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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母親之自立困境與政策間隙」 
 

政策會前會小團體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晚上 6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屏東縣單親母子家園（屏東市仁德路 43 巷 1 號） 

三、主持人：曾儀芬 

四、出席人員：如簽名單 

五、主持人致詞：非常感激單親母子家園願意對本研究開放，各位已經離

園、將離園和剛進入家園不同階段的媽媽都是最珍貴的老師，請妳們放心

在小團體裡多多分享有關運用單親母子家園尋求自立的動機、受助需求、

資源運用狀況，和所面臨困境，我們將從中整理大家對於使用這項政府福

利的各種心聲和建議，在下一階段辦理政策對話論壇時讓政府部門社工員

和性別平等學者參考和回饋，以促進瞭解政府為經濟和處境弱勢的單親媽

媽所提供中途之家居住型福利，以及政策設計與服務使用者之間的落差。 

六、承辦單位簡報：略 

七、主要意見： 
 
1. 主持人：請自我介紹，你的年齡，小孩，教育程度，興趣等 
朵媽媽：原來其實沒有朵這個姓，朵是原住民的名字翻譯過來的，原住名的名字應該還

要加家族的姓通常很長，我的話就會有八個字，但成年以後可以有自主權，所

以我選擇不加家族姓，只用小時候爸爸媽媽取的乳名。今年 43 歲，年紀有了

可是外表很會騙人。興趣：睡覺、手工 DIY。一個女兒，國小三年級，很高興

有機會把她從山上部落將小孩帶下來，9 月剛進來一個半月，兩個人都享受這

種生活，在機構中有被照顧的感覺。 
 
賴媽媽： Shirley，年紀是每年我兒子女兒幫我算，他們會告訴我你不年輕了，3 個小孩，

老大 19 歲，老二 18 歲，老三也是女生，16 歲。兒子說我太厚（太后）了，

所以家中是我在掌權。目前是心皂坊手工香皂的老師，按讚有獎品，家園有

VIP。家園有一支縣政府的廣告是用她的名義去拍的，只有舊住戶看過。99 年

到 101 年間居住於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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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媽媽： 52 歲。3 個小孩，長子大三目前於台南、長女剛升大一目前於新竹元培，老

么國二。對家園很有感情（聲音微微哽咽），只可惜不能住太久，因為縣政府

多元就業剛出來的時候我就是來這裡工作，每一間房子我跟我同事的手都有摸

過，我很知道每一間房子的狀況，老實講對這裡真的很有感情。多元就業工作

完成之後就來進住了，在家園住的最久，比賴媽媽晚離園。是手編織的老師 
  政府給的美意是很好，可是感覺還是受限很多。當初水噹噹協會讓我們住

進來的時候，其實有很多限制，等於讓我們斷絕跟外界親朋好友的關係，這是

很不方便的，因為我是很需要朋友的，而且朋友也都很照顧我。當初規定是朋

友不能來找你，進來就要寫報告，也不能進去家裡面，這跟一般租房子的感覺

差很多。 
 
賴媽媽：那時候比較多人住，管理方式就比較強硬，因為有出了一些事情，為了杜絕一

些比較不好的人，所以管理是有越來越嚴格，態度很防備，不友善，以前不用

簽名，男性也可以進來。 
 
謝媽媽：我個人的感慨，當初進來只有幾戶媽媽而已，我一堆朋友被鎖在外面，大門一

直關著，這種待客之道很不好，同樣是社工，家扶還是很有名的單位，連家扶

社工老師來都要登記，讓我覺得很對不起人，還要寫識別證。我一些朋友來就

坐在外面談，其實那樣也不錯，也很舒服也很涼爽，可是椅子也不是很好坐，

我們都在講甘苦的心聲，坐在家園的走廊跟停車場那邊的樓梯，好多人來找

我，大家都在看，覺得很不好意思，會很鬱卒。 
 
賴媽媽： 剛開始我會讓朋友很直接進來找我，她進來是最嚴謹的時候，剛好發生一些事

情，有些媽媽交友比較闊。剛開始也沒有什麼，只是兩邊溝通不好。我妹妹本

來是直接進來上樓找我，後來都要在樓下打電話，我來接她。入園離園都要寫。 
 
廖媽媽：以前有 2 個教會的姐妹是家園的媽媽，不過入住期限已過，被勒令幾點以前搬

出，當時還來不及搬，甚至是被丟包於外，還有一些事故，都很不愉快，離園

之後都會講。就是因為這樣，水噹噹不希望太多朋友知道生活在這邊的狀況。 
 
主持人：可能是前後兩個機構有不同的經營方式 
 
謝媽媽：我覺得也是有改善，只是當初對我的朋友很不好意思，大家知道我住在這要來

看我，結果不能進到裡面。 
 
廖媽媽：她們的說法是因為這邊也有住被家暴的個案，不希望太多人知道這個地方，這

個地方式隱密處，知道太多危險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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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媽媽：外籍配偶，印尼人，來臺灣十幾年了（賴媽媽：國語說得很好）。跟朵媽媽一

