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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燕草聯誼會  

日期：96 年 10 月 6 日（星期六） 

時間：中午 11:50~下午 14:00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六樓日間照顧中心     

【高雄市四維二路 51 號 6樓】 

內容： 

 分享餐會 

   請參加成員每人準備一道菜帶至

會場 

 照顧健康生活~有機食品概念介

紹 

【主講人：本會/孫淑婉前總幹事】 

 

 

 

 照顧技巧班  

初階班 

日期：96 年 10 月 27 日（星期六） 

時間：上午 9:00~下午 16:30 

地點：高醫 12 樓復健科病房討論室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路 100 號 

12 樓】 

進階班 

日期：96 年 11 月 3日~11 月 17 日 

時間：每週六上午 9:00~10:30 

地點：本會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 108 號】 

 ※ 以上各班詳細課程內容及報名請逕洽協會 



 

貳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日期：96 年 11 月 3日~11 月 24 日 

時間：每週六上午 10:30~12:00 

地點：本會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 108 號】 

內容：照顧經驗分享、情緒壓力宣洩

與調適、社會福利資源分享 

 

家庭照顧者喘息日活動 

 

放下心 • 喘口氣 

一起抒壓去~ 

 

時間：96 年 11 月 25 日（星期日） 

      下午 2:00~4:00 

地點：另行通知 

內容：體驗各式抒壓方法，如：經絡 

按摩、芳香精油、運動與復健 

器材…等 

以上活動詳情 11 月起可向協會洽詢 

 

 

 

 

 照顧技巧班  

    今年第三梯次照顧技巧初階班

於 8月 25 日（星期六）在國軍高雄

總醫院舉辦，近 40 人參與，把會場

幾乎坐滿！主要是協會這幾年來對

於課程規劃相當用心，如：長期照顧

飲食營養、腰酸背痛復健、中醫穴道

按摩保健、老人退化行為與疾病心

理、社會福利資源介紹等，都是照顧

者覺得最有興趣及實用的課程；加上

講師也是精心挑選，授課經驗豐富又

活潑生動，因此獲得參加者與協辦單

位諸多好評！ 

進階班雖採小班制，但同樣講求授課

內容與品質，包括：照顧失能患者洗

頭、洗澡、口腔清潔，以及關節活動、

翻身擺位；居家照護便秘、腹瀉、壓

瘡、（三管）管路常見問題處理等，

口碑與初階班不相上下。第三梯次在

9月 1日（星期六）於協會辦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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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專題讀書會                                       

    今年 8月份起，協會首度試辦

「照顧專題讀書會」，推出即受到熱

烈迴響！原本預計招募 10 位成員，

很快就額滿且超收，可見照顧者求知

與不斷成長的精神！本期讀書會探

討的書籍是「失智症照護指南」，照

顧者在讀這本書內容的同時,也紛紛

結合自己的經驗提出看法，非常充實

而有意義！ 

飛燕草聯誼會 

7月 28 日（星期六）上午在社會

局長青中心六樓日間照顧中心舉辦

今年第四次聚會。本次活動與高雄基

督教信義醫院合辦，邀請到該院社工

室賴其頡主任帶了一堂相當活潑有

趣的音樂律動課程，幾乎全程都是動

態的肢體動作，讓參加者玩得很開心

也達到抒壓的效果！成員不斷向協

會工作人員表達很滿意這次的活動

內容~「多辦這種活動就對了！」、「下

次我一定要再參加！」 

 

 

 

6 月份 

佘良鑑   1200    薛榮海   500 

 蔡金蓮    200 

7 月份 

義賣收入  3200   許秀枝   300 



 蔡金蓮    300 

 

8 月份 

佘良鑑    600    吳幸容   600 
蔡金蓮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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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好比一篇文章，同樣是由一

