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曆年前，濟興長青基金會獲善心人士捐贈近百人份年菜，有豐富菜肉海鮮，也包括素食

佳餚。濟興長青基金會感謝愛心，分別在濟興南鼓山服務處（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與燕

巢濟興長青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兩地各於2月12日、13日舉辦新春圍爐，邀長輩一起團圓賀

羊年。

南鼓山活動中心圍爐「吉羊開泰福運來」於2月12日中午舉行，邀請社區弱勢清寒長者前來

享用美饌。濟興健康廚房另準備少油、低鹽、低糖的炒麵、蔬菜與甜點為長輩加菜。長輩

們開心滿足，直讚「好呷」。濟興護老慈善會羅銘鴻理事長表示，能邀請社區長輩一同圍

爐凝聚感情，看阿公阿嬤歡喜，就是濟興得到最好的新年禮。

為濟興LOGO題字的82歲資深志工書法家-黃德珉先生當場揮毫，贈送每位長輩春聯；文化

傳承大使暨濟興資深志工(首任志工團長)蔡秋姝女士則以氣球、魚兒造型美工作品佈置會場

，讓現場增添歡樂氣息。

燕巢濟興長青園「團圓大圍爐」在2月13日中午登場，除濟興長青園住民長輩與家屬共享年

菜外，亦請來高雄市私立英倫幼兒園的小朋友為活動開場。約卅位小朋友熱情洋溢表演舞

蹈，並發紅包給長輩，氣氛溫馨。濟興長青園孔社工則打扮成「財神爺」，為長輩帶來喜

氣。孔社工說：「濟興長青園員工跟長輩就跟家人一樣，讓他們開心，就像讓自己的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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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興長青園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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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羊開泰福運來　歲末圍爐迎新春
善心人士捐百人份年菜　濟興邀長輩鼓山燕巢兩地辦圍爐

響應濟興護老感恩餐會 
為邊緣失依弱老籌募
長青園第二期設施設備及照護基金600多萬元

濟興春酒迎羊年　萬事順心又如意

美濃採番茄 長輩樂開懷

感謝主！ 牧恩基督教會傳愛心
捐贈禮拜堂撫慰老人

表揚優良居家服務員。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圍爐，邀請鄰居長輩、清寒長輩前來享用善心人士捐贈的年菜。

開心採著小番茄的奶奶。 旗山糖廠快樂合影留念！

挽起袖子正在幫忙清潔窗
戶的誼昇慈善部志工



與長輩一同玩槌球

濟興資深志工黃德珉是書法高手，不吝
揮毫贈送每位長者春聯。濟興護老慈善
會理事長羅銘鴻（右二）副理事長(亦是
基金會董事)許慶章（左二）在旁欣賞。

燕巢濟興長青園慶新春，活動邀
請高雄市私立英倫幼兒園的小朋
友表演，並發紅包給長輩。

燕巢濟興長青園慶新春，孔社工扮成財神爺，
送賀禮給濟興長青園認養之長輩阿民爺爺。

禮拜堂完工羅清美女士
感動分享為何想帶牧恩
弟兄姐妹來完成這禮拜
堂的心願。

震旦集團愛心直達長青園
和濟興一起關懷失依老人

農曆年前，濟興長青基金會獲善心人士捐贈近百人份年菜，有豐富菜肉海鮮，也包括素食

佳餚。濟興長青基金會感謝愛心，分別在濟興南鼓山服務處（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與燕

巢濟興長青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兩地各於2月12日、13日舉辦新春圍爐，邀長輩一起團圓賀

羊年。

南鼓山活動中心圍爐「吉羊開泰福運來」於2月12日中午舉行，邀請社區弱勢清寒長者前來

享用美饌。濟興健康廚房另準備少油、低鹽、低糖的炒麵、蔬菜與甜點為長輩加菜。長輩

們開心滿足，直讚「好呷」。濟興護老慈善會羅銘鴻理事長表示，能邀請社區長輩一同圍

爐凝聚感情，看阿公阿嬤歡喜，就是濟興得到最好的新年禮。

為濟興LOGO題字的82歲資深志工書法家-黃德珉先生當場揮毫，贈送每位長輩春聯；文化

傳承大使暨濟興資深志工(首任志工團長)蔡秋姝女士則以氣球、魚兒造型美工作品佈置會場

，讓現場增添歡樂氣息。

燕巢濟興長青園「團圓大圍爐」在2月13日中午登場，除濟興長青園住民長輩與家屬共享年

菜外，亦請來高雄市私立英倫幼兒園的小朋友為活動開場。約卅位小朋友熱情洋溢表演舞

蹈，並發紅包給長輩，氣氛溫馨。濟興長青園孔社工則打扮成「財神爺」，為長輩帶來喜

氣。孔社工說：「濟興長青園員工跟長輩就跟家人一樣，讓他們開心，就像讓自己的爺爺

　如今已是辦公傢俱市

場領導品牌的震旦集團

，事業經營有成，亟思

回饋社會，長期關懷弱

勢，熱心公益！在知悉

濟興長青園尚有許多設

施設備急需要建置的狀

況後，特別贊助辦公傢

俱一批約54萬元，讓基

金會能發揮最大的功能

來照顧失依弱勢老人。

　辦公傢俱於3月13日

下午送達本會附設濟興長青園區，在震旦集團代表金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陳彥男先生的帶領下，穿著紅色背心的震旦集團工作人員隨即開

始搬運及組裝傢俱，並將所有傢俱搬至定位，讓我們深刻感受到震旦

集團的專業形象及愛心不落人後。因為有震旦的支持，濟興必定會全

力以赴，讓失能長者及失依弱勢老人擁有尊嚴，並在此家園能安心、

安全地度過晚年。(研發行銷/倪鳳翔)

