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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乔(Getxo) 
基础社会服务

利民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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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nol Landa 
格乔（Getxo）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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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社会服务系统的利民服务发展

给现行立法带来了挑战，即2008年10月

5日开始实施的社会服务法令，在格乔

（Getxo）市政府立法规划中也做有如是

规定。因此，市社会服务部门致力于将该

法令中确认的权利赋予实施，提供各种利

民服务和专业帮助来提高自主性，融合程

度，改善社会福利。本指南将介绍面向所

有市民的各种相关利民服务和帮助。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向各个合作机构和社会

团体以及市民们致谢，感谢他们参与协助

和谐团结市镇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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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入巴斯克社会服务系统的门
户，该系统主要功能是发现和关注
社会需求。 

提高个人自主性，预防和关注因丧失自理能力引起的个
人和家庭的需求。

预防和关注脆弱情况下出现的各种需求。

预防和关注社会排斥现象，促进个人、家庭和群体的社
会融入。

预防和关注紧急情况下出现的各种需求。

面向任何需要专业团队帮助来改善自主性、社会融入和/
或社会福利的格乔（Getxo）市民。

内容

服务对象

各种专业
人员

基础社会服务为你提供的专业人员是一个社会工作人
员，负责对你所在情况的评估和诊断，决定应改采取什
么措施，采用何种相关的应对服务和关注。

基础社会服务也联系其他专业人士 (心理学工作者、社
会教育人士、行政助理、家庭佣工、律师......) 来协
助完成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社会服务系统，与其他公共系统和政策相互配合，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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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服务的内容

以下十张表格显示我们提供的主要利民服务
的基本信息。如需了解详情，可致电垂询或
者前往我们的各个中心进行预约。 

引导，提供信息和咨询 

诊断并制定个性化计划

社会陪同

社会教育和心理干预服务

法律咨询 

经济救助 

收容所

促进社会包容和参与的服务 

日间和夜间照护服务

残疾人法律的管理 

初级护理服务

上门帮助服务 
远程照护 
日托服务 
庇护所 
无自理能力护理人员的支持服务

二级护理服务

日间照管中心 
养老院 
经济补助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

/

/

/

/



6

1

3

2

 引导、提供信息和咨询

   社会陪同

   诊断并制定个性化计划

该服务需要预约，社会工

作者将根据你与社会服务

有关的需求，为你提供信

息，引导和/或咨询。

是基础社会服务最实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利民服务，借助于社会工作

者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帮助来改变你的现状，帮助你抉择和坚持所做的

改变，便于获取或提高能得以自主发展生活规划的基本能力。

社会工作者，根据所做出的需求评估，对你面临的困难和需求以及可

利用的支持网络的程度加以诊断。

如果诊断建议形成，你可以和社会工作者一起建立一个个性化的解决

方案，明确所要达到的目的，应采取的措施以及解决你可能面临的情

况和问题所必须考虑到的个人资源、援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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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咨询
是由律师辅助社工接待的一种服务，面向那些处于某复杂的司法境况

（分居、驱逐、子女监管、家人丧失行事能力等），需要司法信息和

咨询的人员。

4   社会教育和心理干预服务

本服务包括一系列与社会教育和/或社会心理相关的服务，针对个

人、家庭和/或团体，可以是在家庭住所（家庭教育、基础家庭干

预），也可以是在社区范围内进行（街头教育、社会文化调解）。

其目的是用户能: a) 获得和提高个人、家庭或者群体的力量（态

度、资质、知识、准则、指导方针、能力），有利于自主发展，社会

包容和与家庭和社区的和谐共处; b) 端正不当习惯、举止、观念、

情绪和态度。

6     经济救助：社会紧急救济(AES) 和
非周期性市政救助 (AMNP)

AES 是面向经济上不足支付某特定费用（住

宿、住房的维护和设备、基本需求等）人员

的一种非周期性经济补助，属常规性或非常

规性的救助，以预防、避免或者缓和社会排

斥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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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收容所

为那些因紧急情况或社会救急或遭受家庭暴力而引发的需要短期居所

的人员提供住所。

AMNP 是一种非周期性的非常规性经济补助，

针对那些经济上缺乏足够能力支付特定基本

需求的人员。 

领取这些经济救助必须符合各种经济救助相

应的特定要求。

8   促进社会包容和参与的服务

9   日间和夜间照护服务
是一种低要求和临时使用的服务，为那些处于社会排斥情况的人员提

供庇护、清洁、吃饭、过夜等基本需求设施。

促进社会包容和参与的服务

该服务鼓励社区有组织的参与，达到巴斯克社会服务系统的自我目

标，预防和提供相关人员必需的社会服务。通过技术支持、 提供场

地使用和为第三产业的机构提供经费和帮助的方式，与市政相关网络

建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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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法律的管理 10
基础社会服务中心受理户籍在该市镇的人员的无自理能力评估申请。