起，剛搬進家園內 2 個多月，感覺很溫暖，覺得兩個社工都很好，都很熱心，

家園媽媽們也都很好。一個女兒國小四年級。以前在台灣工作當外勞，因此認

識老公。 
 
主持人：希望下次有機會看到妳小孩。 
 
廖媽媽：她的女兒很正點，身高體重看起來都像她姊姊。 
 
廖媽媽：那表示妳女兒養的好。 
 
謝媽媽：不是妳煮的好，是她自己愛吃。 
 
向媽媽：我是 elephant，向媽媽，本來以為自己的姓最 special，結果被朵媽媽搶走了。

現在居住於家園第二年。2 個女兒，一個輔英護專大二住宿，一個新竹教育大

學二年級也住宿，因為我們是低收入戶家庭有補助，所以她們兩個現在都有書

讀，感謝屏東縣政府，感恩。優秀也沒有用，如果沒錢讀就要去工作啦，像我

這樣無能的母親，又這麼弱勢，我的孩子能夠讀大學，感謝這裡所有的德政，

還有下面這些單位，讓我們住在這裡，不用害怕。 
我公公婆婆都死了，老公也走了，娘家在高雄，爸爸媽媽年長，並中風，

我都沒有安全感，來到這裡很高興，都有社工，還有門禁，一切都很好。比起

我們在鄉下好多了，我也不用怕聽到狗叫聲，母女三人就趕快看，嚇到天亮才

睡覺。現在不用就睡覺，反正有監視器怕什麼 
感謝家園讓我們住這邊，我們就一直很安定，因為沒有得住的話心不安，再來

我們不用住豪宅，可是環境要安全，這裡真的很好，遮風避雨。 
我先自首，現在上公車遇到我，敬老座就讓給我，別人都不讓。我 53 年

次，丟臉啦，今年 51 歲。我吃素，我的主治大夫是榮總副院長，N 年前跟我

講，你不要變瘦就很好，我說怎麼辦我沒有長肉，人家不敢用我，人家請到我

這種，要做工又不能做，事實上我也沒體力，所以體重都在維持中，最重要是

維持心理健康就很棒了。社工跟我講要吃好一點，我都有在做，有進步了。我

有時候吃很多也是，它不長肉啊，聽我妹妹講她前天晚上吃了很多就長了一公

斤的肉。 
 

廖媽媽：已經居住家園內一年多，即將離園。進來入住的時候感覺無很無奈，怎麼會淪

落到這邊，剛好我進來的時候 13 戶全部住滿，只有我那戶沒人住，兩三個在

搶那一戶。一進來的時候就告訴自己，希望一年後可以搬出家園，因為自認為

是有能力的人，我可以給於其他更需要的人，那時候因為小朋友上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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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那時候來，我整個壓力很大，小孩子都在看醫生，我那段時間拉掉完全都

