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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大 愛 做 小 事 
                                                                主講：衛生局 陳局長永興  整理：仇委員方娟 

在 88 年 12 月 4 日協會所舉辦的「會員聯誼會」中，本市衛生局陳局長永興蒞臨會場，以「懷大愛

做小事」做專題演講，並提出未來應努力的方向，限於篇幅的關係，僅摘錄重點於下，與大家共同分享

與勉勵；他指出社會服務工作要做別人不做的事，並且從別人的失敗經驗中，做為自己的借鏡。同時，

只要想到要做、認為應該做，就要開始做，不要猶豫。因為社會服務的工作不是光靠個人的熱心，重要

的是要有團體的力量才能永續經營。對於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要能堅持，更要有忍受寂寞，甚或挫折

的勇氣。除了，不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痛苦，而自己卻在享福。更不要期待別人的感謝，否則會失望。 

此外，陳局長期勉大家能夠朝下列方向努力：包括 1、在很短的時間內，密集地與真正的照顧者討

論，先將所有的問題整理，而後再排出解決的優先順序。2、我們團體是扮演仲介的角色，需要為家屬

找到其所需的社會資源，不管來自於政府或民間，我們都要去努力。3、有人需要的是人力的協助，我

們團體應評估優先順序，可以做專門訓練照顧者的工作，如我們在高雄市辦理專門給看護（本國或外籍）

的訓練班，協助家屬以合理的價格，找到所需的協助者。4、需要提供照顧者心理（情緒）上的支持團

體。5、如果政府有一些不合理的法規（例如有房子就不能申請補助款），我們需要總會結合各分會的力

量去遊說，靠立法來突破，解決這些問題。6、未來老年年金制度的推出，可以改善老年人扶養的問題。

但我們協會應儘早將護理機構的品質要求， 

及如何建立良好的合作模式，及早規劃完成 
。7、照顧者經驗的分享是非常感人的，我 
們應安排現場錄影，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將 
他們的心聲傳遞出去，讓社會大眾了解照顧 
者的真實痛苦，經由他們提出社會能為他們 
做什麼，將影響很多人來關心這個問題，自 
然也會有人願意捐錢，讓我們協會來幫助這 
些照顧者。（註：陳局長婉謝了協會的鐘點 
費，在此特別感謝他對本協會的支持與提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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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談 關 懷 家 庭 照 顧 者     主講者：邱理事長啟潤 

整  理：學編委員會 
由於人口老化、意外事件頻傳，需要長期照護的疾病越來越多，身為照顧者的人數也越來越多。據各

項研究分析可知照顧者多為低教育程度、女性，是較弱勢的一群。這群照顧者的問題和需求為何？由誰來

關懷照顧者？又如何落實關懷照護；正是今天的主題也是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欲努力的方向。 
根據國內多位學者之研究得知，照顧者以女性、低教育程度居多，而其中身為老年配偶、自身罹患慢

性病的更不在少數，默默承受這些喘不過氣來的壓力；也許暗自哭泣、也許不知如何表白。何不透過您來

了解照顧者的需求，用關懷來協助照顧者走出超負荷的壓力並能繼續生活在自己熟悉、溫暖的家庭，擁抱

每一個希望的明天。根據歷年來各項研究分析照顧者的主要需求是：1、照顧病人的知識與技巧。2、替代

的人力，能有短暫的休息。3、情緒的支持（有求助的對象、傾訴的對象）。4、金錢的協助。 

關懷是人類的特質，讓社會大眾能了解家庭照顧者可能是終日埋首於照顧工作中，沒有時間及精力出

來為自己講話，更是失去經濟上的收入、在工作場所和別人互動的機會及休閒娛樂的時間，成為一群被遺

忘的人。協會將辦理各種研討會、座談會、或經由廣播、會訊等資料，宣揚本會的宗旨與目標，結合眾人

的力量共同來協助家庭照顧者，發揮人溺己溺，人飢己飢關懷他人的特質。歡迎贊同本會理念的人多多加

入協會的行列，有大家的支持，協會才得以成長與茁壯，有能力來落實真正實質的關懷。 

培訓服務家庭照顧者的專業、非專業人員及志工：1、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進行相關服務方案設計與辦