績優居家服務員 ：
陳秀鳳、張方鐘、林美華、
陸敬蘭、洪惠玲、林琴中、
楊美瑤、俞小琴、余素菁、
潘阿娟、李素媜。

服務奉獻獎 (服務10年以上) ：
劉邱寶鳳、蕭淑珍、陳秀鳳、
謝李美珠、嚴黛娜、廖淑芬、
林美華。

高雄市慈善總會第16屆立人獎 ： 
黃松榮

志工表揚 ： 
蔡懿卿、黃婷鈺、康瑞卿。

工作人員表揚 ： 羅婉寧
奉獻獎 ： 林恆卉

　3月29日財團法人濟興長青

基金會於高雄市燕巢區濟興

長青園舉辦愛心護老感恩募

款餐會，為清寒邊緣失

依老人籌募照護基金

。本次募款餐會是以

籌募濟興長青園第二

期設施設備費，及清

寒邊緣失依老人安置

認養專款為活動目的。

由企業及慈善團體與善

心人士共同參與的餐會

，集結了高雄地方熱心

老年公益之人士，以及遠道自台北前來響應盛宴之企業及慈善團體

，席開86桌，其中敬老桌用以接待長青園住民長者。現場總計近千

人與會，把愛心付諸實際行動來關心老人並參與老年議題。

　濟興孜孜矻矻，用20年的時光，聚沙成塔、涓滴成「家」。為使

失依失能弱勢長者能受到妥善照護，需要匯集社會各界的愛心，一

起捐輸。台灣愛心滿滿，溫情處處，去年歷經許多天災人禍，仍難

不倒支持護老公益的心！濟興長青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所需第二、

第三期電動護理床88床（含周邊，每床2萬5千元），已由善心人士

全部認捐！當中，更有人一人一次捐出22床！另外，有14位濟興居

家服務員，用平日為長輩們把屎把尿，辛苦的鐘點費收入，響應捐

了11床，其中一家人一口氣捐了3床，濟興感謝社會大眾的熱情支持

與認同！

　104年的感恩募款餐會，由歐老師舞團及慈德育幼院太鼓隊熱鬧開

場，小朋友們精湛的鼓技，立即帶動了整個現場的氣氛！緊接著，

由本會所舉辦的長青金嗓盃Ｋ歌大賽優勝者演唱歌曲，動人的歌聲

，獲得在場來賓一致好評；席間的「愛心義賣」掀起了高潮；之後

住民長輩們帶領大家一起合唱茉莉花、我的朋友在哪裡等耳熟能詳

的歌曲，場面溫馨感人。

　農曆年前，濟興長青基金會獲善心人士捐贈近百人份年

菜，有豐富菜肉海鮮，也包括素食佳餚。濟興長青基金會

感謝愛心，分別在濟興南鼓山服務處（南鼓山老人活動中

心）與燕巢濟興長青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兩地各於2月12日

、13日舉辦新春圍爐，邀長輩一起團圓賀羊年。

　南鼓山活動中心圍爐「吉羊開泰福運來」於2月12日中午

舉行，邀請社區弱勢清寒長者前來享用美饌。濟興健康廚

房另準備少油、低鹽、低糖的炒麵、蔬菜與甜點為長輩加

菜。長輩們開心滿足，直讚「好呷」。濟興護老慈善會羅

銘鴻理事長表示，能邀請社區長輩一同圍爐凝聚感情，看

阿公阿嬤歡喜，就是濟興得到最好的新年禮。

　為濟興LOGO題字的82歲資深志工書法家-黃德珉先生當

場揮毫，贈送每位長輩春聯；文化傳承大使暨濟興資深志

　2月26日濟興長青園的社工們帶著幾位長輩一同到美濃踏青採番茄，途中

行經鄉間小路，看見一片片綠油油的田地，長輩們都很開心。

　抵達目的地後，長輩們個個神情認真的採著番茄，期間從未停手，直到

裝了滿滿一袋的小番茄後才稍作休息。感謝美濃的蕭大哥，提供小番茄田

給長輩們自由採取，讓長輩們放鬆身心，愉快地度過了不一樣的一天，回

程途中經過旗山糖廠，大家合影留念，之後帶著好吃的番茄和滿滿的回憶

返回長青園！（社工／孔瑋宗）

　3月4日晚上，濟興大家庭於晶頂101餐廳舉辦新春團拜春酒晚會，高雄市社會局

謝琍琍副局長及老福科長官劉華園親自到場，與濟興的同仁們同樂。

　晚會中表揚長年熱心服務的居服員、志工及工作人員，感謝大家多年來對濟興

的支持及奉獻！現場也為1~3月的壽星們準備了大蛋糕慶生，並贈送刮刮樂做為生

日驚喜小禮物。

　最後在同仁們的卡拉ok歌聲中，活動進入尾聲，大家帶著滿滿的祝福賦歸，並

充滿信心地迎接羊年的到來！（研發行銷／倪鳳翔）

　在長期熱心捐贈本會的羅清美女士引介下，高雄牧恩基督教會慷慨

奉獻，贊助長青園成立2樓禮拜堂，讓園區的長輩們能在主的懷抱中，

長沐主恩，使心靈獲得平安與喜樂。

　3月12日，在李牧師的帶領之下，牧恩基督教會的教友們跟室內設計

人員來到長青園，進行禮拜堂的丈量與規劃，並參觀園區，跟長輩們

熱情互動，氣氛溫馨感人，現場還即興合唱聖詩來感謝讚美主 !

　在歷經了數天的施工，2樓禮拜堂終於在3月23日完工。禮拜堂典雅

聖潔，藉著上帝的恩典，撫慰失能失依長輩們的心靈。「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詩篇 23)

（研發行銷／倪鳳翔）

　每位捐贈達到50萬元以上的愛心人士，皆獲贈一幅有「台灣米勒

」之稱的國際知名畫家-陳甲上校長的畫作，作為響應護老之友的回

禮。義賣區除了有高雄市圓夢美術推廣畫會曾期正理事長及畫家素

素等人捐出的多幅畫作外，還有米豆保養品，以及舊振南食品捐出

的鳳梨酥、棗泥綠豆椪及杏香酥等等伴手禮，供與會人士選購。整

場感恩餐會活動下來，累計獲得社會善款600多萬元(含捐床)，“濟

興護老，有您真好！”

　濟興長青園以照顧邊緣弱勢老人為主，現階段因經費不足，暫以

三分之一的床數用來安置無償認養清寒邊緣失依老人！濟興用自己

的方式，有多少力量就做好多少事，為邊緣失依及失能長者圓一個

尊嚴、安全、安心的老夢，走完人生的旅程-終老。

　濟興長青基金會董事長曾燈友表示：「長青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從興建至今均夠艱辛，如今終有一些成績，曾燈友呼籲大家一起

