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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的廁所
 為兒揹稅 單親媽媽拉拔小孩圓職棒夢
 今晚，我想來點 - 士林分署的愛心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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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的廁所

　　與阿嬤結識的緣起，是在一個

如往常般忙碌的上午，辦公室裡，

鍵盤敲打聲與影印機列印聲，交雜

作響。我發愣地望著電腦案件管理

系統的績效表，正在擔憂當月的績

效能否達到基本責任額，此時，電

話鈴聲響起，電話那頭傳來的是一

位老太太的聲音，她的聲音顯得極

度不安與惶恐，直至今日，我似乎

仍能感受到那種情緒。她是竇老太

太，年逾古稀，我與同事都稱呼她

「阿嬤」。

　　阿嬤說她第一次收到法院的公

文 ( 常被民眾誤認為法院，已習以

為常 )，覺得很害怕，直問這要不

要緊？會不會被關？我先安撫了她

的情緒，再慢慢地跟她解說，她瞭

解了是地價稅沒繳後，鬆了一口

氣，但隨即轉為不安。她表示，那

些土地是祖先留下來的，持份都很

小，而她年歲已高，沒有經濟能力

可以繳納，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問

她：「妳的家人呢？」，她說她一

個人獨居，子女不在身邊，這引起

了我的好奇心。追問之下才知，阿

嬤其實有四個兒子，大兒子年過半

百，因為經濟狀況一直不好，所以

沒有結婚，住在桃園工廠的宿舍，

其實已經退休了，但因為年紀大，

找不到其他工作，為求三餐溫飽，

懇請公司繼續讓他待在工廠做工，

賺取每月微薄的 2 萬多元工資，也

因為工作地點距離遠，無法和阿嬤

住在一起。第二、第四個兒子，從

小出生智能就有缺陷，阿嬤忍受著

圖：阿嬤家中環境

書記官 侯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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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異樣的眼光，含辛茹苦地將他

們拉拔長大，直到前幾年阿嬤摔倒

受傷，健康情形已大不如前，只能

將他們安置在公家的照養機構。但

每個禮拜，阿嬤還是會搭公車去把

他們接回來家裡住，讓他們感受家

庭溫暖。小兒子因為工作關係定居

嘉義，雖已娶妻生子，但收入有限，

已是自顧不暇，無多餘能力照顧阿

嬤。當下聽完後，直覺鼻頭微微一

酸，決定找個時間親自去拜訪阿

嬤，瞭解一下她的生活起居狀況，

看是否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於

是跟阿嬤要了地址、電話並約好了

時間。

　　阿嬤家在陽明山上，不似一

般人印象中陽明山上的房子多是

豪宅、別墅，阿嬤住的那區房子

都是磚造平房，有點像是眷村的感

覺。陽明山上果然空氣清新，鳥

語花香，但要走到阿嬤家，要走上

一道長長的陡坡，像我這樣還算年

輕的走上一趟，已是氣喘吁吁，更

何況是有年紀的老人家。奮力地走

上陡坡後，轉進一條約兩個人寬的

狹窄巷道，那是阿嬤家門前的路。

循著阿嬤留的地址，找到了阿嬤的

住家，它是一層樓老舊平房，外觀

簡陋，屋頂明顯看的出修補過的痕

跡。按了門鈴沒反應，我在門外喊

著阿嬤的名字，她老人家似乎已在

門邊等候多時，聽到我的呼喊，隨

即出來幫我開門，但她駝著背，走

路緩慢，身體狀況似乎不佳。望著

她那斑白銀髮及佝僂身影，讓人感

覺得出那歲月的滄桑感。簡單的寒

暄後，阿嬤帶我們進入屋內，進去

前她一直不好意思的對我們說：

「拍謝呢，厝裡揪亂ㄟ！」，希望

我們不會介意。屋內因為沒有開燈

而顯得相當昏暗，阿嬤逐一地打開

電燈，我問道：「妳在家都沒有開

燈？」，她說：「阿內咖省錢啦！」。

阿嬤應著我們的要求，帶著我們參

觀屋內，裡面有三間房間，都是用

簡單的木板隔間，房間床上散落

著零亂衣物、走道兩側堆滿了雜物

並滿佈灰塵、瓦斯爐及流理臺上卡

了厚厚一層油漬，牆邊角落更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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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處蜘蛛網，壞掉的冰箱、洗衣

