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8 月 31 日(一)

教社事工分組報告

機構如何影響社會 雙福如何達到
出席:江秋香 簡長榮 周信成 王淑惠 翁秀琴 陳炳勳 (敬稱省略) 紀錄：王裕珣
婦展：婦展初為受難家屬 很認真 優等形象 公部門一直屬意我們承接方案 風評佳 老人
銀髮族這一塊是目前要開發的 目前試著與教會結合進行 有其窒礙難行之處
勞工：1989 年先做本勞 後改為外勞 以外籍看護工為管道 才能接觸到其他外勞
外勞先出來唱歌跳舞 老人才出來
本國老人就業率比國外低 50 歲以上失業率高 受照護者與照護者都要被關懷
喘息服務 照顧者角色 思考居家照護 有 5 間教會參與 牧者也參與其中
楠梓與屏山 從長照培訓志工做起 安置收容 外勞分預防性與事後處理兩區塊
會 與外勞相處 生活面與文化溝通 把外勞移工納入社會而非放於生活圈外

雇主座談

企業中最危險最髒的部分都由外勞負責 好外勞工人可延續不只 12 年 台灣栽培然後人都流
失到美加歐 外教派也來觀摩仿效 在果貿新村推行 但在本宗須由地方教會影響到社會
外勞已無法自台灣社會生活抽離 台灣自己有一大群中高年齡的待業人群也要加以注意與關
心 屏東內埔有一間工廠共 19 名外勞做夜班 因之關廠

台灣外勞的薪水是他本國的 4 倍 社會價值更改 外勞造成原住民/本勞生計的威脅 1990
年至今 台灣雇主基於成本考量 外勞與本勞薪資脫鉤就很傷腦筋 競爭市場成本堆高 雇主
無法承擔
有困難無邦交 我們透過普世教協由教會幫助我們 可見國外教會的影響社會力量
我們教會要加油 機構無錢時 有錢出力者漸成理事 機構變成他人的
關心外勞 與本勞搶飯碗 教會反彈 彰中教會不願接受募款 請總會安排認養中會時要特
別幫忙與注意 要有實質的助益
栽培孩子之後 也不會放手讓他去當勞工 原住民加分讀大學 一樣不願屈就
生意場也是如此 用台勞 無法競爭 就必須關門大吉 要先影響教會 才能有能力影響社會
海漁：明年成立 30 年 發現需要問題 幫助解決問題
為基礎 用上帝的愛幫助身心靈有需要的人

感受到愛與感動 投入與認同 以福音

關懷海員漁民與其配偶眷屬 進行課輔班\新住民外配關懷 國際事工-提供船員娛樂
不使其無聊滋事 遠洋漁船 5 月回來 約有 2000 人在港口 聚眾滋事生非
預防勝於治療 分傳單使船員知中心存在 有電腦與視訊服務 讓船員享受親情 影響他們知
道上帝的愛
募款也是工作重點 總會/教會建立企業支持機構 中會認養 社會企業認養 目標要達需
要的 1/3
目標成立教會 目前關心的海員 印尼 80% 菲律賓占 11% 其餘為世界其他落後國家
走出尋找性質相關的機構教會 去影響社會 海漁的案件比較大 爭取福利 做得好有口碑
人家自動上門來 公部門也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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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機構如何連結中區會/教會
社福機構如何連結中區會 教會(發揮影響力
教會 發揮影響力)影響社會
發揮影響力 影響社會
禱告：廖福來牧師 記錄：胡琪宜
出席:王玲琇主任(障關),張志忠牧師(澎辦),平安林恩增長老,陳芬芩主任(屏東障福),廖福來牧師
(障關),柯正峰牧師(澎辦)
主席:障關主委-廖福來牧師
(建議整理時可以刪除紫色)

