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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Li-ling Huang 
from Taiwan New Taipei City. 接下來我也是用中
文說好了。

首先說這一場演講，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不是
設定我來主講的，我是臨危受命，我們協會其
實是推薦了另外一個的主任秘書(Ms. Liu Li-ru 
劉麗茹)來做報告，為什麼要先介紹她呢？因為
這個主任秘書她跟我一樣都是家屬，她是我們
協會一開始的發起人之一，然後一直在協會裡
面當志工，一直到協會慢慢已經起步，然後她
從志工轉任為同工，就是做專業人員，努力經
營這個協會20多年，這幾年因為傳承的關係，
所以她退下來做主任秘書。我是在另外一個組
織家連家協會擔任秘書長的工作，有時候我們
做這些工作很忙很累，可是我看到她時，我不
敢說累，我認識她的時候，她由一名工廠的女
工，現在變成了是輔仁大學社工研究所的學
生。精神疾病讓她的人生做了很多的翻轉，我
也是家屬，我的家人是中華民國87年就是1998
年的時候生病的，我在2004年的時候參加了台
灣家連家舉辦的課程，那時候我去參加課程最
主要是因為遺傳，我很害怕遺傳這兩個字，於
是帶著小孩子一起去上了這個課程，這個內容
就不在今天分享，我在2014年開始了在新北市
康復之友協會當志工到現在，當了這個協會理
事長的工作有5年了。現在介紹一下我們協會，
一開始差不多有400名會員，經過一些流失，在
今年整理出來的有效會員有272名。

台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地方，不像香
港，因為我們做家屬服務的，在每一個縣市都
有一個NGO的團體在服務當區的精障家屬，我
們於新北市照顧的幅員非常廣大。我們新北市
康復之友協會是在中華民國83年即1994年成立
的，這個會徽是我們的創會理事長繪畫的，他
是一個高中的美術老師。這是我們的信念、任

務及願景，由於時間的關係就不在這裡多說了
(圖一)。

我們很多的服務都是因應家屬的需要而產
生的，第一個很重要的是社區的復健中心，我
們有兩家日間型的社區復健中心，一個是在板
橋的心橋工作坊，另外一間於新莊的新莊工 
作坊。

另外，因應我們有服務康復者，康復者需要
一些自立的團體，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支持他
們每個月都舉行自立團體的活動，我們稱之為
「綠濤自立團體」。

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有一個二手商店「溫心
小舖」，為什麼我們協會裡會有這個商店「溫
心小舖」，源自於上面提及的新莊工作坊，新
莊工作坊是在2003年成立，在開幕前還未有收
個案前，就受到非常的嚴重社區的抗爭，那時
候社區的居民向我們掉雞蛋、寫文字、噴油漆
在我的社區復健中心裡面。為了這個社區復健
中心，我們的理監事一直都非常支持我們的工
作人員堅持下去。我們社區中心成立以後有一
年的時間沒有收到任何的個案，我們還是挺下
來，雖然在財務上變成很大的負擔，可是我們
覺得還是需要支持這個日間型的社區復健中
心。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是在社區生活，每個
人都在社區生活，包括患者也一樣是在社區生
活而不是住在醫院裡面。

另外有一些支持性的就業服務，是協會成
立以來開創的第一個服務，就是服務精障者。
支持性的就業就不在這裡多說。我們的每位就
業服務員一年差不多要服務20至30個個案，協
會成立26年來每年都是在做這樣子的服務。而
每年在新北市就業服務的會議裡幾乎都得到優 
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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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個很重要的就是家屬的教育，我們在
2003年跟台北大學的魏芳婉老師，引進了趙雨
龍老師的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到現在16年
來，我們每年持續開辦兩批次家屬的家連家精
神健康教育，以一批次15人計算，從開辦以來
累計服務了400多個家庭。我們大家都知道家屬
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要，患者沒有家屬的支持一
定沒有辦法穩定地按時服藥按時覆診，雖然現
在的藥物效果很好，但是沒有家屬的支持，這
些他們自己也做不到。所以家人對精神疾病的
認識是非常的重要。關於家屬的服務，在家連
家的教育工作，可以說的地方非常多。因為我
有15年帶領家屬團體的經驗，希望下次有機會
可再跟大家詳細分享家連家。

另外有一個服務就是身心障礙者的信託服
務，剛才前面的10分鐘都在說照顧者都幾歲， 
60至70歲，因為精神疾病發生年齡都多發生在青
春期，所以爸爸媽媽都年紀比較大，都會年老。
在家屬團體裡最常聽到家屬們說：「他們老了，
我們的孩子怎麼辦？」。所以在2003年我們開辦
了信託的服務，家屬即使他們老去了以後，可由

協會來照顧他，當然是跟銀行一起合作。

另外比較特殊的是樂欣家資中心，台灣跟香
港是一樣的，家屬資源中心是綜合性的服務，
包括身障及智障等等的服務，可是新北市政府
發覺精神障礙的服務在實行的時候跟一般身心
障礙的服務非常的不一樣。後來就委託我們協
會專門做這個精神障礙的家庭資源中心  －樂欣
家庭資源中心。

另外，我們還提供身心障礙者福利需求評
估，因應ICF(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
統)的要求，我們的社工透過這些需求評估可以
更了解其他相關的身心障礙者的一些需求。