機棄置在廚房邊未丟棄，這樣的居

住環境，不禁讓我擔憂起阿嬤的健

康。我們坐在雜亂的客廳，聽著阿

嬤娓娓敘述她的人生經歷及生活狀

況，除了之前電話中講述的內容

外，她說她每個月領有老人年金補

助 7,000 元，但現住房子座落的土

地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每年

須繳 2 萬 4,000 元之租金 ( 等同每

月 2,000 元 )，剩餘金額除支付生活

費用外，尚須負擔醫療費用，如果

不夠的話，大兒子周末回來探望她

時還會給一些。我好奇地問她平時

三餐如何解決？她說定時都有一台

小發財車載菜來賣，她都直接跟小

販買，省去了出門買菜的麻煩，而

且一次煮個幾樣菜可以吃好幾頓。

聊著聊著，不知不覺已接近中午，

離去前問阿嬤生活上有什麼不便之

處，她先是愣了一下，後來無奈的

表示家中廁所是老舊蹲式馬桶，要

進廁所的高度落差很大 ( 現場看了

一下約有 30 公分以上 )，她的腿部

常酸痛，走進廁所很費力且如廁不

能久蹲，所以都是跟隔壁鄰居借廁

所，但也不好意思太麻煩鄰居，所

以常常能忍就忍，忍不住才跟鄰居

借廁所，當下聽了心裡著實不忍，

但礙於時間關係，我沒多說什麼，

只能匆匆跟阿嬤道別，但這事已默

默記在心裡。

　　回去後，按照一般愛心關懷案

件的流程上簽呈，並通報秘書室，

由秘書室函文予臺北市社會局給予

適當的協助。發文後的某天，臺北

市社會局的人打來了，他問我這個

案件有什麼需要提供協助的，我講

述了阿嬤的狀況及如廁困難情形，

詢問他們有何救助金是阿嬤可以請

領？社會局的人，思索了一會後表

示，他們有一個「臺北市中低收入

戶老人住宅修繕補助」的社會福利

措施，補助金上限是 8 萬元，阿嬤

或許可以申請看看。我聽完後問他

能否去現場探視一下，看阿嬤符不

符合申請資格，社會局的人很爽快

的答應了。幾天後，該名社會局的

人打來，說阿嬤的條件符合申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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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他當場給阿嬤一份申請表，只

要檢附文件齊全送件即可。阿嬤跟

他說會跟大兒子說這件事，讓他去

辦。聽到這，心想，有了這筆補助

款，阿嬤就能把廁所修好，以後上

廁所也不用再那麼辛苦了。

　　如此又忙忙碌碌過了一個多

月，猛然在雜亂的辦公桌邊，瞥見

當初抄寫阿嬤電話、地址的便利

貼，又想起了這件事。心想，這個

時候申請應該已核准通過，又或者

廁所已開始在整修了，於是打給阿

嬤關心一下，沒想到阿嬤說，申請

書要檢附的文件很多，她兒子說不

會辦，還說以後再自己花錢修就好

( 我心裡 OS：8 萬元不是小數目，

而且真如果有心要修，早就修了，

哪會拖到現在，顯然只是暫時安

撫阿嬤 )。過沒幾天，利用出差陽

明山機會，順道繞去探望阿嬤，順

便看看申請表及須檢附的文件，上

面洋洋灑灑列了一大串，需檢附的

文件有修繕前的照片、廠商的估價

單、建物謄本影本、切結書 .... 等近

10 項。其實要作都不難，可能他兒

子看不太懂文謅謅的文字、家裡沒

相機，加上上班沒時間，才覺得麻

煩。回去後，正在苦思要如何找廠

商估價，剛好秘書室郭主任因羽球

社的事找我，才想到他為人熱心，

且分署應該都有配合的修繕廠商，

於是跟他談及了這個案件。郭主任

聽完後，二話不說，馬上答應幫忙，

圖：施工前 ( 門口高度落差極高 )