來監視這棟大家捐款蓋起來的老人照護機構，因為大家都是愛心股

東。監督支持是大家的責任與權利。我們將做到財務公開透明化，

大家認可照護優質的機構。再度感恩您們的支持與奉獻。」

（研發行銷／倪鳳翔）

工(首任志工團長)蔡秋姝女士則以氣球、魚兒造型美工作品

佈置會場，讓現場增添歡樂氣息。

　燕巢濟興長青園「團圓大圍爐」在2月13日中午登場，除

濟興長青園住民長輩與家屬共享年菜外，亦請來高雄市私

立英倫幼兒園的小朋友為活動開場。約卅位小朋友熱情洋

溢表演舞蹈，並發紅包給長輩，氣氛溫馨。濟興長青園孔

社工則打扮成「財神爺」，為長輩帶來喜氣。孔社工說：

「濟興長青園員工跟長輩就跟家人一樣，讓他們開心，就

像讓自己的爺爺奶奶高興。」

　濟興長青基金會董事長曾燈友感謝善心人士提供年菜，

讓弱勢長輩也能享用豐富佳餚，歡喜過新年。曾董事長表

示，老人是我們社會珍貴的資產，希望社會各界共同來關

懷，讓天下每位長者都能過年開心、生活安心。

誼昇慈善部志工
滿滿愛心及善心溫暖老人心

與長輩們在涼亭談天說地，
好不愜意。

　充滿愛心的誼昇慈善部志

工於2月2日前來濟興長青園

，為了給長輩們一個乾淨舒

適的環境，主動挽起袖子為

濟興長青園清潔打掃，接著

陪伴長輩們散步聊天，並根

據每個長輩不同的喜好及需

求給予協助，其中一位奶奶

喜歡使用平板，就由擅長3C

產品的志工來教學;其他喜歡

聽歌的長輩們，在涼亭休息

時，就會由擅長唱歌的志工

唱歌給長輩們聽；還有一些

志工會陪著爺爺奶奶玩著各

式遊戲。

　志工們的善行和貼心，讓

長輩們非常期待誼昇慈善部

的志工們下一次的來訪。

（社工／孔瑋宗）

震旦集團代表金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陳彥男先
生(左二)及濟興長青基金會曾燈友董事長(左三
)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社會局姚雨靜局長致
詞，肯定濟興長年對
護老的付出跟貢獻。

濟興的大家長-羅銘鴻
理事長致詞，感謝大家
長年善心支持，並期許
濟興的未來更好。

感恩募款餐會主任委

員蘇成達，感謝大家

熱烈響應濟興護老。

濟興首席顧問陳銘華

呼籲共同支持濟興護

老。

濟興募款執行長呂國柱
，感謝所有現場貴賓支
持濟興，熱烈響應護老
募款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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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張堃揚 張振成 孫孟珠 張哲銘 吳若綺 許進來 許宏豪 許宏彬 曾鳳雲 鄭中雄 鄭中沛 董秀美 黃春菊 張月雲 
許淑濱 陳明福 簡天拱 陳昱廷 翁毓嵐 翁慶祥 翁毓卿 曾偉禎 林印發 邱月玲 梁長青 李明男 朱麗霞 李尚明 郭麗香 林世俊 吳婕菱 謝雯欽 陳重榮 
曾素月 邱崇成 曾燈福 莊勝劭 林秀玉 張順興 張詠詠 張小涵 張瑋麟 董秀櫻 林足英 曾俞人 / 1,200 洪雪燕 陳豪猛 林春榮 徐宏明 許春保 楊清芬 
莊文棋 柯慶祥 許進益 王永生 呂芳印 林平和 彭百琳 賴榮全 廖勝雄 蔡鴻文 許智豪 鄭鳳嬌 林茂妹 黃新改 曾玉仔 陳蔡翠瓊 許陳宿霞 / 1,000 劉豊隆 
莊月里 / 700 蔡淑容 / 500 李嘉華 / 300 吳碧珠 陳道行 陳上媛 王彩鑾 黃文清

30,000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太師傅) / 10,000 謝清秀 仕振工程公司 / 3,000 蔡高明 / 2,000 蔡奇瑾 羅正適 
陳啟森 / 1,000 張柯紅甘 / 800 善心人士 / 600 劉金蘭 / 500 張財進 周麗真 / 200 謝沁庭

新春聯誼餐敘 20,000 羅銘鴻 / 10,000 蘇成達 蔡國彬 / 6,200 王智民 / 5,000 許慶章 張元棋 林印發 / 3,000 張振成 
吳昇曄 許春保 / 2,000 王玉桂 李豪富 呂國柱 邱茂祥 / 1,200 王文生 / 1,000 莊勝劭 林太平 高桓懋 / 500 李尚明 ※另理董監事贊助摸彩品

40,000 蔡國彬 / 15,000 李尚明 / 8,000 許春保 林印發 王智民 王文生 謝在萬 曾燈福 許連祥 莊勝劭

長輩物資募集 $32,508 30,000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太師傅) / 2,000 黃永隆 / 508 無名氏
15,000 五十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0 中都園藝行 / 9,600 陸英昌 / 5,000 洪豪村 朱海蓓 陳柏妤 甘正哲 

