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000 東億企業行 / 21,800 韓育霖 / 20,000 林水來 / 10,000 林麗月 李宗訓 宋國榮 高雄市泰山慈善會 高雄市鳳林觀音慈愛會 / 7,000 楊淋傑 / 6,000 陳王美雲 / 5,000 李明男 陳淑琴 陳惠玲 / 3,000 陳建維 蔡文宗 謝錦昌 

捐款明細 期間：103年02月26日~103年04月30日

濟興慈善會

濟興基金會 103年2月26日∼103年4月30日

捐贈收入 共$332,105 老人餐食服務 $5,105 5,000 松華不動產仲介經紀(股)公司 / 105 易思瑩　※1~3月全聯愛心卡 327張×$1,000  共$327,000

 

建園專款收入  共$430,507
 

常年會費 共$60,200
 

2,000 吳惠茹 吳順寬 吳惠玲 鄭麗真 董秀櫻 張詠詠 張小涵 張順興 張瑋麟 張哲銘 張琨揚 孫孟珠 吳若綺 張振成 / 1,200 李明男 朱麗霞 曾景弘 

梁長青 林水來 王沅沂 王柔驊 張耿銘 謝  娥 王丁清 許月女 楊美華 林當貴 郭靜玲 賴俊源 林足英 王堂驊 王登傳 陳重榮 林斐章 彭玉珍 陳世真 賴榮全 楊清芬 黃新富 林蘇金妙 
/ 200 吳碧珠 陳道行 陳上媛 王彩鑾 黃文清

