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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安置原親服務案例心得分享一 

災後安置服務階段 

社工專業與心理專業 

如何分工合作 

以有效運用資源 



八八安置原親服務案例心得分享二 

專業服務團隊 

與 

接受服務的原鄉部落間 

如何分工合作 

以有效運用資源 

 



八八重建原親服務案例心得分享 

•培力在地組織？！ 

•培力在地人才？！ 

•培力重建區的｢社區｣？！ 

•如何陪伴和培力？！ 

 

 

 



重建願景的共識 

一、健康放心！ 二、居住安心！ 

三、收入稱心！ 四、關係寬心！ 

五、老人歡心！ 六、兒孫窩心！ 

七、信仰用心！ 



願景與方案 

•健康放心：部落社區健康營造。 

•居住安心：防避災、節制飲酒與 

            安全部落。 

•收入稱心：就業輔導、照顧產業 

            、見證家庭。 



願景與方案 

•關係寬心：見證家庭等。 

•老人歡心：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社區長照據點。 

•兒孫窩心：二代競爭力、課輔、 

            安親、見證家庭。 



滿足部落當下急迫之需 

目前急需： 

一、老人照顧（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居 

    家暨社區長照案） 

二、親子教育（兩代競爭力案） 

三、健康促進（社區部落健康營造） 



以老人照顧為例 

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二、居家暨社區長期照護 
 



屏東縣 來義鄉 

•人口數： 7,651 人。 
 

•推估失能人口： 329人。 

  



願景與目的 

    讓原住民引以為傲的
「部落無乞丐、無窮人」
之傳統優質文化重現！ 
 



計畫方案願景：老人歡心 

  給原鄉部落耆老 
營造一個 
溫馨互助的 

長照家園及世代蒙福的 
   見證家庭。 



計畫方案核心價值 

尊重生命！ 

見證部落｀分享互助｀ 

的 

傳統人倫優質核心文化！ 

 



計畫方案目的 

落實社會福利社區化 

IN THE COMMUNITY 

BY THE COMMUNITY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OMMUNITY 

 

 

 



計畫方案議題 

建立部落自主營造 

長照產業根留部落 

的 

經營機制 
 



計畫方案目標 

一、重建區的部落有長期照護服 

    務需求的耆老及身心功能障 

    礙者，均能受到人性化適當 

    的居家及社區部落照護服務。 



計畫方案目標 

二、部落的照顧服務員 

    對於無經濟能力支付 

    居家照顧服務費部分負擔 

    的服務，願意無償提供 

         志願服務。 



現在政府給照顧服務員的時薪 

•工作時數          170   180 

•補助時薪          180   180 

•補助金額(1)     30600  32400 

•給付時薪          150   150 

•給付金額(2)     25500  27000 

 



現在政府給照顧服務員的時薪 

•投保等級          25,200 

•健保費             1,262 

•勞保費(含職災)     1,615 

•退休金             1,512 

•單位負擔合計(3)    4,389  

•賸餘金額(1-2-3)   711   1011 

 



計畫方案目標 

三、訓練部落的健康老人成為
照顧服務員，以提供家事服務
（含居家生活、心靈關懷及文書

處理等服務）為主；服務獎金
由部落教會設立指定奉獻統籌
獎勵！ 



計畫方案目標 

四、培力部落社工員針對部落
居家及社區照護確切的需求，
設立適當的評估制度，以發揚
家庭照護團隊與社區照護團隊
分工合作、自助互助的部落傳
統優質文化！ 



計畫方案目標 

五、針對重建願景營造見證家
庭（註），開創在地產業，將
福利型社區與經濟型社區同步
營造，重建部落自力更生、自
立自強的能力與自信心。 



計畫方案目標 

六、統計部落照顧服務員志願
服務的時間，建立｢人力時間 

銀行制度｣，促成｢社區鄰里志 

願互助換工｣的傳統文化復興。 



計畫方案目標 

七、針對部落日常生活必要的
物資，爭取各界捐助，作為部
落照顧服務員志願服務的獎品
。同時配合志願服務法的相關
規定，開創多元有效益的獎勵
辦法。 



三合一的社會福利社區化模式 

•政府的社會福利及保險資 

  源（公權力促成的財富重分配） 

  ＋自己該負責的部分負擔＋ 

  部落族人的志願服務（民間 

  大愛促成的財富重分配） 

   



