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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以居住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
2021 年亞洲婦女庇護安置線上年會

無可迴避的是，我們相不相信居住正義是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

「居住是每一個人生活、生存中，最不可或缺的。」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主任林育如肯定的說。
然而，居住在臺灣早就成為一門炙手可熱的生意，尤其現在的房屋租金再次來到高點。

「現實的租屋市場裡面，強調收益與利潤，房東對於房客收入、身分、生活品質的條件更有要求，
而貧窮與弱勢者的收入有限且相對不穩定，不容易符合房東的期待，以建立彼此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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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濃厚的鳳梨酥 2 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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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氣十足的芋頭酥 1 個

美味香脆的手工餅乾 12 片
訂購專線（02）2918-3895

勵馨本著基督精神，以追求公義與愛的決心和勇氣，預防
及消弭性侵害、性剥削及家庭暴力對婦女與兒少的傷害，
並致力於社會改造，創造對婦女及兒少的友善環境。

近期活動

甜馨中秋禮盒
每盒 399 元

嚴選莊園耳掛式手沖咖啡 2 包

邁入第十二年的勵馨基金會甜心工坊，這些年一路走來，協助無數弱勢婦女就業。

誠摯邀請您中秋佳節一起分享愛，預購「甜馨中秋禮盒」支持婦女就業。

甜馨中秋禮盒
預購開跑

圖片僅供參考，

內容物以實際出貨禮盒為主。

線上訂購

2021 年度 1 至 6 月收支報告

封面故事 ──

建構以居住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

無 可 迴 避 的 是， 我 們 相 不 相 信

居住正義是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

「居住是每一個人生活、生存中，

最不可或缺的。」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主
任林育如肯定的說。然而，居住在臺灣
早就成為一門炙手可熱的生意，尤其現

在的房屋租金再次來到高點。「現實的
租屋市場裡面，強調收益與利潤，房東
對於房客收入、身分、生活品質的條件
更有要求，而貧窮與弱勢者的收入有限

且相對不穩定，不容易符合房東的期待，
以建立彼此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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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成功不必在我 樹立價值典範

榮譽董事長商正宗牧師辭世
勵馨基金會全體悼念
勵馨基金會創會、榮譽董事長商正宗牧師

任何組織的創會開始都是最艱辛的，勵馨

於 8 月 17 日上午蒙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壽 88

也是，在創會初期運作地並不順利，尤其在社

完成地方法院的登記手續，擔任創會董事長開

而當第一屆勵馨董事會成員與代表，陸續將相

歲。商正宗牧師於 1988 年五月為勵馨基金會
始，33 年來從未停止對暴力防治、兒童與青少
年保護相 服務工作的投入與

注。

勵馨的各個重大場合，都可以看見商正宗

牧師穿著正式西裝，配戴一副方框眼鏡，眼鏡

後方總是一雙彎彎的愛笑眼睛，是服務孩子口
中的「商爺爺」，也總是為勵馨基金會同工引
領方向，帶來溫暖穩定力量的「商牧師」。

會風氣保守的年代，雛妓議題一直都是禁忌。

關議題帶入自己的教會、尋求資源的時候，時

常因為教會的保守，無法獲得代表教派的支持
而相繼退出。當時商正宗牧師不得不一直找人
遞補，他更接下最艱難的重擔，連續擔任三屆
九年的董事長任期。

三十年前，我在擔任勵馨少女中途之家的

心理輔導員時，與董事長接觸機會並不多，令

多年後再遇見她，得知她仍在同一單位穩定工
作，也在台北組織家庭，特別欣慰。

在商牧師及勵馨諸位董事們及支持者的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5 年，由勵馨主導立法

力，翻轉了許多女孩的生命，這位女孩是我到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順利通過，但

她很感謝勵馨給她生命重來的機會，但也很不

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後更名為

在法令通過後的那次董事會，當大家為立法成

功雀躍不己時，商牧師卻嚴正的說：「勵馨已
完成階段任務，勵馨應該愈做愈小，最好是

門，代表台灣的雛妓問題已被解決。」當時不
解商牧師的意思，但隨著工作經驗，與管理概

念的累積與增長逐漸理解他說這段話的期許。
從目標管理的角度來說，當時勵馨成立是為解
決台灣雛妓問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通過後，防治工作是政府法定職責，雖然

勵馨在新法中倡議出許多資源，但商牧師認為
應由政府執行，勵馨職責在於監督政府，而他

自己也在立法通過後的隔年便卸下勵馨董事長

交棒給蘇希宗長老，商牧師這種成功不必在我
的胸懷，多年後想來，特別感佩他樹立的價值
典範。

組織發展之初，只有三個工作人員，許多

事工都是董事兼著處理，為了讓女孩有家的感
覺，節慶時，有些董事會開放他們家庭接待少
女，商牧師則帶著會友一起投入勵馨服事，和

平教會許多會友都是勵馨的志工，擔任才藝老
師、接待家庭，捐款、捐物資自不在話下。

拯救不幸少女 翻轉無數生命
此外，他也儘可能提供就業機會給少女

們，其中一位原住民少女從花蓮被拐賣到台

北，國中肄業，很難找到合適工作，商牧師安
排她到一基督教機構擔任行政助理工作，從幾
乎什麼都不會，時時擔心自己會被辭退，幸而

勵馨服務的第一個案，最記得她曾跟我說：
想跟勵馨牽扯上

係，因為這樣別人會猜測到

她曾有過什麼樣的過去，那次談話對我是個震
憾、也有許多啟發，當勵馨反雛妓旗幟愈鮮明
時，服務對象被標籤的後遺症也出現了。勵馨

之後的發展雖然沒有像商牧師說的愈做愈小，
反而規模愈來愈大，一是從服務經驗中，發現

到更多需求，二是希望從補破網工作延伸發展
預防性及培力工作，希冀沖淡勵馨服務對象都
是社會污名化的保護性個案，在前執行長紀惠
容的帶領下，正式於勵馨 20 周年時，正式定