圖：施工後 ( 增設階梯，降低高度落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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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秘書室同仁聯絡平時維修分署

廁所的廠商，約好時間前往勘查估

價，如此就能解決申請文件中最困

難的一項了。

　　再次前往阿嬤家，隨同的有秘

書室同仁及修繕廠商。勘查過程

中，阿嬤不好意思的說，可不可以

順便看一下廚房屋頂，因為下大雨

時都會嚴重漏水，如果補助金夠的

話，看可不可以連廚房屋頂一起

修。此時，我才注意到角落邊擺放

了好幾個水桶，看來是下雨天用來

盛水用的，於是請廠商一同估價。

廠商爬上了屋頂看了看表示，屋頂

已修修補補多次，但屋頂內部木材

結構早已被白蟻蛀的差不多了，無

法再用覆蓋的方式防止漏水，只能

整個屋頂拆掉重做，但又面有難色

的表示，若連屋頂一起修，費用起

碼超過 10萬元，阿嬤聽到後表情似

乎有點失望，我說沒關係，就一起

估價，把廁所跟屋頂修繕費用分別

列出，錢的部分之後再想辦法。果

不其然，幾天後估價單出來了，連

同廚房屋頂修繕費用高達 12萬元，

但臺北市社會局的補助金即使核准

下來，金額也不一定會給到上限 8

萬元。於是，我又找了郭主任討論，

他思索了一下，對我說：「沒關係，

你把這件愛心關懷案件的經過，寫

成一份報告給我。」，當我還丈二

金剛摸不著頭緒時，郭主任已經笑

笑的走掉了。

　　沒想到報告交給郭主任後沒幾

天，一早就有好幾個熱心民眾的電

話湧入，表示願意捐款幫助阿嬤修

廁所，此時我才知道，郭主任聯繫

了媒體朋友將這件事刊載於報章媒

體。但事發突然，讓我有點措手不

及，我只能先感謝他們的熱心，請

他們留下電話，並對他們解釋本件

正要向臺北市社會局申請修繕補助

圖：施工前 ( 蹲式馬桶 ) 圖：施工後
        ( 坐式馬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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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原則上以政府社會福利政策提

