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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的低吟  
整理：林理事惠琦 

永遠無法忘懷在訪談社區精神分裂病患照顧

者時，來自照顧者的低吟，雖然多數的照顧者都

有良好的調適，但並不表示他們是不需被關切的

一群。以下摘錄幾則照顧者的心聲供大家分享，

懇請大家共同來重視精神病患背後的照顧者，並

且落實精神病患照顧者之關懷，還給他們一個自

在的心靈與生活的春天。 

"陳老太太，80 歲高齡，滿頭白髮，身軀嬌

小而佝僂，紅著眼眶含著淚水的述說，他是如何

的被患精神分裂病多年的女兒由樓梯中推落摔

滾於地而昏迷，不知怎麼被救起送醫的，及病人

不時的威脅說如果照顧者不順從她的話就要照

三餐的打，以致照顧者「終日提心吊膽」，常常

需察言觀色以防遭受病患之攻擊，對於病人不適

當之言行常敢怒不敢言，當病人不願配合治療不

吃藥時亦不敢勉強，偶而忘記或看不過去唸了幾

句，就遭來病人的一陣謾罵或惡言相向，身心備

受威脅..."。 

李老先生，70 歲高齡，身軀尚健碩，噙著淚

述說著他那患精神病的兒子(180 多公分，100 多

公斤)因病情惡化不滿他的指正而拿菜刀欲砍殺

他的那一天，緊急尋求警察支援帶病人就醫時，

好不容易來了三個警察，卻因怕被病人砍傷而要

求家屬先制伏病人後才願協助帶就醫，照顧者除

了感嘆警察之無能外，也只好冒著生命危險配合 

處理，照顧者同時無奈的表示：「也曾想過帶病 

 

人到落後的國家去丟棄，以擺除這個無盡的包

袱，因為人老了總有走的一天，其他兄弟是不可

能照顧病人的，然而畢竟是自己的骨肉，看到病

人的無知與無辜終究不忍，而打消棄置國外的念

頭，再度背起這個沈重的包袱，只是不知還能背

多久，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並且寄望政府早日設

立收容機構安置有嚴重暴力或家屬無法照顧的

病人...。」 

上述案例反應照顧者承受病人暴力攻擊威脅

所帶來之沈重負荷，嚴重暴力病人與照顧者朝夕

相處，照顧者不僅身、心疲憊且生命安全堪慮，

基於維護照顧者安全及落實病人精神醫療之考

量，似可考慮將嚴重暴力病人與照顧者隔離，而

對於照顧者已屆高齡無力承挑照護病患之重

責，政府機構應委由精神醫療專業人員介入協助

妥善安置。 

除了設立「收容機構」安置嚴重暴力病人及

照顧者無法照顧之病人外，更期望精神醫療機構

切實檢討目前急診醫療網執行之成效，針對現存

弊病提供解決之道，真正落實急診醫療網之功

能，以減輕照顧者之身、心負荷！！ 

 

 

 繳費通知  
請會員繳交 89 年度常年會費 
個人會員：1000 元 
團體會員：2000 元 
贊助會員：500 元 

 壹



 

 

 

 

相關社會資源介紹 
                            吳幸容社工員 

                      

一、資源類別： 

1.目前醫療衛生體系︰慢性醫院定位、地

區醫療衛生單位功能定位、連續性健康

照護系統規劃(居家護理安寧療護)、殘

障鑑定系統。 

2.健保給付制度︰慢性醫療給付、居護理

師、家庭醫師、療養特約醫師、社區藥局、

重大傷病。 

3.社會保險給付制度︰工勞農漁保、學保、

汽機車強制險。 

4.商業保險給付制度︰車險、意外險、疾病

人壽險(看護費住院醫療傷殘給付) 。 

5.社會福利給付制度︰兒青婦老福利服務 

(早期療育、受虐保護性業務)、救助收容

安置、家庭扶助、低收入戶生活教育健保

津貼、老人日托養護、中低醫藥費看護費

補助、喘息服務之臨托、居家服務、老人

特別照顧津貼。 

6.殘障福利給付制度︰定額雇用、支持性就

業、中途之家、職業訓練、庇護工場。 

7.公立慢性療養機構︰養護教養院、仁愛之

家、榮民之家。 

8.私立慢性療養機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之

立案臨托、日托、職訓、住宿教養、立案

安養護理之家。 

9.看護及其中心特性︰短期口頭契約、非正

式公司經營 VS.長庚模式。 

10.外勞申請及其特性︰費用、語言障礙、代

理契約模式。 

11.特殊教育相關資源︰學前教育、學齡教

育、特教班、特教諮詢資源。 

12.無障礙環境及設施︰交通、建築物之軟、

硬體設施。 

 