理個案、團體輔導與心理諮商；志工招募、訓練與督導；相關服務研究及各項會務的策劃與進行；資源整

合協調與轉介；協助護理、社工之實習教學安排。2、護理專業人員：協助家庭照顧者或志工獲得照顧病人

的知識及技巧，且由關懷活動中了解家庭照顧者之問題和需求，協助解決或給予支持，結合社會人士及團

體，積極爭取家庭照顧者權益。3、非專業人員及志工：提供家庭照顧者需要的協助，特別是協助家屬為居

家病患洗澡的服務，洗澡是依賴程度高之病人最大的問題，未來若可以提供這樣的人力是否對家屬而言也

是一大福音！ 

配合喘息照顧服務提供家庭照顧者情緒支持及照顧技巧訓練：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已辦理之老人長期照

護喘息服務，是為了讓家庭照顧者可以走更長遠的路，提供短暫休息的機會。本會希望鼓勵家庭照顧者善

用此項資源，同時由本協會利用 10-15 人的小團體進行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方案，透過對照顧工作心路歷程

之分享，使得照顧者得到情緒的舒解與經驗的交流，且因團體的參與，讓照顧者相互支持，擴大照顧者的

社會支持網路，並增加照顧者對社會資源的瞭解及運用，俾能結合正式服務共同照顧失能老人或身心障礙

者，真正達到舒解家庭照顧者照顧的情緒壓力，建立照顧者之社會支持體系，期能提昇失能老人或身心殘

障者之照顧品質，並促進照顧者之身心健康。結合高雄地區與本協會會員中的專業人才，共同辦理家庭照

顧者的訓練班，使其獲得照顧的技巧，減低照顧上的壓力，提昇照顧品質，使被照顧者能於家中獲得適當

的照顧。 
附註：本文是邱理事長於 88 年 11 月 06 日協會辦理「關懷照顧者研習會」系列一之精彩片段，於此刊

出以饗讀者。 
 
 

歡迎大八飯店林董事長加入本協會，即日起凡是本會會員 
持【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會員證】至大八飯店消費一律九折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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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  員  會  簡  介                         
本期介紹的是「服務委員會」                                       整理者：陳理事美妃 

     「服務委員會」是由充滿服務熱忱的醫療專業人員和家庭照顧者共同組成的，由高雄醫學院社會服務

室陳主任武宗擔任主任委員，旗下大將網羅了陳美妃（護理講師）、王春雅（高醫社服室社工員）、李素華

（三民衛生所護理長）、林秀卿（長老會殘障關懷中心幹事）、王貴鳳（高市政府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護理

組長）、張麗雀（居家護理師）、仇方娟（高雄科學技術學院護理老師）等，共同來為高雄市之家庭照顧者

服務，進行規劃、設計與籌備各種相關的教學及育樂、休閒活動。同時規劃與建立本會之志工招募、培訓

與服務之方案，並建立家庭照顧者之人力資源和資源共享的管道。 

    由於本委員會之委員，在照顧個案上均有實際的服務及工作經驗，且具有熱心助人的服務熱忱，故希

望能在 89 年度舉辦幾場座談會、照顧技術訓練方案、甚至是自我訓練照顧的技巧等。並開始招募及培訓志

工，期盼由有經驗的社工員來做督導和管理志工的角色，帶領著加入的志工能具有學理和實務相互配合運

用之理念。並期望藉由家庭照顧者的不斷自我充實和學習成長，使所照顧的個案能有更好的生活品質外，

更能落實一些服務方案，讓我們的家庭照顧者具備有熟練的照顧技巧、良好的生活品質，以及互相支持、

鼓勵與分享的功能。 

         重  要  活  動  紀  實 
「關懷家庭照顧者」研習會                                             學編委員會整理 

本會於 88 年 11 月 06 日於高雄市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舉辦之「關懷家庭照顧者研習會」系列一，