護老之友 共$38,800
 

20,000 楊聰源 / 2,000 李秀珍 呂永松 張乃元 張秀滿 張義敏 林良吉 周何靜 / 1,500 柯建鋒 / 1,300 侯艷秋 / 400 林美華 陸敬蘭 王雄洲 范彩芸 林李秀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有限公司 / 2,100 魏李 / 2,000 陳麗雲 陳明偉 曾英月 莊劉錦 陳玉麟 劉秀蓮 楊詠舜 賴菊芳 黃鳳綿 陳甲上 謝祥弘 陳有豐 黃健治 張凰娟 黃春田 陳葉月淘 張簡文金 瀚邦國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 1,950 廖蓮珠 / 1,800 許財福 黃茂雄 蘇成達 
黃福祥 曹賜斌 連義崇 蔡敏文 劉明潭 石繼志 詹進義 向元慶 簡炯瑜 廖國柱 謝坤霖 靖海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 1,500 王儒亭 李嘉陵 / 1,350 林麗蓮 / 1,200 王春發 官宇隆 林麗玲 蔡閎雯 陳乃嘉 / 1,000 李其諺 李其芸 林炯甫 朱曉君 王春蓮 蕭名宏 陳增懿 江梓榆 
謝昭仁 謝伯鴻 皮義理 蘇孟雯 劉海蘭 盧華敏 林映孜 曾景虹 李素媜 林琴中 邱  波 陳珮婷 台北市同領扶輪社 / 900 沈萍 / 800 盧錦蓉 郭琇玉 / 750 郝善麗 / 640 林金枝 黃陳淑花 / 600 曾玉英 陳麗玉 張雲帆 朱仁鐘 蔡宗憲 李書璇 林岱瑩 蔡明立 盧怡嫻 王頌舜 
李枝係 李柔霈 李彥佑 林振德 張瑞月 許文豪 董敏慧 陳志鴻 陳善心人士 / 500 黃  用 黃王約 洪小雯 洪偉翔 莊月里 廖高愛 劉怡君 張怡婷 洪惠敏 蔡佩妗 陳煥華 李滿幸 朱純瑩 蕭寶伶 王瓊敏 紀照祥 曾鳳雲 豪濟實業有限公司 / 450 江建發 陳淑櫻 王淑美 廖大海 
曹佳韻 高美蓮 王俊智 鄧益惠 鄭貴方 劉常裕 張金斯 / 400 王靖媚 簡珮伃 洪子平 邱文平 沈淑娟 楊杏堂 楊欣諭 楊佳諭 楊茜諭 洪基鄉 邱吳春葉 / 365 善心人士 / 340 高雄市私立英倫幼兒園 / 320 許  圓 曾郭贖 徐淑敏 胡延全 李黃景 李森田 莊坤川 張李翠玉 
張劉蘭英 / 300 陳玫樺 蘇木忠 蘇郁桀 蘇郁聖 王羿樺 王敬上 王裕仁 石佳平 何美如 何翔強 余艾真 吳姿蓉 吳維素 吳翠燕 呂尚謙 李玉儀 李培欣 孟聲彬 林妙純 林念臻 林美娟 林美珠 林淑姬 林瑞棗 邱淑美 侯孟昌 施並裕 施顯琦 洪玉英 洪秋玉 紀貴樺 袁慶學 
高信義 崔芳綺 梁玉倫 莊佩琪 莊若吟 許世武 郭珮珩 陳仁煌 陳廷宇 陳俊宏 彭  年 黃如琪 黃宗敬 黃莉娜 黃嘉雯 楊宜貞 楊雨蒔 葉士華 鄒榮宗 趙芷芸 趙湘龍 鄭朝昇 鄭嘉麟 賴晶瑩 鮑鴻佑 顏玲巧 蘇美如 蘇寶綉 江櫻菊 李錦福 林澄科 洪甄苡 黃寶珠 潘昱辰 
闕大為 蔡善心人士 涂善心人士 / 263 易思瑩 / 250 楊淑雅 / 200 蔡閔雯 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柯宇謙 張秀定 陳永賢 陳玥禔 張傑英 蔡平原 林儒庸 陳富平 洪以安 吳秋月 林慶和 郭姿怡 陳王真珠 / 165 陳怡 
/ 160 曾俞人 / 150 丁芳寧 王玉桃 王欣梅 王啟任 王博謙 古鎮富 左光智 石明玉 朱庭儀 余文明 余世音 余美玉 吳木泉 吳良文 吳佳璇 吳幸儒 吳長城 吳香蘭 吳素珠 吳淑妙 吳琇瑩 吳紹琪 吳曉萍 呂安平 呂泓毅 巫雅玲 李月桂 李明清 李金榮 李信曉 李婉綾 李淑芳 
李雪菁 李森祺 李慧微 李輝復 李靜宜 李麗琴 杜偉欽 卓明志 周少芬 周芷岑 周珮綺 周森林 周菱儀 周慧君 尚  賢 林世品 林玉柳 林志宮 林育萍 林俊宏 林垂龍 林秋芬 林秋香 林美珍 林恩鴻 林書樂 林國榮 林淑勤 林淑慧 林清雄 林復琴 林惠琴 林登山 林貴城 
林聖慧 林詩妮 林澤建 林麗秋 邱月霞 邱顯揚 金淑萍 姚欽峰 施東松 洪小平 洪素梅 洪毓婷 洪燕珍 洪錦華 胡淑蔭 范詠淇 孫惠君 涂宗穎 翁劭瑜 馬啟銓 高志嵩 高禎玲 張仁傑 張月雲 張正孝 張佑慈 張孝玲 張志仲 張志偉 張明暉 張秋琴 張家銘 張素勤 張惠琪 
張雅惠 張雅琪 張榮鑑 張慧卿 張震寰 張懋明 張瓊媛 張耀勻 許凱倫 許惠敏 許靖儀 許嘉倩 郭心瑜 郭文同 郭伊珊 郭美蘭 郭桂銓 陳文龍 陳世宏 陳立杰 陳成宏 陳利臻 陳秀蓉 陳孟賢 陳俊成 陳建宏 陳映廷 陳昱磐 陳柏予 陳秋雄 陳秋瑋 陳美玉 陳英傑 陳衍吉 
陳貞蓁 陳韋錡 陳淑美 陳婷婷 陳進貴 陳雅敏 陳慈慧 陳慧君 陳燕菁 陳錦松 陳薏如 陳麗竹 陳麗卿 陳麗詠 傅雅靖 曾清福 曾傳城 游川昇 雲菁敏 黃奎燁 黃建合 黃建智 黃彥偉 黃郁婷 黃素慧 黃翌菱 黃瑞成 黃馨慧 楊小薇 楊羽彤 楊炳坤 楊娟娟 楊雅婷 楊錦瑟 
溫松光 葉天蓓 董鴻宗 詹益典 廖文志 廖文順 廖列淑 廖秀秦 廖紋君 廖皓翔 趙清明 劉  文 劉立德 劉育英 劉宜益 劉美玉 劉淑菁 劉嘉鵬 劉衛國 歐信靖 潘志甄 蔡秀琴 蔡宗哲 蔡添貴 蔡博安 蔡惠媛 鄧伍呈 鄭茂全 鄭凱心 盧永誠 盧欽賢 蕭振順 賴明宏 賴秋華 
賴婉琳 賴瑞麟 駱冬旺 戴正一 戴宗祥 戴美慧 戴雲鋒 謝長華 謝青祝 謝憶慈 鍾文景 鍾景揚 藍坤煌 魏志廉 蘇明宗 張吳水梅 / 126 王薏棽 / 115 林百男 / 125 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蔡  鎰 蔡宗玲 蔡美綢 蔡美連 鄭陳淑清 / 100 王淨彥 王薽婉 王騰駿 吳如萍 李張滿 
李蟬君 林信廷 林麗娟 施  惠 洪睿呈 馬宗賢 張翔幃 黃育祥 黃季庭 黃國榮 黃崑崙 黃榮彬 藍少駿 江善心人士 余善心人士 / 63 陳可欣 / 50 陳則中 陳鈴韻

公 開 徵 信 欄

一分錢一份物力，感謝您的愛心奉獻與支持護老服務
□□□□□

 

