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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家協會訊
39 109 年秋季號
109
年秋季號
109 年 1~6 月上半年

109 年度捐款芳名錄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周偼羽

1800

梁訓瑋

1800

大直社區
發展協會

9000

尤克玲

2000

吳玟潔

林玉惠

800

洪浩軒

1200

徐順圓

吳玟誼

高秋芳

陳玉花

1200
3000

1800

杜林顯
高碧月

黃何志

3000
700

1800

鄭素蓮

總計新臺幣 32,300 元（姓名依筆畫排序）

600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產生濃烈的感觸。不過
這並不是結束，反而是
工作，並轉化成照顧長
者的一個契機。

選擇居服員工作的

人，中年婦女居多數，

1800

入 行 以 來 長 達 10 年 左

長輩一句讚美的話，
化成服務的動能！
資深居服員 魏荊玲

從事居服員工作已經有 9

年多。回想剛接觸這份工作時
心中有很多的不安，畢竟和之
前從事的工作不一樣，不知道
自己是否能夠勝任？但是很幸

運的，我在督導、督導員和同

事的照顧之下，很快的便融入了這份工作。

雖然每天公車、捷運奔波趕場，日曬雨淋，還有寒冷

天氣的考驗，可是我越做越快樂，也越做越起勁。每到一
個案家服務爺爺、奶奶，那種被人需要的感覺，以及他們

對我的噓寒問暖；每次服務完時，他們一句：「謝謝你！」，
就是我活力的來源，也可讓我快樂很久。

我很高興從事居家照顧服務員的這份工作，因為每個

人都會變老，今天我幫助別人，以後自然有人會愛我們的，
有一天我們也會需要他人的幫助。

用愛撐起高齡社會的小巨人
資深居服員 陳虹秀

我年輕的時候常忙於工作，為生活打拼以及養兒育女，

並沒有太多時間陪伴居住在南部的母親。但我仍然很愛她，
並且心繫著她，為了彌補無法經常陪伴她，我只能盡我所
能滿足她的生活所需。如今她已隨著菩薩去修行，現在我
仍然時常思念她，也後悔著沒有常陪伴她，我不禁對古人

發行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發行人：李孟芬
編輯：蔡雅伶、劉欣靜
會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 232 號 3 樓

開啟了我從事居服員的

1800

溫馨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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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說「 樹 欲 靜 而 風 不

電話：(02) 2739-8737
傳真：(02) 8732-2485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捐款劃撥帳號：19497280
立案字號：北市社會字第 1804 號

而我也是其中之一。自
右， 期 間 有 至 機 構 服

務，也曾受雇於私人個案。人與人能夠相聚、相識都是一
種緣分。長者的智慧以及歷練，使我更歡喜與他 / 她相處，

投入居服員的工作也更加深了我與長者的緣分。像這陣子
服務的一位阿公，他本身行動較不方便、四肢較無力，無
法打理自己的起居。阿公的兒孫們平日都要上班、上課，

像這樣的情況非常需要居服員的協助。而我所扮演的角色
就像是阿公臨時家人，一方面我必須發揮專業性的服務，
幫忙他洗澡、備餐、簡易環境清潔等；另一方面像家人一
樣陪伴他，好好聊個天或者是散步走路。

偶爾阿公會說他以前年少青春那個年代為生活打拼的

酸、甜、苦、辣。陪伴阿公，看他談笑風生，聆聽他的人

生故事很新鮮、饒富趣味，看著阿公面露微笑、精神奕奕，
我也發自內心覺得快樂。每次用心工作完成服務，被阿公
一直不斷的感謝有妳真好，甚至每次離開前，他總一副深

怕換其他居服員，好似我不再過來服務的模樣，問著我說：

「妳明天還會不會來？」，我笑著回答他：「我會在服務
您的時間再來」。這一刻，我內心充滿成就感，也替自己

感到驕傲，心想著這代表我服務的令人滿意才會讓人如此
期待吧！

居服員的工作除了專業技能外，更需要有愛心、耐心、

不怕髒、不怕苦的精神。還必須短時間內適應不同的家庭
及長者，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服務項目，每天都要因應不

同家庭的需求，而且要做到令人滿意，其實不是簡單、容
易的事情。

在高齡化的社會，這個職業需要被更重視、尊重、鼓

勵，被廣泛了解，讓更多人接收相關的資訊，我希望「居

服員」這個職業的未來發展能越來越好，同時也啟發社會
大眾對長者更多的關懷與照顧。

居家照顧專欄

長照心靈小語—乃綾
疫病宣導

會務服務宣導

居家喘息服務
Whoscall
照顧服務員徵才

活動花絮

109 年員工旅遊—宜蘭福山植物園
109 年會員大會
109 年資深居服員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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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捐款