個或數個段落組成，然文章的長短、

段落多寡、色彩鮮暗等卻因人而異。

當然外相和自我的感受也未必可以

畫上等號，是一、是二，那就看個人

如何去解讀它囉！ 

長達 28 年的公務員生涯終於在

89 年 4月 1日畫上句點，稱之爲五

斗米折腰也不為過，因為有好長的一

段日子不僅乏善可陳，和現在比起來

簡直是虛度﹒﹒﹒是年 7月正式進入

協會當起社福工作新鮮人，不同的領

域學起來顯得有趣又有意義。鎮日埋

首於社團常態業務，譬如會員的聯繫

和招募、出刊會訊、財務統計、申請

活動補助、各類會務等等，皆是從做

中學習。想當然爾，關懷家庭照顧者

才是重點工作，雖然家庭照顧者的需

求不盡相同，卻也無能一一滿足，惟

非己所及的遺憾外，仍有值得回顧之

處。其中難忘的是和家庭照顧者建立

起非職場關係的情誼，也感動於她

（他）們對我們的信賴，更驕傲於她

們的勇敢；揮別渾暗，走向陽光。 

從工作中領悟到；擁有一顆熱忱

的心和助人的願力才是永續經營的

主力，助力則是靈活的腦筋。後者是

我所缺乏的，幸好翌年申請到聯勸方

案補助，多了個社工撐起大局，有了

主力，我就順理成章接起社會局委辦

的居家服務評估工作。談起它，也可

說是另一項生命的考驗，評估老人，

依其失能程度給予免費居家服務時

數，猶如掌管生殺大權的判官。剛接

時壓力之大難以筆墨形容，只知道頭

上多出不少的白頭髮。如何拿捏恰如

其分，很難，一來不可浪費公帑，二

來不能愧對老人，要人人有飯吃還得

吃得剛剛好。 

本會前總幹事/護理師

           孫 淑 婉

時間是醫治疑難雜症的良方，

一兩年下來，熟而生巧，變白的頭髮

難以起死回生，倒也練就一身好功

夫，舉凡問路、找人、安撫老人家、

甚至和不講理的人講理（說吵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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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感情啦）等，大概還可以應付，評

ADL 更是得心應手（有點得意忘形

了）。這些都是無可取代的寶貴經

驗，也是永難抹滅的歷史見證，因為

今年 6月 30 日該項工作告一段落，

配合政府大溫暖計畫，轉由長照中心

接手，揭開長期照顧工作的新序幕。  

在協會，除了居服評估實地探訪

老人外，剩餘的時間幾乎就是與電腦

為伍，敲敲打打中，七個寒暑不知不

覺從指間滑過，不著痕跡。三年前偶

然機會接觸到佛法，了解到生命是無

限的，如何在此生短短的時限中提升

自我，則是下一個段落的學習重點。

主力在它，但若缺少協會的助力，則

襯托不起主力的圓滿與無暇，所以這

個句點是不會輕易畫上的。 
 
 
 
 
 

圖為孫前總幹事（右）熱情招呼

來參加活動之家庭照顧者情形 

 

 

 

 
 

高醫職能治療學系 

一年級  陳思帆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大學生，家庭

雖不算富有，但也還過的去，我和我

的家人享受著平凡的幸福。一直到有

一天，外婆唯一的兒子、我唯一的舅

舅—因病去世…雖然大家早在癌症

檢驗結果出來時就有了心理準備，但

是，突然失去至親的痛苦還是徹底地

打垮了所有人。那段日子，每位長輩

都強打起精神佯裝堅強，但腫脹的雙

眼和沙啞的聲音卻瞞不住心中的哀

傷。隨著喪禮儀式圓滿完成，每個人

也開始強迫自己收拾好心情，回到工

作崗位繼續生活。其中，有個人最不

能接受舅舅驟逝的事實，那就是失去

愛兒的外婆。                           

外婆的身體原本就不是很好，以

前也曾經有中風送醫院的紀錄，但是

為了照顧生病的舅舅，她還是憑著一

股強烈的母愛支撐著自己的身體，

「為了他，我還不能倒下去！」我想

這就是外婆的心聲。但，舅舅走了，

外婆的身子也跟著倒下了，雖然不至

於到癱瘓在床上寸步不行的地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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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的速度實在也快得讓人無法想

