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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光焦點

　阿鳳 ( 化名 ) 的母親在她出生後不久過世，她與

父親相依為命，感情深厚。十年前，父親被診斷

出罹患失智症，有孕在身的阿鳳，一邊要忍受懷

孕期間的身心不適，一邊要面對因失智症而行為

混亂的父親，排山倒海的雙重壓力，幾乎要壓垮

了她。

　直到遇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這裡有專

業人員協助阿鳳重新審視父親使用長照服務情

況，善加運用日間照顧服務與居家服務，讓父親

獲得專業及完善之照顧。另針對負擔沉重的阿鳳，

家照者據點亦提供「心理協談」服務，由專業心

理師與阿鳳深入談話，釐清自我需求及自我期待，

並兼顧照顧父親與孩子的任務。至今，不僅父親

健康狀況維持良好，阿鳳也有更多時間照顧孩子、

與家人相處。

　部分民眾反映對長照 2.0 服務內容感到「霧煞

煞」，家庭照顧者因不知如何尋求資源協助，照

顧負荷讓人喘不過氣來。對此，社會局輔導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桃園市分會辦理「桃園市家庭照顧

者支持服務據點」，推動個案管理服務、居家照

顧技巧指導、照顧技巧訓練、紓壓活動、支持團

體、心理協談、喘息服務及關懷問安等八大項服

善用長照資源減輕照顧負荷

讓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成為你我靠山
文：老人福利科 /林雅涵

務，同時搭配長照服務，鼓勵民眾多加利用。

　有關長照 2.0 各項服務，民眾只要撥打「1966」

長照專線，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派員到家評估後，

即可獲得「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

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喘息服務」等四大項補助。「照顧及專業服務」

依失能程度 2 至 8 級每月補助約 1 萬 20 元至 3

萬 6,180 元，一般戶負擔 16% 自付額，每月花費

1,600 元至 6,000 元，即可使用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居家復健、居家營養指導等服務。

　此外，社會局呼籲民眾關心身邊的家庭照顧者，

適時伸出援手幫忙，如遇壓力甚劇之家庭照顧者，

可協助通報至「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家照者關懷專線或「桃園市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據點」，協助家庭照顧者度過難關。

長照 2.0 服務專線
........................................... 

長照專線：1966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0800-507-272

桃園市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03)485-5785

...........................................

家照者支持服務據點辦理音樂紓
壓團體，減輕家照者之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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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委託家扶中心辦理寄養安置服務已