确认处于无自理能力的人员有权享用系统一系列的利民服务资源。

初级护理服务

上门帮助服务
是一种辅助和预防性服务，帮助无自理能力或者有自理困难的用户在住家的

生活，帮助他们完成家务和个人护理，使他们能在自己的住家生活，融入周

围社区，避免孤寂现象。

日托服务
日托服务为有自理困难或者无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设施，在日间有照管需

要的时候提供低强度的支持服务。

远程照护
远程照护 的用户可以通过电话和特殊的通讯设备来实现全年

全天24小时的持续照护，通过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对社会需求

或者紧急情况做出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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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所
是提供另一种居住和共居可能的服务，其目的是无自理能力的老年人 

（一级）无需收容，以与日常生活尽可能相似的模式，继续居住在格乔

（Getxo）市 。 

无自理能力护理人员的支持服务
本服务面向那些构成支持自理困难或无自理能力人员的社会家庭网络组分的护

理人员，帮助他们获取相关护理和自我护理的知识、态度和技能。目的是： 

1) 便于提高个人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

b) 便于提高主要护理人员的生活质量。

c) 便于提高其他护理人员的共同责任感。

d) 便于获取相关护理和自我护理的知识、态度和技能。

老年人陪同计划是通过志愿者来满足孤寡老人希望有陪伴的需求。

放松服务面向那些需要照顾自理困难或无自理能力人员或者与其共同居住的家

庭。通过提供合格的专业人员的护理来使得非专业护理人员与此同时可以有一

定的自我时间。

培训课程向无自理能力护理人员介绍理论、实践知识以及方法，应对护理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需求并优化照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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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护理服务

日间照管中心
日间照管中心为有自理困难或者无自理能力的人员提供日间的全面照管，尽

可能地提高或者保持个人自主性并帮助其家庭或者护理人员。

养老院
养老院为那些缺乏功能性自主能力的无

自理能力人员提供日夜全面和持续性的

照管。格乔（Getxo）有一个市政府设

立的养老院。

经济补助
经济补助是提供给那些符合一定条件，由于家庭关系需要支付雇佣非专业保

姆费用的市民。

设立个人护理经济补助的目的是聘用一个人护理来提高无自理能力人员的自

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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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中心提供的其
他利民服务

我们在3个 NAGUSIEN ETXEAK（老

年活动室）为城市里的老年人提供内

容丰富的活动，鼓励社会文化以及其

他服务。

与居住在格乔（Getxo）外国移民相

关的信息。ELKARGUNE 项目是相关

城市接纳外来市民的专门措施（有专

门的说明材料)。此外， 

www.kaixogetxo.eus 网站提供了格

乔（Getxo）市民可以享用的各种

资源的全面信息。一般设置有7种语

言选择 （巴斯克文、西班牙文、英

文、法文、中文、罗马尼亚文和阿拉

伯文）。GETXO LAGUNKOIA 项目的宗旨是

采取必要措施，将格乔（Getxo）营

造为一个老年人友好城市。这个城市

建设项目，需要市政横向联合和市民

的参与。 

老年人友好城市– 
GETXO LAGUNK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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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址
根据你户籍/居住的区域，可以前往以下3个中心:

对外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 至14:00

如果您有语言交流困难，请联系DUALIA，巴斯克地区最常用外语的同声翻

译服务。

阿尔高塔-耐古里（Algorta-Neguri）社区服务

Urgull路一楼

T: 94 4660101       

F: 94 4660155
 

若莫-拉斯阿来纳斯（Romo-Las Arenas）社区服务

Monte Gorbea路10号Gobelaurre路街角

T: 94 4660153     

F: 94 4660155

格乔-安德拉马里（Getxo-Andra Mari）社区服务

Puerto Orduña路16号

T: 94 4660130     

F: 94 4660155

ALGORTA - NEGURI 
Urgull路一楼

ROMO - LAS ARENAS 
Monte Gorbea路10号

Gobelaurre路街角

GETXO - ANDRA MARI 
Puerto Orduña路16号

电子邮件: gizartez@getxo.eus  
本指南出版于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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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在网页  www.getxo.eus/guiarecursos  
上参阅其他语种的利民服务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