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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受了傷，可以看醫生治療，但心裡受了

傷，要如何治療才能痊癒呢？尤其是遭受最親

密的家人或是伴侶的傷害，所受到的傷害不只

是身體上的損傷，被利器劃出的傷口、推拉中

留下的瘀青，還有心裡所受到的傷害，以及自

我懷疑，往往才是受暴婦女難以撫平的創傷、

心中永遠的痛，更影響她們邁向獨立自主的過

程。

　桃園市政府家防中心服務的對象中，就有極

多數人屬於這樣的族群，在遭受伴侶的暴力對

待後，期望可以讓自己與孩子安全脫離傷心處，

卻往往找不到方向，除了須面對情感上的割捨，

陪伴學習 盼你高飛－
婦女培力服務
文：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盧玉娟

也常常需面臨經濟的難題。有的人沒有一技之

長，尋找工作的過程處處碰壁，有的人則擔心

回到職場後家中幼童沒人照顧，需要具有彈性

的工作時間，這類的困境，使得這些婦女無法

立即從事全職工作或進入一般競爭性職場。

　因此，桃園市家防中心結合了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在 2020 年辦理了一

系列婦女培力課程，使受暴婦女的就業服務目

標不僅是就業媒合，最重要的是提升就業能力，

唯有提升就業能力，才有就業競爭力，日後受

暴婦女才不需依賴就業社工員就能獨立自主的

尋職或轉換工作或適應職場，除了實質地提升

婦女培力服務－烘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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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婦女的工作技巧及能量之外，更利用課程讓

這群弱勢的婦女相信他們是有能力去為自己扭

轉接下來的人生。

　婦女培力活動，考量了一般受暴婦女生活需

求及可能較為擅長的領域，規劃了烘焙、縫紉

手作及中西式料理烹飪等不同面向的職能體驗

及學習，再佐以實地參訪，增進婦女對於職場

現狀的認識及理解；烘焙課程內包含了職場參

訪與實作課程，除了認識食材及實際參與烘焙

過程外，職場體驗參訪也讓參與成員瞭解店家

創辦的歷程、創業的不易與相關促成的脈絡與

契機，進而分享經營理念與服務店面的內外場

參觀，增進參與成員對烘焙領域有其認識，成

為專長、興趣或副業發展之參考。在縫紉手作

課程設計上，讓成員先認識縫紉機器操作、基

本車縫技巧練習，並練習打版剪布；從布料材

質與特性開始，依據作品選布，後續透過車縫

手作過程，完成自己親手做的成品以提升自我

認同與價值感，對手做的成品加以創意元素與

變化，增加自信與興趣探索的機會。而料理烹

飪課程中，以簡單的方式烹調出食物的原味，

破除一般在家料理的既有框架，裝點食物的配

色，增添對食物視覺感官上的享受，讓婦女對

烹飪有更多的認識，也意識到生活不是僅有單

一的可能性，透過些微的調整即會有不同的效

果，具彈性與輕鬆的氣氛在課間引導帶領著，

促進婦女們彼此之間的交流並拓展人際關係，

另透過有相似經驗的講師分享生命經驗及創業

歷程，具同理心且有示範效果，提升婦女改變

動力及對自己的信心，願意去想像各種可能性。

婦女培力服務－縫紉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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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種類別的培力單元，15 場次的培力課程及

2 場的職場體驗，帶領受暴婦女體驗及學習新的

技能，從瞭解怎麼做、參與製作，到實際完成

成品的過程，除了協助參與者對於樂趣及能力

的探索之外，也增進參與婦女對於自己有能力

完成的自信及價值感，參與過程中參與者彼此

協助及交流，使婦女跨出去自己生活的小圈圈，

促進與人互動交際之能力；有部分的婦女透過

課程學習評估副業兼職之可能性，有的進一步

學習並取得證照，為未來增添改變的助力。

　受暴婦女因為過往的創傷經驗讓他們受傷了，

如同折翼的鳥，需要時間復原，有時候因為受

到的傷害過重，即使復原了，也失去了飛翔的

勇氣，透過培力過程，除了增進他們的就業能

婦女培力服務－縫紉課程 婦女培力服務－烘焙課程

力，也透過學習的過程增加了他們對於自我的

信心及價值感，鼓勵他們可以再次飛翔；儘管

受過的傷不會消失，但復原後的羽翼會更為強

韌，也才能飛得更高更遠，迎向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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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少子化的國安危機，為了避免晚婚、低