有 30 餘年，照顧千餘名孩子們在穩定的環境中成

長及學習，不過近幾年寄養父母年齡偏高、孩子

安置時間拉長，且新增的家庭戶數不及退出的戶

數，使得寄養家庭持續不足。

　市長有感於寄養父母照顧孩子們的辛勞，今年

調高特殊兒少寄養服務費，亦編列照顧未滿 3 歲

兒童之用品費首月 3,000 元，未來除預計逐步提

升寄養費用外，也將仿照準公共化保母計畫，提

供有安置市府孩子之寄養家庭照顧津貼 ; 另提供

現職寄養爸媽成功推薦合適親友正式加入之介紹

費、照顧特殊身心孩子的專業津貼及就醫診療或

早療復健時補貼計程車費，倘若寄養爸媽在照顧

孩子上出現了困難或問題，將派遣專人到宅進行

親職指導與協助，以紓緩照顧孩子的壓力，給予

更多元的支持。最特別的是「喘息服務」，由於

寄養家庭照顧需提供緊密的生活照顧，使得照顧

者出現緊張、壓力及身心疲乏，為讓寄養照顧服

務綿延不斷，寄養家庭能在照顧中獲得適時喘息，

特別規劃喘息服務，並且不扣安置費用，讓寄養

家庭能無後顧之憂的重新載滿能量，繼續提供更

完善的照顧服務。

　期盼市民朋友將愛心化為行動，加入寄養家庭

兒少安全網的行列，為有需要的孩子提供一個安

全避風港，讓這群孩子能在充滿愛的灌溉之下，

逐漸萌芽成長。

社會局王安邦局長邀請參加開幕活動的小朋友一同享用點心

　支持家庭育兒一直是桃園市政府最重視的目

標，除依據市長的政策方針，依生活圈需求設置

公托中心、親子館，及配合準公共化制度推動育

兒支持服務外，為提供多元與在地服務，社會局

向中央申請前瞻計畫補助，積極設置公共托育家

園，回應家長育兒需求。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以「在地化」、「家」為

概念出發，盤點桃園市閒置公有空間後，利用小

坪數規劃幼兒收托空間，以 4 個托育人員照顧 12

名未滿 2 歲兒童之方式提升照顧品質，並透過專

業空間設計及教保活動指引，營造大家庭團體活

動氛圍，讓托育人員照顧視線無死角；因採小班

制收托，大幅降低大型托嬰中心容易造成交叉感

染之疑慮，讓托嬰幼兒在安全、自然、混齡情境

中互助學習，以達共學、共享、共融目標。

幼兒托育新選擇－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文：婦女福利與兒童托育科 / 戴正明

　送托公共托育家園每名兒童每月收費為 9,000

元，扣除補助款家長實際支付僅 6,000 元，2019

年 4 月 3 日開辦桃園市首座公共托育家園 ( 桃

園市西門公共托育家園 )，並陸續於平鎮、中

壢、蘆竹等行政區開幕，歡迎有送托需求之家

庭共襄盛舉，另如有相關問題亦歡迎洽詢社

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電話：(03)332-

2101#6426~6428。

照顧喘口氣 讓愛更有力

推動寄養家庭多元支持服務

文：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何育霈

感謝市長鄭文燦給予兒少一個溫暖的寄養家庭

3



4

　小昱是後天失明人士，18 歲發生視網膜脫落，

25 歲雙眼完全失明，在黑暗的世界裡，他日漸足

不出戶。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 簡稱 CRPD)，保障

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

各種人權、基本自由、充分參與及融合社會之一

般原則。因此當小昱聽聞導盲犬的訊息，便打電

話到台灣導盲犬協會詢問並提出申請，經過一系

列的訪談評估、配對及共同訓練後，導盲犬 Pazzo

正式進入他的生活。

　現在 Pazzo 每天陪著小昱上班、購物或旅行，

當他們走在街上，常常吸引到路人的好奇眼光，

許多人會逗玩正在執行導盲勤務的 Pazzo。可是，

正在帶路的導盲犬不應被打擾，因為會影響導盲

犬的判斷。通常此時小昱會委婉地向路人說明「三

不一問原則」，避免路人誤以為他高傲無禮。

　小昱有 Pazzo 陪伴後，個性變得開朗、外向、

有自信，Pazzo 也成為小昱生命中重要的一員。為

陪伴同行好夥伴，
Pazzo 為黑暗領路
文：身心障礙福利科 / 洪佳芳

共同創造視障朋友宜居城市的友善環境，遇到視

障者與導盲犬時請謹記「三不一問」原則：

1. 不餵食：
絕對不要以任何食物吸引或餵食導盲犬。

2. 不干擾：
不要在導盲犬使用者未同意的狀況下，任意撫摸

導盲犬。

3. 不拒絕：
立法院三讀通過法案，保護導盲犬可以自由進出

公共場所、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4. 主動詢問：
當看到視障朋友在公共空間猶豫徘徊不前時，希

望您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協助。如果您想認識導盲

犬，請務必先徵求主人的同意。

社福萬花筒

　小邱是一名視障者，每當要前往醫院看診時，

就開始擔心家人有工作在身無法陪同，因為就醫

過程不僅手續複雜，醫院樓層也繞來繞去，若需

要進一步治療檢查，還須加上漫長等待時間，讓

小邱覺得繁瑣冗長。一般人就醫都覺得麻煩，更

何況是眼睛不便的小邱，從桃園家裡到台北醫院

往返路程，往往需費時六個小時以上，對視障者

諸多不便，陪行家屬也是一項艱難的任務。

　「視力協助員」可以提供視障者外出就醫、福

利申請、休閒活動、求職、購物等必要協助，促

進視障者平等參與社會之機會，提升其生活品質。

視障者透過「視力協助員」實際又貼切的服務，

可以讓其生活獲得到更大的便利，也讓家屬可以

得到短暫喘息的機會。

讓視障者擁有美麗新視界－「視力協助員」
文：身心障礙福利科 / 林羿君

　帶領著視障者走出家門與社會互動的「視力協

助員」，需具備愛心和耐心，才能勝任。在「視

力協助員」的陪伴下，讓視障者可以體會到雖然

「看不見」，但透過協助與陪伴，路也變得無限

的寬廣，讓視障者擁有美麗新視界。

視障者與導盲犬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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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家長會在孩子睡前為他們說上一段童話故