位及宣誓勵馨使命為「終止性暴力，創造性別
公義的社會」。

2018 年「 勵 馨 30 重 返 初 馨 」 系 列 活 動

發表記者會中，特別邀請創會董事長商正宗牧
師，商牧師回憶起當初投入雛妓救援的行動表
示，從信仰的立場來看，男女被創造時是平等

的，在希伯來文裏面，男女的字根都一樣，因
此男女共同享有獨立的人格、主權和生活；從
社會道德的角度講，他們都是我們的姐妹，不

是商品，因此投入勵馨救援不幸少女是恢復重
建他們的人格，讓他們也能享有豐富價值的生
命，這是在勵馨工作最大的報酬。

商牧師在勵馨最艱難時擔起擔子，在勵馨

預備茁壯時卸下擔子交棒出去，他的風範與精
神值得勵馨所有同工留存心中。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機構人員耐心地一步步教，加上商牧師時不時
給予女孩

懷鼓勵，女孩珍惜這樣的工作環境

與機會，激發她向上力量，持續不懈怠地於下
班後再進修，終於陸續完成國中及高中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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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庇護所到社會住宅──
建構以居住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

也沒有裝冷氣，可是一個月的電費竟然要 3,000

資料整理／謝菁威
趙守予
李玉華

多塊，我常在想房東是不是牽我的電去用，」
房子的環境破落，甚至有安全疑慮，可相較起

編撰／許馨月

無家可歸，這裡還能算得上她與孩子的棲身之

所，沛沛低下頭說：「我們試著打電話給房東、
找了水電師傅來看狀況，但房東說不想花錢換
新的。」

2021 年亞洲婦女庇護安置線上年會

圖片來源／總統府提供

勵馨基金會於 8 月 11 日至 12 日，與亞洲

婦女安置網絡，以「從庇護所到社會住宅──

政府提供的 30,000 元急難救助金的大半，每

首爾住宅公社規劃部官員，透過經驗與專業的
交流分享，探討如何結合社會住宅，建構以居

住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接住每一個有居住需
求的人。

下一個家，會不會更好？

婦女離開或終止暴力關係。

在臺灣，勵馨基金會也在這方面完成許多重要的工作。以往，臺灣的庇護所

主要只提供緊急的短期安置，但是要協助婦女回歸正常生活，庇護所必須在支持
過程中提供其它功能。勵馨基金會透過職業訓練及法律、經濟上的協助等提供所
需的資源，幫助女性掌控自己的生活。

在社會住宅方面，藉由擴大提供平價、優質的住宅，減輕弱勢族群的負擔，

讓他們有能力開始新的人生。這就是居住正義的落實。

──中華民國臺灣總統 蔡英文 亞洲婦女庇護安置線上年會致詞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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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健康的住房問題，而月租 11,000 元

上年會。會中邀請荷蘭橘屋（Blijf Groep）、

Network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韓國

我們需要穩定的外在支持系統，強化女性的能力，提供她們成長的機會，以支持

東對於壞掉的東西愛修不修，房客長期忍受攸
的租金價格卻是屹立不搖，一個月的押金再加

美 國 國 家 終 結 家 庭 暴 力 網 絡 團 體（National

ANWS）一直致力解決區域中受暴婦女及兒童，對庇護所及社會住宅的迫切需求。

年。」住宅環境談不上「基本居住水準」，房

如何建構受暴婦女及兒少的住宅安全網」為

主題，共同舉辦 2021 年亞洲婦女庇護安置線

亞 洲 婦 女 庇 護 安 置 網 絡（Asian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

她語氣無奈，「我們就這樣住了、熬了兩

「離開庇護家園後，我著急著想搬到市區

裡住，因為我需要找工作，沒有收入不行。但
房子真的不好找，公佈欄貼出來出租的整層住
宅又很少，多數都是套房……，」受暴逾十五

年的沛沛（化名）帶著三名孩子離開家庭，住

進庇護家園半年後，預備回到社區生活的第一
個

鍵是──能不能找到一個穩定、安全、可

負擔的住所。

之後，沛沛和三個孩子搬進新莊一處有

上一個月的租金，花費掉她離開庇護家園時，

月萬餘元的租金更是硬生生占了沛沛月薪的四
成四。

垂直不公：所得越低、租金占比越高
弱勢家戶想靠社福資源或租金補助，在租

屋市場中肯定是捉襟見肘的。「所得越低的家

庭，租金占所得的比例是越高的。」社會住宅
推動聯盟召集人彭揚凱點出臺灣租屋族的長期
困境，他以政府長期實施的租金補貼為例：「至
今年底，租金補貼皆採定額制，沒有考量家戶
所得的差別。無論你所得分位有高有低，可以

獲得補貼的額度都是一樣的。所幸在民間與政
府的共同努力，今年內政部公布新版租金補貼
制度，把租金補貼分成三級，所得越低獲得補

貼越高，預計明年開始實施。」但類似的困難
也出現在社會住宅的訂價政策中。

他詳細計算：「以台北市的明倫社會住

四十年屋齡的老舊住宅，「房子在一樓，大約

宅為例，申請者未達最低生活費 1 倍，也就

屋裡潮濕，晚上安靜的時候會聽到蛀蟲在蛀蝕

他所需支付的租金為 8,900 元，租金所得比超

十多坪，有兩個房間、一個客廳、一間廁所，

木板的聲音，」她說住不到三個月，木板牆可
能已經被蛀空，睡覺時看著木板牆總擔心會垮
掉，「還有電力供應的問題，常常會跳電、電

燈一直閃，奇怪的是家裡沒有什麼電器用品，

是月收入低於 17,000 元的低收入戶申請者，
過 50%；相對一般戶申請者，家戶的平均收入

落在最低生活費 3.5 倍，相當於 59,000 元，

所需支付的租金則是 12,900 元，租金所得比
約 20%。」同時列出低收入戶家庭在台北、

主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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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台中、桃園等縣市的租金所得比分別為