生育率等現象導致的人口結構失衡、影響經濟

發展，衛生福利部自 2018 年 8 月起推行「育有

未滿兩歲育兒津貼」及「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

政策」，依照家長不同的照顧方式，提供多元

的補助措施，協助家庭分擔照顧責任，支持家

庭育兒。

　針對自行照顧孩子的家庭，每月發放 2,500

元育兒津貼 ; 若您選擇將孩子送托，則可申請托

育補助，其中，如送托單位為與桃園市簽訂準

公共化合約之居家托育服務人員或私立托嬰中

心，除中央每月補助 6,000 元外，桃園市額外

加碼 1,000 元 ( 居家托育人員 )、2,000 元 ( 托嬰

中心 )。

　同時，桃園市也積極布建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2018 年至 2020 年總計

新增 20 餘處，期待透過加速擴大公共服務量、

托育補助及育兒津貼，達到全面性照顧。

  為落實「0-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行政院於

2021 年公布，自 8 月份起將分階段實施育兒新

2021 年 8 月起 育兒新制正式上路    文：兒童托育科 / 林聖鈞 

制，主要差異為以下 3 點 :

1. 提高補助標準：於 2021 年 8 月、2022 年 8

月分兩階段提升，育兒將獲更多支持。

2. 提前第 2胎加碼：為鼓勵並提供生養多胎的

家庭更多資源，育兒津貼及托育補助第 2 胎及

第 3 胎均有加碼。

3. 擴大補助對象 :取消領有留職停薪津貼者不

得同時申請育兒津貼或托育補助之規定，保障

每個幼兒都能得到照顧。

育兒新制 相關資訊
...........................................

| 搜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官網

| QR 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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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嬰幼兒獲得妥善照顧及健康快樂的成長，是

每一個家庭及社會大眾努力的目標，如何尋得離

家近、送托便利、安全又有品質的托育服務，是

所有家長們殷切的期盼。為提升就業率並協助失

業者習得一技之長順利返回職場，勞動部針對失

業、中高齡、身心障礙、原住民及二度就業婦女

等福利身分辦理補助班，今年度共辦理 6 班補助

班及 27 班自費班。

　社會局委辦民間學校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

程，課程當中除了育兒的常識，包含嬰幼兒發展

評估、嬰幼兒的生活規律與環境規劃、用藥常識、

事故傷害的預防等。此外，還有實作部分，包括

於「清潔區」確實瞭解幫寶寶洗澡流程中的注意

事項，如安全、保暖及衛生等 ; 在「調製區」學習

沖奶的技巧、製作副食品及幼兒奶瓶與餐具的清

潔方式 ; 於「遊戲學習區」練習說故事引起孩子動

機的技巧、如何留意浴室安全 ;「安全醫護區」操

作 CPR 急救和演練孩子哽塞或受傷時的處理方式

等。

幼愛傳承 從心出發－
營造完善的托育服務

　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更是每個家庭手中的心

頭肉，為了提供兒童友善及專業的照顧服務，社

會局與勞動部持續開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班供民

眾參訓。取得 126 小時結業證書者，可再參加勞

動部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取得專業證照，進一步

向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申請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

提供托育服務。期待更多有志之士共同投入居家

托育的行列，協助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相關資訊
...........................................

| 搜尋　社會局局網

|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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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托育人員訓練安

全醫護課程，教師使用 

投影片說明寶寶哽塞急

救處理方式。

右圖：嬰幼兒照護技術

課程中，教師於清潔區

示範及演練。文：桃園市保母協會 / 彭玉琴；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中心 / 王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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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當家 幸福到家－
桃園市績優社工暨社政人員表揚典禮
文：社會工作科 / 許珍維

　4 月 2 日「社工日」，是社工專業人員的重要

節日，社會局於社工日前夕表揚 50 名績優社會工

作人員及 12 名績優社會行政人員，感謝其用心付

出，陪伴需要協助的家庭，也期盼透過表揚活動，

彰顯社工價值，讓台灣社會更幸福。

　今年度「績優社會工作人員」獎項分為「潛力

新秀獎」、「卓越績效獎」、「卓越超群獎」、「資

深敬業獎」、「卓越督導獎」及「傑出領航獎」

６類；「績優社會行政人員」獎項分為「績優服

務獎」及「特殊貢獻獎」2類，獲獎者涵蓋社會局、

教育局、醫療單位、社會福利團體等不同服務領

域，每一位都是某些人生命中的貴人，在個案陷

入生命的泥沼時伸出援手，讓個案重新站起來，

甚至有能力回饋社會。

　為讓社工更有能量提供服務，市府秉持「充實

社工人力、完善專業制度」的原則，持續爭取提

升社工員額、保障勞動權益及執業安全、辦理多

元教育訓練及身心健康活動、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補助民間單位推動社會福利經費等措施。藉由政