事，從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灰姑娘、醜小鴨

等等，從格林童話到民間傳說，這些伴隨著我們

長大的故事，似乎總是充滿美好畫面，但你知道

嗎？如果把這些童話故事放到現在的社會上，可

能會讓我們出現截然不同的想法。

　以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為例，毫無疑義地，

白雪公主是個標準的受虐兒少，皇后繼母不喜歡

美貌的她，試圖將她丟棄在森林及殺害她，國王

父親未能提供適當的保護及照顧，若是在目前社

會，已需評估是否安置白雪公主到機構，提供適

當的照顧了。那皇后繼母呢 ? 皇后在故事中相當

殘忍，但如果從她會與鏡子自言自語，想像著有

個魔鏡去回應她的問題，猜測她應是思覺失調症

的患者，也就是過往大家熟悉的精神分裂症，看

　「嘿 ! 盧社工，你怎麼在這裡 ?」諮商結束的貝

貝媽主動地與我打招呼，閒聊幾句後，貝貝媽帶

著貝貝姊弟離開了，我的思緒卻拉回了第一次和

貝貝媽會談的畫面。

　貝貝是個遭到家庭成員不當身體碰觸的孩子，

接手他的案件時，孩子已經安置一年多了，前主

責社工努力了許久，家庭依舊抗拒著我們的接觸

和服務，從一開始頻頻電話抗議我們隨便聽信孩

子的話而誣衊了家庭，甚而提告，一直到後面的

消極配合，冷處理這個事件，在我服務的一開始，

很難與媽媽或其他家庭成員取得聯繫，更不用說

來探視孩子，直到嫌疑人承認了，這家庭的動力

才開始轉動，孩子的返家才有了可能性。

　還記得那天貝貝媽主動聯絡社工會談，在會談

室中強撐著的堅強，在社工同理她的為難後瓦解

了，哭的稀哩嘩啦的她最大的擔心就是社工會不

讓孩子回家，在說明安置的目的是擔心孩子再受

到傷害及希望協助讓家庭成為安全的環境後再讓

孩子回家，媽媽終於卸下心防，接受社工的介入

與協助，而後成了最配合的家庭成員。因職務轉

你沒想過的童話故事
文：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 盧玉娟

讓我們 陪您走過

換要交接新社工前，貝貝媽這樣告訴我，「在事

情一發生時只覺得全世界都要害我們的感覺，不

知道原來這些人是要幫忙我們的。」

　服務兒少保護個案與家庭，常常會因為安置兒

少而遭到許多的抗拒和誤解，往往需要耗費大量

的時間與氣力來取得家庭的配合，才能協助家庭

增進保護的功能好讓孩子可以回家。讓受傷的家

庭復原這條路可能很辛苦而漫長，但有我們陪您

一起走過。

起來兇狠沒有人性的她，也許才是故事中最需要

被理解及協助的；而白馬王子則最顛覆大家想像，

他吻上無生命跡象的白雪公主，這行為令人猜測

他可能有戀屍癖，若公主只是睡著，他趁人不及

反抗而為擁抱親吻的行為可是會構成性騷擾喔！

會因此裁罰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新臺幣 1 至 10

萬元。

　不少童話故事內容與現實生活相近，可從中看

到不同面貌！下次聽童話故事的時候，讓我們一

起換個角度看看，也許會看到更有趣的大世界！

社工的介入是為了陪家庭走一段改變的路，也將相關的叮嚀收集
及整理於手冊之中。

文：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 盧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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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社區位於南坑溪、大北坑溪、霄裡溪，三

條溪匯流的三洽水，因此三水社區常年水源充沛，

灌溉功能自給自足，溪流沿岸佈滿綠油油的稻田

及青翠的茶園，居民多以務農為生。

　三水社區以客庄藝文為背景，推展福利、人文、

產業、生態、景觀等社區業務。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在共餐日當天，會溫馨接送行動不便及高齡長

