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000 蘇成達(華盛營建工程(股)公司永大正營造(股)公司 鴻廣達營造(股)公司 南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00 林詠盛 社團法人高雄市音樂養生慈善公益協會 /  50,000 陳銘華 羅清美 

捐款明細 期間：103年05月01日~103年06月30日

濟興慈善會

濟興基金會

捐贈收入 共$220,000 4~5月全聯愛心卡 220張×$1,000  共$220,000

 

建園專款收入  共$2,219,680

 

常年會費 共$109,200
 

2,000 陳永賢 施  明 李明男 李久子 朱麗霞 陳錦菊 蘇玄宗 呂淑貞 黃烏甜 胡敏雄 李士賢 蔡秋滿 邱紀分 曾秀雲 邱水籐 莊坤川 林渾雄 翁碧霞 王淑雲 張永怡 邱茂祥 盧富裕 曾素月 吳寶銓 
黃永隆 蔡國華 邱秋華 蔡旻晃 蔡弼丞 陳怡琪 許慶章 陳麗蓉 陳雅鈞 許涵茜 曾義忠 曾燈福 曾瓊輝 蔡曾進治 姜吳愛麗 / 1,200 賴樹人 賴秋曉 李宜軒 李孟庭 史偉曉 劉文成 張益彰 田台君 蔡春香 魏和碖 曾玉仔 林茂妹 
林秀玉 莊勝劭 呂秀花 蔡成輝 林世忠 吳明鶯 甘清海 黃新改 盧意存 黃仁懌 吳憶琪 陳松淵 上進廣告社 / 200 吳碧珠 陳道行 陳上媛 黃瓊珠 曾俞人 / 100 王彩鑾 黃文清

護老之友 共$43,600

 

10,000 黃俊發 陳秋菊 / 2,000 楊朝富 黃士真 黃靖雯 黃信智 楊美芸 傅仰德 洪誌隆 張義敏 林良吉 周何靜 / 400 楊吉堂 沈淑娟 楊欣諭 楊佳諭 楊茜諭 林美華 陸敬蘭 林李秀貴 / 200 王雄洲 范彩芸