其中，住宅政策的法令包括《住宅法》所

50.8%、47.7%、43.8%， 以 及 37.3%， 種 種

提及弱勢戶的保障比例，「法制面除了立專

社宅的地區越難負擔社宅。」彭揚凱說，「更

住宅法剛立法的 10%，後來修了第一次提高

數據都指出：「越弱勢越難負擔住宅，越需要
何況供給與需求兩端，有著蠻大的落差。」

只要需求高於供給，任何福利政策或津貼

都難以保護弱勢租屋者免於高租金的暴襲。

法，我們要保護弱勢者的居住比例和權益，從

到 30%，到今年上半年我們第二次修法提高到
40%，讓社會住宅在弱勢照顧的能量能逐步提
升。」

利部公布的評估數據，全臺灣 24.8 萬弱勢家庭

租金占所得
百分比

計算，全臺灣的社會住宅總量需達 62.5 萬戶，

40%
30%

臺北

47.7%
37.7%

37.3%

31.8%

者的居住照顧。

桃園

居住正義，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21.6%

25.5%

16.9%
13.5%

10%

低收入戶

（收入 NT$ 17,005
以下）

中低收入戶

（收入 NT$ 25,507
以下）

一般戶

（收入 NT$ 59,518
以下）

資料來源：都市改革組織

《住宅法》弱勢戶比上修 40%
逐步實踐弱勢者居住照顧

花敬群認同社會住宅是社會安全網不可或

社會住宅──
以居住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

缺的一環，「我們一再思考，社會住宅和社福
系統如何銜接在一起。」社會住宅政策的起步

階段，已興辦的社區有 52% 至少設置一處托

嬰中心、日間照顧、青年創業基地、或長期照
顧中心等服務據點，「過去經驗不足，但進到
第二階段，我們會要求每一個社會住宅社區，
至少要有一處相

的社福設施。」花敬群說，

內政部在過去三年召開跨部會、跨縣市政府的

社會住宅聯繫會議逾 20 次，為的就是凝聚中
部、衛福部達成一定的共識，未來在社會住宅

無可迴避的是，我們相不相信居住正義是

的服務建構上，資源和經營管理將相互支援，

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有一次，家裡的孩子吵架吵得很兇，有

鄰居報警，警車停在一樓，因為房東住在我們
樓下，所以他也看到了，後來房東就不願意把

房子繼續租給我們。」這是沛沛分享、第三次
的搬家經驗。

「居住是每一個人生活、生存中，最不可

或缺的。」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主任林育如肯定
的說。然而，居住在臺灣早就成為一門炙手

正在被實踐。」內政部次長花敬群信誓旦旦地

點。「現實的租屋市場裡面，強調收益與利潤，

接興建，過程中包含法令、計畫、資金、人力

有要求，而貧窮與弱勢者的收入有限且相對不

宅政策的第一階段：2017 年至 2020 年底直接

信任。」林育如說，像是年長者、身障者、單

了 7 千戶；預計 2021 年與 2022 年分別可達

有多元的需求，這卻會成為能否取得合宜居住

為前期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溝通與籌備工作的完

房租交不出來怎麼辦？』、『房東會不會趕我

在八年內興辦 20 萬戶的社會住宅，這項政策

可熱的生意，尤其現在的房屋租金再次來到高

說，但也坦言：「20 萬戶裡有 12 萬戶預計直

房東對於房客收入、身分、生活品質的條件更

及土地資源的籌備都不容易。」他說明社會住

穩定，不容易符合房東的期待，以建立彼此的

興建的戶數達 4 萬 7 千戶；今年至七月則增加

親家庭和受暴婦女，因為身心狀態和親職

成興建 1 萬 5 千戶與 2 萬戶的目標；花敬群認

的一個

成，後續興辦速度會加快。

走？』、『會不會因為我太常遲交租金，而不

係

鍵因素，「他們時常問社工：『如果

和我續約？』，他們經常處在自己能不能繼續
住下去的擔心裡面。」選擇有限、租金負擔沉

勵馨會訊

與，甚至是爭取基本權利的機會。

是一體兩面，而居住不該只是資源工具，而是

央與地方政府執行者的共識，「內政部與教育

「蔡英文總統推出的安心住宅政策，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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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弱勢照顧的居住行動。

係、身心健康、社會參

政府才有機會透過社會住宅，進一步落實弱勢

新北
臺中

29.2%

20%

其維持良好家庭親子

去弱勢家庭大部分的支出與心力，往往也剝奪

住戶有社會住宅的需求。而以弱勢戶比例 40%

50.8%

43.8%

宅應扮演核心的角色。」因為生命與家從來都

而這僅僅是第一步。根據 2015 年衛生福

各縣市社會住宅租金所得比

50%

重、難以穩定，再加上居住環境差，種種都占

讓社區的照顧系統能逐步壯大、成熟。」
貧窮、居住弱勢是狀態，也是一種

係，

社會住宅的目的從來應該都是――讓城

在富人與窮人之間、房東與房客之間，也

市、鄉鎮、社區成為真正符合人們生活需求的

（Matthew Desmond）也曾在他獲普立茲獎

南韓社會住宅政策
關鍵在結合住宅與社會福利

乎權利與剝削。美國社會學家馬修•戴斯蒙
的《下一個家在何方？》書中說，人們一旦失

去住處、經常失去工作，更被剝奪政府在居住
資源上的援助，接著就會被迫搬遷到更貧乏、

危險的地方。他指出：「驅離不是貧窮造成的
結果，而是開啟貧窮的原因。」

「社會住宅是非常合適的場域，去啟動社

會安全網的功能。」林育如接著說，「但也不

是提供住的地方，所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

重要的是社會福利的服務，如何結合居住、導
入支持性服務，」她說社會住宅提供入住者最

長十二年的居住期間，居住者在這段期間會開
始處理所面對的生命議題，以及規劃未來的生

活，「當支持性服務進駐社會住宅社區，我們
就有機會更深入瞭解弱勢者真正的需求，以及
需要被支持的面向是什麼。社會安全網的目
的，是建構從家庭到社區的支持網絡，社會住

地方。

借鏡臺灣鄰近國家經驗，南韓社會住宅興

辦已累積超過百萬戶，占全國總體住宅量超
過 6%，在首都首爾更建有 30 萬戶的社會住

宅。「在首爾，社會住宅政策是由住宅提供單
位、社會住宅支持服務中心（Housing Advice
Center）以及地方政府三方協力。」韓國首

爾住宅公社規畫部部長千成熙進一步解釋彼此
的合作模式：「住宅提供單位會管理並提供房

源資訊給地方政府，讓有資格入住緊急住宅的
弱勢家庭能及時獲得庇護，社會住宅支持服務
中心會接續提供社會福利的資源與連結，當有
些家庭成員有身心狀況或相

需求時，就會啟

動個案管理、提供介入服務。像是當弱勢家庭

積欠三個月的租金，可能會面臨需要離開的困
境，這時候社會住宅支持服務中心就會提供社

主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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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諮詢服務，爭取相