終於順利圓滿的落幕，感謝所有與會嘉賓的熱誠參與！！為與大家分享綜合座談中之精彩片段特於此披露

一二，以饗關懷家庭照顧者議題之讀者。 
一、「時間儲蓄制度」在推行時需注意之事項？是否有顧慮到安全之問題？（高雄醫學大學護理系研究生許

淑敏提出） 
馬副教授長齡：民國七十九年便開始有所謂的老人銀行制度，讓大家有付出就有獲得之觀念；而時

間儲蓄制度，也是將時間儲蓄起來，待各地系統建立後，便能依其需要做提領，目前宏道基金會也有如

此的制度。在安全方面的確需顧慮到雙向之安全問題，如需有機構之背書、第一次訪視時最好有二人一

起去，如熟悉穩定後再由一人前往。 

二、居家照護之病人不是由外勞照顧便是由家屬照顧，十分辛苦；目前雖有喘息服務可以使用，但需將病

人送到機構，而家屬是比較希望能到府中服務，是否可建議朝三方面規劃：提供幾小時之服務？是否由

認識、熟悉的人來服務？去做些什麼？多久去一次？（一祥居家照護負責人吳秀美） 
馬副教授長齡：喘息服務最好是在家中，接替家庭照顧者，能喘口氣，非常的彈性化。但如為要過

夜，機構較少接受到府服務，如為一、二天至一星期則會希望送到機構來，往後也有可能成為未來之客

源，此種性質是收費的。政府目前是屬於補助性質的，負責提供喘息服務，未來可以靠關懷協會爭取多

一點編列及預算，服務之時間會增加，但其餘仍有需求則由家庭負擔，不論到機構中或至府中服務皆可，

且去的人最好是熟識的且經過訓練的，各有優缺點，需依個案需求來做最妥當的安排。 

三、在訪視過程中經常接到照顧者因年邁、長期照顧、身心備受煎熬，呈現較負向的一面，照顧者感覺無

望；護理人員如何能提供照顧者正向人生觀的看法，來降低照顧者之無望感。（高醫護理所楊詠梅提出） 
高醫居家護理中心王惠珍護理長：居家護理師到家中訪視就是最大的支持力量，專業人員協助的過

程中，要看此個案對家庭之意義及重要性，不要讓介入變成負擔；依著家庭之需要再給予適當的資源，

以免長期下來，專業人員也會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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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示範中心王秀美：喘息協會由 88 年 5 月 3 日開幕至今已半年，一般家屬聽到有此服務都很感

謝，每個月約有 10 個個案來申請；每一個案每年可享 56 小時之喘息服務，故協助規劃好好運用是十分

重要的。當時數不夠時，會給予適當的轉介，如經濟問題轉介慈善機關來協助，情緒支持則由志工及社

工以電話問安、探訪給予扶助。 

馬副教授長齡：專業人員在照顧家庭照顧者時易有高度的倦怠感，原因有三：1、工作負荷是否太

大。2、自我要求是否果高。3、設定無法達成的目標。須知家庭照顧者的無力感是正常的壓力反應，專

業之角色應以提供全人之服務來看，能做的盡量提供服務即可。另外也建議僱用外勞之前，能提供對台

灣老人照護之訓練及在職講習，做逐步訓練，也可委託當地之相關機構來做此訓練。 

邱理事長啟潤：專業人員在照顧個案及照顧者時，本身也需要被關懷；專業人員間設立聯誼會彼此

打氣、支持，站在協會之立場，往後也可在此方面做些努力。 
四、喘息服務是否提供精神科疾病之家庭照顧者，因為她們也備受煎熬。（高雄長庚醫院精神科護理師許素

雯提出） 
馬副教授長齡：目前仍需到達 65 歲便能提 

出申請，在美國殘障者只需達 50 歲便可提出申 
請，另外對於精神科疾患之病人需考量的是能否 
提供適當的服務，是義工性質還是付費性質。 

長青中心李課長慧玲：精神疾病、身心障 
礙之居家照護服務，社會局第四科有提供短期 
的收容養護機構及補助，來讓精神疾病之家庭 
照顧者獲得喘息之機會。 

關懷與感恩—感恩節送溫暖活動                                      邱理事長啟潤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以下簡稱家總）特別選在感恩節當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於台北