官方網站

FB 粉絲團

溫馨園地

108 年度優良居家服務人員
經驗分享與回饋—
資深居服員魏荊玲、陳虹秀

理事長的話—攜手走過疫情，協會穩健走入 21 年

協會步入第 21 年頭，面對 2020 年疫情橫掃全世界，人與人的關係

曾經愈拉愈遠，也愈來愈不信任彼此。感謝政府在第一時間保護國人，提
供第一線居家服務員相關防疫設備，讓居家服務團隊安心提供服務，也讓
家屬及個案放心。

本會今年 8 月底順利完成第十屆理監事的改選，感謝第九屆理、監事

團隊及工作同仁，一起攜手走過長照 2.0 及勞基法二大政策的考驗。在人
力上，第九屆經歷了 3 任總幹事、6 任督導，居督員曾面臨人力危機；居

服員因大環境需求，而流失數人；無專職會計人員，財務制度幾乎崩潰。

這些困境，在理監事們的同心協力下，帶領團隊，風雨仍前行，萬分感謝支持家協的工作同仁及會員們。

有幸庠續接任第十屆理事長，理、監事成員也加入了新血，在人力、服務、及物資逐步穩定成長的同時，協會

將往家庭照顧者支持專案服務努力，同時加強居家服務的專業服務，提升居服員工作安全及預防職業傷害，以保護
協會第一線居家服務員。再者，本會邀約心理諮商師乃綾友情贊助，在會刊中加列專欄，為家庭照顧家庭提供心靈
照顧新知及提諮訽，而原有居家服務業務，服務量穩定成長外，職場安全及品質將為努力方向。

期待第十屆會務，能為家庭照顧者提供創意及專案服務，結合學校及產業，培育新世代加入長照及家庭照顧者

行列。

第十屆理事長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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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顧專欄

家庭照顧者家庭支持計畫方案－方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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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員工旅遊—宜蘭福山植物園

諮商心理師 陳乃綾

求助，是一種能力

每個照顧者都需要學會的一件事
內文節錄自

《解開照護枷鎖：人生必修的長照課，照顧家人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對家庭照顧者而言，會認為「照顧家人是自家事」、

「預期別人會拒絕」、「擔心給人添麻煩」而不敢尋求支

援，又或者，怎麼可以把爸媽給別人照顧呢 ( 哪怕只是幾個
小時 )，都容易有不孝順的自我譴責與罪惡感，有時候壓力
來源不只是旁人的眼光，是自己內心的放不下與過不去。

建議照顧者練習「偶爾，放過自己一下」、「偶爾，

請人幫忙自己一下」、「偶爾，麻煩別人一下」，根據研
究指出，其實很多人會比你想像中的更願意幫忙，而且是

開心地幫忙你，原來「助人，為快樂之本」是真有道理的。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在互相幫忙、麻煩彼此中，反而

更加有互動、親近、了解彼此。每個人都會有可為與不可

為的時候以及限制 ( 體力的限制、經濟的限制、能力的限
制 )，如果你以為什麼都可以自己來、不需要他人幫忙，就
真的大錯特錯。

二○一七年起衛生福利部為了方便大眾諮詢，正式開

通了「1966」長照服務專線，想了解申請長照服務的大小
事，手機或市話直撥 1966 諮詢，前五分鐘免費！專線服務

時間：週一至週五的上班時間皆可撥打。撥打 1996 長照

服務專線後專人會轉接到你所屬縣市的「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中心人員將協助您了解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只要符
合資格，中心將派照顧管理專員到府進行評估，依需求提
供長照服務。

心理師的暖心提醒

1. 求助，是需要練習的能力。

2. 求助，是認清限制、放過自己。

3. 先不要擔心對方能否幫得上忙，儘管說出你的困難。

109 年會員大會

109 年資深
居服員頒獎

4. 求助，是與他人互動交流的機會。

會務服務宣導

照顧服務員徵才

居家喘息服務

為體恤家庭照顧者長期照顧家中失能者的辛勞，減輕照

顧者的壓力負荷並獲得必要的休息與支持。由服務提供單位

安排照顧服務員至家中暫代家庭照顧者的角色提供生活基本
照護，如：協助沐浴、如廁、穿換衣服、進食、服藥、翻身
拍背等，服務時間 1 日以 6 小時計，半日以 3 小時計。

◎ 協會服務對象申請：可向主責的居家督導員提出需求
◎ 一般民眾申請：請打 1966

Whoscall—防止詐騙，大家一起來 !

有沒有接過假冒健保局、醫院及中華電信，謊稱證件

遭冒用，疑似被作為詐騙人頭帳戶？或是一接起來就是語

音內容的電話，語音通知內容聽完後會幫你「撥 9 轉客服人
員」？生活中詐騙理由層出不窮，因此高齡者受詐騙的狀
況，越來越受注意。對許多長輩來說，除了手機，家中電話

也是對外通訊的重要工具，子女們可能會協助長輩下載防詐
騙 app，協助過濾詐騙電話。但家用電話呢？很開心家協今

年有機會能與「Gogolook—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透過資料處理員阿緯的資源連結，協會獲得 Whoscall 市話

疫病宣導

預防 Covid-19 ( 武漢肺炎 )

版「象卡來」50 台的捐贈，目前開始針對服務對象進行宣
傳，有需要的服務對象可與協會提出申請，希望能夠透過機
器的裝置，協助長輩及家屬過濾相關電話，避免詐騙的憾事
發生。

申請對象：本會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家庭

保持手部清潔

定期量體溫

人多時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出入實聯制

定期清消環境

防疫新生活運動 START!

申請方式：服務使用者或家屬向居家督導員
提出申請需求

電話：02-2739-8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