的社福資源，包括財務

援助、就業輔導、以及其所需的醫療資源，確
保需求者有安全穩定的居住品質。」

荷蘭橘屋「保持安全」計畫
強化家庭原有支持系統

師一起工作，而這兩個社工師會解決家庭遇到
的所有問題，方案工作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家庭
成員的安全──安全第一，我們希望每個人都

能安全，才能繼續往下走。「基本上我們會陪

社 會 住 宅 支 持 服 務 中 心 在 首 爾 有 25 處

伴一個家庭三至五年，期間會與家庭裡所有的

社 會 住 宅 福 利 中 心 據 點（Housing Welfare

係人一起工作，包括父母、祖父母、孩子、

Center），「尤其疫情期間，很多人因為失業

家人、親友鄰居，目的是強化家庭內部的支持

或收入減少付不出房租，其中弱勢者更容易受

系統，為其之後回家或自立賦權預備。」瑪麗

到衝擊，社會住宅福利中心的社工會在瞭解居

亞認為這項實驗計畫，能為受暴婦女的庇護與

住需求者的處境後，依狀況協助其繼續居住，

或是引介其它住宅資源。」千成熙說，近年服
務成果顯示住在首爾社會住宅的居民，有九成

賦權帶來更寬廣的視野。
全球庇護安置服務工作典範的荷蘭橘屋，

感受到居住的穩定，更有五成居民找到固定的

所在的首都城市阿姆斯特丹已有長達十五年社

美國保障弱勢租戶
頒布長達一年「驅逐租客禁令」

可以優先獲得社會住宅的資源。如果有人因為

工作。

而在疫情更嚴峻的美國，社會住宅的需求

飆升。「在美國，疫情期間有四分之一的家暴
受害者面臨居住危機。」美國國家終結家庭暴

力網絡資深住宅政策與執行專員黛比•福克斯
（Debbie Fox） 說， 儘 管 美 國 住 宅 及 城 市 發
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提供大筆經費，但租屋費用真
的非常昂貴，許多逃離家庭的家暴受害者，需

要的是長期的住房來穩定他們的生活。尤其在
疫情期間，為了改善家暴受害者的居住狀況，

保護其人身安全，美國聯邦政府採取多項的彈
性政策，「像是美國國會去年頒布驅逐租客禁

令，禁止房東驅趕因疫情影響而難以繳納房租
的租戶。此外，疫情使得政府在住宅投資的金

額創美國歷史新高。」黛比舉例，2020 年美
國住宅及城市發展部撥款 40 億美元，投入《冠

會住宅經驗。「多數離開庇護所的婦女兒少，
條件不符沒辦法入住社會住宅，我們會提供其
它系統的資源，提供半年到一年的住房。」
橘屋庇護所社會工作者珍娜•赫德森（Janet

珍•雅各（Jane Jacobs）

規劃，穩定其日後的居住與工作。」

書櫃，雀躍地跟她一起住在社區的朋友分享。

12 歲的禾禾（化名）指著向日葵食堂靠牆的矮

而自 2020 年開始，橘屋展開為期兩年的

禾禾是在去年跟著母親一起住進勵馨基金會在

社會工作者瑪麗亞•梵•賀伯根（Maria van

勵馨基金會長年服務中觀察到受暴婦女與

「保持安全」（Stay Safe）實驗計畫。橘屋

林口開展的受暴婦女自立宿舍。

Helbergen）說：「在阿姆斯特丹，有許多組

兒少緊急庇護安置工作的不足，於是我們在

自的困境，但卻有一個共通點──這些家庭都
不夠安全。」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有一定比例的家庭因

宅基金，以及租金補助的預算中。

不同領域社工一起工作的困難。她更詳細地說

面弱勢家庭常面臨等待時間過長，或者需要與
明，阿姆斯特丹政府藉「保持安全」計畫，集
結六個相

社福專業組織，讓各個

係網絡彼

此相互合作，「每一個弱勢家庭會有兩個社工

勵馨會訊

能力與力量。」

畫，放在食堂的書櫃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織協助不同處境的弱勢家庭。每個家庭面臨各

讀繪本，以及不定期在周末安排植栽、繪畫及
電影觀賞等活動，食堂會提供點心與飲品，並

且規劃親子共餐的時段，向日葵食堂期待在社
區中，成為一處能承接住孩子的照顧空間，透
過精心時刻的陪伴，孩子們可以好好長大，同
時成為每個家庭在社區中的支援和後盾。

需求。這十年來，勵馨基金會陸續在各地成立

商、就學與工作媒合等服務，同時透過輔導與

係，協力

工與生輔員在這裡陪伴孩子寫作業、玩遊戲、

與留下，增加實踐和信任，社區本身就能獲得

有人願意看顧、守護這裡。……當人開始選擇

「我要把獎金拿來買一套鬼滅之刃的漫

培訓課程，希望能與婦女建立信任

級以上的孩子，放學後有一個安全的去處，社

宅」、「經濟」和「

難開始思考未來的生活，工作中我們會提供諮

暴力後會有多重身心健康的議題，使她們比較

提供林口世大運社會住宅社區裡就讀國小一年

提，那就是必須得有人『有心』住在這裡，要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為多重處遇，接受到不同組織的服務，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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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且有凝聚力的社區要形成有個前

Hudson）分享長期工作經驗，「婦女在脫離

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中的無家
者緊急庇護補助，更挹注 274 億美元到社會住

社區力量源自於人與人的守望

向日葵食堂

2012 年開展「多陪一里路」服務方案，以「住

係修復」為三個

鍵核

心，回應婦女在生活重建的路上各種的困難與
中長期及獨立宿舍的服務，像是高雄的康乃馨
家園、桃園的獨立家屋、新北的詠馨家園。

2020 年我們也成立林口服務中心，嘗試

結合社會住宅與社工專業，提供社工輔導、穩
定居住、托育照顧、就業培訓及微型創業等服

務，透過在地培力、在地照顧，促進社區融合，
以建立受暴婦女多元且長期的安置服務。勵馨
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分享：「進場社會住宅服

務後，我們才發現臺灣目前社宅政策缺乏社會
福利的視角及資源，導致服務推展過程處處制
肘，藉著這次研討會先進國家之經驗分享，我

們期待衛福部門能提供具體資源，支持 NPO
進入社宅提供服務，成立跨部門合作平台，建

置整合住宅和社福的多元住宅服務模式，促進
社區住民支持互助，讓住民融入社區、回歸社
會。」

我們相信，社會住宅的照顧系統應涵蓋整

個社區，形成更大的社會照顧體系，透過人與
人之間的相互守望與連結，建立出更安心、健
康的社區，讓所有的居住者感到歸屬、真正的
回到家。

主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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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撰文／許馨月
資料提供／社工諮商處
插畫／謝菁威