黃月櫻 方  菲 朱俊衡 利百美興業(股)公司 / 30,000 蔡麗美 劉明潭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 / 27,000 邱茂祥 / 25,000 謝奇享 東億企業行 / 22,050 高雄市燕之巢扶輪社 / 20,000 吳國民 張來川 侯福銓 葉英鏘 / 16,000 
呂國柱 高雄市晨曦慈善會 / 14,000 陳  黨 / 12,000 陳獻忠 / 10,000 高桓懋 張元棋 王智民 鍾展喜 劉亭吟 蔡謝素香 高雄市愛之船慈善會 高雄市德播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亞鐳慈善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社團法人
高雄市慈德親幼協會 高雄市積德慈善會 全洲珠寶銀樓有限公司 崇茂企業行 辛達(股)公司 紘宥工程有限公司 高雄市明道慈濟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 豐承企業有限公司 泰成水電行 昇曄營造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高雄
市合德慈善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 / 9,000 三寶弟子 / 8,000 陸英昌 / 6,600 靖海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 6,000 李明男 張乃元 李西田 北區市民農園 順泰發實業(股)公司 / 5,380 黃仙富 / 5,100 高雄市春暉愛心
慈善會 / 5,000 楊春長 羅耀章 張仁輪 董建華 郭文浩 王玉崑 陳桂蓉 邱水林 黃春菊 許春保 許連祥 羅銘鴻 王柔驊 邱月玲 謝秋鳳 黃亦麗 黃建智 王吳麗華 張簡文金 劉曾玉仔 社團法人高雄市佛光腎臟關懷協會 高雄市同心慈
善會 中都園藝行 樂活自在 高雄市春陽協會 石安水泥製品實業(股)公司 高雄市高縣資深青商會 高雄市善士慈仁會 三明瓦斯配管工程有限公司 連盈營造有限公司 泰瑞工程有限公司 明輝工程行 科亮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東芝國
際採購(股)公司 / 4,500 方崇秀 / 4,430 蔡欣原 / 4,000 張月雲 尤宥樺 楊淋傑 黃春田 蔡曾進治 / 3,000 盧坤海 林印發 陳韻雅 許月桃 吳依庭 許永興 謝昭仁 柯建鋒 黃秀華 莊育冠 鑫本企業(股)公司 惠德慈善會 皇翔企業社 元
茂國際(股)公司 高雄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 2,700 陳瑩禎 / 2,500 林新翔 劉惠娟 邱啟峰 / 2,245 許春保 / 2,000 林恒卉 張鐀方 陳永賢 洪麗櫻 侯佩儀 趙琬君 王薏棽 童馨怡 陳和美 徐莉萍 高美麗 黃素連 蕭正男 曾俊傑 曾俊堯 
劉于宏 盧李雪 林太平 楊秀蘭 牟基榮 牟春燕 牟中雪 陳麗梅 江慶隆 張明宗 林良吉 李淑芬 吳碧珠 阮女珍 陳金生 林棡樺 黃苓慧 林當貴 簡秋林 黃健治 張子泓 張鈺明 張凰娟 張光榮 林琴中 許陳宿霞 牟劉桂花 王林合妹 輝
鴻工程行 高市中華文化經貿交流發展協會許忠俊 / 1,880 林淑華 / 1,650 張基榮 / 1,500 謝豑稼 陳雅慧 溫  惠 / 1,200 張秀華 吳阿惜 潘玟如 蔡高金葉 / 1,050 高景源 / 1,000 李國材 葉金城 林炯甫 黃瓊瑩 蘇麗琴 張水珠 洪韻翔 
許世昌 陳怡樺 李梅雲 顏春花 鄭淑禎 陳秀菊 黃如幸 賴瑩真 黎萬豐 陳素雲 董敏慧 吳慧貞 張淑媛 許志明 洪玉秀 張  芬 王開東 洪德行 徐嘉宜 林娟如 余子琛 吳文琴 蔡美麗 陳錦雀 林俊佑 吳清貴 蘇孟雯 黃  滿 黃俊良 
林美鸞 鄭鳳嬌 曾士原 吳春楚 林錦花 黃如專 趙佳緯 沈寶秀 莊月鳳 王彩鑾 林映孜 謝昭仁 林芳玉 洪培育 陳郁美 張武雄 陳素珠 劉碧連 尹懷魯 陳有豐 林相伊 林美麗 胡鳳玲 黃金梅 陳道行 姜秋東 許淑嬪 林明進 翁進明 
栩寬謙 許馨慈 林秀珠 馮宜蓁 吳寶銓 劉齡喻 林添穗 李盡英 徐春生 李哲宇 陳麗珠 陳珮婷 張義敏 莊淑貞 林永利 廖麗華 趙美英 蔡美惠 林泱秀 陳昇泉 余素菁 林月琴 陳秋淑 黃麗花 董敏慧 許盧甘 孔瑋宗 蔡陳翠瓊 蔡林世
珠 顏陳彩珠 陳葉月淘 曾陳瑞琴 林李秀貴 吳陳如寶 歐陳秋貴 李宋清月 潘進春全家 易健順閣家 張善心人士 宏裕企業行 榮千汽車輪胎有限公司 明規企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資深青商總會 / 750 陳宏榮 楊玉女 舒偉昌 陳韻如 
徐乙右 黃明珠 / 700 陳善心人士 / 600 馮國棟 陳素蘭 朱仁鐘 林岱瑩 顏采恩 董敏慧 張瑞月 陳玥禔 洪基鄉 王頌舜 / 500 洪小雯 洪偉翔 周全昌 陳淑姬 顏讚美 呂金瑄 倪嘉勵 黃峻彬 無名氏 洪惠敏 羅國峰 羅凱帆 李滿幸 
吳文德 曾國勇 黃春雄 黃美容 吳秉儒 黃宏輝 施  明 莊淑貞 許期期 施憶悟 張麗羨 沈方瑞香 台北市同領扶輪社 / 450 曾嘉慶 郭皇蘭 張嫺葶 喬慧綺 李淑貞 卓信宏 葉貞琴 段立駿 / 400 邱文平 洪基鄉 簡珮伃 古秀富 王靖媚 
汪秀靜 邱吳春葉 / 320 莊陳去 張明風 黃蔡摞珠 / 300 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石志恒 紀貴樺 莊若吟 洪甄苡 李貴忠 呂宜珍 鄭翔升 胡光華 蔡居能 楊家彰 陳俊誠 黃純薏 黃意婷 賴淑華 連素惠 李怡萱 巫沁紋 
許英雄 何怡慧 黃信源 林宥均 陳依莉 潘惠如 陳玲琍 陳睿祥 陳月專 王冠函 黃祺榮 姜逸帆 曾佳偉 劉梅瑛 儲貞怡 陳明輝 李枝係 李柔霈 李彥佑 曾錦鳳 洪秋玉 許凱程 古春美 林耀英 劉飛秀 林振德 沈王錦綉 張簡再祐 / 250 
鄭雲鳳 鄭宇珊 鄭雲燕 鄭陳淑清 / 230 林百男 / 200 曾鳳雲 楊斯惠 林秋卉 陳富平 李隆道 洪以安 李金造 張潔思 趙駿清 汪秀靜 張振成 吳士宏 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洪子平 陳王真珠 蔡林金連 / 150 丁大國 
王婯齡 王子欣 王從平 王淑華 王寶蓮 石堉成 朱愛梅 江佳美 何國銘 何紫綾 余玲玉 吳玉惠 吳明勳 吳清俊 吳惠真 吳瑛霞 吳榮娟 吳翠玲 吳鳳女 吳德郎 吳麗寬 呂泰君 宋馥華 李明儀 李建興 李美琪 李韋志 李維均 沈幼淳 
沈明穎 卓淑貞 周昌億 林秀如 林卓瀚 林宜蓉 林宜靜 林幸霖 林芳君 林政進 林美延 林耿立 林琦韻 林靜宜 邱宗堯 邱晃璋 邱彩霞 邱瑞娥 邱榮盛 城鈺惠 姚可溱 柯兆恒 胡玉城 孫玉華 徐維芳 翁麗惠 高千斐 張玉珍 張美娟 
張祿坤 張維客 張靜如 梁仁宇 梁羽瑄 莊偉誠 莊清濤 許玉玲 許玉琴 許基豐 許淑如 許嘉良 郭丹菁 陳佩莉 陳東儒 陳姿華 陳宥安 陳建旭 陳盈惠 陳美珍 陳素卿 陳淑淳 陳盛昌 陳雪嬌 陳  雯 傅鴻榮 傅瀚賢 彭秀群 彭美燕 
曾孜謙 曾彥智 曾貞鳳 曾淑珠 華國勛 黃中和 黃玉蘭 黃帆芝 黃秀美 黃明鋒 黃思齊 黃素珍 黃素真 黃婉玲 黃崇娟 黃添仁 黃盛財 黃欽毓 黃裕樺 黃燕珠 黃靜慧 楊士磐 楊正雄 楊淑美 葉千慧 鄒國英 廖秀琴 廖秋勇 趙思麗 
趙欽豪 劉于瑄 劉建宏 劉祺云 蔣治中 蔡日鐘 蔡侑均 蔡侑芬 蔡添貴 蔡維傑 蔡憲惠 蔡豐益 蔡馨儀 鄭人維 賴惠美 錢權宏 駱芳玲 謝庭源 謝淑鳳 謝銀華 謝慧瑩 鍾淑蘭 顏妙娟 顏淑貞 魏崇文 呂張瑞珍 郭陳明玉 / 125 蔡  鎰 
蔡宗玲 蔡美綢 蔡美連 / 110 善心人士 / 100 施  惠 朱岳彤 梁景峰 溫建育 呂銘鴻 張凱菱 陳瑞珊 范君毅 劉佩玲 王子嘉 邵宗隆 陳雅羚 高子穎 蕭明綉 江志偉 楊淑雅 黃榮彬 林淑娟 洪敏玲 鄭宇勝 張淑如 李勝宗 李勝義 
呆  的 余善心人士 朱善心人士 溫善心人士 杜善心人士 涂善心人士 江善心人士 蔡善心人士 郭善心人士 / 17,715 園遊會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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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 3,000 高雄市善士慈仁會 / 1,000 曾義忠 / 800 莊勝劭 林秀玉 / 200 無名氏 行政贊助收入 共$24,000 8,000 董振淵 許連祥 許春保

