兒父母蠟燭兩頭燒，毫無喘息的空間。

顧人力因臨時或短期無法照顧並經需求評估核
定有臨時短期照顧服務需求。臨時服務每小時
200 元，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

臨托輕鬆找 天天沒煩惱
高雄市定點計時托育再升級

戶補助 90%，一般戶補助 70%，相關福利資訊
可上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網站（http://socbu.kcg.gov.
tw/）或撥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電話 336-8333 分機 3951、3952）暸解相關
資訊，或洽詢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申請電話：(07)726-6096 分機 18、19。

24

定點計時托育據點
高雄市輔育人員
職業工會 ( 三民據點 )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週二至週六 8:30~17:00
775 號 ( 兒童福利服務中 07-3356016 ( 週日 8:30~17:00 需提前預

心 1 樓臨托室 )

約，無法現場申請托育 )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
社團法人高雄市
第一褓姆協 ( 鳳山據點 ) 段 120 號 ( 婦幼青少年 07-7657367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活動中心 1 樓臨托室 )

25

臨托員協助拍痰
三民區定點計時托育服務，自
8 月 15 日起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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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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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紓緩育兒家庭這樣的困境，高雄市政府

為

來自苓雅區的陳小姐是一位雙寶全職媽，先

社會局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在鳳山區婦幼

生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在孩子相繼出生後

青少年活動中心開辦了第一處「定點計時托育服

經濟壓力沉重，於是想從事一份能兼顧家庭照

務」據點，提供家長便利的臨托服務，獲得育兒

顧的工作，便報名了保母職前訓練的課程，無

家庭的好評與支持，故又於 108 年 8 月 15 日在

奈自己卻找不到專業保母在受訓期間托顧幼兒，

三民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開辦第二處據點，期待

透過朋友的介紹，瞭解高雄市有定點計時托育

這樣小型、社區化的托育模式能服務更多市民。

的服務，便將每週固定的課程時段一併在線上

定點計時托育據點提供 6 個月以上至未滿 6

預約，幫雙寶申請托育服務及適齡的餐點，快

歲兒童的臨托服務，只要兒童未有生病、未罹

速就解決臨托問題，也讓陳小姐順利的完成課

患傳染性疾病或有特殊需求，就符合申請資格，

程，在家庭及工作上取得平衡！

婦幼中心女人家

專屬女人的紓壓、成長空間
~ 女人家
撰文 / 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社工員 黃鈴琪
攝影 / 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社工員 黃鈴琪、周庭鈺