沒有工作，後來才又延了半年。感謝這個團體進來之後真的很溫暖，可以再度

的申請，她們比較人性化的管理。事後我也覺得之前會那樣管理也有它的道

理，因為之前真的很混亂，每個來的媽媽大家背景不知道，有些被家暴，有些

沒有結婚，有很多背景，就有很多混雜的現象，所以她們管的比較嚴格；相對

來說對我們來講也比較安全。剛剛討論的話題，之前男性不准進入，因為之前

有發生過狀況，人家會來找妳，我覺得嚴有嚴的好處，但是太過於沒有人性化，

她們與媽媽之間太冷，家園沒有溫暖，那時候幾乎禁止媽媽跟媽媽間的互動，

她們不希望媽媽間互動地太緊密，怕不同社工的媽媽會去聊有的沒有的，那時

候我不太能接受這個。另外，那時候有生輔員在，生輔員會把媽媽的狀況、生

活態度和背景、來歷，在聚會的地方拿出來閒聊，我沒辦法接受。社工應該尊

重人的隱私，不然媽媽誰敢跟妳聊她的內心事？那段時間有很多媽媽受到傷

害。後來我就是關起門戶，不再去互動，我才知道為什麼其他媽媽之間都很冷，

不相互動。我的社工向老師請教，表示媽媽面臨這種問題，指會促使她更早、

更有動力離開家園，未嘗不可。我往這個好處去想，沒錯，可是考慮到我的小

孩進入小學就整個大病況，志協進來之後我孩子也穩定了，調班成功，工作上

這邊的醫院也給我一個機會，我就創業，現在生意蠻穩定。這中間有很多人相

助，包括社工、媽媽們，還有客人，不然真的很為難，所以我覺得社會處處有

溫暖。 
我從搬進來到現在就覺得你先成為別人的貴人，相對得很奇怪，上帝、神

明、菩薩看到了就會找一些天使來幫助妳。老師那時候來那段時間很低谷，我

真的有時候連吃早餐的錢都沒有，還是學校給我們愛心早餐，營養午餐，覺得

很感動，一路上這樣的溫暖走過來，所以現在我也會回饋，現在我有能力換我

每個月去捐獻，以後我更有能力也會想到家扶認養孩童。以前我不太能接受被

幫助，因為我曾經是在高峰點，開過有機店，也會參與很多慈濟等捐獻，之後

自己在落魄的時候要接受這些捐款幫助，會覺得心很痛，我怎麼會淪落到此地

步，而解自己怎麼會去接受。後來我就慢慢轉念，告訴我自己，如果我沒辦法

活下去，我怎麼幫人，所以我今天先該讓自己活下去，讓我的孩子也過的正常，

我有安定的生活，才有資格幫助人。所以現在每一腳步我都安穩我的生活，之

後我有餘了隨時隨地可以做幫助人的動作。其實，真心、奉獻付出不一定要等

到真的很有成就的階段，要珍惜當下，不知道活多久，所以能付出的時候就去

做，體力，金錢，關心或聊天。21 天是習慣養成的法則，21 天都做一樣的動

作，就會很自然而然去做。 
 
劉媽媽（長子回答）：今年 46 歲，3 個小孩，長子國二，長女小五，么女小二。來住過

兩次，上次是兩年前，這次又搬回來，還不到三個月。 
 
2. 主持人：如何知道有彩虹家園？當初怎麼樣才來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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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媽媽：透過縣政府介紹多元就業的紙本報導，所以多元就業就選擇單親母子家園，整

理家園環境。在家園就業之後因為剛好那時期自己有困難，所以就申請居住於

家園內。 
 
廖媽媽：最早期成立單親母子家園有在電視報導，而且有發宣傳單，聽說家園有電視及

冷氣非常舒適，但住進來後發現與報導的不一樣，是謊言報導得很美麗，後來

不 ok，又聽到很多人講說家園不好。 
 
賴媽媽：我覺得這個報導是有問題的，第一，這裡當初是林務局的空房子，不知空置多

久了；之前才在整修，哪來這麼多錢有冷氣有電視，能夠把房子弄到像樣安排

讓單親的人來住就不錯了，已經很幸福滿足了。 
 
謝媽媽：就已經沒錢了還吹冷氣，哪有辦法繳電費？ 
 
主持人：一發生事變、狀況不久，知道有家園可以申請是最好的嗎？還是經過了一段時

間後才得知家園可以申請入住？ 
 
賴媽媽：我是經過了非常久，我本來就不太去注意這方面的訊息，我們家是從很小就沒

有在看電視，新聞就只有看標題，所以不知道這種訊息很正常。這是一個中途

之家，怎麼可能到處宣揚，我們沒有到處去注意訊息，那時候的我也沒有在跑

社會課。是家扶社工告訴我的，叫我進來，我才來申請，我第一次申請成功後，

沒有入住也還想自己再闖闖看，是到後面闖不過去了才又再次申請，所以我第

二次申請審核的時間比較快，很順利住進來。 
  第一次申請的時候我有來看過這地方，就有看到謝媽媽了，我看到很多都

是多元就業的人員，都還在打掃，那時候能夠住的只有幾戶，不是一開始全部

的房子都能住，是她們一間一間整理出來，我們才有房子住。不是覺得環境還

不夠理想，而是覺得這麼慎重才整理出一個可以住的地方，如果我暫時先不要

用，後面就會有更需要的人來用，我要不要先試著自己闖闖看，所以決定暫時

先不要住進來。真的很珍貴啊，只有幾間，四、五間。 
  為什麼我是那個該用的人？沒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還有手有腳不

是嗎。 
 
謝媽媽：這裡的房子，我們三個認真做到沒話說，我們到現在都還非常要好。我們每一

間都摸過了，不好又換，不好又換，所以這裡我們有感情。 
 
賴媽媽：我住進來的隔一年，才有錢裝修外牆，怕漏水，這邊怎麼可能一進來就有冷氣，

那時候根本沒有那個錢。它能讓一間房子從完全沒有人住到能住人，已經很不

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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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由上述得知，大部分對於家園內的資訊都是由他人口中得知。 
 
廖媽媽：即使現在住在周遭周圍，人家都不太清楚什麼是單親母子家園。其實以前資訊

都是隱密的，就像她們在管理一樣，希望這裡是個隱密處，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透過一些單位，當初勵馨基金會向我介紹高雄有一個類似這樣的單親