晶華酒店柏麗廳舉辦【謝謝家庭照顧者】感恩節送溫暖活動，邀請家庭照顧者喝喝下午茶，暫時卸下照顧

的重擔。為了讓照顧者能安心的暫時離開被照顧者，家總提供【喘息服務】，聯絡居家服務員到照顧者家中，

替代照顧者的照顧工作，使得家庭照顧者不必擔 

憂家人無人看管。我代表家總理事長主持該項有 
意義的活動，親自聽到許多照顧者不斷地對家總 
的感謝，以下是他們的心情告白，「神阿！給我 
活下去的勇氣」、「希望難捱的日子，有人陪伴」、 
「百苦難言」、 「好想休息一下，誰來幫助我」、 
「被綁的感覺好無奈」。有位照顧者一直向我表 
示：「怎麼會有人這麼聰明，知道我們這些邊緣 
人的需要，因為總會的支持與協助，所以我現在 
已經走出來了！」這對我們有心關懷家庭照顧者 
的人真是一句強心針，使我深深覺得我們協會所     
作的事是多麼有意義的，更盼望大家能積極的參       照片說明：由左至右邱啟潤理事長（總會常務理事）范巽綠立委（總

與，共襄盛舉。                                                          會常務理事）、羅小雲小姐（廣播名主持人，家總照顧者之          

                                                                             友）、右邊三位都是家庭照顧者。 

 

欣逢千禧年理事長暨全體理監事在此祝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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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年快樂  平安順利！ 
會員聯誼會活動                                                        整理者：幹事許雯惠 

88 年 12 月 4 日協會於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樓，舉行第一次會員聯誼會暨跳蚤市場義賣募款活動，協

會於今年初成立迄今，會員人數已近 150 位，會員委員會為了能讓會員彼此更加認識，對協會更深一層的

共識，並能幫助需要的人，特舉辦此聯誼會，整個活動於 12：15 開始，我們準備了豐富的自助餐，讓各會

員彼此認識聊聊，同時於愉快的用餐當中

漸漸的拉開聯誼會的序幕，下午 2：30 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陳局長永興也到場闡述

「懷大愛做小事」的經驗，當天有近 60
位會員共襄盛舉，及護研所之研究生至現

場聆聽，讓我們受益良多，藉由此次的活

動讓彼此的距離更加縮短了。（謝謝總會

贊助本活動之經費 15630 元，也感謝會

員、高醫及附設醫院的許多、醫師及熱心

人士、相關醫療單位捐出數百件物品供本 

 

會義賣。） 

跳蚤市場活動花絮                                                   整理者：蕭委員彬吾 

談到 12 月 4 日要辦理跳蚤市場活動募款的當時；心想募集的東西從何而來？距離活動的時間不到兩星

期，能募集到哪些物品呢？想想就從自己開始著手，家裡有些東西品質不錯，外觀完整積存多時不曾使用，

就將這些東西捐出來，可能對這個活動有幫忙。再則硬著頭皮告知周遭熱心的同事或友人，請他們花點時

間，打開抽屜或櫃子，看看是否有不會再使用的東西，可以趁者這個機會把它清出來，捐給家庭照顧者關

懷協會籌募經費，支持我們協會繼續成長。 

    熱心的會員利用假日，共同將這些琳瑯滿目的物品：酒、茶葉、日常用品、精品、皮包、鞋子、書籍、

CD、…。從規劃到分類到評估價格直至裝箱，整個過程中不時可見參與者的用心及陣陣笑聲，臉上顯露出

可愛的笑容，快樂又滿足的面容是那麼的美啊！！ 
    12 月 4 日上午八點左右，工作人員歡聚一堂，在會場上忙碌，大夥兒都知道自己能做什麼，該做什麼，

彼此的默契表露無遺，雖說「跳蚤市場活動」上午 10 點才開鑼，一大早就有好奇的民眾來探究竟，接著人

潮越來越多，比想像中還要多而且熱鬧，高興著選購與他（她）們有緣的物品。節賬時選購的群眾彼起彼

落的反映說：”下次什麼時候會再辦跳蚤市場活動，記得通知我，好讓我也把家裡的東西捐出來”；”下次我

要早一點來，把好東西帶回家”；”這個價錢是不是可以再減一點點，賣便宜一點”；討價還價的模樣很有趣，

有些參觀者看了會訊簡章也樂意捐款贊助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跳蚤市場活動」經由用心、熱忱的會員共