 

二、資源諮詢轉介資源： 

1.醫療系統：出院準備服務小組、醫療社

工單位 

2.衛政系統：衛生局、長期管理示範照護

中心（TEL：7272395）、身心障礙手冊核

發（衛生局三科 TEL：2134141） 

3.健保系統：健保局（TEL：3216832） 

4.警政系統︰ 

5.司法系統：平民法律服務中心（TEL：

2154897） 

6.教育系統︰教育局二科（TEL：

3373117）、三科（TEL：3315751）、四科：

教育代金學雜費補助（TEL：3314881） 

7.社政系統：社會局三科：老人福利（TEL：

3373120）、二科：社會救助（TEL：

3373374）、身心障礙科（TEL：3373377）、

區公所社會課民政課 

8.身心障礙機構︰ 

9.衛材輔具：復建用品展示（輔具展示

TEL：8151500*304 保健科）、（老人用品

展示 TEL：7714979）、輔具回收租借

（TEL：8154414）、輔具補助 TEL：3373390 

10.勞政系統：勞保局（TEL：2212167、

2416289）、勞工局、殘障訓練 就業中

心（TEL：8220790 轉 120） 

11.交通系統：公車處預約電話（TEL：

2824337、2824345，二天前預約） 

（附註：本文是取材自 89 年 6 月 3 日照顧

技巧訓練班活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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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暨編輯委員會介紹 
                         林主任委員惠琦 

本委員會現有成員包括主任委員林惠琦

1 人（目前任職於輔英技術學院護理科），及委

員吳淑如（目前任職於高雄醫學大學護理系）、

林佳儒（目前任職於高雄醫學大學護理系）、陳

健智（目前任職於高雄醫學大學復健系）、鄭小

玲（目前請育嬰假中）、洪慧容（目前任職於美

和護專護理科）、蕭雪玉（目前任職於高雄長庚

醫院）6人。 

    本委員會各成員雖然平日都忙於自己的工

作，但在稟持為本會會員與照顧者提供學術服

務之理念下，皆能於辦理總會及本會之研習會

與歸畫社區大學之課程上，群策群力不負眾望

通力完成交辦之事，主任委員在此感謝各位委

員的全心投入與辛勞。 

    在理事長的鼓勵與各委員會的協助下，本

委員會不僅於 88 年度協助總會，辦理 1999 年

國際老人年的研習會，也完成了本會第一次的

關懷照顧者研習會，最近更與服務委員會共同

辦理，本會第一期的照顧者「照顧技巧訓練

班」，並且獲得與會照顧者之肯定，於此感謝大

家的熱誠支持與參與，使得本委員會的成員更

有動力繼續為協會、為大家來效勞。 

    而最令人欣慰的是醞釀已久的會訊，終於

能順利出刊，雖然我們不是專業的編輯人員，

但仍本著一股傻勁試著去做，也許不盡如人

意，但我們盡力了。感謝出刊期間來自各方的

鼓勵與建議，我們當繼續努力，以期能有更好

的內容呈獻給大家。 

    會訊是所有會員及照顧者的園地，懇請大

家踴躍投稿，以豐富會訊的內涵，畢竟「三個

臭皮匠敵得上一個諸葛亮」，來稿請逕寄協會或

傳真或與幹事許雯惠小姐聯絡。 

 

 

 