府或民間單位持續合作，逐步完善執業保障、強

化專業能量。社會局始終跟社工站在一起，做社

工最強而有力的後盾。

　桃園重視社工專業永續發展、提供友善職場環

境，歡迎社工伙伴與學子加入桃園大家庭，共同為

市民提供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讓桃園成為幸福城

市。

| 2021 年績優社會工作人員得獎名單

潛力新秀獎：李萱懿、傅惠旋、藍天安、謝宥均、

簡嘉儀、吳玠儒、張淑鈴、王昱揚、趙子潁、徐婕

敏、邱思語、吳恩綸、許芷庭、吳家琦

卓越績效獎：蔡美雯、林家偉、劉仲蕙、陳佳芳、

王敬林、卓芳瑾、崔佩珈、薛曉屏、胡又文、鍾孟龍

卓越超群獎：翁國禎、賴思諭、許之偉、黃士賓、

黃暉媄、陳國屏、林孟潔、王詒芃、楊依芸、徐莉

卿、邱宜婷

資深敬業獎：許珍維、江珮潔、賴怡潔、洪瑞雪、

楊千儀、宋月瑜、賴盈杏、莊媗詅、楊松桓

卓越督導獎：朱秉慧、蘇純嫻、黃雅伶、羅紫綾、

李昌維

傑出領航獎：賴文珍

 

| 2021 年績優社會行政人員得獎名單

績優服務獎：林聖鈞、朱芳瑤、李志妤、康佳雰、

林孟彥、黃月煥、洪雅婉、謝筱梅、林采諭、黃

秀美、潘宜仟、羅予妦

特殊貢獻獎：楊靜玉

鄭文燦市長於表揚典
禮頒發資深敬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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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與台籍先生結婚逾 11 年，先生領有中度聽

覺機能身心障礙證明，平時從事保全工作，是家

中的主要負擔家計者；安安為印尼籍設籍前新住

民，因中文能力有限，也想要多陪伴女兒，故自

結婚至今都在家中擔任家管，打理家中的一切大

小事；女兒就讀鄰近國小二年級，一家人雖然收

入有限，但生活融洽。

　不料某日因鄰居用電不甚燃起大火，火勢延燒

整排舊式公寓，安安家也遭到潑及，雖火勢順利

撲滅，但房子已被燒得面目全非，所幸一家人均

平安，但居住問題就成為一家人最擔心的事，安

安一家人暫借住在朋友家，安安期望可以把家整

理好，一家人再搬回最熟悉的地方。

　社會局為保障設籍前新住民在臺經濟安全及維

持基本生活，特別訂定設籍前新住民社會救助暨

桃園市設籍前新住民社會救助暨
特殊境遇家庭返鄉機票補助計畫
文：新住民事務科 / 徐乙文

特殊境遇家庭返鄉機票補助計畫，安安與先生一

同至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提出設籍前新住民社會

救助申請，經中心社工評估後，符合急難救助條

件，協助申請一筆急難救助金，支持與補充安安

一家生活費用，攜手度過本次危機。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

| 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 地址　桃園區復興路 135 號

| 電話　(03)333-0305 分機 21-26　
...............................................

　「張社工，小芯已經來快兩個禮拜了，可是半

夜還是常會做惡夢與哭泣」、「小凱剛來的時候

幾乎滿口蛀牙，而且說什麼都不願意看醫生」、

「茹茹已經要讀幼兒園了，但卻還不會數數字 1

到 10」。

　從事寄養服務多年的陳爸爸表示，剛開始當寄

養家庭的時候，因為孩子仍有許多從原生家庭習

得的行為與習慣，在照顧上常常面臨諸多挑戰，

需要花不少時間磨合，然而，隨著投入的時間越

久、付出的心力越多，所得到的回饋卻也越大。

　「看著孩子一步步地轉變與成長變得越來越正

向，真的會有一種莫大的成就感與喜悅」，陳爸

爸述說著，就是這種正向的經驗，使他願意持續

愛與包容的避風港－
寄養家庭授證 
文：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 楊朝鈞

擔任寄養家庭。

　為了感謝這些寄養家庭的付出，桃園市政府與

家扶基金會於 4 月 17 日共同舉辦「寄養家庭授

證暨聯誼活動」，現場除了頒發證書給桃園市共

89 戶的合格寄養家庭外，也由市長親自頒發感謝

狀給服務長達 10、15 以及 20 年的資深寄養家庭

們，表揚他們多年來為兒少的奉獻。

　每一位兒少都有被保護與照顧的權利，也期待

有更多的市民朋友一同加入寄養家庭的行列，陪

伴孩子走過生命的低谷，迎向更美好的人生。

寄養家庭 洽詢資訊
...........................................

| 業務科室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 聯絡電話　(03)332-2101 分機 6322

|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 聯絡電話　(03)456-2195
...........................................