捐贈收入 共$3,200 3,000 蔡文宗 / 200 無名氏 行政贊助收入 共$16,000 8,000 張月雲 李豪富

捐物明細

一
○
三
年
二
月
份

一
○
三
年
二
月
份

李堃源、呂珊、李宥萱、李昱臻、李怡瑾/包大人成人紙尿褲 L3箱(6包/箱、16片/
包)。陳麗鈴/包大人成人紙尿褲 L-XL 1箱(6包/箱、16片/包)。良雄五金有限公司/
寶健護新寧DGI配方奶粉4罐(900g/罐)。陳月梅/松青寶成人紙尿褲L1箱(6包/箱、
20片/包)、松青寶成人紙尿褲M1箱(6包/箱、20片/箱)。陳麗鈴/包大人成人紙尿褲 
L-XL 1箱(6包/箱、16片/包)、包大人成人紙尿褲M-L 3箱(6包/箱、20片/包)、包大
人成人紙尿褲M 3箱(6包/箱、20片/包)。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吉安米2袋(30
公斤/袋)。善心人士/精緻不繡鋼餐具組1組、嗚音水壺１個、蔬果清潔藍組１組、
皇冠牌吹風機３個、丸型烤肉架１個、棉拖把２個、悶燒鍋１個。台灣愛生雅股
份有限公司/包大人紙尿褲L1箱(6包/箱、13片/包)。李惠文/三好米10袋(12公斤/袋)
。善心人士/生理食塩液3瓶(瓶/500ml)、5X5紗布40包、小棉棒21包、滅菌ENT棉
棒10包。黎高興/原味安素48瓶。楊李血/白米1袋(50斤)

善心人士/來復易成人輕薄活力褲XL2箱(4包/箱、7片/包)。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
司/吉安米2袋(30公斤/袋)。林玉蓮/魚漿5KG/一袋。吳尚芬/潔皇洗淨劑(浴廁)3罐
。台灣資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lenove電腦一台、acer電腦一台。吳阿麗/白
米2袋(30公斤/袋)。羅斌/acer桌上型電腦一台、電腦螢幕一個。萬德傷殘器材有限
公司/全新便盆椅一個。黃松榮/洋蔥一袋（11.5公斤）。善心人士/飲料112罐、香
菇12包、餅乾27盒、麵食23包、醋10瓶、醬油9盒、麥片4包、台鹽2包、健康米2
包、紫菜5包、調和油5瓶、味精8包、黑糖4包、紅糖2包、紅茶包4包。高雄市鼓
山區公所/肥皂及洗髮乳組500組。善心人士/包大人經濟包M1箱(6包/箱、16片/包)
、包大人經濟包L2箱(6包/箱、13片/包)。林詠盛理事長/白米16包(包/3公斤)、白
米84包(包/6公斤)。黎高興亞培原味安素48瓶。利百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施巴5.5
潔膚露4瓶(瓶/1000ml)。

本期重點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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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103年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將於

6/15於濟興長青園舉辦，護老園遊

券愛心認購中。

第四版

長青金嗓盃Ｋ歌大賽活動快報。

第三版

濟興志工團由黃松榮高票當選新

任團長。

第二版

泰山慈善會參訪濟興長青園，捐

善款及生活物資表示肯定。

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一日第 版1 濟興 要　聞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一日濟興 愛心天地第 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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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濟興長青基金會                

億 

經辦局收款戳 

主管：

填妥剪下後，即可至郵局劃撥使用

蘇成達、邱茂祥、許慶章、呂國柱、何孟蓉
蘇金樹、朱玩泰、謝在萬、王柔驊、張月雲
高桓懋、江慶隆、陳清銓、黃慾機、張元棋
劉世鐘、陳黃鳳美、王玉桂

濟興健康廚房，衛生乾淨。



高雄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理事長林詠盛(左)捐濟興長青園白米100包。

蔡爺爺(中)與志工張月雲(左)及濟興居服員陳昇泉(右)最後一
次留影。

2014.03.26聯合報。 爬梯機執行服務示範。

wanted!
濟興
徵才

長青金嗓盃Ｋ歌大賽　初賽圓滿 54位長青好嗓音再戰複賽
由濟興護老慈善會、濟興長青基金會主辦的長青金嗓盃Ｋ歌大

賽，以去名次化並搭配懷舊休閒式會場佈置，降低比賽緊張感，

每場次都飄香的公益咖啡吧，打造不同以往的悠閒比賽環境，讓

長輩們一邊聽歌看比賽一邊喝咖啡同時做公益。4月26日圓滿完成

長達三週的初賽，共42位銀髮歌手取得晉級複賽門票。

來自全台各地的參賽者，大高雄有南自林園北至美濃的各區好

手，還有臺南、屏東甚至遠道臺北具歌唱長才的長輩，皆為角逐

最大賞「最佳老仙角」而匯聚，使得濟興長青園連續三週「銀」

光閃閃，餘音繞樑不絕，更感染了本中心的住民長輩，以表演形

I WANT YOU !