照顧技巧訓練班活動紀實 
                 許雯惠幹事 

在協會之服務委員會及學術委員會共同努

力的策劃下，期盼已久的『照顧技巧訓練班』

第一期終於在 6 月 3 日，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開課啦！！這是協會成立至

今首度以家庭照顧者為對象而舉辦的活動，主

要目的是為了為讓有切身需要的家庭照顧者，

能獲得實質的照顧技巧與知識，期盼能造福照

顧者。 

此次活動是由高雄市衛生局主辦，高雄市

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承辦，為期兩天，於 6月 3

日及 6月 17 日舉行，是完全針對照顧者設計的

一系列課程。 

6 月 3 日當天有請長青中心陳主任桂英及

衛生局代表長期照護管理示範中心王秀美個案

管理師蒞臨會場致詞，兩天的活動有近 30 幾位

學員參加，感受到照顧者參與的熱誠，每堂課

學員都很認真的聆聽，發言十分踴躍，甚感時

間不夠，許多學員皆表示，要告訴有需要的朋

友及鄰居，請他們來參與這類的活動。 

經由此次活動，照顧者與協會終於有實質

的交集，學員們用心上課的情形，是給協會最

好的鼓勵，由於目前協會運作已漸上軌道，日

後會針對照顧者的需求，繼續結合社會資源並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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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懷 園 地 
-做個快樂的家庭照顧者- 

                          邱理事長啟潤 

家庭照顧者是一群照顧著因為年老、生

病、身心障礙、意外事故．．．導致生活自理

能力缺損的父母、配偶、親人、朋友、鄰居．．．

對於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者來說照顧是一個年復

一年、日復一日全天 24 小時 不眠不休的工

作．．．。 

照顧者有權 1.以做為照顧者為榮 2.善待

自己 3.尋求協助 4.保有屬於自己的生活 5.適

當地表達情緒 6.拒絕無謂的罪惡感 7.大方地

接受回饋8.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9.期待並爭取

協助照顧的服務。 

如果您不是家庭照顧者，您可以做的有 1.

平日多充實健康的知識 2.抽空多關心需要關心

的長輩 3.協助需要協助的親朋好友 

如果您是家庭照顧者，您可以試試看的事

有 1.正視自己的情緒不要任由不快的情緒累積

2.和家人一起分工，不要讓自己一個人承擔照

顧的勞務 3.找時間放鬆自己、做運動、休息或

休閒4.尋求各項資源協助5.參加照顧者支持團

體，與照顧者分享經驗 6.專業的醫療協助 

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想為家庭照顧者 

提供的服務有哪些？ 

1.家庭照顧者照顧技巧訓練班。 

2.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分享經驗。 

3.代言人-為家庭照顧者爭取權益。 

4.提供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電話諮詢服務。 

5.辦理時間儲蓄型制度-我為人人，人人為

我建立家庭照顧者的人力資源庫。 

6.建立資源（如器材、氣墊床、輪椅）共

享的管道。 

（附註：本文是取材自 89 年 6月 3日照顧技巧訓

練班活動手冊） 

 

 

資 訊 交 流 站 
愛心服務卡  

高雄市鹽埕埔文化協會備有「池學文市民

市政愛心服務卡」，服務卡內容如下： 

  一、服務項目：1.急難救助/獨居老人訪視協助 

2.社區教育、環保、文化、公

共建設諮詢和關懷 3.市政、區

政、里政問題討論和協助。 

  二、服務處：高市鹽埕區中山里大公路 110 號 

    電  話：5215455 

※會員有需要的或發現需要的人可以轉介，

本會備有此卡。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輔具租借維修中心  

一、服務項目： 

1.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最新資訊及專業

諮詢。 

2.處理各類輔具回收，借用與檢修作業。 

3.經由教育訓練，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家

屬正確使用輔具之觀念。 

  二、服務對象： 

     1.設籍高雄市之身心障礙人士暨其家屬。 

2.有短期（六個月內）輔具需求之社會人士。 

三、服務時間： 

     每星期一～星期五上午 8：00～下午 5：30 

     每星期六上午 8：00～12：00（隔週休二日） 

     ※專業諮詢時間每星期三下午 14：00～17：00 

       （物理、職能治療師現場服務） 

四、輔具回收項目： 

     1.輪椅  2.椅墊  3.各式坐椅  4.支架 

     5.助行器（柺杖）6.氣墊床（折疊式） 

五、輔具租借須檢附以下證件：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影本、戶口名簿影

 肆



本、身份證正本。 

    （低收入戶請另備低收入戶證明） 

地址：806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北路 392 號 

電話：8154414、8154280 

高雄市八十九年度辦理中低收入戶老人特別照顧津貼須知  

 