合
作
單
位

由濟興護老慈善會、濟興長青基金會主辦的「愛心護 老慈善

園遊會」，6月15日在「濟興長青園」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舉行。園遊會前幾天，同仁們手中印著雨天備用

的室內配置圖，心中則希求活動當天別風颱。15

日清晨，高雄陰風驟雨的，著實讓人心慌啊。

還好七點多時，水氣漸漸收起，太陽露了臉，亮

白色的棚子與綠地被洗得好乾淨！或許老天憐惜

濟興慈善之心，雖活動中偶有陣雨，但園遊會活

動進行得非常順利。

社會局張乃千局長、謝莉莉副局長、葉玉如副

局長、林岱樺立委、邱議瑩立委、管碧玲立委、

黃昭順立委、周鍾　議員、翁瑞珠議員、王金平

高雄服務處楊國成主任、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林

詠盛理事長、音樂養生慈善公益協會李列明理事

長、好人好事協會張來川理事長，以及各慈善團

體代表蒞臨參與，雨天不減熱情！

永續長青園的慈善關愛
承蒙各公益慈善團體愛心支持，我們設了近60個攤位，推廣各項社會服務

議題、成果，吃喝玩樂、日常用品通通都有。感謝東肯企業有限公司贊助愛

心襪，讓現場60歲以上長輩免費領取。

園遊會募得逾2百萬，所得皆將規劃投入濟興長青園設備添購，以認養清

寒邊緣失依老人。蘇成達活動主委則捐贈50萬元，高雄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

會林詠盛理事長捐贈10萬元，為濟興長青園長輩的生活盡心力。

長青園完成第一期25床之開辦，尚有88床設施待添購。濟興全體同仁最大

的希望，便是踏實把長青園建為弱勢老人能安歇生活的大家庭。

高師大「護老大使」們的溫暖陪伴
高師大學生王順平、何政哲、呂玉琴、蔡昀蓁、蔡晴宇、簡慈吟、蘇冠丞

前來園遊會擔任「護老大使」志工，替行動不便的濟興長青園長輩推輪椅、

撐傘遮陽遮雨，好逛攤位透透氣、「逗鬧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

神，便是如此。

護老大使代表蘇冠丞並發表了「護老宣言」，鼓勵年輕人踴躍前來長青園

擔任志工，三不五時到濟興長青園陪伴爺爺奶奶：「年輕人的陪伴，讓爺爺

奶奶更有精神！」

另外，「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社工黃文文亦於活動中代表

全聯捐贈濟興長青基金會愛心福利卡，活動結束後，全聯與濟興員工一起探

訪愛心卡使用者，相關報導請見二版。K歌大賽訊息與園遊會相關花絮請見

二版、三版；合作單位請見四版。(研發公關／郝天行)

捐物明細

一
○
三
年
四
月
份

一
○
三
年
五
月
份

林培雄/四孔D型夾5個。許先生/江記豆腐乳1罐(每罐840公克)、有機甘栗仁39包(每包150公克)
、旺福越光米6包(每包1000公克)。高雄市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地瓜葉12兩和大陸妹1公斤。陳
品融、陳俊吉、吳萱琳、陳品蓁、洪芳師/大成沙拉油6桶(每桶3公升)、可果美蕃茄醬12罐(每罐
700公克)、金蘭醬油4桶(每桶5公升)、龍老大粉絲8包(每包3公斤)。善心人士/中型棉花棒39小
包、清潔手套22個。善心人士/得意的一天五珍寶調和油2罐(2公升)、工研白醋2瓶(600公克)、
工研烏醋2瓶(600公克)、台糖沙拉油2罐(2公升)、龜甲萬醬油2瓶(1.6公升)、日正小磨香油1瓶
(480公克)、萬家香素蠔油1瓶(4400公克)。濟興長青園/蔥2公斤、地瓜葉4公斤半。張小姐/蔥頭
4公斤。陳亮鈞/ASUS電腦手提式一台(傳輸線一條、滑鼠一個)。陳賢真/沖洗棉棒40包(包/10支)
。阮小姐/普通棉花棒6英吋8包(包/10隻)。高雄市泰山慈善會/米粉1包、白米3大包(包/30公斤)
、芥花油1箱、克寧全脂即溶奶粉2箱(箱/6罐)、包大人成人紙尿褲M號4箱(箱/6包)、包大人成人
紙尿褲L號3箱(箱/6包)、小玉6粒。

陳麗鈴/味全高鮮味精1包(每包1 公斤)、可果美蕃茄醬3罐(每罐700公克)、台糖細砂2包(每包1公
斤)、台鹽高級精鹽2包(每包1公斤)、烹大師鰹魚風味調味料1盒(每盒600公克)、來復易輕薄活力
褲XL1箱(4包/箱、14片/包)。沈莉菁/雞蛋一箱。方愛喬金牌大豆沙拉油一桶。李秀怡/金牌大豆
沙拉油一桶、米50公斤。陳鏡輝/衣服2件、褲子3件。張振成/統一發票285張。呂振文/包大人成
人紙尿褲M8包(10片/包)、包大人替換式尿片5包(28片/包)。善心人士/震旦專業型碎紙機一台、
復古懷舊小桌扇一台。張林桃/統一發票111張。林萌美/亞培管灌安素(250ml/罐)(洗腎用)1罐、
愛速康管灌營養品(250ml/罐)(洗腎用)15罐、亞培普寧勝管灌安素(250ml/罐)(洗腎專用)10罐、立
攝適營養品(250ml/罐)(洗腎專用)29罐。謝興華/包大人成人紙尿褲L-XL6包(16片/包)。吳月雲/統
一發票71張。喜笑之歌出版社/慧光集(七)藏傳淨土教言1本和中陰教法擷粹(中陰聞即解脫藏漢對
譯誦本＆CD輔讀)1本。林韓鎔/生理食塩液24瓶(瓶/500ml)、6"口腔棉棒4包(包/100支)、
3x3x8PCS紗布塊(未滅菌)10包、4x4x5PCS紗布塊(未滅菌)5包、2x2x16PCS紗布塊5包、銀奶2包
(包/32公克)、易能充營養品1包(包/45公克)。中華電信公司/台塩生技健康調味料1箱(箱/22盒)。
陸英昌/五月花衛生紙1箱(箱/6串/12包)。王世明/助行器1個、成人紙尿褲1包、來復易復健褲1包
、看護墊1包、男性四角褲4條、導尿袋3包、海棉牙刷1包。黎高興/亞培安素48瓶。公斤/袋)。