供的輔助金優先支付，若核准下來

的補助金確定不夠時，再與他們聯

繫。當天下午，還有一位熱心的廖

先生打來，他表示公司是專營房屋

修繕，願意以成本價承作，我跟他

說修繕費用可能只有臺北市社會局

核准的補助金，且金額未確定，他

阿莎力的說：「沒關係，有多少就

算多少。不夠的部分他吸收，就當

是作善事。」，我聽到後，相當感

動，跟郭主任討論後，都認為這是

最迅速、方便、妥適的方法。又奔

波了數日，終於將申請書填寫完畢

及檢附文件備齊，剩下的就只有送

件後臺北市社會局審核流程了，

但擔心這種申請案通常少則一、兩

個月，多則半年才能核准下來，

以阿嬤的狀況，多拖一天都是種折

磨。於是又找了郭主任討論，他提

議前往臺北市社會局拜訪，看他們

能否將本件列為專案處理，我也覺

得這主意不錯。於是，隔天備妥了

申請書及檢附文件，與郭主任動身

前往臺北市社會局，社會局的主任

秘書得知我們的來意後，非常樂意

提供協助，並直接找來承辦此項業

務的人員，並表示這類申請案件剛

好是由他決行，所以交代承辦人員

收件後列為專案處理，他會儘快審

核。過不到兩個禮拜，該名社會局

承辦人員打來表示，阿嬤的申請案

已經以上限 8 萬元核准通過了，效

率如此之快，令人驚喜。我隨即聯

絡廠商廖先生，通知他可以開始施

作了，廖先生的效率也不遑多讓，

三、五天就完工了。完工後的廁所，

不僅將馬桶蹲式改成坐式、廖先生

還貼心的將廁所地磚換成防滑地

磚，廁所門兩側及馬桶旁都加裝了

把手，讓阿嬤如廁時可以握著，避

免跌倒。而廁所高度落差的問題，

廖先生於門外增設了兩層階梯，降

低了高度落差。整個廚房天花板、

屋頂全部翻新，並加裝了現代化的

照明設備，讓廚房及廁所整個煥然

一新。阿嬤看著完工後的廁所及廚

房，雖然不好意思的直說：「揪拍

謝ㄟ，呼林架麻煩丟」，但從她聲

音中，聽得出內心的喜悅，阿嬤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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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笑容，真的是我們奔波多日來

最好的報酬。

　　其實，家中有一個智能障礙的

孩子，就夠母親傷心了，阿嬤竟有

兩個，相信她一定有蠻長的一段時

間是在傷心、難過中度過，而隨著

時間，那種傷痛已漸漸淡掉了。在

與阿嬤的交談中，從沒聽過她對人

生有任何隻字片語的怨言，我想，

這或許是因為老一輩人比較認命的

關係吧！而這事件經報章媒體報導

後，真的讓我體會到人間處處有溫

暖。有同事私下找我，直接從皮夾

拿出了 3,000 元給我，說她也想幫

助阿嬤，相當令人感動，當然最後

我還是跟她表示經費已經足夠了，

婉謝了她。我因為這事件獲得許多

親朋好友的掌聲，但我深知，這實

在是憑靠著郭主任如及時雨般的指

點迷津、臺北市社會局主任秘書及

承辦人員的積極協助、廠商廖先生

的慷慨義助及行政執行官陳清泉的

情義相挺，阿嬤的廁所才能在短期

內順利完工，也讓我的公務人員

生涯裡，能有如此難忘的經歷與回

憶！

圖：施工前 ( 漏水的廚房天花板 )

圖：施工後 ( 嶄新明亮的廚房天花板 )

圖：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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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揹稅 單親媽媽拉拔小
孩圓職棒夢

