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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宇國際文教基金會

高離婚率及高失業率，加速摧毀家庭

在壓力大、高風險的現代社會裡，許多

家庭結構早已脆弱得不堪一擊。台灣的離婚

率，20 年來成長了 7 倍，高居世界第二位，

目前是每 2.1 對結婚，就有 1 對離婚。除了

離婚，經濟全球化之後，隨著產業外移，台

灣出現許多有雙親之名，卻行單親之

實的台商家庭。

台灣總生育率降至 1.0 以下，連

續幾年都在全球墊底，而且已經走上

少子化的不歸路。目前 4.5 個青壯人

口扶養 1 個老年人；估計 30 年後，

約 1.5 個青壯人口就須扶養一個老年

人口，負擔是現在的 3倍。

此外，全球化的經濟趨勢也導

致高失業率，而失業所造成的衍生問

題相當嚴重，與離婚、家暴、子女失

專題
文章

愈老愈相愛 
 夫妻相處之道

學……等，都有高度相關。

婚姻關係需要用心經營

結婚的理由只有一個，離婚的理由卻

千千萬萬，各自不同。當失去愛的時候，舉

凡經濟問題、生活習慣不同、婆媳問題、教

養觀念不一樣……，各種理由不一而足，都

可以輕易打破當初的承諾。

近 10 年國人結婚、離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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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從熾熱的愛情走向相濡以沫的婚姻，每個人

在婚姻剛開始的時候，都是憧憬著甜蜜的婚

後生活。但生存壓力、相處時的摩擦和不斷

出現的矛盾，讓許多人的婚姻變得岌岌可

危。

事實上，需要夫妻兩人共同的經營和努

力，才能攜手走到白頭。在踏入婚姻這扇門

之前，沒有人知道要去學習「婚姻」這門課

程，我們選擇一份婚姻的初衷，無非是因為

兩人彼此有一份深刻的感情，並且願意與對

方共度餘生，然而誰會曾意識到，其實婚姻

是這輩子最深奧的一門功課。

七大致命傷，婚姻不幸福的原因

婚姻幸福並非偶然，蘊含了夫妻雙方的

智慧。婚姻是兩個人的事情，需要兩個人共

同經營與悉心愛護，以下是八個夫妻相處的

致命傷，檢測一下自己的關係看看？

一、堅持我是對的

家庭並不是戰場，不需要統治，需要的

是合作。「我是對的」對婚姻關係具有很大

殺傷力，家庭中應以愛的關係為優先，而非

對錯；只有合適與不合適，合適兩個人的，

就是最好的。

二、託付心態

託付心態對婚姻關係最具有破壞性，就

是把照顧自己的責任交給另一個人，是一種

導致被動與依賴行為的心態，自己再也無法

成長。當有一天忽然醒悟過來，明白事情的

嚴重時，雙方差距已經太大了。

三、不願分享內心感覺

當有情緒時，應該對伴侶坦白分享，很

多人以為不說出來，是為了不使伴侶擔心。

事實上，無法分享表示兩人有許多隔閡，並

且會傳達一個信息：我的心已不再與你緊貼

在一起。

四、維持表面的和諧

一味的容忍會造成情緒的積壓，讓很多

婚姻真的變成了墳墓，埋葬幸福的可能。可

能是為了孩子、老人或其他原因，勉為其難

維持一個虛假的關係，最終會造成負面情緒

的累積，最後崩潰一發不可收拾。

五、維持冷戰

很多夫妻吵架之後就是冷戰，然後就是

漫長的拖延、冷暴力。這是很危險的，因為

冷戰唯一的發展方向是更疏遠。過去衝突造

成的情緒，會在心底留有痕跡，如果累積過

多，就會在某一天爆發出來。

六、受害者心態

在婚姻中，「受害者」很常見，他們常

常會說：都是你害的，都是你讓我變成這樣

的！或者都是別人的錯、老天的錯，自己是

無辜的！這樣的人不會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也容易給另一半帶來極大的壓力。

七、占有心態

如果我們內在的小孩沒有長大，或者父

母有很強的控制欲，進入婚姻後，就容易出

現「占有」心態。越控制、就越會失控；越

占有，就越會遠離。夫妻相處要做到尊重而

不放縱、關懷而不干涉、分享而不教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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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卻彼此深愛，這才是婚姻的真諦。