遮風、避雨、乘涼
庇護長輩，萬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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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謝素香的包包側背

、斜背都有；水餃包、

書包、束口袋，高雅花

俏風格皆備，銷量極好

，30個包包一上午就售

罄，義賣所得約3萬元皆

捐給濟興長青園。蔡謝

素香不只一毛錢也沒拿

，還另掏腰包捐款，並

幫忙賣掉10本園遊券。

說話柔和、動作優雅

的蔡謝素香看來溫靜，

卻有一顆熱心。蔡謝素

香用一尺3百元以上的好布製包、真皮做提把，有的袋子成本就要近千元。

行情3000元的包包，她只賣1800，成本全數自己吸收。

為幫濟興長青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拚義賣，她認購了「濟興長青學苑文創

手作包」攤位，每天趕貨，3個月做了30個精緻手工包包，「做得全身痛了

了。」蔡謝素香笑道。

被朋友稱為「袋子達人」的蔡謝素香，其實園遊會前才剛學會做包包。不

過她有十多年做衣服經驗，做包包為難不了她的巧手。受訪時，她穿著自製

的黑白千鳥紋襯衫，看來神清氣爽。問素香姐為什麼不賣自製手工衣？她說

：「做衣服不一定大家都合穿，包包大家都可以揹得很高興呀。」讓大家都

開心，是蔡謝素香的貼心。

「創皂力」做工藝也做公益
400個手工皂一上午賣光
「創皂力」在濟興愛心護老慈善遊會設攤，400個手工皂一上午賣光光！

「創皂力」做工藝也做公

益，成本自行吸收，所得

四萬多元皆捐給濟興。

「創皂力」是甫成立三

個月的Facebook社團（可

於FB搜尋「創皂力」）

，卻已有上千名社員。這

可不是胡湊的泡沫社群，

創社者暨社長陳羽綸秉「

分享」精神，線上免費教

不同年齡、生活圈的成員

做皂，並集結作品義賣，

盈餘全捐做公益。弱勢老

人、失依孩童、流浪狗，

不限宗教族群，都是「創皂力」捐助對象。

「創皂力」社員為協助園遊會義賣，紛紛製「皂」支援，還有馬祖寄來的

作品。有些不擅電腦的媽媽甚至學數位輸出，用精緻標籤包裝手工皂，讓陳

羽綸很感動。社員之一、「愛皂香耕園」老闆謝耕文說：「大家不是隨便給

，都拿出自己最好的東西做愛心。」

陳羽綸是高應大化工與材料工程系研究生，對手工皂的興趣結合化工專業

，讓她更洞悉製「皂」原理，可判斷什麼材料天然健康。她教學從不藏私：

「就是『分享』。沒利益算計，大家一起學。」

白天唸書、晚上家教，返家後陳羽綸仍堅持上線經營社團。她說：「不只

是我，大家都很熱情！」對公益的熱心，是「創皂力」持續運作的動能。

(研發公關／郝天行)

濟興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　設攤排行榜（義賣一萬元以上）

揚梅吐氣好賣站

創皂力

濟興長青學苑蔡謝素香

濟興長青學苑歌唱班蕭數娥

濟興家族雜貨舖

燕之巢扶輪社

48180
42530
40000
29510
29090
28870

濟興居服（燕巢）

春暉愛心慈善會

雅舒美花藝坊

高市高縣資深青商會

晨曦慈善會

濟心慈善會

12380
12370
11290
11070
10520
10085

大師兄素食

（濟興許春保、許連祥監事）

濟興居服（鼓山）

北區市民農園

棗子樹蔬食

濟興居服員張方鐘

28765

20270
15730
13200
12730

羅銘鴻高票當選
濟興第十屆理事長

羅理事長：保持年輕的心，一起努力落實「善」與「愛」
　濟興護老慈善會32週年暨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與濟興長青愛心護老

慈善園遊會暨長青金嗓盃K歌大賽決賽同日（6/15）同地，於本會附設濟興

長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舉行──萬事圓滿、氣象嶄新。

　會員大會選出第十屆理監事，由羅銘鴻高票當選濟興護老慈善會理事長。

「我是個老新人，」羅理事長笑道：「保持年輕的心，與大家一起努力。」

　成立逾卅年的「濟興護老慈善會」，立志「深耕護老議題、實踐護老行動」。

認養清寒邊緣失依老人，讓無經濟、照護資源的老人家得到妥適照顧，安心有

尊嚴地生活，即濟興長青園老人照顧中心的目標「築巢、溫飽、照料」。

　承此志業，羅理事長期許自身與濟興同仁一道將「善」與「愛」之精神持

續落實於老人照護服務、敬老品德倡導的營運中。羅理事長表示：「時時陶

養愛心、精進專業，是濟興往理想前進的不二法門。」(研發公關／郝天行)