一、請領對象及資格：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

得請領中低收入老人特別照顧津貼 

（一）被照顧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1. 年滿六十五歲以上且領有中低收入老

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補

助者。 

2. 未接受收容安置或居家服務補助，且

未經政府補助中低收入老人重病住院

看護補助及未領有政府提供之其他看

護費用補助者。 

3. 經地方政府指定身心障礙者鑑定醫療

機構診斷證明罹患長期慢性病，且經

社政單位指定之社會福利機構、團

體、醫療機構及護理之家之社會工作

人員或護理人員作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量表評估為重度以上，需家人照顧者。 

4. 實際居住並設籍本市。 

（二）照顧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1. 應與被照顧者設籍於同一行政區並實

際居住者。 

2. 應與被照顧者同為計算家庭總收入全

家人口之成員，但出嫁之女兒及其配

偶，不在此限。 

3. 有工作能力而未就業者。指十六歲以 

上六十五歲以下且無下列情事之一者： 

在學。（大學院校博士班、空中大學

及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以外之在

學學生除外） 

服兵役。 

身心障礙致無法工作者。 

 

罹患嚴重傷、病，必須三個月以上之 

治療或療養。 

從事家庭代工但能同時照顧長輩者，得

視為有工作能力而未就業。 

4. 不得請看護照顧 

 

         

二、申領方式：符合前述規定者，應檢具下列證

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或里辦公處申

請。 

（一）申請調查表（含切結書，切結書應由本

人簽名或蓋章）-向區公所社會科索取。 

（二）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及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正本查驗後退還，影本留存） 

（三）經地方政府指定身心障礙者鑑定醫療機

構出具之罹患長期慢性病之診斷書。 

（四）被照顧者之低收入或領有中低收入老人生

活津貼或身心障礙居家生活輔助核定證

明，或由區公所逕為證明。 

（五）其他必要之相關文件。 

 

 

請大家告訴大家， 

將訊息傳遞給有需

 

 

 

 

 

 

     

 

 伍



 

 員 園 地 
新增會員名單（89.03.15～89.06.17 ） 

[個人會員] 

135 盧美良    136 蔡淑惠  137 陳秋惠  138 翁文允  139 黃秀麗  永 140 邱慧芬 

永 141 孫淑婉  142 胡淑惠   143 何美靜  144 王梅珍   145 陳  薰 

 

 

 

 

89 年 4-6 月重要紀事 

 