顏清榮 張簡文金 / 4,000顏嘉邦 黃妍菱 / 3,000 何金生 許時寍 陳瑩禎 葉素真 黃健治 張凰娟 黃春田 劉凌素雲 江東爸爸傢俱有限公司 富鼎土地開
發有限公司 筌聖老家食品有限公司 / 2,950 侯佩儀 / 2,750 陳王真珠 / 2,000 江青峰 許宏豪 許宏彬 王錦治 蕭莊敬 汪志謙 王孟湘 尹淑慧 童馨如 
蔡秋姝 陳鳳英 袁文莉 王秋玲 吳同和 李瑞聰 李茗湘 劉姿君 林國忠 許秋蘭 莊劉錦 吳銹琴 林世俊 林良吉 林文雄 林欣儀 黃貞華 董美雪 陳有豐 / 
1,600 黃仁義 郭仕呈 / 1,500 陳旻翬 廖昱棨 王素玲 / 1,200 朱  環 包玉菁 包文淳 / 1,100 陳韻安 / 1,000 洪小雯 洪偉翔 胡立華 蔡韋志 陳冠伶 魏穎聖 
林易增 鍾蕙鄉 袁紫渝 蕭金英 周純珍 呂貞里 巫微曦 孫荷拉 陳麗娟 何美珠 郭玳菱 郭唐菱 蔡炳佶 柳孟廷 王贊凱 李訓億 李滿幸 張光榮 江孟融 
楊景安 鄧勝昌 楊欣蘋 黃琦淑 黃惠敏 劉秀芬 楊子葳 林秉瑩 秦世傑 陳崇桓 莊明章 張秀滿 吳婕菱 蕭月里 張淵石 石巧語 許陳美雲 顏洪彩蓮 
李城雪花 吳盧燕雲 張何阿雪 周善心人士 / 800 洪瑜嬪 陳禹潔 胡玉釵 / 600 袁耀南 馬瑞敏 蔡坤旺 蔡坤昇 楊文君 蔡閎雯 黃昱翔 曾錦鳳 林玉音 
邱文平  李枝係 李彥佑 李柔霈 簡珮伃 楊淑雅 邱吳春葉 / 536 高雄市私立英倫幼兒園 / 531 老牌石頭火鍋五甲店 503 57健康素食館 / 500 朱桂榕 
李維智 江介君 李  零 林振德 詹尉稚 林志忠 倪嘉勵 鄭郁馨 范凱婷 洪慈慧 劉怡君 呂金瑄 項昱自 余景卿 蔡定綸 顏讚美 董育龍 曾林敏 王美女 
侯淵鏸 謝璧如 李佩純 陳珮婷 林美慧 楊林彩雲 黃善心人士 楊善心人士 陳善心人士 哇寶國際資訊(股)公司 / 400 張振成 王智民 陳進榮 / 300 陳寶春 
郭明通 郭金全 郭明豪 郭吉利 郭昭麟. 郭昭宏 方淑貞 簡美枝 郭泓毅 廖錦呈 張瑞月 陳稼蓁 謝欣璟 林美惠 林美妤 趙蘭池 陳王真珠 金寶珍商行 / 230 
林百男 / 200 王素靜 何沂樺 何初軒 何美婷 何美麟 何峰軒 何曼珍 何紹誠 何惠珍 何詩涵 何嘉婕 余健正 吳秋月 巫桂嬌 李怡萱 李炳佑 李苡溱 
林永婷 林永龍 林佳蓉 林岱雨 林保志 林奎吟 林思安 林晁焜 林婷惠 林祺生 林儀婷 林賢玖 施  惠 翁淑芬 翁湘融 莊承叡 陳玥禔 陳盟宗 
陳靜玲 傅世欣 曾詩琪 黃旻儀 黃家順 黃  理 黃鉉祺 黃瓊珠 葉司司 葉佳維 葉佳銘 蕭雅𤅟 薛秋燕 郭善心人士 葉善心人士 / 150 梁棨椉 / 100 王薽婉 
朱書慧 李勝宗 李勝義 沈立威 林玉群 林芯羽 洪清連 徐百翊 張淑如 許祐福 郭姿怡 陳慧萍 曾瓊慧 黃聖海 楊博富 廖貴雲 蘇金利 姚楊芳櫻 王善心
人士 吳善心人士 李善心人士 邱善心人士 康善心人士 張善心人士 梅善心人士 許善心人士 黃善心人士 顏善心人士 / 83 吳昇曄

25,000 許盧甘 吳振溪 杜清文 劉淑惠 邱武雄 李張認份 / 9,000 洪健勛 / 8,000 洪琪雅 吳慧貞 / 7,000 林月琴 
廖照蘭 陳寶春 廖麗華 陳秋淑 林李秀貴 / 4,000 薛惠珍 / 3,500 林琴中 林永利 吳碧珠 董敏慧 姜吳愛麗 李宋清月 / 1,000 黃泊升 盧惠珍 林維懌

500,000 陳銘華 / 200,000 蘇成達 / 120,000 江瑞雲 王文生 全澤(股)公司 昇曄營造有限公司 / 
100,000 黃苓慧 陳  菊 李西田 黃月櫻 羅清美 謝旻曄 蔡國彬 東億企業行 / 52,000 陳美倫 / 50,000 羅啟和 羅啟興 蔡宗倫 永吉行 吉利康(股)公司 
中譽工業(股)公司 友友建設(股)公司 利百美興業(股)公司 順升昌企業有限公司 / 40,000 林昭獻 高雄市高縣資深青商會 / 35,000 高雄市晨曦慈善會 
/ 30,000 蔡麗美 林蔡玉竹 / 28,000 邱月玲 / 26,000 許春保 / 20,000 郭昭仁 蘇金樹 羅耀章 李振商 黃信智 林政君 張來川 陳明昇 吳永城 許連祥 
羅世鈴 周福仁 楊富吉 林文鴻 黃慶富 孫志鴻 曾燈福 陳蕙薰 伍啟維 高玉緣 詹進義 董建華 傅坤棕 楊聰源 高江月桂 堡翔有限公司 華春營造有限
公司 泰成水電行 大港保安宮 普晶燈技(股)公司 連盈營造有限公司 街友關懷協會 慈德親幼協會 泰山慈善會 合德慈善會 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明泰路面機械有限公司 欣揚汽車貨運行 / 16,000 謝素香 / 12,000 金泓生物科技(股)公司(蔡明昇) / 10,000 王羿絢 姜慧敏 黃麗花 林祖丘 韓秀英 
張月雲 梁天富 呂春明 高桓懋 方崇秀 呂秀錦 陳姞臻 林麗月 羅銘燦 莊啟旺 張美煌 楊春長 吳鳳月 葉麗梅 高興藥行 城中獅子會 愛之船慈善會 
鳳林觀音慈愛會 高雄東區扶輪社 春暉愛心慈善會 聖音慈善會 科亮企業有限公司 中都園藝行 崇茂企業行 巾富企業公司 仕振工程有限公司 益勗有
限公司 昆揚工程有限公司 / 6,000 侯福銓 葉美珠 陳宿霞 胡宏雄 黃仙富 江慶隆 靜彰商號 順泰發實業(股)公司 / 5,300 林淑華 / 5,000 楊杏堂 沈淑娟 
毛曉薇 謝達成 莊勝劭 普利商行 春陽協會 同心慈善會 愛心手足慈善會 積德慈善會 善士慈仁會 高雄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 台積光電科技有限公
司 恒懋五金加工廠有限公司(吳太郎) / 4,000 黃瓊瑩 蕭數娥 劉世鐘 陳國堅 陳乃嘉 王英基 施憶悟 陳宇堂 林勇志 簡天拱 林建成 王彩鑾 葉秀燕 
姜吳愛麗 統能工程有限公司 鑫本企業(股)公司 洋晶科技有限公司 / 3,600 林進郎 陳清銓 陳韻雅 陳永賢 陳玉梅 張仁輪 戴其佑 林信宏 洪毫村 
東地士企業有限公司 / 2,000 石德吉 江能輝 何美珠 何振通 余英美 吳太郎 吳慧貞 呂俊諺 呂品達 呂淑貞 李秀月 李鎗法 林月琴 林世俊 林永利 
林秀琴 林秀鳳 林育安 林芳玉 林春榮 林寶美 邱彥程 邱靜生 侯盈卉 施  明 柯成達 洪士益 洪坤璿 洪啟哲 胡敏雄 胡  理 范金鳳 孫秀蓉 孫耀昱 
康炯宏 張永菖 張秀香 張秀滿 張育豪 張朋同 張英夫 張淑媛 張麗紅 梁水龍 莊月光 莊月鳳 莊美忍 莊美香 莊國祥 莊淑霞 許月桃 郭仕呈 郭盈麟 
郭錦鶴 陳三郎 陳世明 陳玉美 陳秀菊 陳坤榮 陳宥沂 陳昭如 陳柏芫 陳柏銓 陳秋淑 陳重榮 陳素雲 陳乾永 陳敏夫 陳清美 陳清賓 陳筱咪 陳翠瓊 
陳慶福 陳錦雀 陳麗梅 陳寶春 陸英昌 斯東耀 曾幼如 曾蔡榕 曾寶美 游康成 程大凱 黃文慕 黃先培 黃松榮 黃春田 黃春菊 黃師兄 黃素連 黃健治 
黃景清 黃德𡡅 黃澄瑞 楊雅棋 楊順發 楊憶萱 楊麗蓮 董敏慧 廖美璉 廖梅雅 廖照蘭 廖麗華 廖贏淑 劉于宏 劉文光 潘阿娟 潘美玉 潘瑋庭 蔡坤育 
蔡金祝 蔡青錦 蔡秋姝 蔡  雪 蔡懿卿 鄧鈞中 鄭淑禎 盧阿居 盧福清 蕭正男 蕭進發 蕭槐英 蕭麗珠 賴小燕 賴美惠 賴菊芳 駱建成 薛進恢 謝聖真 
藍惠瑜 顏明成 釋會謹 龔玉娟 龔秋蓮 余子琛 趙文山 無名氏 劉邱寶鳳 陳鄭鳳嬌 陳葉淑芬 王潘貴英 楊王綠雲 李柯鳳珠 周劉富華 許郭秀珍 一葉
蘭同心會 上誠企業有限 公司 南華電機行 鎰榮工程有限公司 家家食品企業行 安銓鋼鐵有限公司 元鴻行銷 顧問有限公司(高鴻炫) 介安交通工程有
限公司 聯勝建材有限公司 / 1,500 黃衡山 曾文雄 / 1,000 林秀珠 張淳閔 廖淑靜 陳鴻緯 孫順記 黃俊信 許志明 鄭文玉 柯玉秀 蘇貴美 許秀汝 陳玉枝 
黃如專 陳玉梅 郭美妙 蕭菊英 孫美惠 林智琴 陳威成 楊大慶 葉麗琴 黃瑞宗 林志勇 李光雄 林鄧彩媚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 600－曾玉仔 / 500 陳素
珠 康立臻 林淑娟 張峰嚴 張耀文 蔡掙輝 / 200 方李春 朱榮俊 李清富 賴清榮 李振男 李玉菁 何啟登 / 義賣收入共計 $44,530