掃描QRC o d e

了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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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救星「爬梯機」－
實現安心上下樓的夢

社福萬花筒

文：桃園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 / 劉美秀

　許多人因年紀增長身體機能下降或因意外的發

生，導致行動不便，造成生活面臨諸多障礙，此

時，若還居住在未設置電梯的老公寓，「外出」

及「回家」都將成為一個艱辛的挑戰。 社會局特

別提供「爬梯機借用服務」、「爬梯機專人操作

服務」及「爬梯機補助」等，讓長者及身障朋友

達到安心上下樓的夢想！

　蔡大姊居住在無電梯公寓的 4 樓，自中風臥床

後便極少外出，她聽說住家附近新建設了捷運和

擁有共融遊具的公園，很想出門看看，順便與許

久未見的街坊鄰居聊天、曬太陽。然而，因無法

自行移位，上下樓全需仰賴丈夫背抱，不僅移動

過程危險性高，且長久下來，丈夫的體力日益不

堪負荷，蔡大姊也常因此肌肉拉傷。對於身心障

礙者及照顧者而言，因外出需求所導致的沉重壓

力，是如此現實與無情！

　這時「爬梯機」彷彿一道曙光，讓他們撥開烏

雲重見光明！

　社會局委辦的輔具資源中心，在了解蔡大姊遇

到的狀況後，隨即派出評估人員到宅訪視，從中

瞭解蔡大姊的身體狀況及外出需求，並測量公寓

的樓梯規格，確認符合爬梯機適用規範；接著，

安排蔡大姊的丈夫至輔具資源中心參與爬梯機使

用訓練。最後，他順利取得操作合格證明、借用

爬梯機，蔡大姊的丈夫開心地表示「太太上下樓

更舒適及安全了！」、「除了就醫外也能更常外

出了！」。 

　如您或您身邊的朋友有爬梯機借用、學習操作

的需求，或需申請租賃與購買爬梯機補助，歡迎

洽詢以下單位。

爬梯機借用

桃園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

桃園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社團法人台灣享福銀髮協會

大園、蘆竹、龜山、桃園、八德、大溪、復興
(03)368-3040
(03)373-2028

中壢、平鎮、楊梅、龍潭、觀音、新屋

桃園市全區

(03)489-0298

(02)6613-1419爬梯機操作

1. 長照服務專線：1966
2. 本市衛生局專線：(03)334-0935
3.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線上申辦 /「桃園市長期照顧服務」申請。

1. 各區公所社會課。
2.桃園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03)368-3040、(03)373-2028。
3. 桃園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03)489-0298。

租賃爬梯機補助申請

購買爬梯機補助申請

服務項目 服務單位 服務區域 連絡電話

針對「爬梯機借用服務」運送爬梯機以提供到宅評估及試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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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務低收、中低收入戶過程中，社會局除提

供各項生活扶助維持家戶基本需求，更希望家戶

能藉由各項支持措施脫離貧窮。2020 年起社會局

與伊甸基金會合作辦理自立脫貧服務，以家庭生

態為核心，服務對象除了低收、中低收及經濟弱

勢之青少年外，增加共同生活照顧者，希望透過

家長與青少年一起學習，能增強彼此對家的想望，

也辦理多場親子體驗活動，希望能增進家人互動

機會，讓親子間的關係更為緊密，我們相信經由

親子的共同學習與努力，家永遠是幸福美滿的。

　小瑤當初因學校老師推薦參與脫貧方案，她分

享在方案活動學習到理財、面試技巧、人際溝通

及時間管理等，也認識到許多好朋友，每次活動

結束小瑤總是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家，並時常和家

成為更好的自己－

自立脫貧服務
文：社會救助科 / 唐旻琪

人分享自身的學習與成長。2020 年初小瑤得知方

案服務對象新增家長時，便馬上邀請媽媽一起報

名參加，活動中總能看見小瑤母女認真投入活動、

勇於學習和相互支持，且一起完成每月穩定儲蓄

的任務。

　此外，小瑤也很開心地和社工分享，自己已經

養成儲蓄的好習慣，也感覺到和媽媽的關係更靠

近，生活中也有了更多話題，有家人的陪伴，讓

小瑤參與方案更有動力，面對生活也更有力量，

相信未來的生活會越來越好。2021 年自立脫貧服

務已於 3 月完成招募，豐富的課程、活動花絮歡

迎追蹤社會局臉書粉絲專頁。

自立脫貧服務課程 洽詢資訊
...........................................

| 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 電話　(03)335-0628
...........................................