今年我們新增了一個熱線，跟剛才利民會的
熱線是有一點類似。因為新北巿的幅員非常的
廣大，所以我們希望設立熱線。服務比較特殊
一點是因為跟社會局合作，他們會提供一些剛
出院沒多久個案給我們，當拿到聯絡電話時就
可以馬上打電話給家屬，讓他們可以比較快的
得到一些同儕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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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協會一直在做一些倡議。

在此有一些圖片分享：

(圖二) 是我們社區復健中心內的一些工作，
烹飪組的服務、代工的服務、體適能服務、帶
領中心學員去運動中心做運動，以及設計一些
健組活動。

(圖三) 是我們的就業工作員協助當事者找到
工作，並帶領他工作一個星期，然後慢慢的放
手，等他們適應後可獨立工作。

(圖四) 這是我們的綠濤團體，我有時間會
到綠濤看看他們，我不能坐在他們中間，我只
能坐在旁邊，看著他們開會。然後有一天，他
們跟我談話：「麗玲媽媽，妳要不要來說兩句

話？」才可以參與他們的活動。他們是一個非
常自立的團體，因此我們協會內現時有3位的理
監事都是康復者。

(圖五 )  這是我們的二手商店，店內出售
的貨品都是來自志工及民眾捐贈的二手物
資，店內的貨品整理都是由社區復健中心的
學員負責，因此他們可以跟社區民眾接觸，
商店位於新莊工作坊內，當初很多抗爭的民
眾也會到來二手商店尋寶，會來接觸到我們
復健的學員。一年兩年過去後，他們發現這
些那些人當初以為是不定時炸彈，其實都很
okay。在這過程裡，我從當初剛開始在這當
志工的時間，整條景德路全部都是黃布條跟
白布條甚至是黑布條，這幾年了就已經完全
拆掉了，這就是我們做社會工作上面用很大
的努力而看到的成果。

Ms. L L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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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很重要的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圖中
間穿黑色衣服的就是我們的魏芳婉老師，家連
家的教育來自於美國NAMI的12堂課，然後由趙
老師精簡為8堂課，我們從趙老師那得到版權的
授權，然後在台灣推行8堂課的家連家。家連家
是家屬教育，包括什麼，包括同儕的支持。因
為這樣子的關係，最後我們成立了台灣的家連
家協會。

(圖七) 這個就是我們做家訪，左邊的是一位
由協會照顧的康復者，他的爸爸媽媽已過世，
我們每個月都會去探訪他。另外的信託服務我
們也會跟家屬做一些分享。

(圖八) 這個是我們樂欣家資中心的家訪活
動，還有當事者或家屬的培訓支持。

(圖九) 這個是ICF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
分類系統)的評估。

(圖十) 另外，很重要的是我們的熱線，這
張熱線插圖是由一位協會內復元的康復者繪畫
的，他媽媽在他生病時的第一年便上了家連家
的課程，所以康復者經過一兩年的時間後情況
便穩定下來。完成學業以後，他也在工作，成
為了一位插畫家，在知道我們需要一些插圖宣
傳熱線服務以後，就免費送這張插圖給我們 
協會。

在倡導的部分，當初台灣並沒有把精神障礙
納入到殘障福利法，協會集合各地的家屬去立法
院抗議，真的是跟立法委員下跪，希望他們給我
們家屬福利，也很高興這樣子就成功了，所以殘
障福利法裡面就有把精神障礙症納進來。

(圖十一) 我們也常常利用一些社會事件向媒
體投書，譬如最近的龍發堂、流彈誤殺的事件，
我們也有做一些倡導的工作。甚至參加遊行，以
及帶當事者參加訓練課程及法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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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對協會來說，我們最大的困難來自
於我們所有的個案全部來自縣政，我們所有的經
費照顧個案的經費有超過40%，然後43.4%是來自
健保局的，因此依賴政府的程度非常深，你看我
們的捐款只有7.5%。前陣子兒童福利聯盟高價購
買辦公室的事情在我們台灣鬧得沸沸揚揚，他們
的捐款收入佔了經費來源的百分之九十，這是一
個非常大的精神污名化的展現，令到大家都不願
意捐款給精障團體。很重要的是，為什麼有這些
現象，因為來自於污名，而且我們有精神障礙的
家庭都害怕曝光。另外，我們過度依賴政府的資
源，還面對人才難求，我們協會基本上都是社工
的培訓所，縱然有些人留下來很久，但是到最後
也要面對接班及傳承問題。最後我們希望可以持
續去倡議精神疾病去污名化及配合政府去宣講，
還有持續提供家屬教育，開發多元的資源管道。
最重要對我家屬來說，我們希望可以因為去污名
化，因為宣講，藉由很多的服務去讓更多的家屬

進入我們的理監事會議內，一齊支持我們的NGO
團體，達致永續的經營，以上報告，謝謝。

Abstract

Hardship Endurance in Organizing Caregivers 
of New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Association of Mental Illness 
is a non-profit making and self-help organization 
for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with the mission of 
facilitating social inclusion of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assisting families to face and combat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 The Association provides 
all round servi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caregivers.  
The presentation shared an overview on the services 
scope and operation of the self-help organization in 
New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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