10,000 瀚昌股份有限公司 五十嵐企業(股)公司 / 7,000 葉素真 / 4,000 安淇拉時尚有限公司 / 3,000 蔡韶恭 葉明初 謝昭仁 
張義敏 / 2,100 王聖煜 / 2,000 李虹瑩 陳平和 蘇孟雯 李城雪花 / 1,550 何四川 / 1,300 林福義 / 1,200 林岱瑩 / 1,000 陳有豐 周麗真 張財進 陳楷東 
陳貴美 黃淑媛 鍾昀臻 遲海智 陳巧翎 陳慶連 黃美智 許雪蓉 梁煒成 陳奎洲 張蘭香 陳善心人士 / 750 李王愛 李罕衷 / 700 林靖茹 / 600 鄧愛琴 蔡宗憲 
徐榮志 王頌舜 林美華 陸敬蘭 林李秀貴 / 500 葉茂榮 陳秀卿 洪小雯 洪偉翔 林李合 陳寶娟 洪秋玉 黃美容 周祥城 周俊良 周秋月 鄭妙嬋 周唐秀治 
/ 300 蔡坤穎 廖錦呈 /  250 尤鴻德. 王秀蘭 / 200 楊杏堂 沈淑娟 楊欣諭 楊佳諭 楊茜諭 王日輝 吳雅玲 陳富平 楊雅如 蘇逸玲 陳雅萍 / 100 yenn

3,000 陳雅婷 陳家瑩 / 2,000 Wang  Jason / 1,600 張心渝 / 1,000 蔡馨儀 葉雲淉 洪小姐 / 500 林宏龍 陳子又 
鄭靜美 / 300 王麗瑗 / 200 王映儒 陳榮茂 / 100 無名氏

呷茶.配話.講人生
濟興茶心小館心靈開講集錦錄 

▲鳳山地藏寺住持地學法師分享自己的人生觀。

▲郭修偉老師表示人生要離苦得樂
，認真過日子。

社區民眾侃侃而談歡喜感恩心

▲

▲春陽協會林總幹事說
歡喜做甘願受，少欲
少怨少恨。

1、我們要注意每分每秒是否有認真做事，ㄧ步一
腳印去完成該做的事情，今日事，今日畢。

2、我們有種種的煩惱，要把心放下，人在逆境中
可以成長，在順境中則會怠惰。

01
23
主題／活在當下／地學法師 鳳山地藏寺住持
日期：2015/1/23(五)下午15:00至17:00｜地點：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紀錄：陳佩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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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興服務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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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興事記
愛心行動 第三版

濟興104年1、2月大事記
日期 事　　　　　項

長青園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志工協辦園區長者「卡片傳情
活動」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生活創意美學」課程活動，邀請
社區長者參與健康檢測、健康律動、手作創意等，活動共計
81人次參與。

歡迎誼昇企業慈善部志工蒞臨長青園陪伴關懷長輩。

歡迎佛光慈悲基金會蒞臨長青園關懷長者。

本會志工團參與慈善團體聯合總會與太師傅餐飲聯合舉辦之
寒冬送暖餐盒義賣活動，共計支援2場次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茶心小館」，邀請鳳山區地藏寺
地學法師引談「活在當下」，共計參與36人次

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辦理「清潔打掃日」，計80位長輩參加。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銀髮健康服務站」，服務社區獨
居及弱勢長輩銀髮義剪及健康檢測、共計參與29人次。