成員在成果展彼此分享自身學習



12

園來一家人

　有感於弱勢少年在社區中就業機會不易，社

會局為讓本市弱勢少年能夠培養一技之長，並

提升就業適應能力，於桃園親子館 1 樓開設少

年培力就業工坊「加力力輕食吧」，提供少年

一個餐飲就業的培訓平台，讓少年從職場中建

立自信心。

　今年寒假加力力輕食吧辦理為期 9 天的職場

體驗學習活動，透過本場域學習烘培、餐飲或

經營管理等技能，此外，亦辦理儲蓄規劃課程

及企業參訪，透過課程讓少年了解如何有效使

用及培養儲蓄習慣，另，透過企業參訪瞭解其

運作模式，藉此開拓少年的視野。

　在職場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學習專業的餐飲

技能外，同時也讓少年們了解到團隊合作的重

要性，並從中學習正向人際互動，以增強社會

適應能力，讓曾走向歧途的少年能夠獲得重新

塑造的機會。

　少年們透過培力過程所累積的經驗培養未來

就業能力，亦可紓解弱勢少年自立生活及經濟

問題，培力就業工坊是少年正式進入就業職場

前的跳板，培育他們未來穩定就業的能力，在

公、私部門及社會大眾共同努力下，使桃園成

為最友善青少年的城市。

加力力輕食吧 相關資訊
...........................................

|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 地址　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200 號 1 樓

| 電話　(03)335-7795

|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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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力力輕食吧
職場體驗學習活動
文：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 廖君寧

職有為你，
夢想啟程！

利用企業參訪學習烘培、

餐飲及經營管理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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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伯他茲 (Libertas) 是拉丁文「自由」的意思，

象徵基金會的初衷，即盼望服務的每位藥癮更

生人，都能在心靈與身體獲得真正的自由。

　基金會從事藥癮更生服務工作邁入第 20 個年

頭，了解專業服務對每位藥癮更生人的重要，

除個案服務外，亦支持更生家庭、並媒合社區

友善職場，始終秉持社會企業的服務精神，提

供就業機會與職業培力。期許藉由穩定的就業，

促使他們能夠「離藥越遠，並能耀眼社會」，

逐步獨當一面、撐起家庭，更能相信自己的能

力、活出自信與色彩。

　桃園，是我們在藥癮更生工作中耕耘多年的

城市，除了藥癮成人釋前家庭支持及釋後追蹤

輔導、脆弱藥癮家庭增能、就學兒少拒毒預防

與親職教育外，在與桃園女子監獄的合作中，

看見婦女服務的重要性。

　自 2021 年起，本會承辦社會局桃姊妹經濟培

力計畫，協助經濟弱勢婦女提升就業競爭力、

強化與社會連結，辦理多元化專長培訓課程，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文：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桃園分會 / 王筱婷

輔導姊妹成立手作工坊，並透過寄賣、市集、

網路等多元管道進行商品行銷推廣，期待增能

桃園婦女內在能量，看見自己的價值，實現自

立的夢想。

　自多年的服務經驗中看見，一群人一起走勝

過於一個人自己走，從「陪」力走到「培」力

的路即使很漫長，利伯他茲都想和每個家庭一

直走下去，以「無懼的堅持，無距的愛」不間

斷地提供支持與陪伴。

桃姊妹經濟培力計畫 相關資訊
...........................................

北區據點

|地址 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447 號

| 電話 (03)366-3006

南區據點

|地址 中壢區中龍街 21 號 
| 電話 (03)416-2008

| 粉絲專頁
...........................................

辦理手作課程培養婦女
一技之長

無懼的堅持
無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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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桃生活

　