輩一同用餐，並提供老人社區化之預防照顧，據

點使用的食蔬由在地志工無酬分享，不僅安全、

無毒，更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力，「您家出菜、

我家出肉、他家出魚」，呈現出社區濃濃的人情

味，體現人親、土親、社區一家親之氛圍。　

　此外，據點養生料理更結合方曙商工餐飲科學

生的關懷與愛，學生們從設計、試作、觀摩到培

養合作精神的過程，滿滿的活力感染大家。

　三水社區發展協會近年來推動社區福利化、產

業化成效亮眼，鼓勵青年重視社會議題、回鄉服

務，社區網頁刊登社會福利及社區營造、藝文訊

金卓越社區優等獎 -龍潭三水社區 
經營社區福利 打造良好生活環境文：人民團體科 / 陳佳楨

息，志工們在健康促進、治安維護、生態維護或

文化傳承等領域也都十分努力，無私奉獻的精神

令人感佩。

　藉由培養居民關心社區內的公共事務，進而關

照週邊的人，落實自主、活力、幸福、永續的精

神，期望開創出「出外人關心在地事、在地人照

顧出外人」的互助共好社區，讓每個人都能幸福

快樂，實現在地安老、美滿幸福的目標。

方曙商工餐飲科開心準備、用心
烹調據點養身料理

　為使桃園市內的家庭及工作網絡夥伴能更了解

家庭服務中心服務內容，並認識「強化社會安全

網」，蘆竹及龜山兩個家庭服務中心在 2018 年

10 月 6 日辦理「築起幸福山守護寶貝家」活動，

號召全民動起來，一起到五酒桶山健走及參加豐

富闖關遊戲。活動中舉辦社會安全大聲公競賽，

參與的網絡隊伍含括有幼兒園、守望相助隊、社

區發展協會、家庭中心志工隊等，透過宣誓號召，

讓彼此凝聚共識，為社會安全齊心努力。

　本次活動擺攤區內特別邀請長期到中心培力的

阿謙爸爸參與，阿謙爸爸是家中主要經濟支柱，

因為照顧因素無法從事固定工時的工作，所以用

心學習了製作手工皂技巧，在社工鼓勵下到場擺

設愛心福氣攤，透過鼓勵就業及提供曝光機會，

築起幸福山守護寶貝家
蘆竹龜山社會安全網健走 party

文：蘆竹家庭服務中心 /許秀敏

他們全家出動，以行動展現翻轉貧窮的決心，也

讓孩子們能體會家長的辛勞並能有一同為家庭努

力付出改變的回憶。活動同時結合蘆竹在地內厝

里里長、南天宮、桃仲公益獅子會等單位動員，

另與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合作，鼓勵大學生擔

任志工走出校園，關心社會，發揮服務學習精神。

　2019 年家庭服務中心持續耕耘在地社區，和網

絡牽手互助，歡迎到中心走走深入了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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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傑去年愛妻病逝，身為一家之主的他，強忍

悲傷，不想讓家人知道他有多麼難過，原本以為

就這麼平靜的生活下去，但今年初卻發生長子在

上學途中，遭不明人士開車撞到，導致長子昏迷

不醒，至今仍在加護病房治療中。家中尚有兩名

幼子女需要阿傑照顧，為了守護這個家，阿傑不

忍長子一個人在醫院待著，也不忍年邁的母親，

代替亡妻母親的角色照顧家中兩名幼子女，因此

每天下班後就家裡、醫院兩邊往返，有天終於體

力不支，在家中病倒了。

　就讀國小的女兒發現阿傑昏迷不醒，趕緊向鄰

居求助，即時送醫撿回一命，但阿傑被診斷有小

中風症狀，未來需要定期接受復健，三個月以上

無法工作，家裡頓時失去經濟來源，鄰居聽聞後，

趕緊告知里長。為讓阿傑能安心接受復健，里長

通報公所，公所立即召集訪視小組，協助申請「強

化社會安全網 - 急難紓困」。

「急」時守護家「圓」
文：社會救助科 / 高伊佳

　訪視小組在家訪過程看見阿傑家裡沒有食材，

他難過地訴說「自己病了，暫時無法讓家人三餐

溫飽，生活真的好難過下去……」訪視人員了解

家況後，立即發給新臺幣 5,000 元，讓阿傑一家

能夠即時運用此救助金，並通報「脆弱家庭」，

由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提供後續關懷及相關協助。

　為協助經濟弱勢的個人及家庭，在遭遇急難事

故致家庭陷入經濟困境時，能獲得即時救助以紓

解民困，可運用村（里）在地化通報體系，建立

速訪、速核、速發之急難救助機制，主動發掘遭

逢急迫性變故致生活陷困之民眾、家庭，政府提

供即時性 1 至 3 萬元救助金之專案紓困，並轉介

協助措施，俾讓遭逢變故之弱勢民眾獲得即時有

效的救助，避免家庭不幸事故發生，因「急難紓

困」即時協助，讓阿傑對於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積極的做復健，努力的繼續守護家庭的圓滿。

社會局協助民眾瞭解急難紓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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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 日社工日」是社會工作專業人員的重

要節日，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於 3 月 30 日在桃園市

婦女館國際演藝廳舉辦「社工守護 桃園幸福」表

揚活動。市長鄭文燦親自頒獎給 40 名得獎者，感

謝得獎績優社會工作人員在不同服務領域以專業

學識及熱忱，致力協助市民解決生活問題，在社

會安全網絡扮演關鍵角色，創造很大的社會價值。

　為宣揚社會工作專業，首次邀請藝人阿喜林育

品與局長王安邦進行直播，現場更以演唱歌曲方

式支持社會工作人員，獲得熱烈迴響。另為慰勞

平日辛勞的社會工作人員，也安排了視障者按摩、

美甲、wii 互動體感機、電子式飛鏢機、互動式拍

照機等多項紓壓活動及自助式餐會，內容相當熱

鬧有趣，獲得一致好評。

　感謝在各領域中默默服務的社會工作人員，在

榮耀的背後，是經年累月的辛苦付出，協助推動

家庭照顧、社區支持、社會整合等工作，更是帶

領台灣社會不斷前進的力量。因為有你們溫暖陪

伴，撫慰每位市民的心，因為有你們提供優質的

「社工守護 桃園幸福」
桃園市 108 年度績優社會工作人員表揚活動

文：社會工作科 / 許珍維

社會福利服務，讓桃園成為幸福城市。

　社工，謝謝你們。

108 年「績優社工人員」得獎者
........................................... 