●高雄市濟興護老慈善會第十屆理監事選舉結果：

理 事 長：羅銘鴻

副理事長：蔡國彬 許慶章 王玉桂

常務理事：陳黃鳳美 朱玩泰 羅啟和

理　　事：謝在萬 莊勝劭 張月雲 王智民 王文生 林印發 簡秋林 李豪富 林太平 蘇育璋 

張振成 蔡秋姝 楊春長 吳昇曄 楊聰源 黃茂生 黃鄉彬 董建華

常務監事：李尚明

監事：陳樹木、董振淵、曾燈福、黃茂雄、許春保、許連祥。

　許慶章是濟興護老慈善會副理事長兼濟興長青基金會董事，卅年前，他便參

與濟興的成長。他和太座結婚前，一起幫忙濟興活動；婚後，繼續帶千金們支

援濟興。六月十五日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上，兩個已廿多歲的女兒仍樂於跟父

母合作擺攤，做海報、搖飲料，一點也不嫌累。「濟興的事情他們相挺，我很

感動。」許董事說：「女兒們很清楚我們是為了慈善努力，都很認同。」

「護老慈善工作」是濟興老朋友們的共同關懷。因為公益，朋友一個呼喚一個

，「濟興家族」越來越大。這次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許董事和林印發理事等

「濟興元老」，號召了四五十位濟興老朋友參與擺攤。

許董事和張振成、王文生、王智民理事設「揚梅吐氣好賣站」兩攤；高仁聯誼

會、濟興林印發理事、歐乃綺舞群則設

「濟興家族雜貨舖」兩攤。四攤位所得

近八萬，全額捐贈濟興。提到這群濟興

老友，許董事說：「我們身為濟興團隊

一份子，盡可能身體力行去做。」

如果濟興是大家庭，那長青園的住民就

是家族長輩了。當濟興志工「護老大使

」們推著長青園住民們的輪椅，經過「

揚梅吐氣」攤位時，許董事一家免費遞

上檸檬紅茶、蜜餞、茶凍，給敬愛的長

輩解解渴、甜甜嘴。老人家

滿足的笑意，正是濟興凝聚

的力量──這群老朋友們守

護「老」朋友數十載，未來

也將號召新朋友，讓濟興家

族為老人慈善志業永續深耕

。(研發公關／郝天行)

濟興長青園徵才訊息 1.照顧服務員：需有照顧服務員證書。　2.護理人員：具證照，有經驗尤佳。　意者請聯絡：0921032455 侯主任 □□□□濟 興 人 物

邱茂祥理事長為護老大使授帶。



音樂養生慈善公
益協會熱心合辦
活動，李列明理
事長代致詞。



社福慈聯理
事長林詠盛
呼籲大家扶
助弱勢。



社會局長張
乃千鼓勵發
揚護老精神。



活動首席顧
問陳銘華希
望長輩天天
開心、健康。



活動主委蘇
成達期許濟
興護老慈善
事業永續。



活動執行長呂
國柱感謝大家
支持護老。

蘇成達理事長捐贈美麗舒心的「慈恩廊道」。

黃慾機理事長捐贈典雅安適的「慈善亭」。

濟興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合作單位
一、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高雄

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
二、主辦單位：濟興長青基金會、高雄市濟興護老慈善會
三、合辦單位：高雄市音樂能量養生慈善公益協會、華盛營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四、協辦單位：高雄市合德慈善會、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
五、媒體協辦：人間衛視、慶聯有線電視、港都有線電視、高雄都會台、金聲廣播電台、中國廣

播公司高雄台、公視、高雄廣播電台
六、贊助單位：華仔的店、永吉印刷、廣潤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高雄市鳳林觀音慈愛會、高雄市德播會、中華民國美學發展協會、高雄市愛之船
慈善會、榮勝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高雄市慈德親幼協會、高雄市亞鐳慈善會

七、設攤單位：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高雄市音樂養生慈善公益協會、高雄市慈賢慈善會、
高雄市濟心慈善會、高雄市同心慈善會、高雄市高縣資深青商會、高雄市腦性麻
痺服務協會、高雄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高雄市晨曦慈善會、高雄市愛心手足
慈善會、高雄市燕之巢扶輪社、慈善社團理事長聯誼會黃仙富會長、高雄市傳統
民俗療法協會、高雄市春陽協會、高雄市春暉愛心慈善會、雅舒美花藝坊、棗子
樹蔬食餐飲、萊可咖啡巧克力專賣店、金聲廣播電台、創皂力、濟興居服員張方
鐘、濟興居服（鼓山）、濟興居服（燕巢）、揚梅吐氣好賣站１（濟興許慶章副
理事長）、揚梅吐氣好賣站２（濟興張振成、王文生、王智民理事）、高雄市北
區銀髮族市民農園、濟興健康廚房、濟興家族雜貨舖１（高仁聯誼會）、濟興家
族雜貨舖２（濟興林印發理事、歐乃綺舞群）、大師兄素食（濟興許春保、許連
祥監事）、小師弟冰沙（濟興曾燈福監事）、濟興福委會、濟興志工團、三民區
德行里辦公處、三民區德行社區發展協會、濟興長青學苑歌唱班（日班）、濟興
長青學苑歌唱班蕭數娥（夜班）、濟興長青學苑蔡謝素香、濟興長青學苑圓夢美
術班曾期正老師、濟興長青學苑瑜伽班

八、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攤位部分：$488490 ※感謝日月星茶葉公司贊助600瓶冷泡茶。

濟興有如大家庭
老朋友一起守護「老」朋友

六月一日，玄聖殿籌建委員會總幹事張昭富邀

請各團體負責人與代表前往濟興長青園參訪，由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副理事長江慶

隆導覽。

感謝參訪濟興長青園

拚濟興園遊會！
「袋子達人」蔡謝素香3個月做30只手工包

參與友團：華佗功德會、三重玄聖殿、新竹慈明

堂、溪口慈覺堂、豐原慈聖堂、玉窩堂慈恩會、高

樹慈祥慈惠堂、達摩老禪院、新莊汾陽氣功愛心會

、台中扶善會、社團法人中華大同行善會、社團法

人臺灣心齋弘道會、統理有限公司。



「揚梅吐氣好賣站」提供濟興家族長
輩們免費吃食。

「創皂力」每樣作品，都透著愛心芬芳。社長陳羽綸正
在向客人介紹商品。

謝蔡素香（左三）攤位擺滿的包包，全是她不惜成本、手
工縫製出來的。

為長輩打拚 ！ 濟興愛心護老慈善園
遊會不畏風雨　募款逾2百萬　　



高師大學生志工陳俐瑄、王順平、戴雅琪、張玄易貢獻青春嗓音，

五月廿八日到金聲廣播電台幫濟興長青基金會錄製園遊會廣告。這幾

位學生志工亦幫濟興聯絡了好幾位同學何政哲、呂玉琴、蔡昀蓁

、蔡晴宇、簡慈吟、蘇冠丞前來園遊會擔任「護老大使」。王順

平跑了兩趟，除幫忙錄音外，園遊會當天也前來幫忙照料長輩。

非常謝謝這些學生志工！

濟興歡迎你加入！
爺爺奶奶們最需要的，就是「陪伴」，歡迎青年學生志願來長

青園擔任義工，陪陪爺爺奶奶。聯絡電話：07-6155548（燕巢區

長青園）；07-5518235（鼓山區辦公室）。

※感謝金聲電台新聞部郭文浩經理提供器材，熱心、耐心地

幫我們錄音剪接！

･

呷茶.配話.講人生 濟興茶心小館心靈講座集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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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成教
官說「健
康、快樂
、有意義
」是人生
三活。