一起玩樂與成長，夫妻相處更融洽

丹佛大學婚姻與家庭研究中心的霍華

德 ‧ 馬爾克曼教授，進行了一項長達 15 年

的研究。自 1996 年開始對 306 對夫妻進行

跟蹤記錄，其中包括他們每天在一起的時

間、共同的興趣、吵架頻率、婚姻狀況等。

結果發現，玩樂與婚姻幸福之間關係

顯著而密切，夫妻兩人在一起盡情玩樂的時

間越多，婚姻越幸福，這一點對男性尤其重

要！若夫妻不是「一同玩樂的好友」，未來

5年，出現婚姻危機的機率高達 60％⋯。

美國聖地亞哥醫學中心的研究也發現，

經常一起玩樂的夫妻大腦中的催產素含量都

很高，這種激素被稱為「幸福激素」，能緩

解緊張情緒、降低恐懼感，給人帶來安全感

和持久的快樂感受。「而共同的興趣愛好就

像潤滑劑，能讓夫妻越來越親密，每天的生

活都充滿樂趣，興致盎然。」該中心布朗博

士說。

為幸福而共同努力

夫妻，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一種人際關

係，相互扶持、長相廝守，一起度過許多人

生的波折，甜蜜而浪漫的寫下一頁頁簡單而

幸福的篇章。一對模範夫妻，可以攜手數十

載，雙方彼此信賴，也是彼此的依靠，更是

生活的動力。期勉修得共枕眠的人們，一起

珍惜努力，在這條路上共同學習、成長。

1、培養共同的興趣：一起打球、散步、旅

遊、同時讀一本書、改造家中環境、養

育寵物、一起做菜……等，都是很棒的

活動。而一個人看電視或上網等，缺乏

交流，對婚姻幸福無益。

2、經常一起接觸新事物：婚姻生活除了柴

米油鹽，更需要一起開拓新的領域。旅

遊、學習新技能、認識新朋友，都能給

婚姻生活帶來新鮮感。

3、共同成長彼此參與：不要把夫妻關係困

在一成不變的模式中，而是要嘗試加入

對方，先生喜歡打球，太太可以做忠實

球迷；太太熱愛花卉，先生不妨試著陪

伴，這樣會大幅增進兩人的關係。

4、尊重與保有個人的空間：適當的溝通交

流固然重要，但沒有必要凡事都取得一

致的協議。找到夫妻之間「和而不同」

的平衡點，尊重兩人的差異性，留下一

個彼此可以緩衝的空間，不必試圖改變

對方。

5、非攻擊性的表達情緒：遇到激烈的溝通，

或許會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感受，但切記

不要具有攻擊性，把自己的不滿與需求

強加在對方身上。無須一味地想要改變

對方，放下自己的期待，讓對方感覺被

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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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故事

不要再爬上

 好嗎？

一通語焉不詳的電話

某日，手機突然響起，是多年前服務

的個案。電話那頭吱吱唔唔，緊張而口齒

不清，只說了：「老師……」而我只問了：

「妳在哪裡？」

那是只有妳我才知道的默契，因為以

往服務的經驗，我知道妳有說不出口的緣

由。「失語症者」是因腦部損傷，使得在

聽、說、讀、寫等溝通能力上產生障礙，

多數患者的頭腦仍然清晰，只是無法表達

而已。

文 / 據點社工

「醫院……」「媽媽……」妳非常勉

強，好像用盡全身力量，才能說出這幾個

字。我聽出了你的緊張與焦慮。回想著妳

的處境，單親家庭、母親拾荒、重男輕女、

同學霸凌……，妳承受的遠比被支持的要

重得多。

事情總是發生得太突然

「好，老師現在就過去！」我馬上回

答。這句話對妳來說，猶如大海中的浮木，

讓妳的情緒即刻安定下來。

頂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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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掛斷電話後我一直在想，哥哥