(一) 障關(玲琇)障關 25 年來歷史背景來看,從早期還沒有身心障礙保護法, 經過障關的創辦人陳博
文牧師和伊甸基金會的創辦人劉俠女士的倡議,到如今有身心障礙保護法能為弱勢族群發聲,他
們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懷和行動是很重要的典範,為更了解聽語障朋友的需求學習他們的語言也
是相當重要的,障關持續推動手語教學,讓手語不只是聽語障朋友的溝通工具,目前台灣聽語障
人口約高雄近 13 萬人但能從事手語翻譯的人只有 300 多人.在台灣逐漸邁入老人化的同時,更
是推動手語教學的契機,因為不只有聽語障朋友需要用手語溝通,有時年長者,在遠距離溝通或
簡易表達,手語也是很好的溝通工具
(二) 屏東障福(芬芩)從 2010 年開始接管屏東障福中心同工 3 人,中心共有 11 個社團,透過館務的管理
和維持讓更多身心障礙朋友來使用中心的服務,2011 年開始接辦自立生活方案培訓個人助理和
同儕支持員的訓練,開始投入服務和訓練後,雖然身心障礙朋友受訓後能實際投入工作的人數很
少,但透過這樣多元的直接服務卻能逐漸建立身心障礙朋友和社區民眾的彼此瞭解,建議可以聯
合各個機構聯合推動共同事工,甚至是互相幫助,例如現在屏東也有手望相助手語社,從培養對
手語有興趣的朋友開始,擴展的社區,教會讓更多人透過不同的角度和視野認是身障朋友生活的
限制和需求.目前館內的培訓課程活動大多是在星期六,接觸參與的朋友多在里港新園…,中心曾
嘗試聯結就近的教會,但常常遇到時間配合的困難,因為教會的活動大多是在週六日,或許日後
可以嘗試連結受訓學員所居住的鄰近教會,請這些鄰近的有好教會針對學員進行關懷,進而讓參
與課程的學員在週間也能感受的來自教會的關心.此外透過替代役男,社會役和志工等的人力運
用,也能進一步延伸推展服務和福音的事工.
(三) 障關(福來)透過志工能夠推動事工和影響社會,可能因為障關成立的時間較長,所以志工人數很
多.募款方面可以透過委員來推動,目前障關的委員嘗試要一年至少一間教會為障關募款和請
安.
(四) 澎辦(志中)早期推動老人事工是從白沙開始,2015 年開始接手馬公失智老人的關懷,而澎湖老人
的個性卻是寧可在留在家裡,也不願踏出家門來到中心,享受需要付費的服務和課程,目前最大
的困境是專業社工和專職主任的人力需求.
(五) 林恩增總會對於社福的政策方向是外界需多機構已進行的社福工作非重點,而是針對被忽略,較
缺乏資源的事工才是重點,目前總會的補助款是針對所屬機構(每年 100 萬)而公辦民營無,現階
段所屬機構除障關和澎辦之外,都有另外設立協會與中心一同推動各項事工(雙軌並行),同時也
期待各中心的委員能協助各中心連結地方教會資源進行募款,能夠實際幫助中心開拓資源,畢竟
中心若使用平安的名稱對外申請補助款時常會被質疑”平安有很多的盈餘,不缺錢”,這是各機構
對外申請資源實際困境.當然總會陸陸續續也透過預立遺囑八福卡網頁專案募款企圖開拓平安
的對外募款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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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障關(福來)各機構與認養中會的募款聯繫常常有無法突破的困境,往往是要運用牧師的個人資
源和教會建立關係才能順利募款,總之要主動出擊且要願意花心思和精力,也可以借用事工的連
結,例如連結旗津教會推動手語班
(七) 障關(玲琇)若是能連結在地的教會資源,可以先從相同中會內的區域教會或參與部會活動的委
員拉近彼此的關係,進行事工連結,教會也會更認識中心的業務和目標 ex 旗津手語教學

(八) 障關(福來)建議推派各機構的委員能夠權衡就近的委員和教會(ex 障關謝恩河)從花蓮到高雄實
在是舟車勞頓,往往要為了一個人彼此要遷就開會時間.
(九) 澎辦(正峰)外界社福機構通常是專業督導和對外募款是分開的,例如展望會的督導工作職責就
是專心推動社工服務而不需要擔憂公關和募款的工作建議主委負責對外的發言和募款而主任
則是對內的行政管理和專業能力.現階段政府發布標案常常是告知 A 和 B,但沒有告知 C 和 D,但

是接受評鑑的時候因為身為專業機構所以被要求要符合 A~D,機構常常在接案之後才猛然發現”
吃虧”,

(十) 屏福(芬芩)屏東障福在承辦公部門業務時,的確能夠獲得人事費的貼補,但是”有時候是哪裡有需
要哪裡有事工”,但是每次辦活動都要承擔自籌款的部分,屏東縣政府也常常要求平安要承擔的
社會責任,但是社福機構常常是共同承擔”義務”卻少有共同的”福利補助”
(十一) 恩增長老舉例澎宣的募款,已經設定目標分配工作在推動上仍有無法突破的困難點,導至募款
的工作難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十二) 澎辦(正峰)社工的認定是自己的機構而非平安,在平安內無法跨機構派員支援例如展望會可
以派高雄的社工去屏東里港工作,但是在平安同工卻無法有這樣的認同感.
總結：
1. 透過區域性的事工連結讓教會認識社福事工進而支持參與社福事工實現雙福願景例如手語班,志
工隊,連結就近教會關懷服務對象
2. 透過議題,推動募款引起社會大眾關注,進行立法倡議
例如無障礙空間,居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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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1 日(二)