護老園遊券
愛心認購中
護老園遊券
愛心認購中

濟興護老慈善會第十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預定6月15日(星期

日)上午11:30報到，中午12:00

大會開始，於本會附設濟興

長青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燕

巢區橫山路72號／樹德科大

斜對面)舉行，歡迎會員、舊

雨新知踴躍參加。

濟興會員大會預告

式乘坐輪椅分享獻唱「落雨聲」，台下同為常青熟齡的參賽者們

也紛紛回以熱烈掌聲表達肯定與鼓勵。

場場飄香的公益咖啡吧，在第四場邀請高雄在地咖啡農同時為

萊可咖啡巧克力專賣店經營者及社大咖啡美學與台語課老師的蔣

日盈，為本次參賽者及來賓帶來一杯杯故事滿滿的自栽台灣好咖

啡，並現煎鬆餅給大家加點心，同時熱心解說台灣咖啡文化及栽

種歷史。公益咖啡吧以「愛心不找零」經營，每場所得皆捐作清

寒施依老人認養基金。

一路順利的初賽在第六場突發質疑抗議事件，現場部分長輩因

參賽者張玉芬外貌太過年輕而懷疑報名造假，紛紛起哄要求查證

身份，主辦單位出示其報名表之身分證影本，證明為40年次之「

熟齡」美魔女後才平息爭議。看起來40歲的張玉芬並向現場分享

年輕祕訣：「保持心情愉快不生氣就會健康又年輕，還有檸檬水

天天當水喝。」但歌唱究竟實力才是評分重點，張玉芬演唱鄧麗

君「人兒不能留」高分飲敗。

複賽的53位唱將誰能拿到總決賽資格？隨著戰情逐漸升溫，複

賽「銀」光「歌」喉戰將于母親節前夕再響號角！

高雄在地咖啡農蔣日盈（左）、老師陳素華
（中）及萊可咖啡巧克力專賣店長陳美芳（
右）公益協力咖啡吧並推廣台灣咖啡文化。

公益咖啡吧愛心不找零，喝咖啡

認養老人大受好評。
評審老師給每一位選手都寫下評

語。

本中心住民李奶奶，以表演形式分享獻唱「落雨聲」獲掌聲好評。

新北中和的選手林飛翔，
在第五場以澎湃男聲詮釋
女歌手林慧雯的「拼輸贏
」，成功晉級複賽。

外貌太年輕引發爭報名
議的40年次「40歲」美
魔女張玉芬，看不出來
已經是兩個孫的阿嬤。

從板橋搭高鐵參賽的李英彥，
是國立實驗合唱團成員，以渾
厚高亢的聲樂音底演繹老歌「
舞台」，帶來卡拉OK新詮釋。

吳國平演唱「今生最愛的人」
真情流露感動全場，原來深情
祕訣是來自深刻的生命經驗，
當年SARS住院60多天，皆由
妻子全天守候，現場也將這首
歌獻給台下加油打氣的太太。

82歲的黃秀英，教職退休後開始
唱歌四處比賽征戰，穿著自己設計
請師傅訂做的綠色亮片套裝，以活
潑台風搭配流暢的肢體律動，詮釋
節奏輕快的「快樂的牧場」，獲得
全場好評掌聲，成功晉級複賽。

造型高雅時髦的趙玲玲一曲「女人是
老虎」驚豔全場也驚豔評審，強勢晉級
複賽，不敢致信正受化療所苦的人能有
如此強健之歌唱功力。（按：「女人是
老虎」以《子不語．沙彌思老虎》為題
材而創，原唱為中國歌手李娜。） 

惠澤大眾　劉培顯遺孀胡西妮捐贈百萬復康巴士爬梯機

濟興社區健康廚房
客製健康餐盒   新鮮送餐到家
　濟興付出一份心力，協助

無法自理餐食的長輩吃得健

康吃得好；由專業營養師設

計菜單，為行動不便及慢性

疾病長者量身訂做健康餐盒

。凡設籍鼓山區且年滿65歲

以上長輩及身心障礙者，均

可安排送餐到家喔，香噴噴

送餐訂餐專線：(07)5518235

，洽賴小姐。

長青園徵才 資格

需有照顧服
務員證書

工作地點 人數

3

1

聯絡方式

照顧服務員

熟悉廚房工
作者

廚工

濟興長青園

電話：

(07)6155548／

09211032455

侯主任

濟興徵才 資格

需有
居家
服務
員證
書

工作地點 人數 備註

數名

1.具照顧

服務員

證書或

丙（單

一）級

證照

2.具機車

駕照。

聯絡方式

居　家
服務員

一、電話聯繫
1、三民地區：
聯絡電話：(07)551-8235
服務窗口：居服組／許組長

2、岡山地區：
聯絡電話：(07)615-5548、 
 615-3746
服務窗口：居服組／冉組長

二、聯絡E-mail：
jising.org@gmail.com

1.三民地區(鹽埕
、鼓山、三民、
左營、楠梓)