計畫模式 

政府為滿足福利服務
之需求運用公權力達
成的財富重分配，如：
社會福利、社會保險
等公共政策。 

使用者付費：民眾自
行購買福利服務，如
雇請照顧服務員或外
勞，含公共政策規範
的部分負擔。 

志願者提供的福利服
務：由部落在地的照
顧服務員團隊針對無
能力支付部分負擔的
受照顧者，共同議定
提供無償的福利服務。 



三合一的社會福利社區化目的 

•使所有居住部落需要居家服務的身心 

  障礙族人，不會因為無力支付部分負 

  擔經費而乏人照護，讓「部落無乞丐 

  、無窮人」這個讓原住民引以為傲的 

  傳統優質文化重現！ 



計畫執行策略 

    由下而上，持續選擇適當對象，進行有效益 

的溝通，促成認同本計畫方案之願景、核心價值 

、議題、目的、目標與推動模式的族人，建立符 

合社工專業定義，能發展助人功效的社區：即有 

共同文化、價值與態度，能持續互動，樂意共同 

攜手合作，形塑部落成為自助互助支持性環境的 

一群人！ 

 



伍、計畫執行策略 

先在部落舉辦計畫

說明會，同時邀請

在地族人參與計畫。 

 

協助願意參與計

畫的族人完成照

顧服務員之培訓。 

與完成照顧服務

員培訓者簽訂合

作契約。 

由簽約者主動協尋居

住在部落中需要居家

照顧服務的老人或身

心障礙者，並協助辦

理申請手續。 

主動拜訪地方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負責

評估申請個案需求

之社工員及其主管

同意評估過程不提

部分負擔等議題。 

與提供居家照顧服

務之團隊成員按需

要不定期針對服務

品質、相關訊息及

收費與否等議題召

開共識會議。 

主動爭取部落在地

宗教團體的支持為

營造一個溫馨互助

的長照家園出錢出

力，落實社會福利

社區化。 

主動培力部落在地

宗教團體共創在地

產業：如推動「關

愛生命 、感恩重建」

之旅，發展「見證

家庭」等。 



已經達成的目標 

一、 自今（2013）年3月本案開始推動到9月， 

來義鄉重建區部落族人認為有長照服務需求的耆 

老及身心功能障礙者，計轉介81位；經照管中心 

評估給予長照福利居家服務計畫經費者有30位， 

目前尚由部落照顧服務員人性化適當居家部落照 

護服務者，耆老有27位，身心功能障礙者有3位。 

 



已經達成的目標 

二、部落的照顧服務員對於無法或無意願 

支付居家照顧服務費部分負擔的服務，願 

意無償提供志願服務者，計28位。換言之 

，迄今傴有2位受服務者的家庭支付照顧服 

務費部分負擔。 

 



目前正在進行的目標 

三、訓練部落有意願的人成為照顧服務員 

    ，以提供家事服務（含居家清潔、心 

    靈關懷、文書處理及陪伴就醫等服務 

    ）為主；服務獎金由部落教會設立指 

    定奉獻統籌獎勵！ 

 



目前正在進行的目標 

四、培力部落社工員針對部落居家及社區 

    照護確切的需求，設立適當的評估制 

    度，以發揚家庭照護團隊與社區照護 

    團隊分工合作、自助互助的部落傳統 

    優質文化！ 

 



目前正在進行的目標 

五、針對重建願景，培力積極參與本計畫 

    方案的家庭，營造見證家庭（註）， 

    開創在地產業，將福利型社區與經濟 

    型社區同步營造，重建部落自力更生 

    、自立自強的能力與自信心。 

 



