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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稚嫩到資深
我那份想傳承下去的社工魂

一千六百多天的社工生涯，讓我從當初
懵懂的新手社工，漸漸成為大家所謂的「資
深社工」。資深社工這名號，除了聽起來
響亮外，更背負著許多不同的壓力與責任，
而我其中一個責任就是「好好帶領新手社
工」。
早療個管服務內部有個師徒制，我負責
的徒弟是一位剛從社工系畢業的社工新鮮
人，對社工實務懵懵懂懂，但遇到不懂的
問題會勇於發問，也會將前輩們的叮嚀或
建議銘記在心，是個認真且想盡早獨立工
作的社工員。
在帶領的過程中我發現，徒弟對於自己
的社工評估及處遇相當沒自信，且在與家
長電訪或會談的過程，總會害怕說錯話導
致與家長之間的關係會有裂痕，造成日後
關係建立的困難，所以，在這方面，我盡

可能的給予徒弟許多業務上肯定及支持，
也分享自己如何增加專業自信，同時安排
「師徒交流」的時間進行實務演練，實際
訓練徒弟的敏感度及同理、晤談技巧。
社工面對高壓、高工時、高案量的狀態，
常常造成許多社工幼苗因此夭折，不再從
事社工相關領域的工作，也讓社福工作領
域損失一名優秀人才。回想起當我還是新
手社工時，期待前輩們除了給予我社工專
業上的帶領外，更希望當自己挫折或是茫
然時，能得到足夠的同儕支持及鼓勵，而
當時我的前輩們及主管皆不吝嗇分享過往
經驗，並適時給予勉勵，使我現在仍然能
在這裡，服務每一個早療家庭。
對我來說，身為一名資深社工，重要的
不是我學到什麼或經歷過什麼，而是我能
傳承些什麼。我時常從徒弟身上看見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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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部社工員 李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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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者/觀/點
資深 ( 左 ) 與資淺 ( 右 ) 的師徒交流。

曾是新手社工的自己，稚嫩卻充滿社工熱
忱的自己，讓我能在職業倦怠時，回首看
看當時決定成為一名社會工作者的初心，
將那份初心化作名為社工熱忱的燃料，持
續燃燒著珍貴的社工魂。

◎社會服務部主任 邱子芳

加油！有我們陪你
在仁愛基金會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的全生涯服務中，從幼童的早療服務，到
中高齡身障者的樂活與健康照顧，都有著不同的專業服務投入及挹注。在早
療階段，當在期盼下出生的孩子，被診斷為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時，往往讓
家庭產生很大的衝擊，也會讓家長十分焦慮及徬徨。因此，早療社工及服務
人員，以社區型態的服務，陪伴新竹市的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及家庭，

與/健/康/有/約

您捐款 我贈書

面對早療之路的關卡與挑戰。

《健康瘦－做自己的體重管理師》
◎專業資源部主任 陳素雲

作者陳素雲主任（中）、薛卉君組長（左）參加
中廣趙少康（右）電台節目推廣書籍。

親愛的朋友，平安！
仁愛基金會今年出版《健康瘦—做自己的體重管理師》書籍，此書結合仁愛夥
伴的營養與職能專業，以問與答的方式，回答並釐清基本觀念，讓讀者能夠清楚
明白減重的相關知識，並從問答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飲食型態與運動模式。
此書帶您一次破解 7 種風靡減重飲食法，營養師教你如何運用均衡飲食減重，
跟著「吃」打造易瘦體質超 Easy，讓您了解不可不知的陷阱食物，職能治療師
帶你勤動，瘦身燃脂好健康。期待大家好好吃，好好動，聰明體重管理，健康護
一生。
邀請您愛心捐款 250 元，即贈送「健康瘦—做自己的體重管理師」書乙冊，
以感謝您的支持贊助！
有您的參與，幫助身心障礙者獲得多元學習和健康生活，我們會走得
更平坦、更穩健！

研究統計顯示，投入 1 元於早療工作中，可減少特殊教育 3 元的成本，而
「家長」是孩子最親密且最常接觸的對象，顯示家庭對早療兒童的重要性，
因此，早療社工及服務人員秉持「早期介入」與「以家庭為中心」的信念提
供服務，像是我們服務中的小婷，生長在單親且低收的家庭，因缺乏刺激，