呢？為何沒有協助或保護你們。到達醫院

後，看到媽媽精神狀況極差，聽說是因為

情傷，整個人陷入幻想、自言自語，不能

分辨自己所處的狀態，雖然多少還有些自

我意識，但還是語無倫次、缺乏邏輯。

而一旁的哥哥，只顧沉溺在自己的手

機世界裡，想必這也是媽媽寵溺的結果，

所以妳才得承受這麼大的壓力。基於專業

判斷，我只好趕快做了決定，準備通報；

這樣的狀況，必須趕快由其他機構來協

助，才有足夠資源與能力接續關懷。

為了關心與追蹤，我天天打電話確

認，可是怎麼突然就找不到媽媽了。哥哥

接著電話，我正詢問：「媽媽在哪裡？」

「妹妹呢？」竟然就發生妳正跳樓輕生的

事件……。不敢想像，妳是帶著何種決心

爬上頂樓？又是如何一躍而下？

多想要傾盡全力保護妳們

妳不是打電話給我了嗎？我也承諾要

做妳最大的依靠，為什麼不多等一下呢？

我不是盡力幫媽媽尋找就醫了嗎？也鼓勵

哥哥一起來分擔責任。老師沒有放棄啊！

為什麼妳就這樣放棄了！當想起妳自六

樓縱身一躍那一瞬間，我的內心也跟妳一

樣，瞬間跌落谷底；我的心裡好痛，有如

針扎。

妳為什麼要走這條路？我知道妳會

說，活著太辛苦了！因為媽媽的精神崩

潰，妳連唯一的依靠也失去了！生活著對

你而言，只剩下永無止境的壓力。

沒想到，媽媽這一失蹤就消失了 8

天，我到警局報警，跑遍了公所、社區及

宮廟請求協尋，費盡千辛萬苦，動員所有

人脈，終於找到了媽媽。被發現時，她蜷

曲在街角，全身髒亂、骨瘦如柴，估計已

經好幾天沒吃飯、也沒睡覺了，情緒歇斯

底里，我緊急聯絡救護車，趕緊把她送到

醫院。

堅持下去，凡事都有希望

所幸後來妳們都住院了，經過一個多

月的休息，兩人狀況都好多了；彷彿都闖

了一趟鬼門關回來，是不幸中的大幸！因

為這些事，哥哥也有所改變，會關心問妳

在家吃什麼？媽媽強制戒護就醫出院後，

也不再逼妳拜拜了。另外，關懷的資源陸

陸續續進來，妳們也換租一個較整潔的屋

子。

一切有所轉變，看到了曙光，變得比

以前更好……；所以，可以的話，請答應

老師，有任何困難，我們一起努力好嗎？

也許人生就是一個道場，是一場艱辛

的苦難；又或許歷經磨難，才能造就更大

的祝福。然而，未來的路還很漫長，請珍

惜與保重自己，只願妳走得更加穩健、平

安，這是我對妳的默默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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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怎麼辦？我好像真的只能選離

家近的大學念了！」

「沒關係啊！這代表你就有很多時間可

以回來陪我們了！」

最近忙於大學面試的小文，因為成績不

太理想，面試了兩間學校，但都只是備取，

心情大受影響，在開導她的過程中，突然想

起了第一次與她見面的情景……。

小文從國小就接受基金會的服務，國中

時因為叛逆期，常常與課輔老師吵架，因此

被退班。第一次見面是在她高一的暑假，陪

著兩位弟弟騎著腳踏車來參加營隊，躲在教

文 /黃玉樺主任

    
是
無
聲
的
愛

陪
伴

室門後一直偷看……。

「老師，我姐姐問，高中生可以參加營

隊嗎？」

「高中生？我們沒有收高中生耶，還是

她要當志工？什麼時候要來？」

「她來了啦，在門口鬼鬼祟祟的那個人

就是！」

於是，新市課後班收了第一個高中生，

不過是以志工身分參加。

想到這裡，不禁莞爾，時光飛逝，小文

竟然要念大學了。這幾年，小文總是黏在我

身邊，跟前跟後的，喜歡跟我聊電視劇、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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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閒暇時也會拉著我拍照，說要留做紀