母子家園，也沒有跟我提到屏東，後來是這邊的一個才藝老師，她是我的客人，

知道我的狀況，才拿 DM 給我，我是所有住戶裡面最快速進來的，月底要搬，

她好像是五、六天前才拿給我，那時我硬著頭皮想隨便找一間就搬沒關係。 
 
主持人：單親家園是一發生事情就馬上申請入住是最好的，不過似乎很少媽媽這樣做。 
 
廖媽媽：如果可以跟 113 結合是最好。 
 
賴媽媽：很少這樣，因為有個點在那邊，一般來講如果是家暴，它一定有後續的問題，

只要有申請保護令就表示對方是個危險的人物，一旦你的單親母子家園是一個

很公開化、很容易被找到的地方，對方要做什麼你不會知道。總不能因為有個

保護令，就有個警察，甚至之前就有個替代役在這邊，弄到最後連替代役都沒

有了。假設我們是個公開化的地方，告訴你這裡就是單親母子家園，其實就是

放了一個招牌，告訴你你要處理的那個人就在那裡，隨時可以過來。這邊周遭

其實沒有很多住戶，其實有個危險性在。所以你要怎麼讓這個資訊在受暴的時

候作連結，其實這個時候是最好，但是個很難做到的事情。 
 
主持人：這是針對庇護中的，有些媽媽其實不是。 
 
廖媽媽：可是大家都住在一起啊，其中一戶，向上次那個來鬧，就全部都被干擾了；還

有人會爬進來找媽媽，從樓梯爬上去媽媽的房子裡，可以暗藏，門一爬就進來

了，所以有很多危險性在。三個舊住戶都知道。這裡也有一些媽媽是前夫、男

朋友有一些狀況。 
 
主持人：是不是事件沒多久，妳們反而不會考慮這裡？ 
 
賴媽媽：不知道有這裡，如果要做到庇護的工作，它好像也不適合太招搖的告訴大家它

在這裡。 
 
廖媽媽：我有跟幾個媽媽聊過她們的心情，剛開始妳發生事情，不管是什麼樣的事情，

發生事情的時候心情已經很沈悶，女性受到很大打擊的時候，不太願意跟外界

接觸，甚至不想跟親人、朋友聊她現在的狀況或心情，會很難過，有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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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封閉自己，或很自閉。在這段期間她又來到這裡，跟眾人必須互動。之前在

這邊的住戶我覺得大家都很冷，都不太想跟別人互動，覺得我的事情夠多了，

幹麻跟人家互動多增加一些有的沒有的，聽別人訴苦？她自己的苦水、煩惱就

很多，幹麻去聽那些垃圾。那時候進來的住戶自我療傷的比較多，互動的比較

少。 
 
主持人：你講到大家進來的時候，所處的階段不同。 
 
向媽媽：我的情況比較不一樣，我不屬於自我療傷型的，之前我剛進來的時候，還記得

戴社工都會問我說，向媽媽，你要出去囉？我都說對，我要去哪裡。我都跟我

孩子講，你要去哪裡都一定要讓媽媽知道，萬一有什麼事情，才不會像人家那

樣掉在哪裡死兩天了都還不曉得。她如果到她同學家玩，只要半個小時內應該

到了，妳還沒到，我就請警察趕快找，還不會給我送到國外去，妳可能還在國

內。所以社工說，向媽媽你要出去，向媽媽你回來囉，有些人會認為說奇怪，

你把我管的死死的，就兩極化；可是我會覺得，有人問我，有夠好，對呀，我

給你報告，我回來了。那是兩極化，其實有人會覺得你都在監督我，可是我會

覺得，因為我沒有老公了，公公婆婆走了，以前我家是做生意長大的，生意人

都很愛念，到這裡有人念，我就覺得有人關心。因為我的頭腦傻傻沒有想很多，

就想到感覺真好，然後萬一我出去沒有回來，她們就知道去報警，剛剛她有說

過去哪裡，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我一直感恩，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就找我們的社工，她說，向媽媽要是有這

樣的情形，妳要講啊，不講我不知道，她會幫我。所以我覺得社工在家園裡面

是很棒的，我覺得發明社工的人好厲害，這種社工，這種工作，真的很棒。 
 
廖媽媽：她受惠很多，那一期的住戶，她是唯一經常會去找社工聊天。 
 
主持人：你是怎麼進來？也是人家介紹嗎？ 
 
向媽媽：不是，身邊都沒有人知道這裡。我也在當學校的志工，連學校人員都不知道有

單親母子家園這件事，是我跟她們說裡面還有床鋪，硬體設備，熱水壺，還有

個很漂亮的大電熱壺，是我老公在野買不起的，人家有冰箱，還有新的洗衣機

喔。我的意思是我進來就都不用煩惱，我是到戶政事務所辦事情，我有法律的

問題，他就跟我說你到櫃子那邊找，有免費的，因為我沒有錢，就被我翻到彩

虹單親家園，她說那邊也有不用錢的法律扶助。 
 
主持人：你也不是在最需要的時候進來？ 
 
向媽媽：那時候我也是蠻需要錢，前面也是一陣子自己在做，大部分的人都是不知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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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 
 