教導訓練小婷。經過了半年，她的認知能力大幅進步，

口語表達及認知能力明顯落後，且因居家環境雜亂，白淨的手腳也常沾染得

也開始能講出句子，更棒的是，媽媽感受到早療介入對

黑黑髒髒，在早療社工介入後，幾經努力地訪視溝通，讓媽媽從抗拒到願意

小婷的重要，願意讓她申請進入公立幼兒園，繼續強化

嘗試接受早療，隨後社工引進仁愛的早療到宅服務，讓早療服務人員透過每

她的發展。

週的到宅療育，加強小婷的能力，也陪

早療社工及早療服務人員，是仁愛基金會中經常在外

伴媽媽調整家中學習空間，並學習如何

奔波的一群夥伴，無論是艷陽天、大雨天或是寒流來襲，
只要社區中的早療家庭有需求，就有他們在街頭穿梭訪
視與服務的身影，而看著孩子透過早療介入逐漸進步、
家長了解如何連結早療資源以強化孩子的發展，整個家
庭因而更加穩定、有品質時，就會讓人感到即使再辛苦
都值得。
每個逐漸進步的孩子，背後都有著經歷挫折仍堅持不
放棄的父母及始終相依相伴的專業人員。在這倍感艱辛
的早療路上，仁愛也將秉持「長期陪伴並協助身心障礙
者過有尊嚴與品質的生活」的服務使命，持續陪伴早療

幫/助/仁/愛

為方便愛心朋友捐款，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已開放 線上捐款 授權服務囉！
歡迎您使用線上捐款功能，持續給予仁愛關懷與支持！ ( 捐款可依所得稅法減稅 )

線上捐款：
請至仁愛網站 http://www.charity.org.tw 點選「幫助仁愛」→「線上捐款」。
捐款 500 元以上，可另選擇至便利商店或郵局等地繳款。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郵局劃撥捐款：
請您填妥劃撥單至郵局劃撥
一般捐款劃撥帳號：50037774
勸募活動劃撥帳號：50108020

戶名：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戶名：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
請您在轉帳或匯款後，來電 03-578-4633 分機 6224
洽財務室或傳真至 03-579-8433（確認捐款收據開立事宜）
戶名：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銀行名稱：永豐銀行 竹科分行
銀行代號：807-1860 (ATM 為 807)
銀行帳號：186-004-0006009-9

請您來電 03-578-4633 分機 6224 索取或至仁愛網站 http://charity.org.tw
點選「幫助仁愛」，於頁面下載捐款授權書，填寫後回傳或郵寄給我們。

愛心物資募集：
歡迎您捐贈統一發票、空碳粉匣、電腦主機、電腦螢幕或其他物資，
請寄至「30072 新竹市東區慈祥路 2 號仁愛基金會公共事務組收」，
如有疑問，請電洽：03-578-4633 分機 1688。

捐贈電子發票捐贈碼：
仁愛啟智中心 227
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228

早療社工陪同弱勢兒童至醫院進行聯合評估。

早療社工、早療服務人員及家長討論服務目標。

家庭突破困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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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守護 好安心

回收
物品 也能用來訓練肌力！

119 火 災 通 報 裝 置 設 備
◎公共事務組 吳眉萱
仁愛基金會附設晨曦發展中心和仁愛啟智中心的服務對象，多數為
重度失能且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建築物屬消防法界定，列管公共
安全高風險甲類重要場所。若遇到火災意外發生，為提早讓轄區內消
防隊知道火災發生，讓救援能更迅速精確，降低傷害，急需安裝 119
火災通報裝置設備。
今年受疫情影響，導致募款不易，萬分感謝三個愛心單位以實際支
持行動，捐贈「119 火災通報裝置」，藉由操作手動啟動裝置或火警
自動警報設備的連動啟動功能，透過公眾交換電話網路與消防機關連
通，以蓄積語音進行通報，達到消防隊救災的即時性、正確性與有效
性，維護 350 位以上的身心障礙者和服務人員的生命安全。

感 謝

感 謝

財團法人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贊助 仁愛啟智中心
「119 火災通報裝置」

財團法人永大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譚聖道慈善基金會
贊助 晨曦發展中心
「119 火災通報裝置」