念。因為課後班要找新老師，幾次聽到我說：

「有新老師了喔！」都會哭著說，我不想要

換老師。

「我找到新老師了，四月就會來上課

了！」原本鬧哄哄的教室，瞬間鴉雀無聲。

「真的找到了喔？」安安小聲地問。

「對啊，因為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忙，不

過我還是會時常過來看你們的！」我說。

「我們會照顧新老師的，你放心！」小

文很認真誠懇地說，讓我瞬間眼淚潰堤，同

時也很開心她長大了。

時間過得很快，想當初剛帶這個班的時

候，長達兩個月每天都被氣到哭，我不懂為

什麼這群孩子總是要跟我唱反調；甚至還有

人因為不想聽我說教，就甩門而出，我記得

那時候，花了好多時間，找方法與他們相處。

久了之後，才發現，其實這些孩子只是想要

被肯定、聽他們說、一顆陪伴的心……，有

時候不用太多話，只要靜靜地陪著他們做他

們喜歡的事情，就夠了！

看看身邊的每個孩子，有好幾個都是從

國小看著他們長大，也參加過他們的畢業典

禮。有的正在選填高中志願，有的已經念高

中了，但還是都會回來課後班，協助老師、

照顧學弟妹，真心覺得這一路陪伴著他們很

不容易，但同時也很感恩，感恩他們是如此

信任我。

「時間真的好快，我最近常常想起剛

遇到你們的時候，有的還只是國小而已耶，

現在卻坐在我前面填高中志願，害我好想

哭！」我看著坐在面前填寫高中志願的小

宜，突然一陣鼻酸。

「對啊，老師現在都結婚了，我們也算

是一路陪著你長大耶！」小宜逗得大家哈哈

大笑，也才發現，不只是我陪著他們成長，

他們同樣也陪著我經歷人生。

成長的路很漫長，一路上總是會跌跌撞

撞，有哭有笑，有生氣有開心有失落，這些

都需要有人陪伴，不該獨自一人面對。

我們無法改變原生家庭所給的傷害，

但卻能盡我們的力量給予支持及陪

伴；對這些孩子而言，課後班是另

一個家，而我們老師，就是他們

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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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據點

「所謂的老去，不單只是容顏鬆弛而已，而是即使沒
有自覺將要面臨死亡，社會的力量也會把我當作即將
無用之人對待，這是最令人感到情何以堪之處。」

– 松原惇子

108 年台灣三十歲以上單身人口已高達

608 萬人，即使現在是幸福單身族，但你能

預測，自己老後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嗎？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過程。但在面對

老去的過程中，心態、生活和健康這三方面，

都將面臨極大改變；而且社會結構和生活模

式的快速轉變，即使你現在結婚，有家人有

孩子，但未來還是要正視一個人孤獨老去所

要面對的種種課題。

調查統計，老人最想要老去的遺願或盼

望，是「不給子女添加任何麻煩」。所以即

便已經又病又弱，很多老人還是寧願住在自

家老宅裡，一個人簡單過日子就好。但如果

無法如願，只能尋找替代方案，於是許多安

養機構及護理之家應運而生。

古亭據點的長者平均年齡約 73 歲，多

為獨老或雙老，孩子們大多不在身邊。因地

利之便，特別設計一個參訪活動，安排參觀

「三軍總醫院」-- 汀洲院區的護理之家。當

天，醫院導覽人員先在據點內介紹護理之家

的環境及申請流程，之後才帶大家到護理之

家實地參觀。

到護理之家後，長者看著與自己年紀相

仿的人，有的臥床、有的坐輪椅，心中百感

交集，表情也凝重起來。接著，看到不同房

型的環境，便紛紛討論起哪種比較寬敞，哪

種比較舒服？還彼此祝福說：「最好以後不

需要住在這種地方！」

尤其，當導覽人員介紹一位年齡 90 歲

的長者時，說明他已簽署好「預立醫療決定

書」(Advance Decision, AD)，可自行決

定生命走到終點時，不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聽到如此資訊，我們的長者爭相議論，並詢