傑出領航獎：張伏杉、陳玉文、蘇雅梅

新秀督導獎：陳彥安、張冰玉、陳秀惠、廖高鴈、 

　　　　　　劉恩慈、陳珊羽

卓越不懈獎：范之容、陳穎蓁、張婷雅、陳容甄、

　　　　　　陳承恩、李雨潔、游舒涵、翁維希、

　　　　　　周芷儀、高緻真、王思雅、游佳倫、

　　　　　　黃舒玲、羅淑華、陳惠萍、方慧敏、

　　　　　　鄭淑君、賴佩吟

卓越績效獎：楊純瑋、馮毓苓、邱鈴媛、鐘蕓廷、

　　　　　　劉韋秀、謝靜怡、李宜樺、陳詩孟、

　　　　　　洪琪涵

潛力新秀獎：游雅晴、周揚珊、林振翌、廖皇媚

...........................................

社福萬花筒

市長鄭文燦、貴賓與 40
名得獎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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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養父母代替寄養童的原生家庭，成為全天候

的守護者，承擔照顧與教養的責任，是另類的「甜

蜜負擔」，不但提供安全溫暖的家，也是孩子生

命中意義非凡的「重要他人」！對於少數未能返

家或是原生家庭未來會面的孩子，寄養父母變成

為「全年無休」的照顧者！社會局特別為此提供

寄養父母「喘息服務」，讓他們有自我充電與休

閒的時間、空間，每個月享有一天暫時放下照顧

重擔的「假日」，好好休息。當寄養父母需要「喘

息」時，寄養家庭彼此就是最合適的後援團隊，

透過社工安排媒合，讓每位不同特質的寄養童，

可以在其他合適的寄養家庭中得到最適切的照

顧。

　J 大哥與 S 姊，是兩戶經常合作、彼此支援的

寄養家庭。當 S 姊有需要時，就會請 J 大哥幫忙

照顧寄養童瑞瑞，久而久之，瑞瑞也很喜歡去 J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寄養家庭喘息服務
文：桃園家扶中心 / 寄養組

園來一家人

大哥家住，J 大哥也經常利用週末假日，帶著瑞

瑞和自己照顧的兩名寄養童阿威與小恩，一起去

爬山、打球、運動。

　「我什麼時候可以再去叔叔家玩？」瑞瑞用著

稚嫩的聲音與期待的眼神詢問著寄養母親。對孩

子來說，有伴的感覺非常棒。因此，「喘息」不

但讓寄養父母獲得休息，也讓孩子增加與人相處

的互動經驗，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此外，J 大哥每個月還會安排一個周末與家人

們聚會，此時就會請 S 姊幫忙照顧領有輕度身

心障礙手冊的阿威與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小

恩，「喘息」除了可以顧到自己與家人之外，同

時也讓 J 大哥充足了能量再出發。

　社會局看見了寄養父母照顧孩子的辛勞，今年

度開始補貼喘息費，讓辛苦的寄養家庭可以在休

息過後，繼續往前走更長遠的路。

寄養父母為寄養童安排假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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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聲暉協進會成立於 1995 年，組織目標

為促進桃園地區聽障家庭幸福。2019 年工作計畫

的主軸，在於多元服務聽損者，創造更友善的無

障礙環境以促進身心障礙者之社會參與及融合。

　近期致力推展的服務包含：成立「身障者家庭

健康生活服務方案」舞蹈班，透過課程培養家庭

照護者及身障者才藝能力，藉以達到紓壓、親職

目的；成立青年運動社團，透過社團經營學習自

治及管理能力等；輔具增能和職場適應能力講座

提供助聽輔具新知及職場核心能力的培養。

　並推行「聽損青年職場力提升及自立支持服務

方案」提供聽損青年一系列培力與支持服務，包

含職場支持團體、財務管理團體、表達溝通工作

坊、青年聚樂部，提升聽損青年具備職場適應能

力，獲得職涯規劃、財務管理所需資訊、表達溝

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協進會－
聽損家庭健康生活服務團隊
文：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協進會 / 總幹事 李玉康