社福機構
社福機構 2016 年事工預定表
月份
一

日期
19
12
18

預定事工

第 60 屆第 5 次總會常置委員會
社福機構財務同工研習會
社福機構主任會議

二

三

1
3/29-4/1
3/17-18

第 60 屆第 6 次總會常置委員會
第 61 屆總會通常年會

四

4/25-26

第 61 屆第 1 次總會常置委員會
社福機構主任退修會/主任會議

五

5/23-24

社福機構委員事工研討會(重複)

六

21
6/27-28

第 61 屆第 2 次總會常置委員會
傳福/平安/社福三合一研習會

16
8/22-24

第 61 屆第 3 次總會常置委員會
社福機構研討會/主任會議/社福小組會議

26

七

八

九

十

5-7
28
10/13-14

一領一新倍加年度宣教會議
第 61 屆第 4 次總會常置委員會

十一
十二

14

備註

討論 (障關/澎辦/屏東障福/平安)
主題：
主題：社福機構如何參與宣教及培育人才
禱告：江秋香長老 記錄：胡琪宜
出席：王玲琇主任(障關),張志忠牧師(澎辦),平安江秋香長老,陳芬芩主任(屏東障福),廖福來牧師(障關),
樂歌安牧師(排中大同/原宣主委)
主席：樂歌安牧師
1. (秋香長老)最早成立的是漁民和婦展,婦展最開始是美麗島事件的受害家屬而後才轉型針對婦女和
單親家庭,漁民早期是很多船難和受害事件頻傳,而教會介入關懷,勞工也是這樣,幾乎很多社福機構
都是因為對人權的關懷開始,進而參與政治而後並入總會教社的事工三間醫院針對盈餘的十分之
一為總會和社福機構事工奉獻,而後社福機構慢慢因著承辦政府方案,經費的大部分都來自政府補
助款,導致服事的方向重點較偏重在政府的政策重點(有補助才有服務),反而比較少著重在人權或社
會弱勢族群的需要,社會福利不是傳福音的手段,但如何透過愛的分享和服務,讓人感受的我們對於
社會的回饋和責任,雖然社福機構要在事工推展中進行宣教事工及人才培育有一定的難度,因為社
福機構中的專業人員大多不是基督徒,但透過機構主要宗旨的宣導,讓機構的工作人員在服務中同
時學習引進或連結教會的關懷體系,讓服務的個案或者家庭在有意願的情況下能結合鄰近教會資
源的關懷和代禱

2. 障關(玲琇)早期長老教會的機構都是從人權的角度出發,障關也是在這樣的情況開始,從人權的時代
不太會跟政府合作,但公辦民營的方案開始後,我們的機構也漸漸失去自主性,成為勞務採購的一部
分原本的角色雙軌發展在承接政府方案的同時也發展機構的事工,但其中的比例還需機構從經費

慢慢摸索哪捏,目前障關的方案中有針對學校的特殊教育(聽語障孩童)透過接觸特教班從而向政府
申請講師費補助款,障關派志工或手語講師前往授課,今年同時連結大專學生引進新的志工人力保
持障關手語志工的傳承和輪替透過新舊志工的彼此建立關係,能夠讓
3. 屏福(芬芩)透過課程配搭,工作態度從生活中去分享見證愛,屏福中心進出的人大多來自非基督教背
景,但感謝上帝讓我們透過活動常常能帶出信仰的見證,例如主辦活動時可能會邀請參與的學員和
社團一起禱告,中元普渡時舉辦感恩平安音樂會而較不去凸險拜拜求平安,期待今年推動各項事工
能夠主動連結邀請鄰近教會參與屏福主辦的活動,或者把需要重點關懷的個案家庭引進教會的牧
長關懷,這是今年事工的努力重點,社福機構很需要邀請教會參與活動,才能由內向外去散發基督的
愛;至於機構培育人才選用預留我們目前的現況是契約員工都是約聘員工,方案補助的關係,雖然如
此我們內部員工的休假仍是符合勞基法每年累積