問道：「這要怎麼申請？……」，才發現，

原來安老的議題真是非常多元。

總之，環宇老人據點精心安排各種課程

與活動，提供健康促進與文康休閒服務，不

僅希望可以達到照顧、關懷與陪伴的目的，

更希望在這獨老時代，可以實現「人不獨親

其親，老有所終」的理想。

文 /王淑玄主任

獨老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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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關懷 春季午後一場大雨，破舊屋內瀰漫著潮濕空氣，混雜濃烈的霉味，屋外髒

亂不堪，這是連一般人都會退避三舍的地方，卻是夫妻倆老，安度晚年的棲身

之所。

九十八歲的龍伯是退伍老榮民，患有心臟病，和太太靠著每月一萬餘元的

退休俸過活。為了省錢只能租在老國宅生活，房子老舊簡陋，每逢下雨，屋外

大雨磅礡，屋內則滲水不斷，常得出動三五個鐵桶接水。冬天時還得忍受刺骨

寒風竄入門縫，日子雖然過得清苦，但對倆老來說，至少晚年還能有個棲身之

處，習慣了，就不以為苦了。

始料未及的是，日前龍嬸住院，需在醫院接受一連串的治療。每次療程結

束身體便虛弱不堪，加上藥物作用，常讓她食不下嚥，日漸消瘦，令龍伯十分

擔心。幾個月下來，龍嬸往返醫院的次數頻繁，醫療費、交通費的壓力遽增。

「我寧可自己苦，也不能讓太太委屈啊！」龍伯想為太太買個便當，就連行動

都有問題，自己顯得無奈又焦慮。

龍伯年歲已高，終日為愛妻和經濟煩憂，心臟痼疾也日漸嚴重，擔心萬一

自己先走了，太太一個人該怎麼辦？想著想著，就不禁老淚縱橫。他不知道接

下來該怎麼走下去，命運的轉盤，似乎將他們一步一步，逼向絕望。

社工長期的關懷照顧，掌握龍伯的處境及狀況，每當陷入情緒低潮時，陪

伴傾聽倆人表達焦慮與不安，不做任何主觀評論，事後再進行歸納整理。目的

是，一方面尊重曾經發生的事件，一方面聚焦在現在的自己；運用正面鼓勵的

眼光，肯定過去成功經驗與行為，滿足倆人彼此互相需要的需求。成功協助他

們恢復信心，將「愛」轉化為力量，而不是造成彼此的負擔。

此外，提供民生物資與轉介照服員機構，並告知里長與鄰居社區，連結互

助友善的力量；再者，集結社會資源與社區關懷的能量，帶入長者家中給予協

助，實質幫助龍伯夫妻倆，使能在地的安心終老，實現「老有所終」，這也是

完善生命目的之一。

文
/
游
璧
誠
社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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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服務雪巴育幼院建院