【04/01】 1.大八大飯店發行之「大八之愛社區報

報」第四期義務刊登本會訊息。 

         2.公關委員會委員陳東富先生，於高雄

市真理大學（前淡水學院）校友會會

刊第七期，介紹本會。 

【04/19】接獲聯勸通知，提出之申議案未通過。 

【04/26】理事長出席總會舉辦之「老人照顧津貼

座談會」。 

【04/29】邱理事長拜會鹽埕文化協會池理事長學

文，請益協會運作之事。 

【05/04】召開第一屆第二次常務理事會。 

【05/06】參與高醫附設醫院護理部慶祝護士節園

遊會，擺設攤位義賣愛心人士捐贈予本

會之物品。 

【05/22】中廣電台由洪瓊瑤主持的「歡喜來結緣」

於 12：30～13：00 電話訪問本會邱理事

長啟潤，報導本協會及 6 月份照顧技巧

訓練班第一期活動。 

【05/23】高雄市港都之愛聯合捐募基金管理委員

會莊廷雄委員至協會進行審查。 

【06/01】1.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6/1

出版之會訊 NO17 刊登本會訊息。 

         2.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發刊之

「高醫醫訊」第 20 卷第 1 期 P16

～P17 介紹本會相關訊息。 

【06/05】提出新興社區大學下學期「學習健

康快樂的生活」之課程規畫。 

【06/03，17】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

服務中心舉辦「家庭照顧者照顧技巧

訓練班」第一期活動，共兩天。 

【06/12】邱理事長啟潤、服務委員會主委陳

主任武宗、衛生局第五科李督導素華

至三民衛生所拜會所長，討論雙方合

作及借用辦公室事宜。 

【06/16】1.孫淑婉小姐到協會來當志工，協助

本會各項服務方案及企劃案。 

2.申請高雄市港都之愛方案決審通

過，獲得補助款項。 

【06/22】召開第一屆第六次理監事會。 

 

 陸



89 年 4-6 月捐款芳名錄  
個人：姚秋清  100 元  吳瓊滿  100 元   王薇婷  300 元  鍾美慈  500 元   

王惠珍  600 元  高寶蓮  800 元   陳正宗 1000 元  郭雅惠 1000 元    

陳惠敏 1000 元   邱啟潤 1600 元   池學文 2000 元   蔡哲嘉 2000 元     

逛街冰 2400 元  陳明德 5000 元 

團體：陀羅尼會 1000 元  

（凡捐款給本會者皆可持收據於申報所得稅時扣繳） 

PS：物品捐贈芳名錄-林子郁、王淑燕 

 

感謝所有捐款及支持本會的朋友！！ 
 

 
重要活動預告： 
 
 
 年度之會員活動計畫： 

  時間：預計於 10 月份舉行 

  地點：穎達生態農場 

  費用：會員一律免費，家屬 100 元 

  交通：由協會租車前往 

      歡迎各位踴躍報名參加！！ 

 
 
 
 
 
 
 
 
                                 ☺☺☺快來參加，很好玩的！！ 
 
 
 

支持團體： 

   對象：家庭照顧者 

 地點：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人次：每梯次 10 至 12 人 

說明：每梯團體共有 6 次活動，每週一次，

名額有限，歡迎各位踴躍報名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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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社會福利」的問答集 
                                                                 王春雅委員提供 

Q：「殘障手冊」如何申請？ 

A：1、持身份證、印章、一吋照片二張至戶籍所在鄉鎮市公區公所民政課或社經課登記。 

   2、殘障鑑定表（高市由區公所寄至高醫病友服務室）    主治醫師鑑定填寫後    病友服務室   

鄉鎮市區公所審核核發殘障手冊。 

      PS：殘障鑑定表在高市是由區公所寄至各醫院相關部門，在高醫是由病友服務室處理。 

Q：高雄市很多殘障福利規定要具備「身心障礙手冊」才可申請，我們現在只有「殘障手冊」，是

不是就沒有辦法享受殘障福利？ 

A：「殘障手冊」即是「身心障礙手冊」的簡稱，領有「殘障手冊者」就可享有相關殘障福利。 

 

Q：家屬因腦中風導致全身癱瘓，已經領取殘障手冊，為何無法申請重大傷病卡 

A：健保局規定，中風者只有在發病第一個月免部份負擔，其餘時間不符合重大傷病範圍，以致醫

院無法為中風病人開立「重大傷病卡」 

 

Q：「重大傷病卡」與「殘障手冊」有何不同？ 

A：◎「重大傷病卡」：是由健保局核發，醫師依據健保所規定的重大傷病疾病範圍，符合條件者，

開立「全民健康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至健保局辦理。持有「重大傷病卡」

者，只有看該項疾病免部份負擔。 

◎「殘障手冊」：是由「社會局」列冊核發，病人或家屬持相關證件至各區公所申請「殘障鑑定

表」，醫師依據「殘障鑑定表」上相關項目進行鑑定，如符標準，於領取「殘障

手冊」後，可享有社會局所提供之相關殘障福利。 

 

殘障手冊申請： 
1. 持身份證、印章、一吋照片二張至戶籍所在鄉鎮市公區公所民政課或社經課 

2. 殘障鑑定表（高市由區公所寄至本院病友務室）    主治醫師填寫後    病友服務室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殘障手冊。 