每名托兒每小時參照當年度基本工資收費 (108

為了體貼高雄市的育兒家庭，不僅僅是在有

年度每小時 150 元 )，每次最低申請需兩個小

突發事件時可以找到專業人員照顧幼兒，更希

時，亦可提供幼兒餐點服務，讓家長能放心將

望能給家長一個喘息的空間與時間，原有鳳山

映入眼簾的溫馨環境，舒服友善兼具隱私的空

「想要放鬆、想要聊天、想要發洩、想要自己

家中寶貝交由專業合格的托育人員照顧，協助

區據點提供每週一至週五早上 8 時至下午 5 時

間設計與規劃，熱忱貼心的志工姊妹陪伴，讓進

或跟一群好友吃吃喝喝，都可以來喔！很感恩有

家長解決突發、短期的送托需求。此外，本項

的服務；108 年 8 月新增的三民區據點則提供

來空間的婦女有著賓至如歸的感受。這是婦幼青

這個美麗又貼心的空間」；「美麗的女人要愛自

服務在申請方式上更採取多元管道，除了可以

每週二至週六早上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的服務，

少年活動中心為婦女朋友們打造的專屬空間 ~ 女

己，才能去愛別人。女人家空間是婦女朋友的最

使用電話預約，也能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FUN

週日則採預約制度，兩處據點環境都為幼兒特

人家，溫馨的空間會不定期開辦女性學習、鬆筋

佳選擇。讚！讚！讚！」看著這些對我們女人家

心育兒資源網」提出線上網路預約申請，不論

別設計，確保幼兒安全外，也有各式各樣適齡

舒壓、溫馨手作、情緒陪伴與喘息等多元課程，

空間喜愛的留言，讓我們更有動力去安排規畫各

何時何地都能使用手機快速操作，節省家長申

的教遊具讓幼兒開心遊戲，希望家長能安心使

讓參與的婦女朋友擁有自信與能力，願意面對自

項課程或活動，期待每一位進來女人家空間的婦

請的時間，倘若收托當日人數尚有名額，家長還

用服務，讓辛苦的家庭照顧者有輕鬆、喘息的

己、更嘗試自我挑戰、以激勵自己不斷成長持續

女朋友們，都能感受到社會局對婦女朋友的關心

可以現場送托，讓家長能夠放心處理其他事務。

機會，毫無後顧之憂。

投入公共參與，並強化家庭陪伴的功能與角色。

及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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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桌遊 - 製作魔幻面具

女人家溫馨友善的空間常提供不同類型課程，

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的女人家開放時間為周

諸如：溫馨手作、鬆筋舒壓、情緒陪伴、精油芳

二到周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

療，讓參與的婦女能在優質貼心的環境下，透過

00，周一及國定假日休館，想要預約的婦女朋友

日常簡單的動作學習，來舒緩自身的痛點，並達

們可以親自或電話登記使用。希望透過空間貼心

成自我照顧放鬆身心的感受。另外，除了自身的

陳設的氛圍，把社會局對婦女朋友的溫馨與呵護

關懷照顧外，也提供手機數位學習課程，不僅提

傳達給每位女性。

昇婦女朋友的數位能力並可促進親子關係溝通，
與孩子的世界接軌，更鼓勵婦女發揮自身影響力
與參與公共事務。

適時運用社福資源
讓照顧的路上不孤單

女人家的空間中乘載著許多婦女朋友的希望與
夢想，無時無刻帶領婦女在自己喜愛的空間中翱
翔。空間提供電鍋、烤箱、微波爐與咖啡機等相
關電器用品均採自助式，使用後須自行清洗；另
外也貼心提供咖啡豆，讓喜愛喝咖啡想要休憩的

情緒桌遊 - 揚起風帆團體照

撰文、攝影 /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楊芳儀

婦女朋友只需要 2 個 10 元硬幣，就可以優雅舒

閨蜜姊妹聊天互吐心事的小空間 - 好好窩，大概

還

了回家的路，有一次甚至無法說出家中的地址，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承辦高雄市政

我們才開始懷疑她是不是腦子長了不好的東西。

可以容納 15 人，可以提供姊妹們以預約使用每

府社會局仁愛之家的忘悠園區裏見到阿英阿嬤

後來透過醫師的檢查，才發現媽媽罹患了失智

次最多 3 小時。

的女兒阿雯的時候，已經照顧媽媽一段時間的

症。」

適的享用空間氛圍。空間中也隱藏了一個可以與

「婦女社會參與 - 手機 APP 課程

28

記得第一次在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

她，眉頭深鎖地告訴我：「媽媽最早失智時，

媽媽失智之後，病程一直變化，讓阿雯

一直都是由爸爸照顧，接手照顧之後，因為工

不時覺得驚訝和無助。由於媽媽經常會到她工

作及家庭兩頭燒，時間久了，實在無法負荷」。

作的地方看她，但漸漸地她會情緒失控，對著

回憶媽媽生病入住機構的過程，阿雯說：

公司的同事大罵，幸好公司的同事們都能理解

「媽媽年輕時操持家計，一直是個精打細算的

媽媽當時的狀況，久了也就習以為常。但堅持

人。每每到菜市場買菜，回家後都細算當天買

到公司看看我，再獨自回家的過程，她開始會

菜的費用。發現媽媽失智，剛開始是納悶媽媽

迷路。阿雯說，未確診那段時間，媽媽還沒有

怎麼都不算錢了，而後很快接著幾次她開始忘

配載安心手鍊，我們常常接到警察局電話，說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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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失了，請我們到警察局領回。在不時需要
往返各地、尋找母親的階段，負起主要照顧之