小書屋夢想啟航

小書屋設計特色：

逢甲建築協會執行長王銘鴻，濃厚的理想性格令人

印象深刻，希望不是把育幼院變成宿舍而是圖書館。

讓孩子生活在圖書館內，給孩子非常優質的閱讀空

間，使他們耳濡目染下有大量的閱讀，相信如此可

以培育優秀的下一代。

因為一場地震 創建最初的基地

「記得童年的夢想嗎？」尼泊爾有群孩子為

夢想堅持，7 歲的 Pasang 要努力讀書成為飛行

員，12 歲 Sanam 要當醫生，14 歲 Lhamu 要當

老師，16 歲 Asmita 要當助人的護士……，他們

來自夢想集散地，一所台灣人為災童創立的「雪

巴育幼院」。

2015 年尼泊爾大地震，雪巴村落全毀，父母

難過地對孩子說：「這裡找不到你的人生，去加

德滿都吧！」但誰會對弱勢孩童伸援手？此時來

自台灣環宇基金會，為他們打造未來的學習園地。

育幼院位在加德滿都邊緣，幫助孩童上學及

衣食無虞，雖然山上孩子不適應城市，使用廁所、

刷牙都要學，課本看不懂，但都明白「不就學就

沒未來」。五年過去了，18 個孩子中，12 人取得

優異學業成績，14 人跳級成功。為犒賞他們，育

幼院每月煮一次豪華大餐 --MoMo，這就是台灣

人天天都能吃到的「水餃」。

4 月 20 日，中華民國逢甲建築協會與環宇國

際文教基金會，針對尼泊爾雪巴育幼院建院

專案進行視訊會議，首次發表設計圖初稿。

資料提供：逢甲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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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再拒絕苦孩子 
將擴建夢想空間