通知能與方法，促進聽損青年與同儕認識機會，

以及「聽損者家庭培力暨社區融合服務方案」提

供聽損家庭口語聽能訓練教學、諮詢、支持團體、

認識聽損校園暨社區宣導等服務，著重於培力聽

損者家庭勇氣、信心、自我負責與問題解決、增

進聽損兒自我潛能發揮與適應社會能力；以此增

進聽損者社會參與與融入。

　進行「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同步聽打服務暨人員

培訓」提供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服務，促進聽

障族群的學習、工作能力及提昇藝文、休閒活動

等社會參與，滿足聽障者完整資訊接收需求。

　「桃園市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分為一

般性就業及支持性就業，透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協助身障者作職務再設計、資源連結至職業訓練

課程等，提高雇主雇用身障者的意願。

桃園市聲暉協進會於桃園市立
各國中、小學實施認識聽損校
園暨社區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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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具，是協助人們執行各種行動與活動更加便

利的器具，對於長期失能者（如：身心障礙者、

長照需求者）更是缺一不可的好物，透過各類輔

具的協助，不僅減輕照護負擔、提升生活品質，

更提供自立生活及進一步參與社會的契機！

　然而當人們因著短期需求或汰舊換新而購置或

重購輔具時，那些被棄置但仍堪用的輔具就失去

原有的意義，因此，桃園市輔具資源中心便被賦

予讓二手輔具再生的重任，只要民眾家中有閒置

的輔具，除了可直接送至輔具中心外，亦可就近

送往輔具中心巡迴點 ( 巡迴服務地點及日期會事

先公告於中心網站供民眾查詢 )。另外，不方便

親送捐贈輔具的民眾，亦可來電通報輔具回收服

務，中心人員將依據民眾需求協助安排到宅回收

時間，讓汰舊的輔具能再次發光發熱！

　中心針對所回收的二手輔具會進行消毒、維護

及清潔，讓有需求者能取得堪用又衛生的二手輔

具，而輔具借用服務中，除以設籍在桃園市的民

眾為優先外，又以癌末患者、低收入戶或臨時需

求者為優先順位；針對部分項目 ( 如：枴杖、助

二手輔具齊再生，生活惜福又幸福！
文：輔具資源中心 / 組長 劉美秀

行器、便盆椅及沐浴椅 ) 及 85 歲以上民眾不須檢

附相關診斷證明書，只要電洽中心即可通報借用

服務。針對兒童類輔具或助步車等項目，則為了

讓二手輔具更加適用及適配，中心輔具評估人員

也會進行調整及試用，讓民眾在輔具使用上更為

安心及安全！

　輔具中心所回收及借用輔具項目以生活輔具

（如：推車、輪椅、柺杖、助行器、氣墊床、照

顧床、站立架、擺位椅、便盆椅及沐浴椅等）及

醫療輔具（如：抽痰機、噴霧器、氧氣鋼瓶及氧

氣製造機等）為主，詳細資訊可電洽桃園市輔具

資源中心諮詢及預約相關服務，讓二手輔具再生

成為惜福及幸福的使命！

桃園市輔具資源中心
........................................... 

　　　　　　　　電話：（03）368-3040

　　　　　　　　　　　（03）373-2028

　　　　　　　　網址：http://www.tyad.org.tw/

...........................................

1. 二手輪椅剎車檢測

2. 二手便盆椅維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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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桃生活

　「小 Mi 美味探險隊」是由桃園市東南亞藝文教

育創新協會成員所組成，成員包括桃園社會青年

及越南移工，探險隊隊員最喜歡挖掘大桃園地區

新移民與越南美食與背後故事，希望能將桃園不

同多元面貌，分享給每一個人。 

　這次特別為大家精選桃園「延平路」上隱藏版

越南美食，雖然消費族群主要是越南移工，但「美

食不分國界」，身為吃貨，道地的東南亞異國美

食，怎可錯過？想知道移工、新住民媽媽料理美

食背後的故事嗎？走趟延平路，保證不虛此行！

隱藏小巷的越南粉捲
　看似隱密的桃園後火車站巷內，道地的「越南

粉捲」總吸引眾多越南朋友假日前來品嘗。

　來自著名的台商企業 ( 台塑鋼鐵廠 ) 所在地－中

越河靜省的老闆娘，使用當日新鮮採購食材製作

「越南粉捲」，假日限量供應，不使用隔夜食材。

同時提供最具越南特色的越南火腿、炸春捲。若

有機會經過桃園後火車站，推薦走訪這家道地的

小吃店。

小 Mi 美味探險隊：

我在桃園延平路上遇見東南亞美食
文：桃園市東南亞藝文教育創新暨研究協會

........................................... 

地　　址：桃園區延平路 12 巷

營業時間：每週六、日 8：00 至售完為止

...........................................