理事長 蘇金樹

店小二 曾燈友

1. 人的喜怒哀樂，會隨著生活環境的變遷，心情的變化隨

之起伏不定，要保持一顆平靜的心可說是很難做到的事

，當心中有任何的起心動念，臉部的面向與肢體語言隨

之呈現於外，是人之常情。

2. 平常心相對的是得失心，人因為得失心重，所以無法保

持平常心容易受外界干擾。「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因為人有七情六慾，六根觸動六塵而產生愛、恨、

佔有、計較、不吃虧、愛比較，所以內心無法常清靜。

3. 若隨遇而安，遇陌生而不產生恐懼，凡是三思而行，不

魯莽，能夠站在別人的立場設想，自我意識不高，平常

心就能常住。

社工員 林秀美

社工員 林秀美

　平常心要從生活中去體會成長。

社工員 蕭淇有
　平常心即是享受生命中每個事件

、每個結果，直到生命結束，這才

是我們之所以為人的意義。

總幹事 林清平
　人要盡本分，老一輩的人都說不

要計較，但是人的心皆會隨著環境

而改變或受到影響，不過最重要的

還是知足常樂。要有感恩的心非得

失心，經過經歷磨練就會長智慧，

做人也不要太執著，要時常自我反

省、自我批判。

來　賓 黃先生
　以日本茶道為例，遇到事情時無

法靠外在力量解決時，就是需要自

身靜下心來，自我體悟找出新中的

答案。

來　賓 胡先生
　思想單純、生活簡單

，知足常樂、遇事承擔

乃人生重點。

理事長 薛武雄
　凡事正面思維，心念

正確地看事情，則人生

彩色。

林總幹事
　「順者昌逆者亡，順應自然，生活隨緣」，人

生簡單就好，沒煩沒惱吃百二。

　正向思考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壓抑負面情緒。

最重要的是能對他人的負面狀態多點同理。

理事長 林富美
　人生為善最樂

，目前從事社會

急難救助，以高

一至高三學生，

18歲以下青少年

為主，希望這些

學子能得到妥善

的照顧，安心就

學成長。

　「吾日三省吾身」是中國古代儒家弟子的必修課

，必省之事、必踐之行。一個能反省自己的人必定

有高尚的人格。對人要誠信，不欺人不欺己，替人

謀事要盡心盡力，為他人著想。修己不是一時一事

，而要貫穿整個人生，每天都不要忘記反省實踐。

店小二 曾燈友
　算命師曾經鐵口直斷跟我：「你一生多病，必為此自殺。」但我面對病痛

，以絕對不輸的勇氣與癌症對抗，跟它共生共存。人生目標為何？私利與大

眾利益，何者為重？希望我們面對人生議題時，不要逃避、不要氣餒，務必

以堅強意志腳踏實地生活。

來　賓 胡小姐
　若無法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時，有時

可藉助宗教的力量，尋求一種慰藉。

輔英護理系同學
　以在醫院實習為例，不因為患者

的社經地位或各方面能力的差異而

起不同的念頭或態度去面對照顧。

05
23 主題／平常心  主講人／蘇 金 樹

蕭淇有／社工員
 彙整高雄市天心慈善會榮譽理事長

濟興長青基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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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農園「五月五幸福粽
香慶端午」包粽送弱勢
五月卅日端午佳節，農園舉辦社區聯誼活動「

五月五幸福粽香慶端午」，當天一大早，在農園

委員的號召之下，20多位義工響應，大家洗淨雙

手，一起挽袖包粽。

數百顆令人垂涎的新鮮粽子一串串，成果豐碩

！除讓義工和參與活動者共享外，也分送社區弱

勢民眾。「大家一起渡過充滿粽葉香的溫馨端午

！」農園園長許慶章說。

義工們透早5點多就開始洗米、洗粽葉還有包

粽子，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副局長謝琍琍，以及多

位長官貴賓，特別向義工們致謝。義工們歡喜地

說：「雖然天氣熱，但大家都很開心！希望大家

吃得快樂健康！」（社工員／賴亭伊）

愛心手足領小小志工　陪阿公阿嬤跳恰恰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里事長洪惠

昭率領會員、志工以及小松鼠的家的小朋友共

約34位人員，於103年05月24日（星期六）上

午9點來訪濟興長青園，利用假日的時間做小

小志工。

　小朋友們為爺爺奶奶們帶來了精彩表演，帶

動操熱鬧開場，太鼓表演令人震撼，還有精彩

絕輪的熱舞表演，跟懷舊感人的歌曲獻唱！愛

長輩一生付出　到老年要的卻不多
年老長輩們一生所經歷付出過的種種辛勞無數，到了老年，所要求的卻不多

，一聲問候、一份關心、一份陪伴就能讓他們覺得很溫暖。

面對社會型態的改變，年青一輩們在工作與家庭兼顧之下，對於家中年的長

輩照顧實有不足。再加上大多年老長輩都希望在地老化，所以「居家服務、關

懷訪視」更需積極推動，把社區當據點，舉辦有關老人照護的講座。

在這部分，濟興長青基金會在生理、心理、健康、醫療

方面，都能有實質的推行，助力深入每個家庭。濟興一

直很努力關懷弱勢族群，讓人人感受到社會的

溫暖、增加正面能量。

從事關懷訪視員這份工作，讓我學習到很多！

除了關心、照顧自己的家人以外，我也很高興獲

得機會去關心、照顧別人。我很感動也很開心。

想想，我們有一天也會年老，是否也能有同理心，

為這些年老的長輩們打造溫暖的家園呢？有志於社會助

人者，期待大家一起來努力。

(關懷訪視志工／王梅香)

高師學生志工們熱血挺護老

歷時二個月的長青金嗓盃K歌大賽，有逾百位

銀髮公嬤參加，每位都唱得專注又專業。12位脫

穎而出的決賽者，於六月十五日濟興愛心護老慈

善園遊會暨長青盃K歌大賽互尬歌藝，也秀出跳

舞、講笑話、模仿、呼拉圈等才藝拚台風，最佳

老仙角獎由魏正神奪得。

「我只是運氣好啦！」奪得老仙角的魏正神

濟興長青園訊息 Message

103年5月1日～103年6月30日大事記
凡 走 過 必 留 下 痕 跡 ⋯□□□□□□□□
日　期 事　　　　　項

母親節養生紓壓慶祝活動／健康廚房帶領製作桂圓養生蛋糕；梁淑英老師指導頭部眼部紓壓
保健按摩。當天共計服務117人次，活動於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舉行。