社工有你真好！

責的，本來一直是爸爸，後來他的身體日漸衰
老退化，無法自理，我們姐弟商量，為了減輕
父親跌倒的可能，加上照顧媽媽，所以決定安

撰寫、攝影：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蘇冠宇

排讓他先住進安養中心，差不多也是這個階段，
媽媽開始出現不願意讓我洗澡、甚至情緒失控

天怎麼都不願意洗澡，知道阿嬤過去曾經參加

怒罵並且會攻擊人。那段時間，照顧的壓力倍

過元極舞的表演，我們嘗試用各種她喜歡的活

增，甚至自己都罹患憂鬱症。回憶起那段時光，

動激勵她，只是幾次下來，失敗的機率仍高過

阿雯說，每天在家中與媽媽一起哭泣，有時相

成功，直至一次，工作人員發現，只要阿嬤尿

擁，有時衝突，對於媽媽的未來以及自己的人

失禁了，阿嬤就會願意接受沐浴，所以每每需

生完全不知所措。幸好，後來經過親友的支持

要幫阿嬤洗澡，工作人員會開始鼓勵阿嬤多喝

以及建議，積極尋找適合照顧媽媽的地方，終

水，幾次下來，終於可以成功的協助阿嬤沐浴。

於找到忘悠園。

機構照顧，除了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顧，還有文

剛到忘悠園的阿英阿嬤，照顧的人員花了

康休閒的安排，例如唱歌、律動及節慶活動等。

一些時間摸索她的脾性。譬如起初她經常有幾

看到阿嬤情況一天天穩定，偶而還能幫忙陪伴
其他緊張的長輩，覺得很開心。起初還心情忐
忑不太敢探望媽媽的阿雯，幾次來，看到媽媽
受託的情況漸漸好轉，感受到阿雯終於放下心
中的大石頭。「好開心媽媽被照顧的很好，我
也申請單位 : 申請單位 :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
麗珠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連絡電話 : 076155525，地址 :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深水路 1
號貼心小叮嚀：記得要向長照中心申請喘息服
務，提前兩週預約，需要 3 個月內相關體檢資
料喔！
終於可以安心工作，有自己生活的空間。」，
阿雯的回饋，讓工作人員覺得十分溫暖。
申請單位 :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連絡電話 : 07-6155525，地址 : 高雄
市燕巢區深水里深水路 1 號貼心小叮嚀：記得要
向長照中心申請喘息服務，提前兩週預約，需
要 3 個月內相關體檢資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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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珍，妳最近還好嗎？先生有沒有打妳？」
阿珍淡淡地說：「他打我很多次了，他開計程車的錢都拿去賭博，
我不出來賣水果賺錢，根本活不下去。」
阿珍長期面臨先生的暴力與言語嘲諷、怒罵都默默承受，社工多次
規勸阿珍離開，她總認為忍一下就好了，沒想過要離開。
社工耐心地勸她：「阿珍，先生動不動就打妳、罵妳是豬、沒路用，
妳想繼續過這樣的生活嗎？妳忍心讓孩子一再看妳被打，擔心受怕 ?」
阿珍沉默良久，流淚說出自己擔心的問題：「離開後我們就沒地方
住，錢也不夠用，我們要怎麼生活？」「如果我先生再來找我，我怎
麼保護自己和孩子？」社工感受到阿珍的無助和擔心，緩緩地問阿珍 :
「如果我說我能幫助妳，妳願意相信我嗎 ?」
阿珍看看孩子，做出了決定：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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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悠園的棋藝時光
長輩互動聊天，相互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