同協力合作，圓滿落幕，讓我有機會分 

享及學習別人寶貴的經驗，體認大家作

伙來做歡喜的代誌，共同來支持家庭照

顧者關懷協會，大家有心、有緣的鬥陣，

我相信會驅使我們更有毅力與決心的走

下去，也期待熱心贊助家庭照顧者關懷

協會的人士能夠繼續支持我們，讓我們

有機會繼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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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顧   者   的   心   聲                  

                      家庭照顧者需要您的援手       高醫護研所研究生許淑敏提供 

在居家照護家庭訪視的過程中，需面對兩種個案，一為病患，另一為照顧者，如何做病患及家庭照顧

者之評估，深入瞭解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監測服務的品質，並進而滿足病患及照顧者身、心、社會之安

寧狀態，實在值得省思；故就兩個需要援手之個案與大家分享。  
案一：這是婆婆住院行褥瘡擴創術出院後返家的第二週，臀部的傷口約 8×8cm，已侵犯深至皮下組織、

筋膜及結締組織，每天由家屬濕敷換藥兩次；慢性病纏身，中風後意識程度為 E4V1M1（睜眼反射屬無意

識的、無法言語、給予疼痛刺激肢體呈現僵直性之伸展姿勢），又有慢性心衰竭，目前胃管及尿管留置。照

顧者由兩個兒子及三媳婦輪流照顧；三媳婦需賣完早餐後，下午再來照顧婆婆。一到個案家中，看到四肢

水腫、有翻身但卻是令人不舒服之姿位、尿袋隨地而放；聞到口中異味傳來；聽到呼嚕嚕的痰音…；便對

其家屬說：「要如何翻身才徹底、換藥時紗布要攤開、紗布要買無菌的、枕頭太小了、嘴巴味道蠻重的。」

只見其兒子面無表情的說：「你幫她用一下，我出去一下。」心裏敏感的想，是不是我們要求太多了，打緊

跟著出去一探究竟，看著約莫四十歲的照顧者，拿著剛點燃的煙，猛猛地吸上一大口，似乎訴說著，他是

個十分無助的家屬兼長子。管不著是不是吸了二手菸，只管提步上前說：「照顧的人真的很辛苦，要顧工作，

又要顧老母，我覺得你們也是很認真地顧阿婆，上回說買氣墊床，這次來就真的買了。不過因為我們都是

護士，剛剛講的都是為阿婆好，希望她能得到好的照顧，你有什麼問題可以提出來討論。」他沉默地看著

我又吸著菸，一會兒後，他說：「換藥是我弟弟在換，我幫她翻身。生活都亂了，一天都要花許多時間在這

裡，看她這樣也不會好，身上一大堆問題，實在有夠煩。」我告訴他，同樣的狀況如放在我的家庭裏，或

許我也是六神無主、亂了方寸，不過，事情已經發生，也就只得將每一件事拿出來與家人討論，做出決定。

接下來我試著一一寫下今天照訪時問題，並逐一的瞭解問題點及解決對策，並約定下一次探訪日期，如有

疑問時要來電詢問。離去之時，其長子說：「你看我煩的忘記買涼的請你們。」喝涼的事小，下回來時，讓

你的煩惱能少一點，是我們所期望的。 

案二：她八十有七，因髖關節骨折又有心臟衰竭無法手術，瘦弱的她躺於床上已一年，單一的照顧者

就是唯一的女兒（65 歲），這一陣子辛勞的女兒又帶狀庖疹又白內障手術，一臉憔悴地說：「沒人替換，我

剛開完刀，肚子的皮蛇又痛的很，每次幫她換尿布就很難過，餵她吃飯又要吃很久很久，我都快支撐不下

去了。」不禁自問，她很需要協助，有什麼方法可以讓照顧者不用如此辛苦呢？ 

其實心中有蠻多感受的，一則家中也有老母也是慢性病纏身，若不支倒地，我不敢想在我忙碌的生活

中，如何撥冗照顧。再則，我常想不要當個只有換換管路就倉促離去的家訪人員，但今天下午尚有二個、

三個，講品質也要談績效，權衡掌握在我，如何運用有限的時間做最好服務的提供，是我必須思考的。最

後，我看到一個無力的家屬，在個案剛返家的前幾週正如適應期，缺乏資訊、技巧、照顧的種種問題不知

如何解決；而另一位家屬急需替代之人力，長時間的照護工作已讓她身心俱疲。如何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