本會邀請社區獨居長輩、弱勢家庭參與高雄慈善團體聯合總
會於華仔的店火鍋店辦理之春節歲末圍爐活動，共計邀請
12名長者參加。

本會長青關懷服務隊辦理歲末關懷發放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
中心委託天明功德會製作之黑糖粿活動，共計送暖38名獨
居長輩。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生活創意美學」課程活動，邀請
社區長者參與健康檢測、健康律動、手作創意等，活動共計
31人次參與。

歡迎感恩基金會貴賓參訪長青園。

本會參與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辦理之「吉祥如意喜迎春
」104年獨老圍爐活動，於香蕉碼頭辦理，本次共邀請12名
獨居長者參加

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舉辦「農園志工隊聯誼日」成員共同包
水餃同樂，當天計參與20人次。

歡迎大愛電視台「草根菩提」節目蒞臨本會長青園及北區銀
髮族市民農園拍攝。

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吉羊開泰福運來、歲末圍爐迎新
春」活動，邀請社區長者與獨居長輩共同參加

長青園辦理「歲末圍爐」活動，邀請園區長者圍爐同樂。

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辦理「認識有機栽培」邀請長青學苑黃
傳賢老師主講，計30人次參加。

長青園辦理「郊遊採番茄」活動，帶領園區長者體驗田園樂趣。

北區銀髮族市民農園辦理「羊年新春慶團圓-團拜傳情愛心
滿」社區活動，邀請社區長者同樂及社會局長官指導，計
150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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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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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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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明細 期間：104年1月1日~104年3月31日

濟興慈善會

濟興基金會

常年會費 共$122,300

 

捐贈收入 共$62,600

 活動贊助收入 共$82,900

行政贊助收入 共$119,000

捐贈收入 共$32,508
建園專款收入 共$520,533

電動護理床 共$245,000

104年募款感恩餐會 共$4,396,030

護老之友 共$89,450

認養阿民爺爺 共$1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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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之友收入

上期結餘

　小　　計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100,950

214,355 

315,305 

22,032 

56,528

34,233

6,582

119,375

195,930 

李○美

林○英

陳○明

李○美

 小　　計

本期餘絀

濟興長青園清寒邊緣戶專款運用情形 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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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承辦104年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健

康營造點健康促進計畫，自3月30日起，每

週一上午9點在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辦理各

式課程，受到社區民眾熱烈的歡迎及迴響。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濟興社區健康營造點

歡迎您一同來參與！ 報名專線551-8235  林

社工。（社工員／林秀美）

小心！失智症隨時都在你我左右 社工員/李哲宇

銀髮開心農場--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自從於103年4月開始執行方案以來，不斷

的進入各地社區宣導關於失智症方面的種種

現象與問題，發現許多長輩和里民們幾乎都

把失智症直接的和老人退化劃上等號。這是

一種不太正確的方式，雖然以目前的醫療技

術來說失智症確實無法治療，但是卻可以用

藥物與外在的幫助來減緩失智症的惡化程度

。經過許多醫療證明提早發現失智症並且確

實與規律的接受治療，相對於完全不治療的

病患來說，可有效的延長發病時間、減緩發

病症狀等等可預期的好處。

　目前為止政府為了推廣與提早發現失智症

，在各大醫院或相關社福單位都有簡易的失

智症量表(AD-8 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供民

眾索取自我檢驗。而今天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廣為社會大眾知悉的老人癡呆症(阿茲海默症

)在今年開發出新的篩檢技術，比起舊的技術

 

捐物明細

一
月
份

三
月
份

二
月
份

黃智宗/包大人成人紙尿褲L6包(13片/包)、包大人成人紙尿褲M6包(16片/包)。翁慶祥/秋刀魚ㄧ箱(66隻/箱)、鯖魚ㄧ箱(24隻/箱)。社團
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高雄市實物銀行/泰山健康油5罐(2.4公升/罐)。翁慶祥/魷魚12斤、鯖魚29隻。張林桃/統一發票73張。善
心人士/白米1包(12公斤/包)。楊欣怡/衣物10件。善心人士/白米真空裝8箱 (600公克/包、6包/盒、6盒/箱)。王智民/統一發票223張。張
振成/統一發票283張。郭麗秀/台糖二砂11包(2KG/包)、台糖沙拉油2罐(2L/罐)。陳慧娥/發熱衣70件。陳維萱/發熱衣20件。馬儷娟/發熱
衣10件。陳麗鈴/發熱衣10件。愛心待用米社團(丁鴻毅)/清健米2大包(4KG*7包/大包)。黎高興/原味安素48罐。鳥日大小事社團/保暖衣(
女用)10件。林小姐保暖衣2件。

李怡瑾、李振睿/男用保暖衣(XL)32件、女用保暖衣(M)21件、女用保暖衣(L)16件。善心人士/瑪丹娜女用發熱衣7件。李迎榛/ACER電腦
主機ㄧ台(型號054019623)。佳合農產股份有限公司/尼龍白菜235公斤、味美油菜180公斤、鹿角妹20公斤、小松菜15公斤、黑葉白菜
30公斤。陳吳純馨/全套年菜 2 組。陳政德/全套年菜 2 組。陳惠娥/全套年菜 6 組。欣律企業有限公司/電腦主機三台(型號99G1523、
99L8155、99M1667)、鍵盤三個、滑鼠三個。歐春生/亞培葡勝納53罐鋁箔裝(糖尿病專用)(230ml/罐)、桂格完膳營養素1罐罐裝(糖尿病
專用)(250ml/罐)、亞培葡勝納2罐罐裝(糖尿病專用)(250ml/罐)、尿套2包(1000公克/包)。吳秀霞/年菜 6 盒。林寶鳳/年菜 6 盒。劉ㄧ民
年菜 2 盒。游子媛/素食全套年菜 1 組。萃青有限公司/全套年菜 6 組。善心人士/全套年菜 3組。曾玉姝/成人紙尿褲M10箱。徐陳淑梨/
發熱衣30件。圍巾達人/圍巾20條。黎高興/原味安素48罐。古念以/原味安素10罐、購物袋1個。Joanthan Yeo桂格完膳營養素1箱。施
酈安/米2包(50台斤/包)。簡佑桀/米20包(50台斤/包)。善心人士/二手衣物一批。吳善羚/桂格完膳22罐、亞培安素14罐、金補體素24罐。
誼昇慈善部/青菜包心妹、牛奶妹、紫羅曼一批。林百男/長版羽絨外套1件。楊文傑/白米2包(2KG/包)、麵包10個、桂格大燕麥2罐
(330g/罐)、桂格即飲沖泡超級穀珍1盒(5包/盒)、桂格即飲沖泡超級北海道特濃鮮奶麥片1盒(5包/盒)、零食一批。吳小姐/亞培原味安素
24罐。同心慈善會/港式冰糖燕銀耳燕窩2盒(5罐*190G)、特大高山厚肉香菇2盒、桂格即沖即飲沖泡包3盒、金蘭醬油4瓶、金蘭香菇素
蠔油2瓶、鏗魚風味調味料2盒(8g*40包/盒)、正統龍眼蜂蜜4瓶(340g/瓶)、波蜜果菜汁4瓶(1000ml/瓶)、泰山特及歐式蔬菜調和油2盒(2
罐*380ml/盒)、桂格即沖即飲大燕麥片4盒 (850g*2包/盒)、餅乾 4盒、蛋捲 4盒、舒跑 2罐。