2.岡山地區(燕巢
、岡山、橋頭、
阿蓮、田寮、梓
官、彌陀、永安
、茄萣、路竹、
湖內)

一位志工一雙手、一顆

心、一份關懷，能做的能

給予的有限，我們慣性地

這麼想也如是認為且不疑

有他，然而動人的故事往

往都從被輕視的「一的力

量」蔓延展開。本會資深

志工張月雲，以歲月累積

服務能量，讓付出這條動

詞純粹得就只是善與愛的

行動。

志願愛心不嫌少　7-11式的不打烊服務
　因照顧母親讓張月雲從借用輔具而走入濟興，因緣際會地開始了長達十餘

載的獨居關懷志工服務。做事頂真又細心的張月雲，志願接下多位獨居長輩

的關懷訪視任務，因深得長輩信賴，半夜突發病況撥打的不是119而是張月

雲的電話。自92年關懷獨居的蔡爺爺起，經年的日常問候，熟稔得連電話

號碼都倒背如流，「蔡爺爺吃飯一定配滷海帶和蕃薯，有這兩樣他就會吃得

很開心。」又說：「修養好又客氣但固執起來就像石頭，像感冒帶他去醫院

，都說自己的身體自己知道堅持拒絕。後來左胸骨疼痛也拖二週才就醫，最

後確診為肺腺癌末期。」張月雲回憶著，語氣由平淡轉而沈重。

侍老如親捧牌位　最後一程瀟灑寧靜
　因住院無人全天看顧被發現跌坐浴室，使原本行動自如的蔡爺爺開始仰賴

他人照顧，病情穩定後張月雲向蔡爺爺鼓勵說：「濟興長青園也是你的家，

工作人員你都熟識，安心住免驚麻煩。」然而高齡92歲的蔡爺爺，在長青

園僅短暫生活十天，再次送往醫院後即於睡夢中安詳辭世。一生未婚的蔡爺

爺，從領大體、入殮、捧神主牌、火化到申請進公塔，皆由張月雲如親女兒

般地一手包辦，把蔡爺爺的「謝幕典禮」打點得瀟灑又莊嚴。

小愛化大愛　老吾老的實踐典範
　將照顧母親的愛自然擴及至所關懷的獨居長輩們，張月雲謙和地表示自己

只是盡服務本份而已。對於「終身服務」的獨居關懷，她說做就對了，不多

想也不想遠，希望能有更多志工願意投入獨居關懷的行列，老人家其實不難

相處，難相處的根源往往是自己的成見與我執。

□□□□濟 興 人 物

地　區

鼓山區

　　　身　　　份　　　別

低、中低收入戶之長者(社會局補助30元)

低、中低收入戶之身心障礙者(本會認養10元)

一般戶

清寒邊緣戶

費　用

25元

45元

55元

本會認養

收
費
標
準

十年獨居關懷志工情
張月雲為獨老完成終身大事

本會爬梯機服務使用者劉培顯先生病逝後，

其家屬胡西妮女士化小愛為大愛，於103年3

月25日指定捐贈濟興爬梯機和無障礙車輛各

乙台，感謝本會提供優質的爬梯機服

務，解決她先生就醫問題，並同

時希望社會有需求的家庭也

能受惠。

本會於97年9月受高雄

市社會局委託辦理「失能

居家服務老人上下樓梯服

務」迄今，提供高雄市老

舊、無電梯公寓之失能老

人順利就醫或外出參與社會

活動之服務，至今已有五、六

百人受惠。凡有需求的失能長

輩皆可申請爬梯機幫您上下樓

梯，訂車專線：07- 5518235。

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
6月15與您相約濟興長青園



103年3月1日～103年4月30日大事記
凡 走 過 必 留 下 痕 跡 ⋯□□□□□□□□

･

呷茶.配話.講人生 濟興茶心小館心靈講座集錦錄 

日　期 事　　　　　項

長青園辦理「社區敬老關懷」，由本會資深志工帶領志工關懷長青園長者，並以活動帶領與紓壓按摩，當天共計服務39人次。

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於農園辦理「耕種教學」，邀請本會長青學苑園藝班教師黃傳賢老師授課。共計參與36人次。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茶心小館」，邀請本會長青園侯佩儀主任引談「富與貴」，共計參與41人次。