仁愛啟智中心安裝 119 火災通報裝置。

創/作/之/美

◎職能治療師 張佐臣
進行肌力訓練，一般都會想到啞鈴、槓鈴及健身房裡的各種
重量訓練器具。其實生活中常見的回收物品，也能拿來訓練肌
力，既環保又省錢。
在晨曦發展中心的體能課程中，
常使用裝水的寶特瓶來進行暖身活
動；一方面能增強服務對象的上肢
肌力，同時也能加速達到暖身的效
果。寶特瓶是最容易取得的回收物
品之一，只需將一般裝飲料的空寶
特瓶裝水就可以當作輕量啞鈴來使
用。若覺得飲料寶特瓶裝水太輕，
可選擇較大的塑膠瓶（例如：1.5
小星 ( 左 ) 雙手拿著治療師整理過、
公升寶特瓶、裝牛奶或果汁的塑膠 予以特製的回收輪胎，認真的套入
瓶、裝洗碗精或洗衣精的塑膠瓶等 籃柱中！
等）。
除了寶特瓶外，回收
的舊輪胎也能用來訓練
肌力，使用前需先將舊
機車輪胎洗淨後再刷上
透明漆，讓輪胎看起來
較美觀和乾淨。在體能
活動進行中，發現一個
輪胎的重量對體力較健
暖身活動中，大家盡力舉起手上的寶特瓶，
訓練雙手和肩膀的肌力喔！
壯的服務對象，無法達
到訓練肌力的效果，於是將兩個輪胎用束帶綁起來以增加重量，
較能讓服務對象達到增強肌力的訓練效果，使輪胎有了新功能。
透過創意和巧思，回收物品也能幫助大家達到提升肌力、防
止肌肉流失、減緩老化並維持身體健康的目的。

晨曦發展中心 119 火災通報裝置教育訓練。

寧 夏 之 樹

◎蒲公英坊導師 李苡瑄

年初時，組內進行社團自由選，讓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社團；幾位對色彩、說（聽）
故事都獨具眼光的服務對象，選擇了好玩又有趣的美藝社。
在美藝社裡，課程設計內容主要是以服務對象視覺、觸覺、精細動作、粗大動作幾個重點
來進行活動主題，有鑑於部分服對象對於某些感官刺激需求比較高，教保員嘗試透過不同素
材來給予多元感官的刺激，例如：直接用手來沾顏料、使用回收保麗龍球進行抓壓捏設計等，
不僅環保，同時能創造出美麗作品。
教保員運用繪本述說有關樹的故事，請服務對象挑選自己喜歡的樹，
引導大家一起討論心目中嚮往的樹的模
樣，是茂密樹叢呢 ? 是雄偉的大樹？還是…等等，並協助他們繪製
草稿，經大家一起腦力激盪後，「寧夏之樹」出來了！
在「寧夏之樹」作品裡，背景圖選用的是神祕的黑色，樹幹選用
的是回收報紙並利用海綿沾上沉穩的棕色，葉子則是撿拾中心草地
上的樹葉，進行色彩斑斕的拓印，當中也會使用不同素材進行手作
動植物，如刺蝟先生、保麗龍蜘蛛小姐及可愛貓頭鷹，大家全心投
入並合力完成這幅美麗的立體圖。
雖然服務對象參與活動時節奏比較慢，但每幅完成的創作過程，
小豐(左)放入構圖裡最後一隻紅
蜘蛛，完成「寧夏之樹」作品。
都能呈現他們的投入與用心，也希望透過美藝社團，讓每位服務對
教保員協助小原(右)進行樹葉
象獨特創作之美持續發光發熱！
著色。

愛/的/服/務

感恩曾經與我的相遇

回首這十年來，從剛開始想放棄這份工
作，到今天越挫越勇，這一路走來，要感
謝中心一路提攜拉拔我的人，更感謝中心
給我這樣的機會歷練，透過複雜的事項，
淬鍊我的意志力，讓我一直能持續保持最
佳戰鬥力。
感謝仁愛的工作夥伴們，因為你們的支
持，才讓我的創意想法有了盡情揮灑的空

間，感恩曾經與我相遇的服務對象們，你
們在課堂上那炯炯發亮的眼神、開心的臉
龐，並以淺淺的微笑回應，讓我感受到教
學的快樂，也是激勵我繼續向前努力邁進
的動力。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
遠！而工作中每一個階段的淬鍊與困境都
有其價值，在最適當的時機，就能讓內在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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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發組督導 謝美貞