風暴中的船錨
親密

庇護安置服務工作

婦女就業服務工作

離家，是許多婦女為了脫離暴力循環不得

不的選擇。為了儘快脫離家庭暴力的威脅，目

前勵馨自辦與承接政府委託，於臺灣北中南三
區共有 1 處緊急短期的庇護中心、4 處緊急短

係暴力／家暴被害人服務工作

期及中長期庇護家園，以及 4 處自立宿舍，依

據婦女的危機程度與需求，提供不同型態的安

逾 30% 的婦女即使接受服務的輔導介入，卻因為外在支持系統不夠持續、穩

定，仍滯留於暴力循環的風暴之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關係復合又破裂、報案、送醫、
驗傷、出庭與聲請保護令等一片汪洋中沉浮。
2020 年，我們協助著 10,621 名婦女，共

計服務 180,234 人次，願能支持其離開或終止
一段暴力

係。

為了接住面臨各種危機的求助者，勵馨基

金會發展出完整的親密

係暴力╱家暴被害人

服務模式，包括提供處於暴力危機期婦女兒少
的「緊急救援──人身安全保護 4

鍵」服務，

依據不同的需求，提供專業的社工輔導、醫療

處遇、司法協助、緊急庇護等，協助其獲得人
身安全的基本保護。以及當危險程度降低後，

陪伴求助者累積內在能量與外在資源的「多陪

一里路──生活重建 3 核心」方案，支持婦女
脫離暴力，開始回歸社區的自立生活。

駐法院家暴事件服務工作
2020 年，勵馨於新北、桃園、苗栗、南投、

高雄、屏東、臺東等 7 個地方法院家暴服務處，
服務總計 21,891 人次。

勵馨駐點於地方法院的就近與即時服務，

保障婦女尋求司法途徑時的權益。提供因不熟
悉司法而亟需的法律諮詢，社工亦藉由會談瞭
解婦女受暴情形、危機程度以及曾經連結的資
源系統等，適時給予需求評估，並且討論人身
安全計畫，以降低家庭暴力再次發生的風險。

10

勵馨會訊

置服務。

確保人身安全無虞後，接續的工作才是安

置服務的挑戰。一次又一次的社工面談、專業

諮商、團體活動，社工協助婦女釐清自己的需

要與想要的生活，接著討論是決定返家或獨立
讓受暴婦女在開庭時能主張自身權利，是

勵馨司法服務的目標之一。因此，除了開庭前

後的會談評估，社工也會實際陪同婦女出庭到
安全離開法院，開庭時協助婦女與法官雙方的
溝通，即時回應當下的狀態，讓婦女能完整陳

述意見。2020 年，勵馨總計陪同出庭 1,538
人次，一次次我們陪伴婦女主張權利，實踐公

生活，2020 年結案的婦女中，41% 婦女選擇

返回家庭、42% 婦女決定獨立生活，社工後
續亦會追蹤瞭解離開安置中心的婦女之人身安

全及生活適應情況，且適時給予協助與資源連
結，降低婦女再次陷入暴力的風險。

多陪一里路服務工作
無論婦女離開家庭或是庇護安置家園，生

平正義。

存便成了一場單打獨鬥的拚搏。近八成婦女更

駐法院家事事件服務工作

托育、學費、醫療等費用，一條條即將壓下的

需要一肩扛起照顧孩子的責任，隨之而來的是

勵馨於新北、桃園、苗栗、高雄、屏東、

臺東，共承接 6 處家事服務中心，2020 年共

計服務 22,383 人次，包括許多來自社區的高
衝突家庭，透過社工服務獲得立即協助。
當婦女決定透過司法途徑結束

係、離開

護權與財產分配等訴訟。並且親密

係雙方時

家庭時，經常伴隨家事案件如：離婚、子女監
常抱持著自身委屈與憤怒，對簿公堂讓

係更

加惡化，造成未成年子女對於和非同住的父親

或母親會面，產生焦慮、不安，甚至害怕等壓
力情緒，此時社工陪伴會面，讓孩子能在安全

環境下與雙方維繫親情，進而在友善與合作的
狀態下討論及擬定會面交往的計畫。2020 年，
陪伴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達 1,597 人次。

未來債款，往往使婦女在脫離暴力後隨即落入
貧窮。

然而政府提供的橫向資源整合困難，2012

年勵馨發展出「多陪一里路──生活重建 3 核

是

受暴婦女是否能開展自立生活？經濟獨立

鍵。然而長期受暴的過程已讓婦女失去自

信，害怕進入就業市場；部分雇主對受暴、離
婚婦女的刻板印象，像是擔心施暴者騷擾、以
及對年齡的迷思，導致雇用意願低。因此排除

女性就業內外在的阻礙，建立友善婦女的就業
環境亦是勵馨婦女就業服務與倡議的重點。

2020 年，我們提供 271 名婦女就業服務，

72% 婦女順利就業、創業，或接受職業訓練，

96% 婦女在接受就業服務後脫離暴力或降低暴
力頻率。

就業輔導社工提供一對一的諮詢輔導，陪

伴解決婦女發展就業時會遇到的困難，進而提
升就業機會與能力；同時勵馨基金會積極開發
與連結友善職場，提供就業媒合；並規劃微型
創業基金，讓婦女就業有更多元的發展模式。

心」服務，透過經濟培力、關係重建、住宅自

向日葵小屋──目睹兒少服務工作

一里路服務共計協助 495 位受暴婦女兒少。

共 25,488 服務人次。服務經驗中，78% 受暴

立，協助婦女邁向自主生活。2020 年，多陪

2020 年，勵馨總計服務 700 名目睹兒少，

婦女會選擇帶未成年子女一起脫離暴力環境，
並逐漸發現目睹兒少因為長期生活在感到威脅
的環境之中，對其生理、心理、認知行為、社

會交際等層面，受到短期、甚至長期的影響。
目睹兒少服務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協助孩子
能安頓自己的身心，並建立出回應環境的正向
方式。如果孩子能感受到環境的安全、自己被
理解與接納，他的療癒之路也慢慢就此展開。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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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琇玲
勵馨基金會駐桃園地方法院
家暴暨家事事件服務處社工
編輯／趙守予