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於本日成立「農園服務隊」隊員共計20人次。

本會辦理103年度第一次志工大會，選舉新任志工團長，資深志工黃松榮獲選為新任志工團長。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社區健康飲食」講座，邀請聯合醫院吳雅慧營養師講授認識食品風險與瞭解健康食品，共計參與60人次。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社區健康老化」課程，由本會資深志工指導學員製作馬賽克黏貼作品，並邀請鼓山區衛生所梁介霖藥師指導居家用藥安全，共計參與62人次。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社區敬老關懷」，由本會志工團長帶領志工關懷長青園長者，並以活動帶領與關懷問安，共計服務92人次。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茶心小館」，邀請高雄觀音線協談中心督導徐千惠引談「寬心、心寬」，共計參與39人次。

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於本日成立「第二次互助聯誼委員會」共計12人參與。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動手、不凍腦」，手創活動，由本會資深志工暨長青中心傳承大使蔡秋姝老師指導中心長者及志工製作「溫暖的家」擺飾，共計參與36人次。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銀髮健康服務站」，服務社區長者銀髮義剪、血壓與BMI檢測，並搭配本會志工銀髮劇團防跌宣導，共計服務41人次。

高雄市議員連立堅律師應本會邀請，蒞會指導本會居服員服務時所遇法律議題，共計參與66人次。

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一日濟興 社區服務第 版2 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一日濟興 樂 活 園 地第 版3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請寄款人注意

：交易代號   0501、 0502 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 劃撥託收票據存款

本聯由儲匯處存    210 X 110 mm (80 g/m2)查保管五年



妥並對核加詳請據收本�、一

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情詳帳入款存詢查欲如�、二

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

填妥之查詢函向各連線

郵局辦理。

字數、額金項各據收本�、三

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

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

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寄誤免以，明填細詳請欄各處訊通名姓人款寄及名戶、號帳�、一

；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止為位元至填限且，上以元五十幣台新在須少至款存筆每�、二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疊摺勿請並寫書整工楷正以請，理處像影腦電供備單款存本�、六

。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

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

寫，以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域區政行之外以)市(縣或市轄直在所」局款付「在人本戶帳�、八

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居服督導組長許碧紋回應 

　當家庭出現需長期照顧的失能者時，照顧工作變成一項沉

重的愛，不僅需家人勞力付出更需承受失能者的情緒壓力，

且隨其病程變化，照顧者的體力、心力也日益耗損，造成雙

方皆身心俱疲，生活品質也大受影響。

過去，福利服務多針對失能者設計，近年開始逐漸重視家庭

照顧者議題。當家庭照顧者出現照顧疲乏等狀況時，符合申

請資格者，可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照顧中心申

請「喘息服務」，現階段喘息服務分為機構式和居家式，依

照顧者需求提供適宜的服務類型。

上述案例，居服單位可協助蔡奶奶申請居家喘息，由專業照

顧人員到宅服務，讓蔡爺爺繼續在家安養，也讓蔡奶奶擁有

休息時間並減輕家屬的擔憂。（居服督導組長／許碧紋）

3/4

3/5

3/21

3/22

4/13

4/13

4/13

4/14、18、28

4/18

4/25

4/28

4/28

4/29

輔英科技大學楊惠如老師分享自己的
老年規劃。

▲

▲本會蕭社工從年輕人
的角度分享自身看法
與規劃。

主講人徐千惠跟與會來賓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

▲社區民眾蔡先生：「隨
著年齡增長，做任何運
動應視身體狀況，切勿
逞強。

▲方瑞香女士分享來參加茶心
小館能使自己心胸更寬廣。

來賓王久雄分享自身經驗。

▲

林清平總幹事：「老絕對不是問題，如何調適自
身的心態才是關鍵。」

▲

濟興長青園主任

　很多人常說呷老無路用，乃是未做好退休規劃，使退休後無所適從，

整日重複著看電視、吃飯、睡覺，這樣子的生活，往往加速長者之生心

理功能的退化，進而使長者產生無用感的感觸。

健康老年生活三部曲：

第一部：生理健康(定期健康檢查、按時注射預防針、不服用不明成藥)

第二部：健康心理(學習調整自我的心態、結交知心好友、伴侶)

第三部：社會參與(參與社區活動如：長青學苑等，培養休閒興趣)

社工員 林秀美
　現代人過於寵溺子女，致使子女成年仍習慣向父母索取錢財，

其實老之時要有健康、老本、老友和生活規劃，財富剩夠用不煩

惱。

來　賓 王先生
　職涯工作40年，自己喜愛爬

山、也當過響導，並將此興趣

當作一生的功課，從未間斷。

03
21 主題／富與貴~老年生涯規劃　主講人／侯佩儀

許碧紋
 彙整

志工團務會議。



關懷訪視員王梅香與彩雲阿嬤。阿嬤天性樂觀並學習與自
己的病痛和平相處。



照服員與個性開朗的美玉阿嬤開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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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區老人生活品質方案