如今孩子長大，30 坪空間太擁擠，二到

三人共用一床，空間不足，無奈只得拒絕想

要入住的其他孩子。有對孤兒姐妹，生活、

教育費要自己賺，整天只吃三個甜甜圈，「但

我們的空間已不敷使用，只能提供每人每月

兩千元台幣，照顧生活與食宿到她們高中畢

業。」環宇基金會表示。

中華民國逢甲建築協會與環宇國際文教

基金會於2019年10月5日簽署合作協議書，

將共同於尼泊爾加德滿都興建雪巴育幼院，

協助當地貧童接受教育，改變其未來生活。

逢甲建築協會，已在台灣偏鄉地區、泰

國清萊等處建立「小書屋」，此次協同環宇

基金會，同意興建尼泊爾雪巴育幼院，打造

一個具有特色的國際小書屋。除了提供院童

友善的生活空間，同時規劃學習、遊憩場所，

以及文化交流場域，由社工人員協助院童生

活照顧及輔導教育，翻轉弱勢貧困命運。

建院設計圖發表 各界充滿期待

一樓到二樓是挑高開放性階梯教室，可

作為團體聆賞室，以階梯取代沙發，讓空間

使用更具有彈性，除可提供公共影片播放欣

賞，亦可作為文化交流與社團表演練習之場

地。創造動線流暢、視線通透的空間感，並

預期提供院童更舒適的居住環境；階梯後方

設有討論桌，可供小組討論或讀書等多元用

途。

三樓到四樓為住宿空間，採男女分層，

房間配置以4人房為主，預計容納30床位。

希望提供課後學習的空間，寧靜的閱讀環

境，與較佳的視野，考慮家具設置靈活擺放，

以及足夠的衛浴廁所。

目前建物本體，預計使用輕鋼構或是水

泥結構。為使施工順利，將會請當地建築師，

確實了解地質、供水、供電、汙水處理等情

況，並確認材料、工法等實務細節。

環宇基金會副董事長林景德表示，建

院目的除了擴展育幼院的服務功能之外，也

希望讓慈善公益在地永續經營的理想得以落

實。同時，也希望在尼泊爾發展社會、文化

等各類主題的探討，以及長期國際志工等活

動，提供文化或在地的諮詢與協助。



新化青商守護社區孩童 點亮孩子光明之燈帶來希望

公益
活動

4月 12 日新化國際青年商會與環宇台南兒

少服務據點，共同舉辦「幸福兒童節親

子嘉年華」活動，關懷社區內弱勢家庭孩童，

致贈兒童節禮物，並捐助愛心晚餐及獎助學

金 6 萬元，點燃光明之燈，為貧困孩童帶來

愛的奇蹟。

新化分會蕭湘原會長發起活動，聯合青

商各區分會會長、會員及新化獅子會一同響

應，一向關懷孩童支持公益的國際青年商會

2020 年中華民國總會長王國贊、立委林宜

瑾、議員林志聰、新市區長譚乃澄等貴賓到

場，疫情期間排除萬難，捐助環宇基金會，

為弱勢孩童們加油打氣。

眩暈發作時，會感到天旋地轉、步態不穩，常伴有

噁心、嘔吐，甚至無法站立，相當痛苦。在台灣，

暈眩盛行率近 20 ～50％。

常見的暈眩並不會致命，屬於周邊型暈眩，也就是掌管

平衡的內耳出問題，如良性姿勢眩暈、梅尼爾氏症，或耳部

前庭神經發炎或受傷；但有 5～10％的暈眩是比較危險的，

稱為「中樞型暈眩」，通常是腦幹及小腦出問題，從椎基底動脈

循環不全、腫瘤到腦血管疾病都有可能，最常見的是「中風」。

昕新診所柳朋馳醫師提醒，若超過 55 歲，有三高或心臟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暈眩是無預警

突發、有固定時間發作，可能是中樞型暈眩，建議先至神經內科就診，其它暈眩則可至耳鼻喉科檢查。

該如何預防或避免暈眩 ?

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高、生活習慣不良、缺乏運動、肥胖的人，發生暈眩的機率較高。柳醫

師表示，六至七成引起暈眩的誘因都是可以預防的，吃得越清淡越好，避免油膩、太鹹的食物；胖的

人少吃澱粉，養成「運動、減重、健康飲食」這三項好習慣。此外，充足的睡眠、減少咖啡因攝取、

戒菸，或是補充德國銀杏葉萃取物等，都可以有效預防。

資料提供：台灣威瑪舒陪有限公司、昕新診所柳朋馳醫師

疫情之愛 
用愛為世界祈福  

環宇基金會尋找 369 鄉鎮的愛心天使，呼籲更多企業社團與善心人士加入「環宇之友」

幫助社區弱勢孩童，讓他們快樂成長。愛心專線：02-23660743#314 公關尹承莉主任

弱勢孩童無法選擇出生的家庭，唯有

教育可以翻轉孩子的人生，感恩各界愛心付

出，帶動善的循環，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社區服務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各界的支

持讓基金會繼續勇往直前，服務更多孩童。

王國贊總會長提及，自己也是由阿嬤從

小帶大並接受社會幫助，能夠感同身受基金

會所做的服務。現場貴賓和孩童雙手合十，

同聲祈禱：「用愛為世界祈福，共同守護社

區孩童」。孩童除了擔任防疫大使協助量體

溫及消毒外，並表演烏克麗麗；青商會也以

精彩魔術表演，為現場帶來充滿愛與溫暖的

氛圍……。

暈眩有多嚴重 ?誰是高危險群 ?



這是一個陪伴、帶領、關懷青少年的成長基地
109 年 4 月起，由環宇基金會承辦，以全新的面貌展開
我們敞開熱情的雙臂，歡迎您的加入

服務對象：居住基隆市 12-20 歲之青少年

服務區域：基隆市 /中正、七堵、暖暖、仁愛、中山、安樂、信義，以上各區

空間規劃：設置舞蹈教室、桌球教室、多功能教室、閱讀室與會議室，開辦多

          元化課程活動，提供青少年學習、休閒、教育之場所，是一個陪伴

          、帶領、關懷青少年的成長基地。

青少
中心

基隆市
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基隆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承辦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二段 164 號 10 樓  
電話：02-2432-2700

我們的願景

用培力、關懷、支持及照顧，守護青少年；順境時給予扶

持，逆境時給予激勵。通過自我認識、自我探索、增能

培力，幫助青少年獲得愛的力量；在徬徨的人生中，找

到自己的方向，在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展翅飛翔。

我們的服務

一、個案工作：藉陪伴、支持、生活輔導等，增加生活適應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二、團體工作：舉辦與青少年相關之教育性、預防性、潛能開發及成長性團體

三、諮詢服務：提供各類相關資訊服務，協助解決青少年及家庭所遭遇的問題

四、就業諮詢：提供青少年就業資訊，協助與連結職業訓練，或就業媒合服務

五、社區工作：運用外展模式，進行社區宣導與預防工作，提供社區成長機會

六、多元性服務：舉辦各類課程研習、體驗活動，增進知識及技能方面的成長

恭賀
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