原以為的圓滿 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還記得，我第一次見到滿臉傷痕的小芬

（化名）是在庇護所，小芬斷斷續續地說著婚
後受暴的日常種種，雙眼不停落下受暴苦痛的

眼淚。然而，小芬不想讓家庭破碎，更是希望
能陪伴在年幼的兒女身邊，離開了庇護所，選
擇回到家中，繼續隱忍先生對她的家暴日常。

再度與小芬見面時，是小芬來到家暴暨家

事事件服務處，我看到她開始嶄露出生命中微

微的轉變。小芬對著社工說：「原來我為了孩
子多年隱忍先生的家暴，是不值得的，社工你
知道嗎？我這次會來法院，是因為孩子捨不得
我被先生繼續家暴，希望我離開受暴的婚姻

係，孩子也鼓勵我向前！」孩子與社工的支持
鼓勵，茁壯了小芬心裡的勇氣、克服脫離受暴
的恐懼與威脅，建立起信心，向法院遞狀請求

駐法院家暴暨家事事件服務

為婚姻畫下的句點
成為嶄新生活的起點

地方法院家暴暨家事事件服務處社工主要服務

結束和先生多年來充斥著暴力的婚姻。

孩子是她回到暴力的原因
也是離開暴力的最大勇氣
「先生懷疑我外遇，每次我回娘家探望年邁的父母或外出工作回家後，總是少

不了一頓不堪入耳的謾罵。漸漸的先生開始限制我的外出和一舉一動，不准我交朋
友、不准我和同事互動，還要逐一交代行蹤。每當我哄年幼的兒女入睡後，先生
會把我從睡夢中叫起，對我一陣拳打腳踢。他為了不留下施暴的證據，都會控制

施暴的力道，或朝不容易被孩子發現傷痕的身體部位，開始一拳一拳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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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一。透過社工實際陪同出庭，有助家暴

猶記得小芬第一次離婚調解時的情緒，面

露慌張與焦躁不安，透過法院第三方公正的家
事調解委員協調與社工陪同下，小芬與先生終
於能夠和平結束二十五年的婚姻

  陪同出庭／調解服務是勵馨基金會駐點於

係、受暴生

活。在小芬步行離開法院前，臉上露出睽違許

久的笑容，並告訴社工說：「今天是我的重生
日，我重新活過來了，謝謝社工、勵馨基金會

被害人獲得心理上的安撫、緩解面對司法訴訟
緊張的情緒、降低心理恐懼感，也需要向家暴

被害人對於法院的概況介紹、了解開庭審理的
訴訟程序，並在開庭時協助婦女與法官雙方的
溝通。從出庭前的評估、陪伴出庭到安全的離
開法院，為婦女提供安全的出庭環境、免於再
受暴力的威脅。

不斷的陪伴與支持協助，讓我可以擁有不再被
先生暴力對待的嶄新人生，而今晚我也終於可

以好好放心睡覺、不用擔心半夜又要被打了。」
小芬離去法院前對社工展現的燦爛笑容，

也轉化為滋養內心的強大能量，使自我生命的

桃園愛馨人粉絲專頁

意義更具鮮明，迎接完全由自己選擇的未來。

社工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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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剛下班正在洗澡，要請你稍等一下

撰文／張珮珈．屏東分事務所婦保社工師
編輯／趙守予

彼此守護的心
是最堅實的依靠

哦！」

第一次到小惠（化名）的住所，見到的是

小惠的女兒。這天是晚上 6 點半，家中的客廳

瀰漫的菜餚的香氣，小惠的其他親友在享用晚
餐的同時，小惠才正由工作地點返家不久。

離開已消散的緣分 為了家人重新出發
「其實我跟前男友之前就多少都會吵架

家人、朋友給的支持及力量，會成為我們在受傷時能緊緊牽住的一隻手，也

能讓我們成為，從沒想過可以成為的自己。

啦，但動手就真的是不對了。」剛洗完澡的小
惠，一邊說著，同時一手抓住今年 3 歲剛從安

親班下課的么女，請她不要跑跑跳跳、將動作
放輕，免得打擾到樓下的鄰居以及跟社工會談
的進行。

「我覺得就這樣了啦，也許就是緣分到

然而，多年未入職場的小惠，此時又遇上

疫情日漸加重，使得夜市擺攤的工作也大受考
驗，生活的壓力與考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

她卻仍不打算停下腳步，在夜市擺攤之餘，與

朋友一同做臨時工來補貼家用，正讀大學的大
女兒也透過課餘時間來打工，以補貼自己的生

活費，盡量不讓媽媽擔心。疫情雖嚴峻，卻不
能夠阻攔每個人想守護家人的那顆心。

家庭的變動，帶來的不是破碎抑或黑暗，

而是裂縫中微微透出的溫暖陽光，那道陽光來

自家人、親友，每一個我們渴望與他彼此守護、
且害怕彼此受傷的人。即便我們可能遭遇傷

害，但受傷時，可以握住彼此的雙手互相支持，
也成為彼此的蔭蔽。

了。」小惠說的堅決，但面容仍能透出他對這
段

係結束的失落。小惠與前男友在一起五年

了，在失婚後的日子裡，前男友曾經陪伴小惠
慢慢構築成一個新的、彼此都嚮往成的家庭，

支持多陪一里路

然而卻因為家庭暴力的傷害，讓那個好不容易

被構築起的家庭，一瞬間又像煙霧般消散了。
但小惠卻沒有讓自己停留在

係結束的難過情

緒中，而是馬上扛起單獨照顧家庭的責任。

生活並非從此無憂
但支持的溫暖仍能照亮前行的路
小惠立即連繫了國小的同窗好友，除了先借

宿於好友家外，也開始跟著朋友一起從事夜市
擺攤的工作。過去一直由前男友來擔任家庭經

濟支柱，這一刻為了兒女、為了自己的家庭，
不畏艱難的選擇踏出去，踏進從未嘗試過的工
作，也踏進了新的生活、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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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鳳婷•臺東分事務所家暴後追組社工
整理／莊泰富•臺東分事務所倡議專員
編輯／趙守予