「可以髮廊」長青園愛心義剪
住民長輩個個神清氣爽
天氣變化不定的晚春，連接初夏漸漸攀升的氣溫，正

適合修剪頭髮、清爽面目。位於同盟路上的「可以髮廊

」，用自己的專業專長投入公益，楊髮型設計師與兩位

設計助理利用4月15日來為濟興長青園的爺爺奶奶們義

剪。修整頭髮前皆一一詢問長輩 們對

髮型的要求，再細心地輕柔

剪出讓長輩們滿意的新造

型，讓行動不便的長輩們

不用出門也享有如上髮廊

的貼心服務。楊設計師表

示：「以後也將安排時間

再來為爺爺奶奶們義剪。」

（濟興長青園社工／孔瑋宗）

威盛信望愛慈善基金會
復活節關懷活動
  威盛信望愛慈善基金會七位關懷訪視員在4月17日復

活節前夕，來到濟興長青園以演戲的方式，帶來生動

的復活節故事及音樂，讓長輩認識節日由來也體驗多

元的宗教文化。在輕快的音樂及關懷員的帶動下，平

常不太唱歌的長輩也開始哼著歌並隨著旋律擺動。活

動尾聲，威盛信望愛基金會貼心地送每位長輩甜而不

膩的平安糕，祝福大家享用時心裡和嘴裡都能得到滿

滿的幸福。（行政助理／賴瑩真）

4月13日社區民眾快樂馬賽克磁磚黏貼。 4月13日社區健康飲食講座。 4月28日社區銀髮義剪。 3月21日茶心小館談富貴。

103年度提升社區老人生活品質方案(社會型)，以建立照顧人力服務網絡及推

動老人照顧議題為推動目的，實際走入社區進行推廣。 

方案以關懷訪視服務，含到宅關懷訪視、電話關懷並持續追蹤等，對本機構

臨近社區之服務區域的老人居家照顧、宣導相關活動資訊和鼓勵活動參與等，

舉辦老年宣導講座，議題含括醫療、健康、環境、關懷、四大類型，同時招募

103年社區健康促進活動   
社區民眾動起來 健康幸福跟著來～
　本會自民國91年起接受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管理南鼓

山老人活動中心迄今，運用專業人力提供各項老人福利與

服務，103年度依在地長者特色及需求，辦理健康促進活

動、健康飲食概念及習慣建立、無菸環境建構、菸害防治

及防癌宣導⋯等，並以健康、優質、關懷為主軸，彩飾其

幸福人生、活躍第二青春。

　4月13日於南鼓山老人活動中

心舉辦志工團務會議，進行正、

副志工團團長改選，以服務資歷

達三年以上之資深績優志工為候

選人，分別提由黃松榮、陳昇泉

以及張淑媛為候選人，由出席的

全體志工共同票選。恭喜黃松榮

高票當選新任志工團長、陳昇泉

及張淑媛當選副團長。

　新志工團長黃松榮表示：「感

謝志工伙伴們這些年以歡喜做、

甘願受的精神一起為濟興打拼，

未來要繼續手牽手、心連心奉獻

己力，發揮大我精神繼續加油！

」（社工員／賴亭伊）

居･服･百･科 家庭照顧者的福利服務 喘息服務

（長青園社工／孔瑋宗）濟興長青園訊息 Message

喘息服務
當主要照顧者身體不適、照顧負荷大或必須
外出辦事而短暫離開個案時，提供照顧服務
員到府-居家式照顧服務或機構式全日暫托服
務，以減輕家庭照顧者的照顧壓力，提昇主
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服務對象：1.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專員評估達失能者。
2.家庭照顧者實際照顧1個月以上。

服務內容：1.機構式：安排失能者至合約的護理之家、養護中心接受全日照顧。
2.居家式：安排照顧服務員至家中照顧失能者。

資格限制：已入住機構或已僱請外籍或本國看護，不予提供服務。
資料來源：高雄市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網站103.04.23