走進平鎮區獅子林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高掛在入口處的志工排班表整齊有序，透露

著嚴謹且注重品質、紀律的團隊風格。不僅如此，

平鎮獅子林據點優質的服務表現，也為他們贏得

衛生福利部第 5 屆社區金點獎「年度特別獎 ( 卓

越據點志工團隊 )」及第 6 屆「金點之星 ( 團體

獎 )」，在全國舞台上發光發熱。

  桃園市目前有超過 300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暨

巷弄長照站，提供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共餐、

健康促進及預防延緩失能課程等活動。

  多數據點的營運，都是靠著無給職的志工及幹部

們「撐起一片天」，全市據點志工人數將近 1 萬

2,000 人，將近半數為 65 歲以上高齡志工，基於

對社區和鄉土的熱愛，讓他 / 她們願意投入珍貴

的退休時間付出心力，服務據點長者，落實在地

照顧。

  「許多志工夥伴把據點、把社區當做自己的

家！」桃園市平鎮區獅子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張寶珠分享道，曾經志工團隊裡

有位黃大哥，服務認真負責，即便晚年病痛纏身，

仍掛念著據點，在安寧病房穿著志工服，等到團

隊前往探視最後一面後，才安詳離世。

  還有一位賴大哥熱愛服務，即便在連假時節眾人

都在家休息時，仍不辭辛勞到據點活動中心週邊

打掃。賴大哥後來罹患阿茲海默症，懷著忐忑的

心說：「我不能做志工了，但還可以來社區嗎？」

讓張寶珠心疼不已，而社區的大門自然為長輩敞

開。

  桃園市蘆竹區宏竹社區發展協會林瑞真總幹事帶

領僅成軍 3 年的志工團隊，亦將據點辦得有聲有

色。她觀察，不少志工原本生活圈較為侷限，參

與據點活動後，有更多機會吸收新知，和更多人

交流、互動，服務別人的同時也收穫滿滿，創造

自身與社區的雙贏。

  社會局在此感謝所有據點志工協力付出，營造友

善高齡的社區，也期待更多社區加入關懷據點的

行列。

平鎮區獅子林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連續 2

年獲得衛生福利部社區金點獎表揚

關懷據點志工 在地服務好窩心 文：老人福利科 / 朱芳瑤

 平鎮區獅子林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連續 2 年獲得衛生福利部社區金

點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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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菜市場買到越南料

理中使用的菜葉、香料、醬料等是門大學問，讓

我們跟著一名越南媽媽走進菜市場，發現日常生

活中不一樣的新視野，尋找回憶中的味道。

　週間的清晨攤販叫賣聲不絕於耳，挺過疫情衝

擊後的南門市場，依舊充滿鮮活力。來自越南

的新住民朋友桂金熟絡地詢問老闆有沒有賣越南

菜，才發現原來這家看似全部賣著台灣青菜的攤

位，同時也有在賣各種越南料理用的菜葉，有魚

腥草、薄荷葉、紫蘇葉、香茅草等，若不是桂金

熟門熟路地帶領，還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的菜市場

也賣著少見的越南料理用菜葉。

　桂金很喜歡逛菜市場，去年剛生完寶寶的她，

外出時兒子就暫時交給先生照顧，因此來菜市場

的時光，也是她難得休息放風的時候。桂金分享

她的挑菜秘笈說：「蔥要挑長一點的；燉牛腩要

選桃太郎番茄，且挑熟一點的較甜，煮出來顏色

較漂亮及味道較濃郁」。這些買菜訣竅和過去並

沒有不同，但來到台灣後，要背誦各種東西的中

文名稱，學習用中文跟老闆買菜。隨著來到台灣

已超過 20 年，桂金已可以熟練地用台語或中文跟

老闆詢價及殺價。

　桂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越南炸春捲烤肉米線」

(　　　　　　　　     ) 這道越南著名的

美食，桂金說，

以前在越南讀國高中時，

早餐最喜歡吃的就是烤肉米線，在越南，早餐是最

重要的一餐。越南俗語說：「吃早餐如皇帝」(　

　　　　　　　)，烤肉米線裡有肉有菜、營養滿

分，令她十分懷念。

　身為家中的掌廚者，為家人的健康把關，是桂金

最在乎的問題。米線上的碎花生是自己烘烤後研

磨；魚露裡的醋是自釀的。在桂金的家裡可以看到

自製天然醋、手磨黃豆所打成的豆漿。其中都蘊含

著對家人的愛，以及對料理的熱愛及執著。

　食材料理後，擺盤盛裝也都十分講究，底層墊著

小黃瓜和福山萵苣，鋪上米線後放上烤肉和炸春

捲，淋上魚露及烤肉醬汁，再鋪上滿滿的紫蘇、薄

荷、魚腥草，最後撒上碎花生，一碗現做的道地炸

春捲烤肉米線就這樣端上桌了。

　烤好的肉片呈現亮麗的咖啡色澤，剛起鍋的春捲

透出金黃顏色，烤肉香伴隨著檸檬香氣，生菜清脆

的口感，加上Ｑ彈米線，一口咬下去，可以嘗到多

樣食材不同的味道和口感。這碗炸春捲烤肉米線的

滋味，如桂金飄洋過海來台的生命經驗，其中的酸

甜苦辣，只有親嘗過的人才能體會。

　如今在疫情下無法回到家鄉越南，桂金只能藉由

親手料理這道烤肉米線，每一道料理的程序都伴隨

著鄉愁，吃入口的不只是米線，更多是回憶、是思

念，以及名為家鄉的味道。

15

  越南媽媽的菜市場哲學

 尋找回憶中的味道－越南炸春捲烤肉米線

文：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 張若眉　圖：桃園市新住民協會理事長 / 林桂金 桂金細心搗碎要加進魚露裡的食材