伸出您溫暖的援手，幫助這些家屬使其盡快適應，度過危機，重新調整生活之步伐，讓這一段照顧歷程不

用走的如此辛苦。因此，在機緣下我認識了「家庭關懷者照顧協會」，加入陣容盡我所能的來協助協會的相

關事務，並衷心期望協會能成長、茁壯而得以協助更多的家庭照顧者。 

 

徵 人 啟 事-誠徵社工督導或社工員 
資格：1、大學社工相關科系畢業 2、一年以上社工相關工作經驗 3、熟悉電腦操作。

有興趣者：請 e-mail:m635004@cc.kmu.edu.tw 或郵寄履歷至「高雄市十全一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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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濟世大樓 CS508 室」或傳真至 07-3113394。 
                         88 年 9-12 月重要紀事                     

【09/20】郵寄會訊給會員及各醫療服務機構及民間團體。 

【09/27】協會請購 586 電腦一台。 

【10/13】幹事許雯惠參加國稅局舉辦之「機關團體之扣繳

法令及實務作業」講習會。 

【10/28】協會提出聯勸計畫申請-「都會型家庭照顧者社區

資源整合服務方案」。 

【11/06】協會於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舉辦「關懷照顧者」系

列（一）研習會，有 143 人參加。 

【11/08】邱理事長參加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區工作轉型講

習會。 

【11/25】邱理事長代表總會理事長出席於台北晶華酒店舉

辦的感恩節感謝家庭照顧者下午茶活動。 

 

【12/04】1.協會舉辦第一次會員聯誼會，邀請衛生局陳

局長永興主講「懷大愛做小事」。 

         2.跳蚤市場募款活動獲熱情贊助。  

【12/05】聯合報及自由時報報導本會 12/04 的活動。 

【12/08】協會通過送聯勸審查計畫之初審。 

【12/09】聯合報謝龍田記者報導贊助本會的逛街冰。 

【12/13】邱理事長參加社會局舉辦的北區社區工作轉型

進階研習會。 

【12/16】協會接受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之邀請，由吳淑

如委員協助提出「照護自己及家人 DIY」課程。

【12/20】召開第一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12/22】1.協會接受聯勸何道珍委員進行計畫之複審。 

         2.陳健智委員協助協會徵人啟事上網。 

資  訊  交  流  站 
1、 感謝蕭雅容小姐願意提供病床、便盆椅、氧氣筒等物品給需要者，意者請洽協會幹事許雯惠。 
2、 協會義賣國畫卡片一款六張，售價 100 元，歡迎大家踴躍認購。（卡片是由協會會員洪慧容精心製作而

成，國畫作品是邱理事長母親俞蕙英女士生前所畫。） 
3、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理天主教聖功醫院居家服務簡介 

服務對象：凡年滿 65 歲以上，設籍高雄市之老人或身心障礙者（領有手冊者）。 
服務內容：包括居家環境改善、餐飲服務、陪同就醫、協助沐浴、協助進食、協助服藥、協助翻身、關

懷訪視、協助復健、代購服務 
收費方式：低收入戶：政府全額補助 

中低收入戶：自付 30﹪，補助 70﹪ 
一般戶：每小時 120 元/時及每日 50 元行政費 

申請方式：請向本院社牧部申請，聯絡人：郭玉釵、李瓔冠小姐 電話：（07）22381535 轉 590 
4.協會有總會資料（會訊及照顧者季刊），需要者請來電洽詢。 

                       會    員    園    地                     
新增會員名單（88.9.11~88.12.19） 
[個人會員] 
0109 張秋菊、0110 魏盧都美、0111 黃毓華、0112 陳淑芳、0113 王秀花、0114 洪坤妹、0115 林敬程、 
0116 蔡采青、0117  余淑琴、0118 柯桂梅、0119 蔡秋鄉、0120 薛瑞英、0121 呂美華、0122 洪素珍、 
0123 林良玲、0124  陳英笑、0125 張簡麗香、0126 陳雅惠、0127 劉秀琴 
[團體會員] 
0002 富華護理之家、0003 高雄基督教信義醫院、0004 健生養護中心、0005 私立濟眾老人養護中心 
[贊助會員] 
贊 0023 游美珠、贊 0024 楊舒閔、贊 0025 楊雅婷、贊 0026 盧佩莉、贊 0027 李慧咪、贊 0028 蕭雪玉、 