4. 障關(玲琇)過去為培育人才曾考慮增加薪資的自籌款比例支付重點培育人才但是經過考量發現不
可行…,現在聘請同工時會事先說明障關的勞務標案性質(一年一聘),讓同工明白自己工作的職權和
福利,若該方案隔年度不在進行,在由委員會和中心評量該事工和人員是否值得持續推動並留任.
5. (秋香)社福機構很少能夠一個蘿蔔一個坑很少政府方案的人事補助人員能夠專職,通常都要兼任其
他行政工作和活動.期待未來每一個機構能夠和各中會的教社部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漁民,身障的
服務事工不能只停留在高雄南部而是其實連結各中會的教社部把服務事工擴展到全台灣,能夠透
過各教會的觸角
6. (芬芩)今年度有一個教育部方案[友善屏東]推廣無障礙空間的餐廳,透過 app 連結打響平安基金會
的名字,IRPT 身障權益的舞台劇,其實透過這些活動連結能夠讓更多人知道平安參與 IRPT 的身障權
益倡導,

7. (樂歌安)各機構的事工連結其實除了連結鄰近中區會,也可以尋求認養中區會的協助,能夠讓更多人
參與.機構也能夠透過固定的靈修,或讀書會讓非基督徒同工能夠接觸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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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障關(玲琇)八一氣爆的感恩禮拜事工連結教社部,讓更多教會牧師得知障關在關心服事八一氣爆事
件的個案
9. 澎湖的松年事工是從白沙教會開始,所以整個事工和動員是由教會發動,所以很有向心力和參與力,
而後第二波的人才培訓則是結合村里的有力人才,邀請更多鄰里居民參與其中.
10. 在進入校園的同時,要學習靈巧的反應,符合學校的規範,讓學校不將機構的服務事工視為宣教
總結:
1. 機構辦理活動事工連結鄰近中區會及認養中會的教社部共同辦理
2. 機構推動事工時進入校園和社區讓外展服務的延伸

3.
4.
5.
6.

機構藉由生活的見證,影響周邊的社團,社區和朋友
機構運用志工團安排合適的課程宣導機構的服務願景
機構透過固定靈修查經讓參與的同工能進一步接觸基督信仰
機構環境空間的佈置和利用讓人感受基督信仰的氛圍

7. 機構建立分享資訊的平台,讓培訓課程能更迅速傳達以利人才培育
8. 機構承接政府方案時要借力使力,不屈就,不失去機構的自主性
9. 共同舉辦機構委員和同工的訓練會
出席:周信成長老(勞工主委).簡成榮(勞工主任),王淑惠長老(婦展主委),陳瑪利(婦展主任),陳炳勳(漁民
主任),王玲琇主任(障關),張志忠牧師(澎辦),平安江秋香長老,陳芬芩主任(屏東障福),廖福來牧師(障關),
樂歌安牧師(排中大同/原宣主委),林恩增長老(平安),王裕詢,胡琪宜
分組報告

1. 各機構/委員會建立完整溝通管道,讓中心運作和委員會各盡其職(不越級申訴)
2. 各機構要和鄰近教會建立合適的配搭模式(社福機構宗旨非信徒養育)
3. 針對各機構和認養中會或教會合辦活動,可以向總會平安申請補助款 ex 公益野外禮拜,介紹中心服
務參與公益/同時享受旅遊
4. 建議鼓勵社福機構主任,同工和委員參與 URM 和 OST 的研習.
分享

1. (樂歌安牧師)社福機構辦理各項活動時,也會邀請原宣和原社共同參與
2. (恩增長老)1.增進各機構縱向和橫向的連繫,ex 共同辦理事工研討會,三合一事工研討會,訓練活動
等 2.計畫明年建立平台,例如產銷,義賣,募款,3.舉辦大型的總會/平安/社福聯合活動,ex 音樂會 4. 安
排拜訪各機構所在地的主管機關,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藉由總會 PCT 系統和政府單位建立關係
3. (信成長老)機構和教會共同辦理活動時,彼此心中都期待對方能助益事工經費,建議平安能夠針對這
樣共同活動給予經費的補助.例如當漁民在外地或國外發生事故時,透過總會系統能及時連繫事故
鄰近的教會關心

4. (恩增長老)建議各機構辦理活動的旅平險能夠透過總會的平台系統對外投保,目前總會有接洽南山
人壽針對旅平險進行投保和回饋社福單位,請各機構辦理活動時可以利用此管道進行投保
5. (瑪利主任)桃園的新聞事件,接受安置的個案在安置中心被性侵的新聞,該新聞事件在媒體和網頁被
負向攻擊,各機構要針對社工進行加強訓練和內部宣導,讓我們不會因為惡意的攻擊,或者工作的疏
忽,而致使中心的服務遭到抹黑