社區保健促進／邀請長青傳承大使蔡秋姝老師帶領製作馬賽克拼貼、幸福三連中（粽）香包
。共62人次參與，活動於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舉行。

茶心小館／邀請蘇金樹先生談「平常心」，35人次參與，活動於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舉行。
（相關報導請見本期3版）

五月五幸福粽香慶端午／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共辦，與社區長輩包粽
同慶。312人次參與。（相關報導請見本期2版）

社區保健促進／邀請聯合醫院營養師吳雅慧主講「安全衛生的外食烹調」。67人次參與，活
動於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舉行。

愛心護老慈善園遊會暨長青金嗓盃K歌大賽／濟興護老慈善會、濟興長青基金會主辦，募公
益善款逾百萬，將規畫投入長青園設備添購。（相關報導請見本期各版）

社區活動／邀請長青傳承大使蔡秋姝老師指導製作精緻吸管花。21人次參與，活動於南鼓山
老人活動中心舉行。

茶心小館／邀請劉文成老師談「人生三活」，38人次參與，活動於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舉行
。（相關報導請見本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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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人次，活動於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舉行。

案例

　周小姐33歲，為腦性麻痺患者，有癲癇病情，領

有多重障礙極重度手冊，無自我照顧能力。其語言

能力不佳，僅能用單字（如「媽」、「妹」）表達

需求，日常生活照料都由媽媽、妹妹輪流照顧。

89年4月份開始，本會居家服務員提供每週3次、

每次2小時居家服務，協助劉小姐（當時19歲）進

食、沐浴洗頭、如廁。案母很感謝這14年來的居

家服務，讓她有時間處理家庭瑣事與稍事休息。

5/9（五）

5/19（六）

5/23（三）

5/28（一）

6/15（日）

6/18（三）

6/20（五）

6/30（一）

5/28（一）∼
5/30（三）

5/9「母親節養生紓壓慶祝活動」養生蛋糕
製作示範。

本會資深志工暨長青傳承大使蔡秋姝老師指
導民眾製作馬賽克拼貼。

 5/30「五月五幸福粽香慶端午」志工親手
包粽。

居･服･百･科 濟興居家服務不限老人

愛心手足與小松鼠的家，和阿公阿嬤一起合影。

志工們提著全聯贊助的物資，探望吳陳阿嬤。

端午節長輩遊農園
親近大自然
慶端午，與人熱鬧團聚

同時，也要親近自然──

掛香包、吃粽子、划龍舟

，還有呢？當然是來農園

種種菜啦。

濟興長青園的長輩們，

端午節時「遠征」銀髮農

園，一同出遊歡喜過節。

爺爺奶奶們獻出自己的舞

技、歌技，亦紛紛下農田體驗種菜樂趣。

農園為行動不方便的長輩們設計了吊掛式盆栽

設備（如圖），讓長輩們不用彎腰，便可以坐在

輪椅上享受種菜樂趣。爺爺奶奶們不僅吃到好吃

的粽子，還收到了農園出產、營養滿百的新鮮蔬

菜，留下了端午節美好、美味的回憶。

（社工員／孔瑋宗）

心手足慈善會理事長洪惠昭不僅親自跳帶動操

，還邀長輩們一道跳恰恰，讓長輩們咧開嘴笑

得燦爛、跳得繽紛，爺爺奶奶們活力四射。

　每一個表演，都看得出小朋友們的認真努力

，更讓人值得讚賞的是，這群小朋友在活動結

束後，都自動自發幫忙整理環境，收桌子、掃

地、拖地，真讓大人們忍不住要豎起大姆指說

聲「讚」。（社工員／孔瑋宗）

（社工員／陳佩詠）

居服督導員陳佩詠回應 

　案主和案家屬要的並不是一時的同情，而是長時間的

實質支持、關懷。許多人都知道濟興長青基金會提供「

老人居家服務」，但我們也服務部分身心障礙者。

上述案例中，案母獨自扶養兩位女兒，早期礙於面子

問題，遲遲不肯接受社會資源，而孤單承受養育之苦

，心理承受許多壓力。本會居家服務員替照顧者分擔

部份負荷，讓照顧者不必獨扛重責。居服員也會跟案

母分享自己的照顧技巧，提昇照顧者的照護技能。

身
心
障
礙
者
居
家
服
務
的
申
請

服務
對象：

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並符合下列資格者：
1、因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者。
2、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未聘雇看護(傭)、未領有
政府其他照顧費用(例：照顧者津貼、日間照顧及住
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者。

服務
內容：

1、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包含居家環境清潔、
換洗衣物之洗滌修補、陪同/代購物品、陪同就醫、
文書服務、友善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等。
2、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進食、整裝、擦澡、大
小便排放、使用藥物、使用日常生活輔具、生活自
理訓練、復健練習、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動、
陪同散步、運動、休閒等。

3、照顧服務費每小時以新台幣200元計，補助額度
依身障者失能程度及實際評估時數核給。

應備
表件：

1、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2、失智症患者請檢附經公辦公營之公立醫院或經衛
生署評鑑合格之區域級以上醫院，精神科醫院診斷
為失智症，並載明CDR(Clinical Dementia Rating)評
估結果分數為一分以上之證明文件。

申請
單位：

請依需求直接向服務窗口提出申請：
1、49歲以下請洽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07-3308440) 
2、50歲以上請洽長期照顧管理中心(07-7134000)

資料
來源：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網站（搜尋日期：
103.6.16）：http://socbu.kcg.gov.tw/?prog=1&b_id=5