比臉大的越南河粉
　越南北部的太平省是稻米產量全國平均最高的

地方。因此延平路上的「太平 ( Thái Bình) 越南

美食店」，光招牌就讓北越人勾起故鄉回憶！

　太平越南美食店販售的越南牛肉河粉份量十

足！以清淡爽口大骨湯為基底，搭配豐富多樣的

蔬菜與香辛料，使顧客吃得健康又安心。大部分

的客群為越南移工，因此菜單呈現是越南字，如

果想品嚐道地的河粉，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這家吃

看看！連越南人都說好吃的河粉店。

........................................... 

地　　址：桃園區延平路 41 號

營業時間：每週六日一定有開，平日不確定

...........................................

1.「小 Mi 美味探險隊」是由桃園市東 

南亞藝文教育創新協會成員所組成（M：
Migrant 移民，I：Inspiring，Mi：移

民精神 )

2.「越南粉捲」食材是當日採購

3. 越南牛肉河粉份量十足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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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多年，以建立

社區照顧支持系統，發展具社區生活特色之初級

預防性照顧體系。社會局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皆

配有專責的輔導員，協助評估場地、志工能量及

服務優勢。據點輔導員張芯慈，從 2012 年 12 月

開始投入據點輔導工作，至今已過 6 年，她憑藉

著豐富的輔導經驗、擅長連結內外部資源，不但

能掌握據點的大小細節，更用心陪伴，努力的成

果被看見，在 2018 年榮獲衛生福利部第四屆「社

區金點獎」大放光彩，奪得「卓越輔導員」殊榮。

　對於全國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據點輔導員來

說，「社區金點獎」有如「據點金馬獎」，除了

要跟全國入圍的輔導員一起角逐，接受中央書面

審查之外，評審委員還會實地到據點訪問，從據

點長輩、志工幹部的回應發現，張芯慈對據點提

供相當的協助，占有重要角色，獲獎可說是實至

名歸。

　對於有意設立據點的社區、團體來說，「從無

卓越據點輔導員－張芯慈奪「金點獎」
文：老人福利科 / 賴如琳 

到有」的過程並不容易；張芯慈發揮極大的耐心，

對於手上輔導的新設據點，協助單位分析弱勢與

困境、建立信心，再盤點可以運用的資源，分享

過去輔導據點的經驗，一一討論和溝通，像是一

位「領航者」，帶領各據點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當然，期間難免會出現挫折，面對長輩的需求

愈來愈多元及政策調整，在她輔導下，據點總是

能在困難中找到方式，尤其因應長期照顧服務佈

建，據點甚至有遠見地規劃預防延緩失能相關課

程，對社區長輩有更多助益。

　當被問到如何能擔任據點輔導員這麼多年？她

如往常面帶著笑容說 :「關心今日老人，就是關心

明日的自己，看著據點志工良善又熱情、長輩專

注且親切，一個個堆滿笑意的臉龐，有滿滿的正

能量，讓我以身為據點輔導員為榮。」

13

卓越據點輔導員－張芯慈奪「金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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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購買都是給予工坊肯定

桃姊妹格子舖 王松玲督導

文：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 / 湯芷寧

社福園丁

　任職於社團法人桃園市愛筵社會服務協會的督

導－王松玲，投入社會局「桃姊妹格子舖」方案

已第 8 年，剛認識王督導時，她的熱情與朝氣讓

人印象深刻，王督導大學及研究所專業在商學，

畢業後再攻讀社工所，最後投身社工領域，從家

暴後追、監護權訪視調查到婦女培力服務中，王

督導看見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因負擔家庭照顧

而無法外出就業；也發現提升孩子的生活品質，

須從主要照顧者著手，從中看見婦女在家庭中的

位置，了解經濟自立對於婦女是多麼重要，於是

使用所學，連結跨專業資源，令人十分佩服。

　「桃姊妹格子舖」方案是針對單親家長或弱勢

家庭成員提供培力與支持，王督導剛接觸此方案

時，商學背景曾讓她擔心工坊媽媽們投入商品製

作的成本和收益相符嗎？真的能改善工坊們的經

濟現況嗎？但陪伴工坊從商品發想、製作、包裝

至銷售等過程中，看見媽媽們一面創作一面自我

療癒，發掘自身優勢、找回自我價值感，並從一

開始的畏懼到自信地邁出腳步向顧客介紹產品，

逐漸再建立起與人的連結，達到培力方案期望能

帶給婦女的目標。

　此外，在王督導的努力之下，桃姊妹方案與百

貨業、企業界及各友善店家洽談合作，透過商品

寄賣、參與市集、成立工班及培訓專業講師等，

增加工坊商品多元銷售管道與曝光機會。

　王督導提到與個案工作過程中，同時連結及反

思自身生命故事，隨著生命經驗的豐富，更能貼

近婦女生活，更能同理女性於家庭、社會中面臨

的難處。

　個案復原之路漫長，珍貴的是陪伴了個案走過

一段辛苦的路，在各網絡單位工作者一同灌溉下，

等待希望的種子發芽的那一天。

王督導於桃姊妹手創市集陪伴工坊介紹手作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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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社福的美妙結合 秦宗春理事長
文：老人福利科 / 胡菀玲