 
賴媽媽：平常要是沒有這個需求，不可能去注意這個訊息；或者當我們知道這個訊息之

後，也不能自己那個時候還有時間去找這個資源。 
 
廖媽媽：其實彩虹家園後來比較多人知道是因為她那支廣告。 
 
主持人：比較新的媽媽呢？妳們是自己注意到網路上有，還是怎麼知道？ 
 
朵媽媽：有一次偶然到家園上課，看到 DM，我已經是同業了，可是我就不知道這樣的

訊息啊，剛好來這裡上課才知道。 
 
主持人：你是在最需要的點被接起來嗎？ 
 
朵媽媽：對，剛好那時候在煩惱說很想把孩子帶上來跟我一起，因為她在山上，當時山

上我們村莊有發生一些長輩性侵十幾個小朋友的事情，我就很擔心很緊張，一

直很想把她帶上來。之前是分開的，我在這裡工作，她在山上，我姊姊幫我顧

她。剛好快要開學，我也很緊張要找房子，可是我的錢實在不夠，剛好來這邊

遇到儀貞社工，覺得這個訊息太好了，就趕快申請，所以我女兒也很順利地轉

過來。村莊裡有事件的時候，我心裡有在做這個計畫，算在最需要的時間點一

起碰上。 
 
呂媽媽：我是朋友的朋友跟我講的，我也不知道她有沒有使用過單親母子家園，她說她

朋友知道有這個地方，就叫我來這邊問看看。 
 
主持人：有剛好是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進來的嗎？ 
 
朵媽媽：通常我們最痛苦的時候會去兩個地方，娘家，不然就是朋友家，不會想找像家

園這樣的地方，就像剛剛她們說的，不想讓外面的人發現我，打擾我，所以通

常都會先不想回答，躲在娘家或朋友家。 
 
主持人：反而是比較安定了，想要找一個地方讓自己減少租屋的負擔時才會使用這個資

源？  
 
賴媽媽：其實每個人的狀況是不同的，每個人被承接的點也不同。我們是早一代，她們

是中間代，她們是新一代，聽起來就是訊息越來越多人知道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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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媽媽：現在學校有很多老師會幫助家庭，老師知道弱勢家庭需要什麼樣的協助，所以

應該讓國中小學老師都知道我教室裡學生有這樣需求的時候，她們可以馬上發

出訊息，這樣是最快速的，不然你要透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其實我們住在這

裡不太想讓朋友知道。 
   
賴媽媽：之前水噹噹的社工每個月都會到各個鄉里去宣傳一次，可是很少人去注意這個

訊息。這個宣傳可能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 
 
廖媽媽：應該讓學校每個老師都知道會比較快，不過還是希望可以從小學的教育中可以

散布這些訊息，就如同 113 一樣，讓小孩知道，並且可以給予最即時的幫忙，

並且讓大家知道這個家園，這樣才不會讓人家知道我們住在這裡，並引起一些

異樣眼光。 
 
賴媽媽：113 剛開始也沒有人搞的清楚它是什麼東西，現在連小學都知道。家園剛開始

也是什麼都沒有，然後到現在。 
 
朵媽媽：我朋友有講，屏東縣政府這麼好喔，我說我住得很好。 
 
賴媽媽：在台北要付錢，在高雄也要付錢，屏東只付自己的水電費。 
 
廖媽媽：高雄有一間不用，它叫做母子共存，我覺得他們方式還不錯，因為小孩卡住了

的關係，媽媽不好找工作，所以有工作的媽媽去上班，沒有工作的媽媽成為保

母，幫助照顧這些上班的小孩，領上班媽媽的薪水。她們是一起煮飯，一起吃。 
 
朵媽媽：要是這裡是一個庇護的地方，有必要在外面宣導這裡有個單親家園嗎？ 
 
主持人：庇護所不能公開地址，連鄰居都不知道才是屬於庇護型。 
 
朵媽媽：所以去做宣導的話不會講地址。 
 
主持人：這是矛盾點，如果有個地方專門做庇護，應受保護的母子就不需來這邊；是剛

好庇護所住滿了，才會有少部分來緊急安置、臨時安置，原則上大部分媽媽都

不是庇護型，可以公開宣傳。保護型個案，則透過其他社工告知這裡有庇護床

位。113 不是先作單親母子家園居住這一塊，而是驗傷、保護；單親母子家園

資源則是比較後端，由勵馨對想要獨立生活的媽媽轉介而來，已非最緊急需保

護生命的時候。 
 
向媽媽：聽起來學校是很好的宣傳單位，因為班導算是最了解自己班的孩子及家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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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所以應該讓每個學校知道。 
 
廖媽媽：有時候有的人真的有狀況，可是沒有尋求社會機構，那時候我就是ㄍ一ㄣ啊，

我覺得不用，我可以，所以那時候我沒有透過像社工的單位，引介給我的卻是

這邊一個才藝老師。 
 
朵媽媽：可是學校老師知道了，對我們孩子有沒有影響呢？我女兒會不會想說我不想讓

人家知道我自己住在單親家園？我要去考慮小孩子的心態，以及她知道是什麼

原因爸爸媽媽會分開，然後我們現在是獨立的。她多少可能不希望別人或同學

知道。 
 
主持人：老師是資源提供者，也同時是保密的人，老師需要經過訓練，知道要保密。 
 
主持人：看來似乎妳們在入住的時候並非是情況最糟的時候，都已經先度過最緊急的時

刻。 
 
廖媽媽：聽說評估也需要很久，半個月至一個月，所以也沒辦法即時救急。 
 
主持人：家園不是這個性質啦，113 才做緊急庇護。 
 
3. 主持人：原則上入住機構的期限為一年，要是有特殊的情況得以再申請延長一年，

那你們感覺這一段時間對自己要自立的時間是否足夠？ 
 
（大部分的媽媽都說足夠） 
 
廖媽媽：其實不一定，像我就是有突發狀況，有時候大人 ok，可是小孩子有些狀況沒辦

法配合，媽媽就無法去工作。 
 
劉媽媽：有的說了不準，有的說了準，很難拿捏（聲音低沈）。 
 
主持人：有些人可能覺得實在不夠，可能剛進來的時候是沒有工作的，然後小孩子年紀

也還小，整天都要照顧。 
 
廖媽媽：上一期離園的住戶並不是她真的可以自立，上一期很多是逼不得已，很多在這

邊還是沒有工作。媽媽進來協助找工作是最要緊的，她都沒有工作，你說要怎

麼生活？前一屆總幹事就說，媽媽要自立，不能光靠補助是。就是沒工作啊，

沒錢哪，孩子軋在身上，她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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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媽媽：大家都有看到就業資訊啊。 
 