老人志工服務。

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長者服務需求日益升高

，但家庭結構的改變與少子化結果，使家庭照

顧功能逐漸減退，許多失能長者的家庭無法

提供完善的照顧，而衍生更多的社會問題，

故推動照顧服務相關產業實刻不容緩，期待

透過方案進行能建構多元照顧服務體系，使

受服務對象得到更好的照護品質。

（關懷訪視員／曹玉蓉）

關懷訪視員曹玉蓉與怡樺阿嬤。身為佛教徒的阿嬤
會與我們分享人生哲理。

長青傳承大使蔡秋姝老師，現場指導婆婆媽媽們製作馬賽克磁磚黏杯墊。

社區民眾熱烈互動，現場充滿活潑學習氣氛。

馬賽克磁磚黏貼
活動，大家展現
不同創意美感。

聯合醫院營
養師吳雅慧
，以認識食
品風險、預
防食品中毒
等內容，增
進民眾對健
康飲食認知
。

侯佩儀

輔英科大老師

　目前台灣女性平均近86歲、男

性近82歲，人生漫長，宜培養第

二專長，多方嘗試、探索世界。

楊蕙如

社工員

　最適當的興趣規劃應有動態、靜態、室

內、室外、多人或單人，增進社會活動參

與和互動，以降低退休對生活的衝擊。

許碧紋

店小二

　智慧未使用就是

貧，年齡從來不是

問題，生命的過程

有奉獻有付出，才

能成就人生價值。

曾燈友

總幹事

　老是生理器官的退化，仗著年輕不運動

又熬夜，消耗身體機能，好的生涯規畫，

應有充沛的體力才會有活力元氣的老年。

林清平

　對家人付出愈多，相對期待愈高，諸如子女態度不

如預期自己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可借由參加相關課程

活動吸收新知識，多方了解並學習頃聽，彼此緊繃的

關係或許能從中獲得改善。

　當情緒產生時若角色對調，處理事情的態度也必大不相同，學會在當下用別人

的角度看世界，就會有較平靜的心來面對事情。

店小二 曾燈友

「寬心」是與生俱來的本

質，「心寬」是後天學習

、體諒與包容。

04
18 主題／寬心、心寬　主講人／徐千惠

陳佩詠
 彙整

徐千惠

社工員

　學習放下不愉快，不專注某個焦點，就可以發現

原來自己才是情緒的掌舵者。

許碧紋

　任何年齡階層都要學習包容、與人溝通，用同理心

為他人著想，就是寬心。

來　賓

凡事放下，一切知足常樂。

蔡高來春

高雄觀音線協談中心督導

育英實習生 張淨涵

恭賀 103年濟興志工團長改選
當選 黃松榮高票接任新團長職

副團長
張淑媛 副團長

陳昇泉 團長
黃松榮

　為營造健康生活環境並幫助社區民眾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本會於4月13日辦理健康飲食「認識食品風險」及老人

用藥安全及健康促進活動「動手不凍腦~馬賽克磁磚黏貼」

等課程活動，吸引眾多社區民眾參與，並引發熱烈的回響

。（社工員／林秀美）

爺爺奶奶在關懷訪視員帶動下也跟著一起手舞足蹈。

高雄泰山慈善會參訪慰問老年服務
　高雄市泰山慈善會理事長楊坤淦率領會員約43位，於103年4月20日至濟興長青園

參訪，由本會董事長曾燈友及長青園主任侯佩儀分別說明濟興長青園之建園歷程、

宗旨及目前照顧服務與營運概況。隨後由侯主任及孔社工導覽解說長青園住民長輩

們的居住環境及各項生活空間之設施設備，參訪過程大家對老人長照等踴躍提問，

並對濟興長青園所提供的照顧服務深感讚賞，部分團員還提出預約進住，希望能保

留床位。最後由理事長楊坤淦代表泰山慈善會捐助護老基金一萬元及一批相關生活

用品、食品等，表達對長青園的支持與認同。

泰山慈善會捐贈濟興長青園多項生活物資表達支持與認同。

春陽協會總幹事 林清平

春陽協會總幹事 林清平

長輩們放鬆安心地閉上眼睛享受專業的理髮服務。

案例

　五年前一場車禍讓蔡爺爺成了植物人，其

子女在外地工作，因此爺爺的生活照顧便全

落在78歲的蔡奶奶肩上，在居家服務介入後

，不僅分攤奶奶沉重的照顧壓力，也讓奶奶

重新擁有個人時間。

但年事已高的蔡奶奶因長期照顧爺爺而罹患

了高血壓、椎間盤突出等病症使得身心疲乏

，在照顧上逐漸沒了耐心，其子女提議將爺

爺送往機構安置或申請外籍看護，皆遭到奶

奶拒絕⋯。居服中心能如何協助奶奶並減輕

她的照顧壓力呢？

愛心福利卡個案故事

Th
an

k 
yo

u!住在高雄鹽埕的金奶奶，因久受糖尿病所苦早已不良於行，在

家以輪椅代步，中午也仰賴區公所幫忙送餐，生活顯得相當落

寞。六七年前喪偶的金奶奶原本有三名子女相伴，無奈造化弄

人，次子不久前因病過世，女兒遠嫁北部，現與長子同住，生

活除了仰賴政府補助，就只靠長子打零工之微薄薪資，生活可

說相當辛苦。

金奶奶是濟興的居家服務對象，透過與全聯合作，

濟興社工協助奶奶申請愛心福利卡，每月多一筆

全聯「福利金」可使用，奶奶瞭解福利卡來由後

，不禁感動落淚，欣喜得立刻拿起話筒將這個好

消息告訴兒子。

全聯愛心福利卡讓奶奶添購了奶粉、麥片等

補充營養，兒子也購買了許久未曾更新的

內衣、襪子及各項生活用品，每月的基

本開支暫時獲得紓解，金家的客廳開始

出現少見的歡笑聲。期待這一年全聯

的資助能幫助他們，在生活壓力減輕

時有餘裕謀求更好的未來。

(社工組長／林以紳)

可以法廊三位設計師以自己
的專業專長投入公益義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