李佳蓉/香帥芋香捲蛋糕2盒。善心人士/虎牌細粉2包(800/包)、麵輪1包。鍾佩群/香帥芋香捲蛋糕2盒。呂富薆/紐西蘭紅牛全脂牛奶粉1
包(1.5KG/包)、廣吉大燕麥片1包(800G/包)。善心人士/蘋果麵包4箱(20入/箱)。黃梁興/芭樂二批。善心人士/尿布一批。黎高興/原味安
素48罐。行政院農委會/高麗菜一箱。林良榮/皇家御宴即時燕窩5盒。張長宏/玉米23斤、茄子33斤。利百美興業(股)公司/毛巾4件、
POLO衫9件、施巴潔膚露6瓶(200ml/瓶)。

期間：104年1月31日~104年3月31日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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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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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專案結餘

小計

照護費

耗材費

小計

科 目 金額 說  明
3,316 

3,316 

45,000

7,509

52,509

-49,193 本期餘絀

認養林阿嬤專案收支情形

收
入

支
出

有機耕種教學　善心愛護這片土地
　3月25日邀請到濟興長青學苑園藝班黃傳

賢老師，主講認識有機栽培，讓第一次耕種

的長輩們了解有機栽培的基本常識及如何栽

種才正確，並透過雙方的互相溝通及實地至

園區，了解長輩們種植上的問題並一一給予

指導，解決長輩們耕種時所遇到的問題。

　有機農業是一種不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之生

產方式，有害病蟲、動物及雜草則盡量鼓勵

銀髮農園新春團拜熱鬧滾滾

老師實地到園區來了解長輩們
耕作時所遇到的問題。

老師提供長輩們耕種問題的有
效解決方式。

防蠅貼是有效防止果蠅的物理
方法之一。

贈與愛心福袋，包滿耕種者種
的有機蔬菜。

社會局及耕種者提供豐盛的佳
餚，共同享樂。

感謝長官們蒞臨活動現場，並
體驗採收樂趣。

看！健康一起來！老人健康防跌操～
（圖中帶領者為蔡秋姝老師） 生活創意美學DIY，老人興致高昂。

搓湯圓。

主講人　地學法師

　活著就是活在當下，人生要圓滿，要為自己的
所作所為承擔。

店小二　曾燈友

1、在自己四十歲時原本有個幸福的家庭，沒
多久先生因癌症而往生，當時自己和孩子
們頓失依靠感到相當痛苦，覺得人生很無
常，經親友開導接觸佛法，因此瞭解到比
自己生活更苦的人還有很多，現在的自己
要做有意義的事情，為社會大眾奉獻。

2、把心保持水平，不讓自己的情緒忽高忽低
，遇到逆境勇於接受，什麼事情都能過得
去。

來　賓　覺學師姐

　要先清楚自己的定位，否則人生日子會過得很
渾噩，許多人都不知道為何而生，我們要好好省
思自己要什麼。

來　賓　林良吉

　有ㄧ次不慎從六樓摔下造成腦震盪，那次事
情發生後人生態度就此改觀，活在當下就是好
好過日子。

來　賓　劉萬民

　我們高興是一天，煩惱和痛苦也是一天，何不
開開心心過日子，人生知足常樂最好。

來　賓　劉文成教官

　ㄧ年之計在於春，ㄧ日之計在於晨，人生遇
到所有的困境，不怨天尤人。

來　賓　胡玉才

　以歡喜之心行事則成功率高，抱持厭惡之心
則萬事不成。例如國外的一篇研究；「一群砌
牆工人，對工作抱著憤憤不平、不滿之心則工
作效率不好、另一種只求一份薪水為溫飽而工
作，則其成效亦不佳，工作成效最好的是能樂
在其中（Enjoy工作）」。所以歡喜、感恩的
人所走的路比較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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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3月20日(五)｜地點：南鼓山老人活動中心｜紀錄：林秀美

來　賓　林良吉

　歡喜、感恩及平等心可說是三心一體，以本身
的觀照能力、反省及平常心的體悟即可進入此三
心。歡喜、感恩及平等心所包括的意涵；
一、以公眾利益、眾人利益為主之真善美之心。
二、屏除個人的私益及貪念、克服困難煩惱之事
視為經驗之累積，轉換吃苦變成吃補，才能
產生歡喜感恩心。

三、利人利己才是最高超的終極目標，為公平正
義的爭執，切勿損傷善念，而增長惡念。

店小二　曾燈友

　多一份善念、少一份
貪念，才能知足常樂「
歡喜、感恩」。

來　賓　王勇江

　生活中以歡喜、感恩
及平等心實際去做，尤
其在生活工作中去除貪
念，避免工作上的爭執
，處處以感恩心面對，
結果會比較圓滿。

社工員　林以紳

　「歡喜、感恩」即存
好心、說好話、做好事
，凡事以平等心看待。

社工員　許碧紋

　五年前與友人吵架、打架而互不往來，五年
後與她變成師徒關係(亦師亦友)，所以與人相
處要看她人的優點，心持歡喜感恩心。

志　工　陳乃嘉

理論與實務是不相同的，用說的比較簡單，但要做得到比較困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社
會要有力量去檢視及監督社會公眾利益團體，如何跳脫私心，能反省、勿貪心、勿虧待職守，
能保持上進心，常觀照本身，並以歡喜、感恩、平等心的去看待、行事。