說：「參賽的大家，其實也都是歌友，大家都很

有實力，都很厲害！」問老仙角參加比賽時，特

別需要什麼功力？他說：「現場唱樂隊吧！跟錄

音帶不太一樣，必須跟上現場音樂的脈動。」

每位長青盃參與者，都帶給我們無比感動。

謝謝大家的支持，您唱歌、聽歌時的歡喜，就是

長青金嗓盃K歌大賽的意義。恭喜得獎者如下：

最佳老仙角：魏正神　長青金嗓獎：董貴川　長青銀嗓獎：林飛翔　長青銅嗓獎：王玲華

優勝獎(依筆劃排　序)：呂屏翔、李高孝娟、吳國平、林進福、陳碧月、葉明基、劉榮輝、鄭國財

粉絲人氣獎：林秀杏　

1. 平常心很難去表達是什麼意思，即便自身能體悟，也很難去闡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2. 若起心動念就不是平常心，心不淨則時常要擦拭反思，要由平常生活中慢慢的經驗累積，心要頓才會悟。

3. 任何事情都要盡力去做，結果如何都要接受承擔，平常心、不平常心都不重要，重點在於它的內涵及

深度。

劉老師帶來的勵志故事
　出生就沒有四肢的「生命鬥士」尼克胡哲（Nick 

Vujicic），雖無足可走，卻能到訪25個國家、進行1500

場演講、面對400萬以上的觀眾進行演說。很多人告訴

他：「你天生殘缺，什麼都不能做」，但他說：「我是

上帝的恩典。」胡哲透過意志力及勇氣改變生活，正向

看待自己的殘疾，到世界各地鼓勵有困難的人。

「人生三活」的重點，是健康、快樂及有意義的人生。

06
20 主題／談人生三活　主講人／劉 文 成

林秀美／社工員
 彙整

高雄市應用科技大學退休教官

郝公關

▲薛武雄理事說「知足常樂
、遇事承擔」。

▲ 林富美理事長說「助人為善最樂」。

▲主講人蘇金樹談「平常心」。

▲春陽協會林清平總幹事提醒大
家知足常樂。

▲來賓黃先生分享從日本茶道得
來的感想。

曾燈友說「勇敢面對一切，絕不認輸的精神」是人生之要。

▲



人氣獎得主林秀杏獲超過六百五
十票，遙遙領先。她笑道：「我
真的挨家挨戶去唱歌給人家聽，
拜託人家投我。」
由活動執行長、濟興長青基金會
董事呂國柱頒獎。


冠軍老仙角魏正

神的決賽歌曲為〈人
生的鎖鍊〉。奪得冠軍
的他很謙虛，直說自己
運氣好。由呂國柱董

事頒獎。



金嗓獎得主董貴
川不只會唱歌，還能搖
難以控制的軟式呼啦圈
，難怪能保持好身材。



銀嗓獎得主林飛翔
唱的決賽歌曲是〈戀歌

〉。活潑的他才藝表演時
，模仿各種動物叫聲，

逗得觀眾哈哈笑。



銅嗓獎得主王玲
華的脊椎受傷，還在

復健中，但她的歌唱實
力可沒因此減損。



優勝獎由活動執行長、濟興長青基金會董事呂國柱（左五）頒獎。得主陳碧月、劉榮輝、林進福、葉明基、呂屏翔、吳國平、
李高孝娟、鄭國財（由左至右），都是從百位參賽者中重重闖關，一路晉級決賽的歌王歌后。

專業評審林澄治、張怡君、陳樹木、吳淑玲認真觀賽，並仔細書寫評語。

濟興和全聯合作做愛心
身心交病經濟窘迫 全聯愛心卡補助雪中送炭　
　53歲的林許太太因發生車禍，導致左手肌力不

佳，更因神經的壓迫，使她下肢無力，行動不便

，還併發了腸道與泌尿系統症狀。林許太太的壓

力過大，原本就有的憂鬱症狀日漸加重。幸好，

林許太太有懂事、成熟的女兒們，她的長女目前

在外工作；么女一面維持學業，一邊在阿姨開設

的美髮店當學徒，賺取生活費同時，也盡量爭取

彈性時間照顧媽媽。

　林許太太一家為低收入戶，靠領取政府低收身

障津貼補助過活，如生活費不足，再由兩位女兒、親戚一起協助。身體的磨難、心理

的壓力，加上經濟窘迫，最需要的便是各方的協助了。

　林許太太的么女提到，平時她會幫忙用全聯愛心福利卡換取吃食類商品，以及衛生用

品，「這些必需品累積起來，也是一筆費用！」全聯愛心福利卡提供的儲值、購物服務

，可謂雪中送炭，紓解林許太太一家購買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壓力。(社工員／李哲宇)

相依為命母子皆病 希望愛心卡福利持續　
吳陳阿嬤母子於今年1月份起，開始使用

全聯愛心福利卡。阿嬤的兒子張伯伯表示，

門市服務人員不會因為自己使用愛心福利卡

而有異樣眼光，有這張卡片「對生活不無小

補，希望福利能持續。」

出生於民國31年的吳陳阿嬤行動不便，躺

臥在床，和唯一一位照顧者，兒子張伯伯同住

。張伯伯本在洗衣廠工作，卻因肝硬化而不能

搬重物；加上吳陳阿嬤長期臥床，上下床需他

人協助，缺人照顧，張伯伯只好離職。

無經濟來源的母子倆列名中低收入戶，雖家道貧寒卻不符合低收入戶資格，因為吳

陳阿嬤尚有二名無法取得聯繫的孩子，難以提出收入相關證明。中低收入戶的補助一

個月只有三千多，光房租就全數用罄，有福利卡補助，減輕了些負擔。吳陳阿嬤感動

地說：「很感恩全聯發放愛心福利卡給中低收入戶的愛心！」(社工員／曾宥婕)

社工黃文文（右）代表全聯，和濟興
長青基金會董事長曾燈友共同進行愛
心福利卡捐贈儀式。



高師大學生志工「護老
大使」們，帶爺爺奶奶
散步、吃點心。

園遊會結束，全聯社工和濟興員工一起前往探視愛心福利卡使用者，了解關懷使用狀況。

全聯、濟興的員工前往探望林許太太，
跟林許太太與她的小女兒合影。

大家一起活動筋骨、做體操。「小松鼠的家」小志工們打起鼓來很有氣勢。

濟興長青基金會董事長曾
燈友替長輩推輪椅，在田
園中散步。

英倫幼兒園小朋友帶來可愛的開場舞蹈。



直立式菜牆
，讓行動不
便的長輩也
能體驗耕種
樂趣。

幫忙包粽子的義工雖
辛苦，卻忙得很開心。



長輩笑盈盈
地捧著農園
出品的健康
青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