像。家中的大人們很是緊張，帶外婆

去大醫院檢查，結果是脊椎和腦部出

了問題，經過兩次大手術，原本軟軟

難以行走的雙腿，也漸漸地在復健的

過程中有了緩慢的進展。 

    一個溫馨的連續劇照理應該在

上一段就此完美收場。但，人生可不

像戲劇，想多順遂就多順遂。的確，

經過手術，初期有了快速又驚人的進

步，讓家人對未來抱持著正面樂觀的

態度。但是，也許是復健做得不夠確

實，外婆的進步在到達某個位置後又

延宕甚至退步了下來。 

    退步對全家人來說無疑是個壞

消息。雖然我還只是個學生，但我想

這可以從幾點來分析。第一，外婆本

身的自然老化使得身體的活動度不

如從前，當然，這是比較正向的思

考。再來，我想是我們的復健做得不

夠好。起初，我們還會帶到復健診所

請人幫忙復健，但因為診所離外婆家

的距離實在不近，再加上外婆偶會抱

怨復健產生的不適，家人心疼之餘決

定購買器材回家自己操作。在家復健

最大的挑戰就是能否持之以恆。在診

所，不管外婆舒不舒服，復健師都會

專業地完成應有的步驟；在家裡，光

是看到外婆略帶痛苦的臉色，家人就

會停下操作讓她休息，寧願自己幫外

婆代勞，也不願她受苦。其實，這反

而是在害她，害她遲遲無法進步，因

為外婆不必自己動手也可過活，漸漸

地，她身上的一些部位開始倦怠，甚

至退化了。最後，我想外婆自己的心

情也和復原的程度有很大的關係。甚

至，我認為心理因素就是影響長期病

患病情的關鍵因素。我這樣說，基本

上是沒什麼根據的，只是，從我觀察

外婆的情形來看，她消極的心態確實

對她的身體造成很大的影響。誠如我

前面所提，外婆在痛失愛子後，健康

狀況便每況愈下，雖然全家都希望她

好好的活下去，極力開導勸說，外婆

也總是在子孫們的勸說甚至哀求中

重燃求生意志，但，也許是復健的過

程太艱辛，也許是身體的不舒適遲遲

盼不到康復的一天，外婆的意志力始

終薄弱，有時甚至消極地不講話，不

搭理人。 

   看在照顧她的家人眼裡，心痛的

感覺無時無刻打擊著我們。生理上的

服侍盡量做到盡善盡美不提，有些阿

姨還會扮演起老萊子的角色，每天說

些小笑話，故意做些好笑的舉動，以

娛樂外婆。說真的，外婆的一個笑



容，或只是一個應答，就能讓全家人

開心不已，心情也會為之一振。身為

第三代的我，也總是堆滿笑容地隨侍

在一旁，但有時會感到悲哀，不管是

對久病的外婆，還是對滿滿孝心的阿

姨們和媽媽。外婆內心的鬱悶想必很

深，喪子又被病纏身，我想換做是我

也開心不太起來。長期照顧她的阿姨

們和媽媽內心的痛苦一定也不亞於

外婆，失去弟弟已經夠讓人傷心了，

母親又一蹶不振，長期下來的精神折

磨著實可觀。 

    因為住校的關係，我不太常回去

外婆家。但只要報告和考試不太多，

我一定會回去探視外婆。我沒什麼很

專業的知識，所以回去幫的忙也只是

陪外婆聊聊天，散散步等事情，但只

要能帶給她些許的歡樂，我就感到很

滿足了。雖然，有時候會因為外婆遲

遲無法進步而感到沮喪氣餒，自己會

覺得很灰心很挫折，但，能夠守護家

人何嘗不是一種幸福？我一直告訴

自己，不要再讓親人輕易地從眼前消

失，我不想再嘗到失去至親的痛苦，

所以，就算我只能盡微薄之力，就算

外婆一直無法振作，我也要在她身邊

守護著她。一個人只要有足夠的信

念，就能夠堅強的走下去，家庭照顧

者的陪伴之路也許漫長又辛苦，但，

只要可以一直守護深愛的人，盡心盡

力地奉獻，我覺得，家庭照顧者也可

以活得很有價值、很幸福。 

【本文作者為高雄醫學大學通識 

中心與本會合作「社會服務課程」

修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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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06/01   辦理「96 年第 3次飛燕

草聯誼會」活動及配合

「打狗頻道『微笑心港

都』」電視節目拍攝 

06/02   辦理 96年第二梯次照顧

技巧進階班 

06/16   支援育英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辦理社區營造活動 

06/16   社工員代表出席高醫通

識中心舉辦學生社會服

務期末成果發表會並接

受校方感謝狀 

06/21   召開第五屆第二次理監 

          事聯席會議 

06/26   林理事長受高雄市揚帆



主婦社之邀進行「家庭

照顧者的需求與協助」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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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07/05   林理事長與社工員出席

高醫辦理之「醫病關係

經營與危機管理研討

會」 

07/08   支援家庭照顧者關懷總 

07/09    會在高雄國軍英雄館辦

理 96年地方協會聯誼暨

研習活動 

07/12   林理事長與社工員出席

社會局辦理之「長期照

護社工人力發展研討

會」 

07/27   社工員參加台灣勞動政

策與社會發展研究協會

舉辦之「『性別主流化與

勞動條件』---女性勞動

者勞工教育論壇」 

07/28   辦理「96 年第 4次飛燕

草聯誼會」活動 

 

96.8 

08/01   辦理 96 年「照顧專題讀

書會」（一） 

08/02   社工員代表出席「96 年

度行政院婦權會與高雄

市婦權會對話座談會」 

08/15   辦理 96 年「照顧專題讀

書會」（二） 

08/16   社工員參加家庭照顧者

關懷總會辦理之「家庭

照顧者聯誼活動南區工

作人員督導會議」及「家

庭照顧者工作與照顧座

談會」 

08/23   社工員出席社會局召開

96 年度「加強婦女福利

補助原則」第二階段申

請說明會 

08/25   辦理 96年第三梯次照顧

技巧初階班（國軍高雄

總醫院） 

08/29   社工員參加聯合勸募協

會委託海棠文教基金會

主辦「以成效導向之方

案設計與評估」初階訓

練課程 

08/29   辦理 96 年「照顧專題讀

書會」（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