主持人：有些媽媽是不是不想工作？ 
 
廖媽媽：有些媽媽要加班，要托嬰身上又沒錢，現在托嬰都是要先付錢，他也害怕妳單

親媽媽拿不出來。所以那時候有幾個媽媽都很為難，也並不是很 ok 就這樣出

去了。 
 
賴媽媽：妳比較有經歷過這個，因為我一開始從來就沒經歷過，所以我很冒昧請教，要

怎麼樣幫媽媽找到工作？如有她有這麼多的問題。 
 
廖媽媽：妳講到重點，現在這裡是縣政府辦的地方，包括住宿和離園以後的住宿問題，

這邊媽媽經過一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這一年就真的可以自立了嗎？不一

定。可以自立，只是短暫而已，後續呢？ 
家園既然是縣政府辦的，有些方案也是縣政府舉辦的，包括住宿的問題、

申請補助的問題等各方面，是不是應該以這邊的媽媽為優先？租屋補助也是一

樣，現在名額越來越縮小了，這邊媽媽離園之後重新站立，她也需要這樣的補

助（主持人：一段時間的過渡期），就像我們買火車票，老弱婦孺為優先，博

愛座。 
 
賴媽媽：這樣不公平。 
 
廖媽媽：不是不公平，殘障人士也是為優先，它都有一個評分標準。 
 
賴媽媽：我是真的認為這樣不公平，因為我們都住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圈子，每

一個社工們看到的是她的圈子；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彩虹家園，她們看到整個屏

東縣，妳說她的評估標準會不會跟我們一樣？一定不一樣，怎麼說急，怎麼說

不急？。 
 
廖媽媽：不一樣沒有錯，它是不是可以有些比較需要的應該先列入考慮？ 
 
賴媽媽：所以社工把它排起來，最需要的列入考慮了啊！她這樣排下來，家園剛好沒有

一個媽媽排在那邊啊。 
 
廖媽媽：我覺得真的沒有銜接。 
 
賴媽媽：沒有接到沒有錯，可是這個評估標準是因為他要管整個屏東縣。 
  我認同廖媽媽提到的需求，因為我剛出去我連租金都有問題，我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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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都有啊，我也是一個人自己一步一步這樣走過來，我跟我的小孩子我們都

