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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成立至今已邁入第八年，個

人當初憑著一股熱誠、奉獻的心情加

入，在工作之餘，參與公益活動，踏

上社會服務之路。去年承蒙各位會員

的厚愛，當選第四屆理事長，有機會

代表協會出席各場合、會議，又是另

一種眼界的開拓，且深感承先啟後的

使命重大。 

以協會近年來的服務經驗，我們

發現家庭照顧者獲得知識、運用資源

的能力逐漸提升，本會所辦理的活動

常供不應求，且又須兼顧內容的一定

品質，所以在 95 年的計畫方案中，

除了延續往年 2梯次的「家庭照顧者

支持團體」、6次的「飛燕草聯誼會」 

 

理事長 林春玲 

外，我們特別增加「照顧技巧訓練班

至 4個梯次；在 4場次中的「家庭照

顧健康生活講座」，有 2 場嘗試加入

安寧療護主題；且爲加強家庭照顧者

的議題倡導，將舉辦一場大型研討

會，以及每年 11 月辦理的關懷月系

列活動。 

     感謝各位會員長久以來對協會

的支持及贊助，當然，也表示著您對

家庭照顧者相關議題的重視，所以我

們舉辦的活動內容也一年比一年豐

富，品質亦不斷提升，精采可期！我

們期望來年的表現是「在穩定中求發

展」、「在服務中護品質」，陪伴家庭

照顧者走好這照顧的漫漫長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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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員大會已於 95年 3月 18

日（星期六）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

女館【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路 777

號】舉行完畢。每逢此時，協會都要

特別感謝對會務大力贊助與支持的

各個單位及個人，在此也祝福您們 

擁有心靈的喜樂與福報！ 

 

 

 
          【照片一】 

 

 

 

 

95 年獲頒感謝狀名單 

邱啟潤   林春玲   王起杰   陳明德 

王惠珍  蘇以青  李柏緯 

五智陀羅尼會 

台灣禮來股份有限公司 

富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利百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勝達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私立郭腓利門紀念基金會 

 

 

    搭配會員大會所進行的活動不

同於以往演講的形式，改以「家庭照

顧影展」為主題，播放影片＂女人四

十＂—-劇情描述一位中年婦女在婆
婆突然去世後，發現公公竟患了老人
癡呆症（失智症），便負起照顧公公
的責任，過程疲於奔命，吃盡苦頭，
但最後領會到人生的積極意義、親情
的偉大和生命的可貴… 

    這部電影雖然已是十年的舊片， 

但家庭照顧者所面臨到的壓力與心

境卻是一樣的，加上演員演技精湛，

曾獲得香港電影金像獎男、女主角及

男配角獎項，看過後總會引起不少共

鳴！所以特別邀約了飛燕草聯誼會

的成員及現場開放給民眾一起觀賞! 

 

 

 

           【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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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燕草聯誼會 

日期：95 年 4月 22 日（星期六） 

時間：上午 11:50~下午 2:30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中心 

六樓日間照顧中心     

【高雄市四維二路 51 號 6樓】 

活動內容 

11:50~13:00 分享餐會 

  請參加成員，每人準備一道餐食，

以分享餐會方式進行。 

 13:00~14:30  

專題演講：利用芳香療法減壓 

 

家庭照顧健康生活講座 

日期：95 年 4月 27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8:30~11:30 

地點：高雄市宏昌老人活動中心  

【楠梓區後昌路 960 巷 19 號 2 樓】 

活動內容 

專題演講： 談前列腺肥大及膀胱  

             過動症 

談老人憂鬱症 

諮詢討論及有獎徵答 

 

 

 

 

     

 

 

照顧技巧訓練班 

有鑒於去年所舉辦的「照顧技巧

訓練班」課程，有”供不應求”的情

形，協會今年預計增加辦理至四個梯

次，第一梯次即將在4 月 29、30 日上

課囉！課程內容包括老人退化行為

與疾病心理、相關社會福利資源介

紹、幫臥床患者洗頭、洗澡、口腔清

潔、移位翻身的方法、飲食製作，以

及壓瘡、便秘處理、導尿管/鼻胃管

照顧…等，歡迎有興趣的家庭照顧者

儘速向協會報名、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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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照顧者之現況與未來」 

研討會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照顧者的型

態與相關福利服務的提供也漸趨多

元，但這樣的現況到底有何優、缺

點？而未來的發展是否能讓既有的

服務充分發揮，讓社會資源的網絡更

加健全呢？協會身為「家庭照顧者」

的代言人，相信舉辦此一研討會是非

常有意義的！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您因為長期照顧生病的家人而

疲憊嗎？是否因此失去了自我？照

顧的生活不該是一成不變…有時也

要對自己好一點喔！來到這個專屬

於照顧者的時間和園地，可以短暫的

充電及休息，認識許多朋友…聽聽別

人的照顧經驗和技巧，讓您照顧的路

更好走！ 

  以上活動時間及詳細內容請於 

  4 月下旬向協會洽詢。 

 

 

 

 

 