 
恭賀本會會員王貴鳳參加高醫護研所社區護理組推甄順利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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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會會員李素華榮升高雄市衛生局五科督導！！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及義賣活動訊息 
  日    期：89 年 02 月 19 日週六  
  時    間：上午 10 點至下午 4 點 
  地    點：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樓 CSB101 
 ＊＊竭誠歡迎本會會員及關心本會的朋友都能參與盛會＊＊ 

88 年 9-12 月捐款芳名錄  

逛街冰 2700 元、陳啟東 2000 元、蕭雪玉 1000 元、李慧咪 600 元、王秀花  500 元、蘇麗卿 2000 元、 
金繼春 100 元、吳秀梅 1000 元、王國華 500 元、 李素貞 2000 元、林月鳳 2000 元、鄭素珍 2000 元、 
蕭彬吾 1000 元  

88 年 12 月 4 日跳蚤市場捐贈物品義賣芳名錄  

邱啟潤 邱啟慧 許敏桃 楊玉娥 王雅韻 葉怡妏 陳季真 鍾心怡 施碧金 莊淑雲 陳櫻方 李淑婷   
胡憶琦 黃素馨 黃萌淑 方雅慧 許雯惠 洪素珍 潘純媚 廖婉君 林美娟 蕭雅容 楊美賞 廖清秀 
黃秀梅 孫  英 陳淑惠 魏瑞琴 朱麗英 李慧咪 黃瑞騰 陳彰惠 陳碧嬌 洪翠嬰 李素華 林芳琴   
黃詩媛 謝美惠 陳姿妤 張瑪麗 何玉真 陳燕玉 蔡娟君 黃瓊珧 王瑞霞 張婉如 俞惠芳 王秀紅   
仇方娟 劉雅瑛 何美靜 嚴惠如 劉慧俐 林秋菊 陳健智 張國英 劉淑慧 歐世彥 王貴鳳 何秋玲    
陳玉梅 鄭冬梅 吳素玉 林美玉 林惠琦 劉麗華 吳瓊滿 蔡玲君 杜淑雲 余慧芬 張江清 洪慧容  
孫振球 吳美貞 潘淑滿 劉娟如 張秋菊 一  祥 陳錦雯 黃怡心 陳正宗 楊欣澐 王春雅 蔡璧如  
黃見玉 鄭小玲 吳秀美 李金德 蕭彬吾 蔡哲嘉 李娟琛 魏惟琪  等 91 位 
                                              

 本次義賣所得共 93022 元。感謝所有捐款及熱情贊助物品支持本會的朋友！！ 
附註：因限於篇幅及部分物品待下次義賣，故未註明義賣之金額，若捐贈者欲知詳情，歡迎來電查詢。 

義 賣 捐 贈 物 品 募 集 地 點 

募 集 定 點 聯 絡 人 聯 絡 電 話 
1.高醫護理系(CS508 室) 邱啟潤副教授 （07）311-3394 
2.高醫社會學系(CS810 室) 張江清講師 （07）321-7997 轉 17 
3.高醫附設醫院三樓保健科 陳繼鳳護理長 （07）312-1101 轉 6881
4.婦幼醫院成人加護病房 施碧金護理長 （07）5552565 
5.民生醫院護理部 李淑婷主任 （07）711-5809 
6.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一樓 王秀美社工員 （07）727-2395 
7.健保局高屏分局費用組（四樓） 陳淑惠課長 （07）315-9528 
8.高雄市三民衛生所 朱麗英護士 （07）382-0492 
9.晨光看護中心 吳美貞負責人 （07）332-1199 
10 博正護理之家 賈本英主任 （07）558-1911 
11.美和護專 吳瓊滿講師 （08）778-1934 
12.輔英技術學院 林惠琦講師 （07）781-1151 轉 338 
13.高雄長庚兒童醫院 12 樓 18 辦公室 葉淑惠副教授 （07）731-7123 轉 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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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時間：自 89 年 1 月 25 日至 30 日止，請踴躍捐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