經歷過那個階段。可是我也很清楚，不能因為我是家園的媽媽，我就要求政府

為我做什麼（對，劉媽媽附議），因為有很多人比我更需求，她都沒有資格住

進來（對，劉媽媽再附議）。我沒有資格去講話，我有住進來，她沒有啊！ 
 
主持人：但是賴媽媽也說出來了，如果那時候真的有一個幫助在那邊，可能是好的。 
 
賴媽媽：那你怎麼去看有沒有別人比妳更急需呢？對嘛，只有接到 case 的社工她最清

楚。因為施福不在我，受不在我，我當然有怨，我當然會覺得為什麼我不行，

因為我明明就在最 down 的時候，可是我卻忘了，可能別人的谷底跟我的谷底

根本就在不同的位置，那我們怎麼去評估。 
 
廖媽媽：對，所以時間到了之後我們就要把它騰出來讓給別人，但是時間到了不見得代

表這個媽媽出去就很 ok 了。那是不是就分階段，她在不 ok 的時候，政府可以

協助租屋，甚至政府可以承購那些房屋，讓媽媽們跟政府承租也可以，間接式

的。 
 
主持人：剛好趁現在，兩位媽媽已經畢業了，有些媽媽即將離園，有些媽媽剛進來，可

不可以分享剛出去時候的心情。 
 
賴媽媽：我要出去的時候我好怕好怕好怕好怕妳知道嗎，我帶三個，不是帶一個，我好

怕好怕，我在這邊創業穩定了之後，我突然間得出去了。我一開始就是創業，

為了更穩定，我知道我找不到工作，所以我直接創業，創業到後來真的是過不

下去，我申請進來住兩年。兩年是很好的，可以讓我事業穩定，可是我真的穩

定了的時後，我要搬出去了啊，算算看搬出去要增加多少負擔，至少一兩萬跑

不掉吧，我的小孩子剛好要讀高中了，哇，這下子全加上去，嚇死人了。我沒

有低收入戶，我沒有任何的補助，我怕不怕？我當然怕啊，可是我也知道我得

出去啊。為什麼？因為我就是滿兩年，我還是一句話，我覺得我非常需要，甚

至在那個時候我最希望能夠延長，因為你讓我再緩一緩，不要讓我在這個時候

出去，我覺得我一定可以站起來。可是為什麼後面選擇沒有，因為第一規定就

是不行；第二，反正生活遇到挫折的事情，我如果這次緩了，下次心裡也會想，

我再緩一緩，我還會更好，那再緩下去，那個位置就永遠都是我佔著了。因為

我沒拿到的時候，我就會去怪別人哪，為什麼你沒讓我通過？明明這時候我就

是最需要，可是其實你去全屏東縣看看，有很多人比我們更慘，不是她不願意

住進來，不是她不可以住進來，而是她有可能連五千塊都拿不出來，那你還有

什麼好抱怨的呢？所以不是社工她的標準不同，不是社工對我們大小眼，因為

她們看到的 case 是整個屏東縣，就是那麼多的 case，我們看到的是我們這個家

園的 case，我們當然會覺得我們最需要啊，因為我們看得就這些人嘛（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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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樣是社工說的同理心）。我是講實話，外面走一走去看一看，就會知道自

己真的很幸福（主持人：有更需要的人）。 
我們剛進來家園裡也是什麼都沒有啊，然後慢慢慢慢換成她們進來，現在

有洗衣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們以前都沒有啊。（主持人：不會嫉妒她們）

本來就希望家園越做越好啊。  
 
謝媽媽：本來就是要讓後人更好啊。 
 
賴媽媽：可以辦冷氣機，但問題是媽媽她們當時有沒有辦法付電費，你還是要讓她習慣，

她該付出的還是要付出，我們出去外面要吹冷氣還是得付電費啊對不對。 
 
廖媽媽：她們是鋪柏油路的人，我們是走柏油路的人（笑）。 
 
賴媽媽：所以我們之間的過程不是只有住的年限不同而已，是我們住的時候這個家園整

個狀況也不同，那時候家園包括預算、經費、硬體、軟體，和團隊都不同，就

跟小孩子剛出生，當然什麼事情都很茫然，到現在比較長大，當然要慢慢穩定，

這很正常啊。 
 
謝媽媽：當初要搬進來我是押金五千嘛，然後我們要去健檢，小孩子連我四個人，四千

元有夠恐怖，那筆錢出的我實在有夠可憐。我還沒住兩天，一次就要拿出這麼

多，剛搬進來而已，押金五千你拿沒關係，健康檢查費我實在很受罪。 
 
廖媽媽：住進來一次，如果你申請延住還要再健檢一次，那費用真的對媽媽是壓力。 
 
賴媽媽：而且是全家都要，有些人是連這一個都不敢看，因為她要出，她出不了。 
 
廖媽媽：可是後來水噹噹有找了一個檢驗所，小孩子去做健檢。現在是沒有了，現在小

孩也要付錢。所以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 
 
謝媽媽：協會不一樣了當然，原則上都在改變。 
 
廖媽媽：以前是一次要拿出來，後來她們有提議之後可以分期付款，在三個月內把五千

塊繳齊就好。我當初把五千塊拿出來，講真的，我那時候窩在這邊，沒有錢叫

瓦斯，後來是去跟人家借，如果沒有瓦斯就不能做生意，我就沒有收入。為了

要住進來，身上僅有的五千全部都給她們了。 
 
朵媽媽：可以先不要一次付清嘛，後來有改成分三個月真的就蠻好的，要註冊要幹嘛，

真的錢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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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媽媽：剛搬進來可能也沒工作，可是水電費就是急需催繳，我覺得這個也要改，如果

她沒有辦法付出來，你可以從押金拿出來先幫她代墊。可是之前是說都不行，

這樣不行，會為難媽媽，好幾個媽媽都被為難到了。因為你既然提供這樣的住

宿，要給媽媽一個安定，讓她成長，那你要看用什麼方式協助她，她就沒工作，

你逼她沒有用，她壓力很大，連小朋友的費用都繳不出來，你還教她硬要拿出

水電費。之前有個媽媽就是這樣子，機車貸款的都找到這邊來，她就跑去躲起

來，後來好幾次沒回來睡覺，就勒令搬家啊，可是社工不知道她真正原因是什

麼。她自己都過不下去，就沒工作，你一直催她逼她繳水電費。 
 
賴媽媽：社工都不知道她為什麼躲起來，要怎麼樣同理心？ 
 
朵媽媽：我認為健檢是好的，雖然心很痛要花很多錢。健檢是好的，項目有驗梅毒、愛

滋，還有 B 型肝炎，這都是很可怕的傳染病，因為我們是共同生活在一起，不

管妳是從哪裡來。 
 
廖媽媽：其實有些診所很有愛心，願意配合，重光眼科，家園媽媽拿家園媽媽的牌子，

花費是五十塊錢；以前署屏醫院掛號是免費。所以政府這邊可以找一些單位，

他們願意配合。 
謝媽媽：我們認同要檢查，保護我們哪。 
 
賴媽媽：表示健康無虞才能住進來，是那一筆錢的問題。 
 
廖媽媽：：應該可以找配合的醫院可以讓我們去做，有些檢驗所很有愛心，或許政府也

有補助它一點。先前那個幫小朋友免費服務的單位，他們就很樂意，他們說現

在換新的團隊沒有跟他們知會，他們就沒有接家園的 case，小朋友去都免費，

也是整張報告。。其他外面單位可能不知道家園要檢查的項目，媽媽都還要回

來一一詢問。 
 
主持人：到目前為止，在家園的期間，會不會有比較沒有辦法自立的部分？有些媽媽是

身體虛弱，有沒有媽媽是不想工作，覺得在家園住越久越好，反正這段時間可

以自己支配？ 
 
廖媽媽：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跟這些人提這個問題，可能比較難回答一點，上一期

可能比較好回答。我看這一期大家都工作的非常好，缺少的只是沒有人煮飯給

我們吃而已（笑）。 
 
主持人：所以其實有觀察過，有一些媽媽可能比較不想去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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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媽媽：其實每個機構都有啦，有些真的可能領補助款領得很習慣了，不太想要去就業，