結語： 店小二　曾燈友

來說，新技術更加準確、風險降低、費用

更便宜，雖然還沒有通過申請，價格的定

位上也尚未知悉，但不置可否的是這項技

術的產生，讓社會大眾對失智症不再是這

樣 的 畏 懼 與 不 熟 悉 。 ( 參 考 資 料 ：

h t t p s : / / t w . n e w s . y a -

hoo.com/%E5%8F%B0%E5%B8%AB%E5%

A4%A7%E7%A0%94%E7%99%BC-%E6%

8A%BD%E8%A1%80%E7%AF%A9%E6%

AA%A2%E9%98%BF%E8%8C%B2%E6%

B5%B7%E9%BB%98%E7%97%87-035100

095.html )

　最後我想說的是雖然世界上的技術日新

月異不斷開發出來，但最關鍵的還是在於

自己本身願不願意付出時間來徹底執行與

配合，也祝福大家都不會接觸到我上述所

說的那些內容。

6/12緊急安置 政府每月補助$17,656，不
足部份由清寒邊緣戶專款支應

清寒邊緣戶6/11入住家屬每月自付$5,000
，不足部份由清寒邊緣戶專款支應

清寒邊緣戶9/26入住家屬每月自付$7,200
，不足部份由清寒邊緣戶專款支應

耗材由清寒邊緣戶專款支應

清寒邊緣戶6/11
入住家屬每月自
付$5,000，另每
月本會由清寒邊
緣戶專款支應
$5,000，自7月
起由認養專案每
月支應$15,000

耗材、就醫交通
費等由認養專案
支應

專案不足部份由
清寒邊緣戶專款
支應

認養專案結餘

小計

照護費

耗材費

小計

科 目 金額 說  明
16,900 

16,900 

50,400

733

51,133

-34,233 本期餘絀

認養阿民爺爺專案收支情形

收
入

支
出

清寒邊緣戶9/26
入住家屬每月自
付$8,200，由認
養專案每月支應
$16,800

耗材、就醫交通
費等由認養專案
支應

專案不足部份由
清寒邊緣戶專款
支應

採行栽培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及天然

資材防治等，以避免傷害土壤、水資源及農

業生產環境，維持農業的永續生產。由於有

機蔬菜之栽培需完全排除化學農藥的使用，

故老師建議耕種長輩栽培時應儘可能選擇對

病蟲害抵抗力較強的種類及品種，所以有機

蔬菜之栽培應適期適作，避免栽培非當季蔬

菜。（社工員／甘美如）

　北區銀髮農園於2月27日辦理「羊年新春

慶團圓-團拜傳情愛心滿」社區活動，藉由過

年佳節期間，邀請農園耕種長者、社區弱勢

家庭與鄰近社區民眾一同參與活動，促進社

區聯誼互動，提升長者間互動關係、家庭親

子關係及自我認同，除了增進長輩們的社會

參與和適應能力外，也能增強農園與在地鄰

里間的正向關係，並透過活動的互動營造溫

馨、歡愉的氣氛。

　在新年期間，由銀髮族農園送上最真實的

祝福，免費提供健康餐食，與社區民眾共同

享用同歡，並提供元宵節應景的桂圓紅豆湯

圓供大家品嘗，讓耕種長者及社區長輩們，

沉浸在濃濃的過節氣氛中，且溫暖了長輩們

的心與胃。現場以熱鬧音樂及活潑舞蹈，祝

福阿公阿媽身體健康呷百二！

　感謝協助志工們，從早忙到活動結束，使

得活動完美的落幕。（社工員／甘美如）

『幸福心社區～健康一起來』
竭誠邀請您一同來參與！

▲本會曾董事長精闢的說明歡喜感恩平等心。

徵照顧服務員
護理人員
總務人員
廚工

【照顧服務員】
1. 提供長輩日常生活照顧。輪二班，需有接

受過照顧服務員受訓，無經驗可。
2. 12小時二班制輪班輪休（8:00-20:00；

20:00-8:00），月休六天。
3. 工作首月25000+1000（交通）+1000（

全勤）、夜間津貼100元／天，工作一個

應徵人員請電洽：07-6155548侯主任
濟興護老之友 善心捐款

更正
啟事



205日長輩圍爐迎新春(香蕉碼頭)



 生活創意美學DIY  動動手不煩惱

 1月地學法師誠懇的說明活在當下主旨  2月5日、6日大愛電視台採訪市民農園

月後加職務津貼1000元。
4. 勞健保、勞退等皆依勞基法辦理。
5. 其它福利：員工旅遊、團體保險、三節禮

金、在職教育。
6. 徵到為止。

【護理人員】
1. 提供長輩長期護理照顧。輪三班，需有護

理師、護士證照，無經驗可。
2. 8小時三班制輪班輪休（日班8:00-16:00

； 小 夜 班 1 6 : 0 0 - 0 0 : 0 0 ； 大 夜 班
00:00-8:00），月休六天。

3. 工作首月28000+1000（交通）+1000（
全勤）、小夜間津貼150元／天、大夜津

貼300元／天，工作一個月後加職務津貼
3000元。

4. 勞健保、勞退等皆依勞基法辦理。
5. 其它福利：員工旅遊、團體保險、三節禮

金、在職教育。
6. 徵到為止。

【總務人員】
1. 負責各項庶務的分配、清潔人員調度及管理。
2. 訂定與執行資產維護管理辦法。
3. 檢查廚房環境清潔、冰櫃稽核衛生等。
4. 消防安全、公安之檢修、申請演習計劃

之擬定。
5. 資產維護管理，故障時，聯絡外包廠商維修。
6. 檢查機構環境清潔，保管與換發各項保

養簽到卡。
7. 車輛管理與停車調度處理。

8. 簡易水電器械維修。
9. 安排公務車陪醫事項。
10. 月休六天，每月夜值3-4天（夜值予當天

下午及隔日補休）。
11. 勞健保、勞退等皆依勞基法辦理。
12. 其它福利：員工旅遊、團體保險、三節

禮金、在職教育。
13. 徵到為止。

【廚工】
1. 協助廚師製作餐食。
2. 依營養師設計之菜單，準備餐及送至照護區。
3. 餐具之清洗與烘乾。
4. 廚房及餐廳的清理與設備之維護。
5. 儲油槽之清潔處理。
6. 餐具、食品、用品之補充提報主管處理。

7. 月休6天。
8. 勞健保、勞退等皆依勞基法辦理。
9. 其它福利：員工旅遊、團體保險、三節禮金、

在職教育。
10. 徵到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