 越南炸春捲烤肉米線的所有食物配料都準備完成，並仔細地  

一一擺盤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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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九年前第一次拜訪日本夢のみずうみ

村時的驚喜與訝異，那裡的每位長者都很積極

地選課、安排自己的一天，選課區就像菜市場

一樣熱鬧！在此之前我對日間照顧中心的印象

仍是長者乖乖坐著的模樣，沒想到原來長者也

可以被激發動力，主動地參與活動，而這裡就

是「減法照顧」創始人藤原茂先生所經營的日

間照顧中心。

　財團法人錸德文教基金會很榮幸獲得藤原茂

先生的認可，並獲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的支持，

於 2015 年設立第一個以「減法照顧、自主選

課」為理念之日間照顧中心，目前基金會於桃

園、龜山、蘆竹、新北永和及新竹竹北各設有

一處日照中心，提供長者們不一樣的日間照顧

選擇。也正因為希望長者來這裡如年輕時外出

上班一樣，所以取名「錸工場」。

　過往我們對於「孝順」的定義是幫長者做好

所有生活中的食衣住行，似乎越無微不至是越

孝順的表彰，用進廢退的狀況下，長者的能力

就在無形中慢慢遭到剝奪了！在錸工場，長者

從報到刷卡、排課開始，處處充滿復能的巧思，

以「中午吃飯」為例，錸工場的長者需要先找

出專屬的餐盒、取餐、自己端或利用推車找位

置坐，吃完還要獨自將碗盤分別放到回收區，

您可以想像其中有多少復健的效果嗎？包含了

下肢 ( 站立、行走 )、上肢（端餐盤）、手指（添

飯、夾菜）、認知（找餐盒、分別飯、菜，想

吃多少）、社交（今天想跟誰一起吃飯）等訓

練。因此，我認為孝順可以有很多表現的方法，

不應再僅限於「奉為上賓」了。 

　「能做得到的事，就盡全力自己做！」，錸

工場鼓勵長者找到「方法」，即便是偏癱的長

者，我們也會製作出適合的工具，讓他可以享

受揉麵團、做麵包的樂趣，並將完成的麵包帶

回家與家人分享，不但好玩還可以讓家人知道

長者的能力仍是可以被激發的，就如同錸工場

減法照顧宣言中說的：不是強者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會幫助您發現，「我不是弱者！」。

社福視野

日照中心減法照顧
文：財團法人錸德文教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錸工場社區

長照機構 / 張玉環 主任

長者是使用者也是館長

減法照顧：意識比知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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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總在措手不及時，為人生劃上破折號。袁