但有一些是真的被孩子卡住了，很多的工作要加班就不行，有些是時間長也不

行。之前社工說妳去找工作，幹嘛做生意，我找半年真的找不到，除非你是公

家。不然孩子放假你要工作，那孩子要託給誰？又一筆托育費用。單親媽媽最

為難的就是孩子無人照料。之前曾向家園反應過，為什麼不成立一個可以照顧

孩子的服務？有些媽媽她不想出去工作，可以教授這些媽媽基本的育兒或教育

小孩的技能，這些媽媽來幫你照顧，其他媽媽可以安心地出去工作，雙贏嘛，

她賺的錢來負擔托育費用。可以就這區塊培育，這些媽媽照顧習慣了，以後也

補助她去考保母證照，出來可以有保母證照的工作，又可以帶自己小孩又可以

賺錢。 
進家園這裡的規定就是，妳出門自己的小孩一定要帶出去，我們有時候幹

嘛都不方便，下雨啊買個東西啊，如果孩子在睡覺哪有可能，她們說 12 歲以

下 6 歲以下不可以獨自留在家裡，真的很為難。 
 

主持人：不過對於兒少福利權益保障法的規定，還是需要遵守，不過對於剛剛的想法，

的確是有可以創新的規範，委託媽媽幫忙托兒並給於津貼的補助。 
 
………………………………………………………………………………………………… 
 
4. 主持人：對於家園規定覺得比較困擾的地方在哪裡？ 
 
賴媽媽：能夠申請住進家園已經很好了，有什麼規定就遵守。當時訪客來訪都要填資料，

這部分雖然不能接受但是家園對大家一視同仁，所以也就可以適應了。 
 
主持人：除了以上這些部分，還有沒有不能接受的制度？ 
 
廖媽媽：我們經歷了兩個單位，水噹噹以及志願協會。發現志願協會的溝通比較民主，

對媽媽們也很關心，很用心在為我們服務。之前也有向志願協會提過，媽媽們

都是利用週休假日在休息，所以會比較希望在家園裡不要做大型的活動。 
 
向媽媽：自立是有心理、健康上、經濟等等的問題，就算這些方面都已經自立，我認為

心理上的自立也是很重要的，政府雖然強調要經濟獨立，不過若是孩子未教育

好的話，會是將來國家的問題。 
 
劉媽媽：社工不會強制要媽媽經濟獨立，是媽媽自己的選擇。有的媽媽已經找到工作與

幫忙照顧小孩的人，但是自己卻沒有依約到工作場所工作。媽媽會說是社工要

她們不要去工作，也會告訴她們彼此之間互動不要太頻繁，但是我們私底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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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向表面上看到得沒有交集，彼此間還是有正向互動的。 
 
賴媽媽：以前的社工會在家園裡貼工作資訊，也會打電話給有需求的媽媽告訴就業訊

息。剛開始媽媽是有答應要去應徵工作的但卻沒有到，漸漸地就沒有單位要再

提供就業機會給單親媽媽。我認為找工作是一種互相的。 
 
劉媽媽：就業的事情也不能一直依賴社工，社工沒有義務要一直幫媽媽找工作。社工的

職責是照顧家園裡面的住戶，讓她們住的安定，不是要連工作也要幫媽媽找，

一切都要看媽媽自己的選擇。 
 
劉媽媽：我第二次入住相比的一次入住感覺到媽媽們彼此間變得冷漠了許多，很少有時

間大家一起坐下來聊天或討論事情。 
 
謝媽媽：每一期住戶的情況都不太一樣，像我們那一期因為孩子年紀都差不多，媽媽們

彼此間的互動也會相對的比較多。 
 
向媽媽：我發現媽媽的穩定性與年紀也有關係，有的年輕媽媽無法如同我們的預期，媽

媽自己年紀也很小玩心也重，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讓年紀比較大的媽媽們分享經

驗給她們？ 
 
廖媽媽：要媽媽跟其他媽媽建立關係才有辦法彼此分享心事，獲是要跟社工建立良好關

係。也希望家園可以多提供媽媽們彼此交流的聚會場合，讓大家一起吃飯聊

天，或是一起出遊等等，相信媽媽們都不會排斥的。 
 
主持人：很開心今天的談話在笑聲中結束，我們會整理一下今天的資訊，讓政府們可以

知道媽媽的心盛，讓這方面的政策更加的完善。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下午 9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