遇見友善房東
支持受暴婦女
撐起安全的家
阿蘭（化名）是我們服務的姊妹，被丈夫

家暴後，心灰意冷的她想要搬出來，跟著自己

的孩子好好重新生活。但一個月薪水只有 2 萬

5 千元的她，跟著我們的社工說：「我要怎麼
樣才能找到一個穩定房子，給孩子一個安全的
空間呢？」

勇敢離開暴力
但要如何建立自己的家？
房租預算只有 5 千，兩個小孩又即將步入

熱血房東 成為安全的第一道防護
阿蘭一邊上班一邊焦急的像熱鍋上的螞

蟻，萬不得已只好打給房東。房東一邊接著電

找房子的過程中，阿蘭隱藏了自己被丈夫

家暴的事實，她跟我們說：「很多的房東一看
到是單親帶著小朋友，為了其它房客的安寧，
幾乎都不願意出租給我們。」何況如果講了自

己丈夫會家暴，相對人的騷擾更是房東不願意
出租給婦女的

鍵因素。

好景不常，有一次丈夫趁著阿蘭去上班的

時候，打了電話給孩子，用「想要探望孩子」
的名義，讓他透露現在居所的住址。小朋友不
疑有他，就這樣告訴了爸爸，然而講了後馬上
就後悔，趕快打給阿蘭報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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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一次車禍康復後這樣告訴社工。

復原過程中家人不聞不問，讓花花相當失

這個房東很熱血的衝出去外面，對著丈夫說：

經歷家暴的傷害。離婚的花花勇敢擔負起照顧

「你們快下來，我要帶走你們」的聲音。還好

「你再胡鬧下去，我就準備叫警察過來囉！」
丈夫也只好悻悻然的離去。

準備回家的阿蘭得知丈夫已經離開，一方

備離開這個 5 千元的套房了，「哪一次不是這

春期的小孩還有一些隱私權。

「家，不一定是避風港……。」花花（化

望，在成長過程中，她一直是被原生家庭所忽

題。還好，我們遇到一個很棒的房東，他讓阿
元的房租，大套房也讓我們可以做隔間，讓青

整理／陳祝婷•總會企劃專員
編輯／趙守予

找回自身力量
更有勇氣邁向未來

話時，窗戶旁邊也開始傳來一個男性的大吼：

面感到鬆一口氣，另一方面也開始憂愁著：「是

蘭住在房子的三樓，在臺東市區卻僅收了 5 千

撰文／吳郁婷•臺南分事務所婦女就業社工

弱勢婦女就業培力計畫

青春期，要怎麼樣兼顧孩子的需求，又在預算

範圍內，是我跟她每次會談時的一個很大的議

社工馨語

不是要找下一個租屋處？」她已經做好心理準
樣呢？」她心理想著。

深呼吸，做好心理準備面對房東。沒想到

房東卻對阿蘭說：「妳辛苦了，我跟太太討論
過，我們會在一樓加裝監視器，以防著那個男
人隨時騷擾妳還有小朋友。還有，房租下個月

起調降為 4 千元，我太太平常都在一樓，妳有

略的子女，好不容易長大獨立，組成家庭，卻
孩子與原生父母的責任，然而因為家庭照顧、

個人健康等諸多因素，導致每份工作皆無法持
續，原本就缺乏自信的她，在種種挫折之下更
是大受打擊。

在準備性職場中 重拾工作自信
就業社工安排花花到勵馨基金會的準備性

職場──物資中心，做職場見習，以重新培養

她的職能與工作態度，同時與她進行能力的盤
點以及就業期待的釐清，發現她曾考取中餐丙
級的證照，也從事過餐飲工作。在社工的鼓勵
之下，花花找到了一份「到宅煮餐」的工作。

除了與花花討論可如何充實自我能力外，

就業社工也邀請她參加勵馨辦理的烘焙相

職

業訓練。花花透過參與的過程，重拾對於烹飪、
製作美食的信心。她很快地適應了到宅煮餐的
工作，更藉著自己主動上網學習烹飪新知，不

斷變化與調整雇主菜單，讓花花受到雇主的肯
定，好手藝更是讓雇主讚不絕口。

前進一步 看見更開闊的未來
花花所跨出的這一步，讓自己獲得意想不

到的成就感，進而接受就業社工的邀請，在婦

女就業支持團體中擔任中餐烹飪技巧的講師，
帶領就業服務方案的服務對象們一同烹煮菜

餚、並與大家分享自己的就業歷程。花花表示

自己原本對於擔任講師相當排斥，然而經歷了
這一段求職與就業歷程後，她更有勇氣嘗試新
的事物。即便現在花花有時仍然會為了生活而

苦惱、奔波，然而對她來說，眼前的人生道路
卻比以前寬廣許多，花花也將帶著自信的微笑
往前，邁向自己心目中溫暖的「家」。

問題盡管找她。」

謝謝房東的支持，讓我們更相信自己做的

事情是正確的。也期待有更多的友善房東加

入，成為我們的受暴婦幼離開暴力環境的重要
支持。

感謝 7-11-IBON 愛心人士的熱心捐款，因為您的支持，讓弱勢婦女可以得到專業的就業服務，

使其經濟有收入，家庭生活可以持續維持。

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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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

24,457,401 11.00%

197,891,372 89.00%

NT$ （21,214,392）

NT$

直接服務

間接服務

安置

NT$

疫情時間繼續提供心理諮商的服務，勵馨基金

（總計）

7,065,526 3.18%

婦女服務

9,393,494 4.22%

用心理諮商資源得先經歷層層

間接服務

NT$

眾的身心健康受到影響。然而，疫情期間要使

NT$

少年服務

新台幣／元
勵馨基金會財務處

諮商輔導

  COVID-19 的肆虐，變動不定的環境使大

社區服務

76,650,775 34.47%

53,619,748 24.12%

諮商輔導

單位
資料提供

直接服務

作的實務工作者，提供遠距心理諮商的基礎知

NT$

評估與應用工作坊，為正在從事性創傷復原工

NT$

理諮商機構，也籌備通訊諮商在性創傷議題的

比例（％）

心理諮商的準備，除了申請成為合格的遠距心

51,161,829 23.01%

會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開始著手遠距（通訊）

少年服務

金額

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層層準備
應對疫情諮商需求

卡。為了能在

婦女服務

服務項目

安置（台灣本島 12 處庇護家園） NT$

能，提升專業工作的服務品質。

遠距要如何能陪伴

年度募款目標 NT$642,000,000
離年度募款目標尚欠金額 NT$440,865,619
收入 NT$201,134,381
支出 NT$222,348,773