　　阿玲（化名）是我們分署的

義務人，因為欠綜合所得稅 21 萬

多元，又在收到本分署的傳繳通

知單後沒有繳納，執行人員遂安

排到其居住地址現場執行。原先，

執行人員猜測阿玲收入優渥，才

會積欠這麼大筆的綜合所得稅，沒

想到一到阿玲家僅見大門敞開，磚

造的矮房子內擺設簡陋，屋內堆滿

雜物，生活似乎相當刻苦，因未獲

遇阿玲，執行人員遂在門口張貼通

知書，請阿玲跟執行人員聯絡。沒

想到，隔天阿玲就跑來士林分署報

告，她說當初和前夫離婚，答應幫

他揹下債務 600 多萬元，以交換兩

個小孩的監護權，兩個小孩從小喜

歡打棒球，大兒子以打職棒為人生

志向，刻苦耐勞又有天賦，在高中

選秀時，被職業棒球隊選中，以高

額的簽約金簽下合約，原本以為兒

圖：本分署關懷弱勢單親媽媽

行政執行官 陳靜慧



落實公義十五載
服務關懷一世情

100

子的經紀人會處理這筆簽約金的稅

款，沒想到經紀人並沒有處理，因

為簽約當時兒子尚未成年，就以她

為納稅義務人，這筆欠稅就落在她

身上，當初的簽約金中三分之一做

為防賭基金之用，剩餘的扣除家用

都拿去還前夫的欠債，大兒子雖然

加入職棒後有收入，但是有部分要

還債，有部分要拿來當自主訓練費

用，扣除自己的生活費用，每個月

只能給阿玲的家用約 1 萬元。前夫

的媽媽跟妹妹都罹患癌症，前夫卻

沒有好好照顧媽媽和妹妹，因為離

婚前前夫的媽媽和妹妹對阿玲很

好，所以即便生活困頓，阿玲還是

每個月會擠出 2 萬元匯給她們當生

活費。執行同仁在得知阿玲的遭

遇，馬上幫阿玲辦理轉介臺北市就

業服務處，希望能幫阿玲找到適合

的工作。幾個月後，執行同仁打電

話追蹤阿玲工作情形，卻得知阿玲

前陣子不慎因工作緣故摔斷腿而無

法工作，偏偏屋漏偏逢連夜雨，又

感染上急性盲腸炎，分署長得知阿

玲的狀況後，立刻率領執行同仁到

阿玲家拜訪，將分署愛心社提供的

慰問金 5,000 元交到阿玲的手上，

表達分署同仁關心慰問之情。阿玲

眼眶泛紅，多次向執行人員表示感

激之情，並表示等病好了，將立即

外出工作，希望每個月能繳納 5,000

元以償還欠稅。

　　阿玲歷經離婚揹債的谷底，被

生活及債務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

但她從未放棄對小孩撫養責任以及

對人生未來希望，將所有的責任都

一肩扛起，讓在場的執行同仁不禁

佩服起她偉大的母愛及聖潔的人性

光輝，也祝福阿玲在清償完所積欠

的債務後，人生可以苦盡甘來，開

創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圖：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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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想來點－士林分署
的愛心送暖

　　本分署在執行業務中，對於需

要協助的義務人，除提供暫緩執行

措施、辦理分期繳款、愛心社提供

援助、轉介縣市政府社會局給予適

當協助外，對於社會上其他需要協

助之弱勢獨居老人及社福團體，亦

給予愛心關懷送暖。

　　在一波波寒流的侵襲下，臺北

早已籠罩在少見的低溫之中。與華

山基金會社區愛心天使站接洽後，

得知目前有數位獨居老人急需協助

幫忙清掃家園。您的需求，士林分

署收到了 ! 來自本分署的愛心，溫

暖了獨居老人的冬天！

圖：本分署積極參與公益服務活動

秘書室專員 李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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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役男協助獨居老人清掃環境

圖：分署長致贈愛心物資

　　俗諺有云「家有一老，如有一

寶」，為落實社會關懷，服務社會

的大愛精神，鼓勵替代役男們主動

發揮愛心，一直是本分署非常重視

的政策，在分署長莊俊仁率隊下，

前往在地獨居老人家中協助居家環

境清潔，並致贈慰問品。分署長表

示，臺灣老人人口已經超過小孩，

邁入高齡化社會，關懷長輩，像在

體貼自己的未來。

　　小蓮奶奶 ( 化名 )，丈夫過世多

年，患有高血壓，膝蓋磨損，行走

困難，無法久站，每月領取政府補

助過日，相當惜物、愛物，家有許

多鄰居不要的衣物捨不得丟棄，但

因無法久站無力整理；小月奶奶(化

名 )，同時罹患乳癌及骨癌，常因

癌症夜晚時常疼痛難耐難以入睡。

阿玉奶奶 ( 化名 )，膝下無子女，依

靠撿拾資源回收維生；小英奶奶(化

名 )，已經九十多歲，許多日常生

活所需無法自理。

　　以上四位老奶奶，一看到本分

署役男們不畏寒冷來到家中，眼眶

不禁泛淚、心情非常雀躍。本分署

役男們分別在老奶奶指揮下，從清

洗窗戶、廚房、廁所、拖地，個個

挽起袖子，彎下身軀不畏苦、不喊

累。經過一天的整理後，老奶奶們

看到整個環境煥然一新，直說謝

謝，心中充滿無限的感激。

　　替代役男們在分署長的鼓勵與

華山基金會安排下，本著「老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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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老奶奶感謝本分署協助

圖：

以及人之老」的精神，藉由這項關

懷獨居老人的公益活動，以實際行

動前往獨居老人家中打掃，與獨居

老人閒話家常，表達社會對弱勢族

群的關心，讓獨居老人們在農曆春

節前夕重拾溫馨幸福的感覺，有個

乾淨、舒服的家以及溫暖的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