　2017 年 10 月，社會局啟動創新失智症服務「認

知休憩站」，期望輔導人民團體為失智症者打造

社區裡的另一個家。2018 年初，在一次拜訪深耕

中壢區長達 19 年的在地團體「桃園市木匠的家關

懷協會」之後，協會很快地決議加入這項服務，

繼桃園區、蘆竹區之後，成為桃園市第 3 處認知

休憩站！

　協會理事長秦宗春，目前是中原大學國際貿易

系的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商學院全球化推動辦公

室的主任；促使他投入社福領域的動力，是受他

在美國求學時的老師─管理學之父彼得 ‧ 杜拉克

(Peter Drucker) 感召，這位名師影響他最深遠的地

方，莫過於企業與社福的結合，以及企業應該發

揮社會責任來照顧弱勢族群，這樣的理念成為「木

匠的家」紮根社福領域及投入失智症服務的初衷。

　之後，秦宗春回到台灣教學，有感於新住民子

女在生活及學業上的弱勢，自 2008 年開始領導一

群學生進行服務學習，為新住民子女進行課後輔

導，投入服務學習的大學生中，漸漸有東南亞僑

生加入，這群僑生讓新住民的孩子看到全新面相，

藉由學習東南亞語言，有助於未來面對全球化的

挑戰，同時也改善了新住民孩子與母親的關係。

　過往的求學與教學經驗，是理事長進入社福領

域的開端，但讓他真正成為社福界的一員，則是

在與「木匠的家」協會接觸後。他說道，有次於

課程中以「木匠的家」作為社會企業實例，學生

課後前往參訪，了解「木匠的家」為推動資源永

續再生，接受各界捐贈物資，但經常遇到大型物

資無力運送的問題，因此學生們有意捐贈貨車予

協會，秦宗春即受邀成為捐贈者代表，就此與「木

匠的家」協會結緣。

　今年「木匠的家」邁入 20 週年，秦宗春理事長

期望把當初看見「木匠的家」的無私精神延續下

去，分享所擁有的，讓這份感動給更多人支持。

理事長秦宗春期望分享
木匠的家之無私精神，
深耕社區，支持失智症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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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明寄養安置服務之

　意義與目標，以及寄

　養家庭之角色功能與

　寄養兒少之特質。

2. 說明寄養家庭資格限制

　及後續調查與審核流

　程，俾利有意加入寄養

　家庭服務者提出申請。

親子七「桃」

逛市集

寄養家庭招募

說明會

活動名稱 時　　間 地　　點 連絡方式 備　　註

6 月 15 日 ( 六 )

09:00-12:00

7 月 7 日 ( 日 )

09:00-13:00

(03)332-2101#6322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南區青少年活

動 中 心 ( 平 鎮

區延平路一段

168 號 )

桃園巨蛋 ( 市立

體 育 館 )( 桃 園

區三民路一段 1

號 )

(03)422-0126#11

社會工作科

中壢家庭服務中心

邀請 13 區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之家戶參與親子活

動，以農產市集的方式，

讓親子可以透過市集闖

關遊戲增加互動、亦強

化兒少生活技能。

 我愛《社福桃花園》
「找找小光在哪兒?」
 按讚、留言抽獎活動 Part 2

　《社福桃花園》每一季皆為市民朋友帶來豐富的社會福利

資訊。今年《社福桃花園》出版邁向第五年，社會局為此舉

辦系列「按讚、留言抽獎」推廣活動！期望讓更多民眾認識

桃園社福季刊。

　配合第 18 期《社福桃花園》出刊，桃園的社福公仔－小

光將藏身其中，只要您找到小光的身影，於「桃園市政府社

會局」粉絲專頁及活動貼文按讚，標記 (tag) 臉書 3位好友，

留下「我找到第 18 期《社福桃花源》有 ? 隻小光！」就有

機會獲得 TASTy 西堤牛排餐券 2 張，和你心目中的那個人

一起去享用美味的餐點喔！活動訊息請密切注意近期的粉絲

專頁，桃園各項社福資源與精美獎項，等您了解與換取。

活動預告

小光，你哪位 ??
小光是桃園的社福公仔，是一
隻照亮黑暗，指引幸福的螢火
蟲，在每個需要愛的角落，都
可以看到小光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