2021 年度 1 至６月收支報告

近期活動
公益責信
劃撥單

間接服務

社區服務

公益責信
19

「助學家暴兒少，一塊翻轉命運」捐款授權書
收據抬頭

※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二款之規定，本人
生日

年

⃞同意

月

⃞不同意
日

【110450102】

關懷專線 02‒8911‒8595
劃撥帳號 1217497‒8
服務信箱 master@goh.org.tw

以真實姓名公開徵信
傳真

收據抬頭及徵信名稱可以分別設定，匿名徵信可自行命名或勵馨以「愛馨人」名稱為您徵信，若您未做任何勾選，本會將以您的收據抬頭公開徵信。

徵信名稱
電話

勾選「不同意」您可自行命名，或本會以「愛馨人」名稱為您徵信。
⃞匿名徵信
（請您命名） ⃞我要以「愛馨人」名稱徵信
宅

地址

電子信箱

捐 ⃞E化
款
收
據
⃞紙本

捐款金額

信用卡捐款

公

⃞⃞⃞ ‒ ⃞⃞

凡提供身分證字號者，勵馨將主動為您加入 e 化報稅方便您申報作業
（若您無須此服務，請勾選取消 □我不需要 E 化報稅）

若您已申請 E 化報稅無需重複申請紙本收據，若有特別需求請單選。

⃞年度寄送 ⃞按次寄送
⃞不寄 ( 營利事業與機 團體之捐贈，請於 2 月底前將免扣繳憑單寄至本會 )
元

信用卡卡號 ⃞⃞⃞⃞ ‒ ⃞⃞⃞⃞ ‒ ⃞⃞⃞⃞ ‒ ⃞⃞⃞⃞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名
（同信用卡背面簽名）
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發卡銀行
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聯合信用卡
⃞ 藝術家林育正限量
20 吋水表行李箱

⃞ FANTASTIC
⃞ FANTASTIC
ANIMALS 魔法動物
ANIMALS 魔法動物
著色書 + 橘次郎和
著色書
牠的動物朋友明信片

⃞ 橘次郎和牠的
動物朋友明信片

※ 單次捐款 10,000 元或每月

※ 單次捐款 5,000 元或每月

※ 單次捐款 2,000 元或每月

※ 單次捐款 500 元，贈送

( 含 ) 以上，贈送藝術家

一年 ( 含 ) 以上，贈送

一年 ( 含 ) 以上，贈送

捐
款
感
謝
禮
定期捐款 900 元持續一年
林育正限量 20 吋水表
行李箱乙個。

定期捐款 500 元持續

FANTASTIC ANIMALS 魔法

動物著色書 + 橘次郎和牠的
動物朋友明信片 2 張。( 隨

定期捐款 300 元持續

FANTASTIC ANIMALS 魔法

⃞
謝
謝
，
我
不
需
要

橘次郎和牠的動物朋友明信

片 2 張。（隨機出貨不挑款）

動物著色書乙本。

機出貨不挑款 )

贈品地址
郵局定期捐款
郵政劃撥
其他
相關資料

⃞同收據寄送地址

※ 贈品款式隨機出貨，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並將於扣款成功後，次月月底寄出。

⃞另寄至：⃞⃞⃞ ‒ ⃞⃞

請另填二聯式授權書。因應郵局扣款核章作業流程系統全面更新，使用郵局存摺每定期扣款；請下載二聯
式授權書 ( 勵馨官網首頁→我要捐款→捐款方式 ) 填寫正本寄回本會。
郵政劃撥／戶名：勵馨基金會／帳號：1217497-8（通訊欄請註明「家暴兒少助學計畫」方案）

⃞願意提供櫃檯放置【愛馨零錢箱】，請和我聯絡。我知道勵馨基金會，訊息是來自：⃞親友介紹 ⃞勵馨活動 ⃞勵馨網站 ⃞勵馨電子報
⃞勵馨出版品（含會訊、年報）⃞媒體報導（⃞報紙 ⃞雜誌 ⃞網路⃞廣播 ⃞電視）⃞其他

填妥表格後，請傳真至（02）2918-8377 或 郵寄至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捐款專線（02）8911-5561

勵馨基金會向您蒐集之上開資料，您同意本會於服務地區內，提供合於章程之目的、公益勸募條例需要之客戶管理、募款等相
您可依個資法第 3 條主張查詢、刪除等所有權利。凡捐助本會均享有免費雜誌、電子報、活動訊息通知以及客製化服務，
您亦可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掃描右側 LINE@ QR 碼向本會取消或恢復此服務。 110 年 6 月版
衛部救字第 1091364517 號

苗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7‒260‒035
劃撥帳號 1987‒3533

台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6‒358‒2995
劃撥帳號 5021‒9132

林口服務中心
關懷專線 02‒2608‒1485

彰化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836‒7585
劃撥帳號 5028‒6231

屏東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8‒733‒0955
劃撥帳號 5021‒9095

宜蘭服務中心
關懷專線 03‒9315‒995
劃撥帳號 5041299‒9

※ 異動資料、調整金額，敬請來電告知。於信用卡有效期限內，每月 10 號將固定扣款，遇假日順延。

請
勾
選

台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2‒2362‒6995
劃撥帳號 1976‒7793
新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2‒2983‒4995
劃撥帳號 5021‒9104

⃞同持卡人或開戶者身分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 □□□□□□□□□□（首次申請必填）
⃞收據抬頭另開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其他：
元

服務，

地址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網址 www.goh.org.tw

各區連絡資訊

手機

⃞單次捐款 ⃞ 10,000 元 ⃞ 5,000 元 ⃞ 2,000 元 ⃞ 500 元
⃞每月定期捐款 ⃞ 900 元 ⃞ 500 元 ⃞ 300 元 ⃞其他：

勵馨總會

桃園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422‒6558
劃撥帳號 5021‒9117
新竹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668‒8485
劃撥帳號 5034‒8758

台中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2223‒9595
劃撥帳號 1976‒7802

南投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9‒224‒4995
劃撥帳號 5021‒9120
雲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5‒537‒0545
劃撥帳號 5041‒3019

高雄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7‒223‒7995
劃撥帳號 1976‒7831

花蓮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8‒228895
劃撥帳號 1988‒5491
台東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89‒225449
劃撥帳號 1980‒8917

更多資訊請上勵馨官網 www.goh.org.tw

勵馨愛心碼 911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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