6. (炳勳牧師)現階段各機構的社工或同工大部分非基督徒,建議日後能針對長榮大學,真理大學等基督
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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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婦展/勞工/海員/岡山）
討論
主題:機構如何參與宣教及培育人才
出席: 簡長榮 周信成 王淑惠 翁秀琴 陳炳勳 林恩增 陳瑪利 王裕珣(敬稱省略)
1. 社福機構之現狀與困境
婦展:自求多福 疊床架屋 多頭馬車 碰到問題要向誰反映 每個機構都要平安下鄉磨合 溝通
找出問題點改善 要面對的是衛福部 勞動部等 在實務上要面對
平安協調處理似乎隔了一層 應該由委員會處理
勞工: 問題分二-制度面 平安不是為社福而立 所以還要調整 每個機構成立是不同的原由
平安要面對極大挑戰 機構不見得會被教會接納 因為發展的角度不一樣 不一致 讓地方教會
如何可以一加一 增加得利益
機構納入平安有其先知性看見 互相得利 憑空多了上級單位 在某層面有所關懷 或說介入
現在委員變多 有時擔心會流會 主委 委員都要學習 定位委員會為促成機構好做事
海漁:需要找資源 以教會為主要來源 人事管理是比較大的問題 要固守中心不失去信仰的本
質 有意建請向主任/主委反映
同工知道上面有基金會 應該向委員會反映問題 情況有時不然 覺得好像不必有委員會 有董
事會就好 期望基金會說明缺失 以利有效進行事工 期待委員會決定的事物無須再改變 希
望董事會事先把溝通做好
主任需要有時間聚集討論檢討 一起明訂 定位主委/委員會/社福小組的功能 一起遵行
林長老:我們的任職是出於使命感 組織上經過久久考慮 才確認要納入平安 共同參與
我們的機構有得已發展到成熟有口碑 可以提攜其他機構 本次會讓機構跟認養中會有機會認識
溝通協調配搭 建立關係 讓機構漸漸可以進入中會/教會 我們有委員會辦法 已規範其功能
職權 有同工會越級申訴 其實我們董事會不會受理 社辦轉社福小組
應成立各機構申訴辦法 先行跟主委提出申訴 再循序處理 主任也要尊重主委
申訴制度交由各委員會制定
2.PCT 社福機構之未來 3.PCT 雙福事工之策略
社會在變化 機構成立之初衷都已漸修正 現在的規模與服務都已變化了
我們要思考更新 發展更好的未來
婦展: 政局改變是否有利呢 綠色執政必須做得更好 但是要準備好了 要好好把我機會 人的
本質在改變 老人比例增高 社會變遷 我們機構要做什麼 與原住民溝通作培力 由社福邀勞
動署告知可以走的方向 培訓照顧服務人力 增加工作機會 有機會服務照顧進入受照者家庭
相形之下也可自然增加傳福音機會 機構領人信主或慕道友 也需教會能陪伴養育 教會要有
能力承接 配搭才能成事
教會有許多公教退休人才 透過教會牧者把它組起來 我們看到銀髮族這一塊是可以投入的 教
會眼界較狹隘 需要寬闊接納 資源共享 才能進行 真正的力量是從上帝而來 缺乏基督徒社
工 我們要栽培自己的人才
勞工: 教會機構 要以福音為宗旨 主任若能無憂無慮 只需進行福音 就好最
但是其實一份薪水要做兩種工作不易做好 勞資和諧雙贏為原則 若要做雇主的層面較難 外勞
因生活適應造成許多問題 40-50 歲以上勞工失能 恢復就業 可供應長照人力 應成立人力資
源連結 也可與其他機構做連結平台 政府的政策與法令修改瞬息萬變要成行須努力 從社會角
度來看教會宣教進行
海漁:宣教與培育 內在-進行宣教與培育 同工大多不是基督徒 有責任說明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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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以外籍海員主 本國籍的多半不會到中心 但要努力讓本國或外籍都能進入教會 期待包下
海洋局大樓 其中有船員公司 內部職員工作人員的語言課程是開始的第一步
進行資源分享 橫向聯繫 幫忙訓練人力
平安對社福機構的宣傳還須加油 教會誤解機構有平安支持財務已無虞 教會對機構的了解與
關係要改進 國外可以透過教會幫助許多事務 我們的教會也要打開大門關懷社會進入社會
平安對機構的宣傳請多支持 關懷據點 人員不夠 培育與訓練 沒錢難進行 政府即使 OK
我們也沒人可做 我們要看見希望
林長老:培育人才 像彭婉如基金會 不會對受訓者收費 對服務家庭收取費用
PCT 資源多 也頗受肯定 宣傳廣告平安其實有在努力進行 PCT 網站上也陸續呈現

公益野外禮拜 機構附近景點 半天在機構 半天到景點 我們可在網站上披露 邀請教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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