 照顧者的壓力徵兆  

＊ 脾氣變壞 

＊ 失眠 

＊ 無法接受他人的協助 

＊ 不再與原本親近您的人聯繫 

＊ 財務出現問題 

＊ 對一般的休閒活動沒興趣 

＊ 常常哭泣，難以控制 

 照顧者自我調適   

＊ 正視自己的情緒、不要任由不愉

快的情緒累積 

＊ 和家人一起分工，不要讓自己一

個人承擔照顧的勞務 

＊ 找時間放鬆自己、做運動、休閒

或休息 

＊ 尋求專業資源的協助 

＊ 參加照顧者支持團體，與照顧者

互相分享經驗 

＊ 尋求專業的醫療協助 

 

【以上內容摘自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 

 關懷總會編印之「家庭照顧者資源管 

 理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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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捷運，看到另一端一個熟悉

的身影，是不久前從公司辭職的同事

王萍，她披著的那件外套早已成為她

的化身，不重打扮和外在形象的標

籤。 

 同事間流傳著她為人心地善良

的情事，或許出自於自願、或許出於

無奈，她選擇一輩子守著體弱多病的

母親，沒有結婚，就這樣走上了「家

庭照顧者生涯」的不歸路，她的三兄

弟各奔東西，遠在國外，唯一在台灣

的是生意載浮載沉、自顧不暇、甚至

有時候還需要她財物支持的弟弟。 

 同事們常在背後為她打抱不平， 

兄弟難得回來探望不說，一回來就抱

怨王萍沒有照顧好母親，他們對於照

顧母親相關的一些決定也是最有意

見，況且每次回來，母親總會要求她

清理房間和準備好吃的東西，好像迎

賓一樣。母親對待付出最多的她，卻 

 

 

 

 

張宏哲

台北護理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教授

 

很少展現出那樣的熱絡和親切。王萍

不是沒有怨言，只是想到母親不習慣

國外和高雄，她自己又沒有家庭的羈

絆，她不照顧誰照顧，也就不再計

較。 

 最近她母親經常出入醫院，深怕

曠職過多的她決定離職，選擇可以在

家彈性工作的程式設計職位。以前在

公司時，她總礙於必須趕回家照顧母

親很少參加同事聚會，久而久之，她

總是孤鳥獨飛。 

 此刻我下車了，她好像必須在捷

運的時光隧道裡繼續旅遊，不知道她

的「家庭照顧者生涯」的旅程會如

何？會通往哪一個終點？ 

 家庭照顧者也需要兄弟姐妹或

親友們的關懷和分擔，讓他們有喘息

的機會。若家裡也有主要照顧者，也

許有人不知道怎樣才幫得上忙，其實

可以從直接分擔照顧工作著手，假日

時幫忙看顧病人一日，協助購置日常

用品或幫忙關照其他子女，都能實際

地支持家庭照顧者。不要以為有一位

家人投入照顧後，就可以不再需要其



他人的參與，這樣反而會讓照顧者更

為孤立無援！ 

 有時親友們可能出於對病人的

愧疚和自責，反過來去怪罪投入最多

的照顧者，甚至過度掌控，對於主要

提供照顧的家人都會造成傷害。 

 另外，家庭照顧不再只是家庭自

己的責任，應是國家和社會整體的責

任，有這樣的觀點，才足以改變現行

的政策，讓家庭照顧者的命運得以改

觀。 

 

陸

 

【以上文章轉載自2005.11.28 中華  

  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與中國 

 時報合作家庭版專欄】 

 

 

 

 

 
 

12 月份 

義賣收入  3150   林曉音  2600    

張銘娟    2220   牛慧萍  1380 

蘇淑芬    1000   賴瑞月   800 

孫淑婉     500   陳泰儀   500 

吳惠玉     240   蔡金蓮   200 

許秀枝     200   黃善福   100 

1 月份 

蔡月珍  1000    洪慧珠  1000     

林曼莎  1000    孫淑婉  1000 

林曉音   860    林淑惠   500 

 

2 月份 

  張陳秀絨  5000  楊麗燕  2000 

 

 

 

 

 

 

   

 

 

 

       
 
 

 

94.12 

12/15   召開第四屆第四次理監 

          事聯席會議 

12/26   孫總幹事出席社會局召

開 94 年度第 4次老人

及身心障礙者居家服

務業務聯繫會報 

感 謝— 

精 準 電 腦 工 作 室 

陳 銘 智 先 生 

（0933655007）  

贊助 本會電腦軟體技術維修  



95 .1 

01/04   林理事長受邀接受教 

          育電台專訪（家庭照顧 

          者服務宣導） 

01/12  孫總幹事代表出席社會

局召開95年第1次婦女

團體聯繫會議 

01/23   95 年度『照顧之路有我

陪伴—支持家庭照顧者

多元方案』通過中華社 

會福利聯合勸募協會決

審 

 

柒

 

 
95 .2 

02/15  孫總幹事出席社會局召

開95年長期照顧第一次

行政會議 

02/22  孫總幹事代表出席社會

局召開95年第2次婦女

團體聯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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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者權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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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有

出版刊物：「家庭照顧者資源管理

手冊」、「家庭照顧者實用手札」、

「家庭照顧者病人安全手冊」等，

如欲索取，請附 10 元回郵信封寄

至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125 號

10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