凱昌先生入伍一個月，便因一場交通事故造成中

樞神經受損、四肢癱瘓，頃刻間，生活一百八十

度大轉彎。在與自己和解的漫漫時光中，機會、

挫折交織，所幸家人的陪伴成為支撐的能量，讓

他接受成為身障者的自己。

　成為傷友的那刻，才知曾經的理所當然，如今

卻相當困難。傷後在桃園市脊髓損傷者協會訪視

人員的建議下，來到桃園市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

心參加生活復能訓練，透過每位教師自身經驗，

提供最實質的幫助，引導學員重新學習自理，避

免重蹈覆轍。中心服務全國身心障礙朋友，一同

學習後，回到地區，則有桃園市身心障礙聯盟在

地服務，提供同儕訪視、資源分享等。彼此間相

似卻又不同，相輔相成來支持陪伴著更多身心障

礙朋友。

　日常生活中，多數身心障礙朋友以電動輪椅代

步，袁先生亦然。不過一台電動輪椅的重量等同

於兩桶家用瓦斯，妻子因時常搬運造成身體痠痛。

袁先生便將不捨化為研發「車用輪椅搬運機」的

動力，他重拾對機械領域的熱情，運用大學就讀

機械工程學系所學及豐富的比賽經驗，在與脊髓

損傷潛能中心老師討論與大學夥伴協助下，「車

用輪椅搬運機」於 2017 年在台北國際發明展拿

下銀牌獎的殊榮。當努力終有成果時，他才知道

不要害怕作夢，認真朝著夢想前進，連老天爺

都會幫忙。袁先生說：「根本沒有失敗這件事，

只有自己能不能接受的結果。」一場意外，

讓他成為身障者，看似失敗的過程，卻成

為促使他努力向上的動力。

　袁先生希望透過自己的人生故事，鼓

勵身障者及照顧者，無論遇到任何困

難都不要放棄，用正面積極的態度面

對所有挑戰，更期盼透過自己的力

量，結合社會大眾的經驗，為身心障礙朋友帶來

更友善、更便捷的生活。除「車用輪椅搬運機」

研發者身分外，袁凱昌先生目前還擔任桃園市脊

髓損傷者協會常務理事、社團法人桃園市身心障

礙聯盟後補理事，此外，他也是公共建築物設置

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及於

輔具公司擔任顧問。雖國內無障礙設施已相當普

遍，但仍需精益求精，更貼近使用者需求，他將

身心障礙朋友實際使用後的感受回饋工程單位，

期望以「使用者經驗」為核心的「設計思考」能

更貼近使用者的心。同時他不遺餘力的宣導身心

障礙的相關資訊，例如藉由親子互動課程，分享

親身受傷經驗，讓孩童與家長除了能對身心障礙

多一分了解外，更能夠在生活上多一份留意。

　失敗不是結果，而是人生轉變的岔路口。袁凱

昌先生感恩一路走來每個機會與幫助，讓他發現

其實輪椅上的天空仍是這般遼闊。

迎向逆境　扭轉失敗
社團法人桃園市脊髓損傷者協會－袁凱昌常務理事　文：許家綾

協會參與大溪茶花節義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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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玉琇督導走進保護服務，已經有 16 年的時

光，首次接觸保護性服務是從 2002 年開始。起先

接聽 113 保護專線同時也接觸成人保護案件，展

開保護性服務工作。2006 年由社會局調至家防中

心，陸續投入性侵害保護、兒少保護服務，2017

年開始兒少性剝削服務，於家防中心任職超過 16

年，有多元完整的直接服務經驗。

　玉琇督導提及，1999 年前，民眾對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觀念薄弱，大多認為「法不入家門」，

而今，家暴防治、性侵保護等相關防護觀念逐漸

受到大眾關注，過去「清官難斷家務事」、「勸

和不勸離」的傳統觀念，與認為自己沒有立場介

入或視而不見的態度，已有所改變，家庭暴力是

一種侵害他人權益的行為，透過嚴密的法律規範，

並且讓公權力介入，是終止暴力發生的重要援手。

不只讓個案有另一個未來，也期望在受暴家庭下

成長的孩子，因適時的介入，避免成為下一個施

暴家庭。於桃園市家防中心，個案只需透過單一

窗口，即可獲得社政、警政、醫療、教育、司法

等單位，所提供之緊急救援、醫療、安置、諮商

輔導、庇護安置與法律等全方位協助，對於無助

的個案而言，是相當重要且近便的。

　但單純的信念，往往受到現實的挑戰。

　專業團隊雖可依個案情形提供合適的協助，但

個案仍可能因為各種考量而婉拒服務。即使如此，

團隊仍堅守崗位，在受暴婦女無法替自己決定、

性侵害受害人處理內心創傷的情緒時，提供相關

資源及精神支持，讓他們知道中心時刻相伴左右，

在每個需要援手的節點提供幫助。構築安全網絡

並非一朝一夕完成，需要多方合作才能完善且堅

固，每個人都是社工的好幫手，多一分關心就能

少一分傷心。

　對督導來說，危機就是轉機，縱使問題百百種，

只要與夥伴合作協力，透過討論、洽詢專家的建

議，就能讓問題明朗化，從迷霧團中撥雲見日。

看到個案的對保護意識的進步、案件獲得司法正

義，乃至從接受協助角色轉為服務的行列，都是

對社工的肯定與鼓勵。

　在這甘苦參雜的旅途中，玉琇督導期望自己能

時時刻刻保有為他人服務的初心。回首這 16 年的

時光，猶如昨日歷歷在目，哪怕需時時自我信心

喊話，仍不曾放棄，能為每個有需要的人努力，

讓世界更加美麗，是她的榮幸。

 保護服務　誠心相護

桃園家防中心－汪玉琇社工督導員
文：許家綾

汪玉琇社工督導員從事保護服務已有 16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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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0 年模
範父親表揚活動

110 年家暴月系

列活動

活動名稱 時　　間 地　　點 連絡方式 活動內容

7 月 31 日

13:00~16:00

4 月 21 日起

另行公告

活動官方網站

(03)332-2101

#6336

人民團體科

(03)332-2111

#209

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於 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15 日開放

本府立案的社會團體、財團法人社會福

利慈善基金會及在本市設有分事務所的

全國性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推

薦。

1.辦理以數位性別暴力防治為主題（軸）

之微電影創作競賽。

2. 透過同儕間共同創作、思辨的過程，

激發大眾參與公共事務之熱情。

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