目前正在進行的目標 

六、統計部落照顧服務員志願服務的 

    時間，建立｢人力時間銀行制度｣ 

    ，促成｢社區鄰里志願互助換工｣ 

    的傳統優質文化復興。 

 



尚待有效策畫的目標 

七、針對部落日常生活必要的物資，爭 

    取各界捐助，作為部落照顧服務員 

    志願服務的獎品。同時配合志願服 

    務法的相關規定，開創多元有效益 

    的獎勵辦法。 

 



培力五贏策略開創就業生機 

一、落實重建願景。 

二、滿足部落需要。 

三、創造就業機會。 

四、復興傳統文化。 

五、實踐核心價值。 



創造就業機會（開創照護產業－根產業） 

•開創多元長期照護資源：居家安全服務、送餐 

  到家服務、集中用餐服務、居家簡易護理服務 

  、社區與居家簡易復健服務、老人日托服務、 

  家庭托顧服務、身心障礙日托服務、社區關懷 

  據點服務、日間照顧服務、輔具服務及機構式 

  照護服務等。需盡速培力合格的照顧服務員。 



見證家庭 

•為感恩各界的大愛做見證！ 

•為落實重建願景做見證！ 

•為基督信仰做見證！ 

•為發揚部落傳統優質文化做見證！ 



關懷部落重建文化生態旅遊 

見證家庭 

1.會講述自己民族、宗族、家族或 

  社區歷史傳述中希望流傳的優質 

  文化故事。 

 



關懷部落重建文化生態旅遊 

見證家庭 
2.會力行環保生活：在家庭與公共空間 

  推動整潔、綠美化、垃圾分類、資源 

  回收、廚餘堆肥等環保DIY。 



關懷部落重建文化生態旅遊 

見證家庭 
3.會力行健康生活：收集當地的健康食譜、健康 

  食材，認真執行；因地制宜地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會自我管理情緒、調適壓力，且會分享； 

  用心管理家用的水質，且有提醒自己喝足水的 

  量器等健康DIY。 



關懷部落重建文化生態旅遊 

見證家庭 
4.會力行居住安全生活：致力營造室內、室外無 

  障礙。 

5.會致力全家感恩、負責、尊重、接納、專注、 

  和睦、互助等品格力的營造，同時促成學校、 

  教會、家庭、社區（部落）攜手共同形塑社區 

  支持性環境。 

 

 



關懷部落重建文化生態旅遊 

見證家庭 

6.積極參與社會福利社區化的福利服務（ 

  出錢或出力）；如老人或學童的居家、 

  社區關懷照顧服務等。 

7.會介紹家居附近的名勝古蹟及休閒環境 

  ，且有導遊的能力更好。 



營造七寶部落社區 

•學習營造「安全部落、 

  健康部落、福利部落、 

  環保部落、學習部落 

  、文化部落及信仰部落 

  等七寶部落社區」 



分  享 

•願景！使命！感動！ 



人生需求供應者的責任光譜 

政  社  市  家  個 

  ←→     ←→    ←→    ←→    

府  區  場  庭  人 



培力家庭和社區 

    民主法治社會健全成長，必須用心 

培力人格成熟的公民；這個千秋大業需 

要用心致力於家庭及社區培力工作，促 

成有心人共同形塑支持性環境，如此才 

不辜負孟子的媽媽搬三次家所給予世人 

的啟示！ 



家庭與社區重建培力工作的原則 

    藉落實重建願景的機會，運用 

因地制宜的機制，教原親學會釣魚 

，並不斷學習開發魚源，是社區重 

建培力人員的主要工作。期清除倚 

賴的標籤，根留部落！ 



給原鄉部落耆老營造一個溫馨互助的長照家園 
及世代蒙福的見證家庭以落實重建家園的願景 

•請支持 TA&FC 在屏東原鄉營造長照產業 

  根留部落及家庭世代蒙福的工作計畫。 
 

     （註：TA：中華溝通分析協會的簡稱； 

   FC：中華家庭暨社區展望協會的簡稱。）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