殘障生活輔助器補助申請： 
1、戶口名簿影印本    

2、醫師診斷證明書(說明所需輔助器材名稱)     

3、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者免)      

4、殘障手冊影印本 

5、輔助器費用收據(務必先取得殘障手冊再請醫師開立診斷書，最後再請廠商補開收據) 

※高雄縣、屏東縣請至戶籍鄉公所申請 

※高雄市直洽殘障諮詢中心。電話：07-3368333 轉 2450     地址：市政府 1樓 

 

 捌



中低收入殘障者生活補助申請： 
1.全戶戶口騰本      2.全戶所得證明(高市另附不動產證明)    3.殘障手冊影本 

4.郵政儲簿封面影本   

5.社會救助調查表(特殊身份附加文件：1.在學證明  2.診斷書) 

全民健保相關規定： 

1、持有重大傷病認定卡者，只有看該項疾病可免轉診、免部份負擔。 

2、申請重大傷病認定卡需攜帶：”診斷證明書”、”身份證”、”印章”至健保分局 15F 辦理。 

3、換健保卡需攜帶:”舊卡”、”身份證”、”殘障手冊”至健保分局 6F 或各省市立醫院辦理。可申

領二張健保卡。 

 
殘障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申請表 

性質 輔助器具類別 
最低使用

年限(年)
補     助     對     象 

點字機 10- 

點字板 10- 

收錄音機  5- 

盲用手表 10- 

安全杖  3- 

弱視特製眼鏡或放大鏡  5- 

1. 視障者 

2. 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3. 拐杖使用年限不限。 

(不銹鋼製者五年；鋁製者 3年) 

輪椅  3- 

拐杖  3~5- 

助行器  5- 

特製三輪車  5- 

電動輪椅  

電動代步車  

特製三輪機車改裝  

1、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殘障者之實際需要核定之。 

2、特製三輪機車、電動輪椅、電動代步車僅能擇一申請補

助。 

3、申請購置特製三輪機車或特製三輪機車改裝者，應先具

有機車駕照。 

傳真機 10- 

安全帽  5- 

  

1. 聽(語)障者及其聽(語)障之多重障礙者 

2.智障者 

3.具智障之多重障礙者 

居家無障礙設 10- 
1.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殘障者居家生活之實際需要核

定之 

生 

 

 

活 

 

 

輔 

 

 

助 

 

 

類 

施、設備  2.申請者應備具體改善計畫及相關證明文件 

氣墊座(床)仰臥或病床  5- 
1.經殘障鑑定之醫院診斷並出具證明確有裝配上項輔助類

之需要者 

助聽器  3- 
2.未達最低使用年限而有再申請補助之實際需要者，得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準後辦理。

義肢  3-    

支架  3-    

特製輪椅  3-    

站立架  3-  

矯正器  2-  

復 

 

健 

 

輔 

 

助 

 

類 
彈性衣  1-  

 其它  由省(市)、縣(市)政府依殘障者個別需要辦理 

 玖



 

佈  告  欄 
 

 

 

高雄護理雜誌第 17 卷第 1期內有本會 88/11/06 及 88/12/04 活動專題 

的詳細內容。 

「照顧的路好好走」錄影帶播放及借用概況： 

1.高醫居家護理室於兒科、眼科、耳鼻喉科、外科門診區，固定星期三

、四播放兩片。 

  2.新興社區大學選修「照顧自己及家人 DIY」之學生 22 位，輪流觀看 

，並寫心得。 

本會自創會至今，共舉辦了二次的義賣活動，活動後不少募集之物品仍 
未賣出限於堆放空間的問題，本會做了以下處理： 
1.交由「春天二手屋」以抽成（協會 70﹪）的方式義賣，至目前為止 
共獲得 1771 元。 