沉澱的精華發揮作用。在仁愛不論擔任何
種角色時，我都喜歡自己的工作，並勇於
嘗試不墨守成規，對於結果也勇敢承擔，
並將才能發揮價值。
透過得到育智獎，讓我回頭檢視所經歷
的一切，提醒自己莫忘初衷，更加嚴格的
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進而積極提
升服務對象的生活品質。

賀

謝美貞督導榮獲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啟智協會 109 年育智獎，美貞督導在仁愛基金會
服務十年來，工作負責、認真、願意接受挑戰，對於棘
手的教保問題，常會主動尋求相關專業領域人員討論，不
斷鑽研，以期找到最適合的處理方式及服務策略；並將所
學的教保新觀點、知能與同仁分享，進而帶領同仁共
同構思、規劃課程內容，實為優秀的
領導典範。

陪伴服務對象復健散步。
美貞 ( 左一 ) 帶著服務對象參觀消防博物館。

愛/的/服/務
愛/的/服/務

園藝治療

樂齡生活 多 采 多 姿
◎技發組導師 熊冬妮
樂活坊是晨曦發展中心的長青班，平均年齡 50 歲以上，首要的服
務以健康照護為主。每天早上進班後，教保員就開始為服務對象量
血壓、測血糖、復健、肌力 / 平衡訓練、舒壓按摩、走跑步機…等等，
我們戲稱為「樂活養生館」。
樂活坊以前的作業活動是植栽，每天到五樓空中花園養花蒔草，
看著種子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很有成就感，也落實了「園藝療育」
的成效。今年班級轉換代工「包
裝湯匙」及「整理發票」，教
保員依每個人的能力與特質分
配工作各司其職，新手上路卻
很快就進入狀況，因為能力被
肯定，付出有更多的回饋，大
家很投入現在的作業活動。
社團活動時間，每個人依自
己的興趣選擇喜歡的社團，阿
努力認真工作。
銘刀功了得，在點心社貢獻最
多。阿惠唱作俱佳，是戲劇社的靈魂人物。阿謙則熱衷桌遊社，最
喜歡玩麻將賓果。阿福、阿杭、阿柱在地板滾球活動更是表現優異，
108 年還參與身心障礙地板滾球比賽獲得前 8 強。
別看我們年紀大，卡啦 OK 活動，大家展現歌喉、載歌載舞活力
十足；參加啦啦隊表演、運動
會比賽都有優異的成績。去年
中心舉辦的星光愛秀暨環保
造 型 秀 活 動， 生 動 活 潑 的 表
演，更獲得團體組的冠軍。
充實又快樂的度過每一天，
讓樂活坊的服務對象越活越
年輕，真的是樂在其中、活在
當下。
健康快樂地度過每一天。

讓人好放鬆
◎慈祥據點社工員 石依平

●

透過五感刺激學習自我放鬆

慈祥據點園藝治療活動中，東東聞著手中的薰衣草說著「嗯 ~
好香喔 ! 我還要一朵。」，平日容易緊張的東東，經過多次的
試探後，終於願意讓這個「奇異植物」靠近，並期待薰衣草會
是什麼味道呢 ? 讓服務對象體驗植物帶來的五感刺激，在專心
感受植物的時間流中，不知不覺地達到放鬆身心的效果。
●

透過植物連結生活經驗

炎炎夏日，大夥正在做艾草驅蚊香包，活動中引導服務對象
邊做香包邊分享過端午節的經驗，植物早已是我們文化、民俗
和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親民便利的課程素材，植物又成功化身
成為人—文化—自然三者間串連的橋樑，因此，在節慶前透過
此活動，加深服務對象對端午節的認識。
●

照顧與觀察植物生命週期

「我的豌豆苗長高了！」，每日阿銘都會認真巡邏察看豌豆
苗，擔心幼苗是否沒長高﹖沒喝水﹖長高時，阿銘與夥伴們分
享豌豆苗成長茁壯的歷程，並說要將收成的豌豆苗，製作成豌
豆苗沙拉給大家享用。從栽種、照顧、收割的過程中，工作人
員引導服務對象一步步觀察植物的生命週期，將植物生長—茁
壯—開花結果—枯萎的歷程，作為生命教育的素材，同時充滿
生命教育意義。
透過園藝治療活動可以放鬆、認識節慶及生命教育等，對服
務對象的身、心、靈具有極大的效益。

體驗土壤的觸感。

服務對象認識植物、製作植物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