2.歷經 2 次義賣仍未被愛心人士看中之物品，則捐給佛光山大慈育幼院 
3.參與 5/6 高醫附設醫院護理部舉辦之園遊會義賣，共募得款項 8985 元

4.其餘的物品暫存於本會供日後義賣用。 
本會為了增加「支持團體」＆「研習會」的師資陣容，歡迎本會會員及 

相關專業人員報名加入本會師資庫。 

本會希望能讓更多的社會大眾認識協會，請各位會員多多提供協會的訊 

息給可刊登協會訊息的刊物，幫助協會宣傳，需要者請傳真 E-MAIL 地 

址，以利協會提供您所需要的資料檔案。 

 壹拾



您的關懷可以使家庭照顧者繼續走下去 

～他們需要您的支持走更遠的路～ 
     

    家庭照顧者，長久夜以繼日的照顧失能或長期臥床的親友，默默付出，備嘗艱辛，忍受心力交

瘁之煎熬，其承受的壓力與負擔實非親身經歷者所能體會，今結合大家的力量共同協助照顧者，讓

他們有權力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與心維領域，勇敢的迎接美好的明天，竭誠的歡迎您加入會員或以

不定期捐款方式幫助照顧者，非常感激您的愛心與熱心，於收到您的愛心款項後，即開立底稅捐款

收據。 

謝謝您！！請利用… 

授權書：填妥資料，請郵寄或傳真至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地址：高雄市 807 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濟世大樓 CS508 室收 

諮詢專線/傳真：07-3113394 

郵政劃撥：戶名-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帳號-42032110 

                     將您的愛心傳遞給我們☺☺☺.. 

…………… …………………………………………………………………………………………………………………

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信用卡繳費捐款授權書 
          填表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編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統一編號）

 

聯絡地址  聯絡 
電話 

（H） 
（O） 

信用卡卡別 □Visa  □Master  □JCB  □聯合卡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信用卡卡號  發卡銀行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簽名同） 

 授權碼 
（此欄由本會填寫）

 

持卡人電話  信用卡有效期限 年  月止 

 壹拾壹



繳費方式 □入會費 500 元  □個人會員常年會費 1000 元 

□贊助會員常年會費 500 元 

□永久會費 10000 元 

□入會費 1000 元 □團體會員常年會費 2000 元 

□其他事項：    □捐款：          元  □其他：              

□義賣卡片        套共        元(1 套 8 張義賣價 100 元，買 10 套送 1套) 
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的資金運用 
傳遞照顧者照顧技巧與知識                 轉介與連繫服務 

關懷專線電話咨詢服務                     情緒的支持       

建立資源共享的管道，以提供需求者再利用   爭取家庭照顧者權益之事項 

 
 

 
 
 
 

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 

 
穎達農場位於屏東縣萬巒鄉成德村，面積為 50 多公頃，海拔約 100 公尺，一側為中央山脈的

笠頂山，另一側毗臨屏東技術學院，場內自然資源包括有生態保育區、觀賞植物區、造林區、鳳梨

區、露營區、是一個平地與山地交界地區的谷地。 

農場的主人陳田圃先生，現任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曾任高雄市自然生態保育協會、高

雄市野鳥學會理事長，因此在他的全力推廣及維護保育觀念下，使其不受外人干擾，保有自然風貌，

場內擁有三座丘陵，七口自然水池及三個生態區，如此豐富環境已成為南台灣少見的私人生態保育

農場。 

農場曾發現 63 科 163 種植物，16 種特有種及亞種鳥類，34 種留鳥、3種冬侯鳥、4 種過境鳥，

共 20 科 57 種鳥類，而台灣 26 種兩棲類就有 12 種長年棲息在這裡。林蔭遮天的樹林，平坦舒適的

草坪，蟲鳴鳥叫的生物及最自然的景觀建設，可令您流連忘返，真正享受到大自然風味的洗禮。 

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在穎達農場將可用心去思索去體會，相信您的心靈是豐碩、紮實的，希

望藉由認識自然，進而愛護、保護自然，使穎達這塊在屏東的「後花園」，成為我們心中的一片淨

土。(此文截取自穎達生態農場之 DM) 

 

照顧者內心的一句話 

我不是弱者，亦不是強

者，我只求盡一份心吧！ 

勇敢的面對。 

我照顧他時，他很感動 

的流下眼淚，說我會不會 

很累贅，我就說：「我不會

啊，因為有您陪我，很高

興」。真的即使他現在已經 
 壹拾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