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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 月 12 日（六）上午 8時-12：30 

地點：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前庭、廣場 

目的：活絡社區醫療保健與社會福利資源，

透過大眾參與及社區營造，推動長期

照護相關議題，增進老人健康。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協會受邀為協辦單位，設有攤位提供諮詢服務，

 

 

 
2002 年老年日健康關懷活動

 

 

活動內容： 

1.舞台表演及健康有獎徵答。 

2.保健服務與諮詢：社區老人健康諮詢與長

期照護資源。 

3.健康關懷園遊會：提供營養諮詢、健康檢

查飲料食品、肝癌篩檢、大腸癌篩檢、視

網膜及眼壓檢查、骨密度檢查、高血壓及

糖尿病保健諮詢、皮膚保健、胸部 X光、

老人憂鬱諮詢、心理衛生、泌尿問題諮

詢、歡樂遊戲、美容義剪、各種美食品嚐。 

4.裝假牙老人回娘家：提供裝假牙之老人口

腔保健、諮詢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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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家庭照者關懷月活動 

 
    感念家庭照顧者的艱辛與疲憊，每年

的 11 月份訂為關懷月，將舉辦一系列活

動，希望家庭照顧者出來透透氣，紓解照

顧壓力也藉此機會認識其他的朋友，分享

彼此的照顧經驗。今年會與社會局三科共

同辦理，內容非常豐富，每週六皆有活動：

第一週溫馨午餐會，第二週配合家庭照顧

者聯誼會卡拉 OK 歡唱，第三週經絡理療服

務，第四週照顧技巧訓練班，誠摯的邀請

大家共襄盛舉。只要您是家庭照顧者，我

們便免費招待您共享 

溫馨午餐會ㄜ！也歡迎會員邀請家庭照顧 

者一起參與！ 

日期：11 月 2日 

地點：高雄市餐廳 

參加人數：50-80 人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第五期  

日期：91 年 10 月 05 日~~11 月 02 日 

時間：每週六下午 3：00-5：00 

地點：信義醫院方舟護理之家 

參加對象：照顧失能、失智老人家庭照顧者 

人數及費用：10-15 人 ，免費 

 

第六期  

日期：91 年 11 月 07 日~~11 月 28 日 

時間：每週四晚上 7：00-9：00 

地點：聖功醫院二樓圖書室 

參加對象：照顧失能、失智老人家庭照顧者 

人數及費用：10-15 人 ，免費 

 
 

 

支持團體活動內容： 

 
關懷月活動系列之二 
 
卡拉 OK 歡唱      

日期：91 年月 11 日 9日（六） 

時間：中午 11：30—下午 3：30 

地點：大順二路 468 號 8 樓之 2 

（三民區民眾活動中心） 

活動內容： 

 

11：30—1：00    用餐時間 

※ 請參加活動成員，每人準備一道食物，

以分享餐會的方式進行。 

 

1：00—2：00 如何與老人溝通 

第一週 讓成員彼此認識，並對團體有正面

之評價 

第二週 讓成員說明照顧前後所扮演的角色

之轉變情形 

第三週 讓成員體認到自己也有休息的權利

第四週 讓成員感受到自己的情緒，接納並

學習適合自己的舒解方式 

第五週 讓成員了解現行的社會福利措施與

相關法令，以及自己可善加利用的

部份有哪些 

第六週 檢收成員參與團體的成果 

  



※ 我們邀請本會具有豐富居家護理經驗的

王惠珍理事分享與老人溝通的方法，機

會難得喔！！ 

 
  2：00 卡拉 OK 歡唱時間 

-- 貳

 
關懷月活動系列之三 
經絡理療服務  

日期：91 年 11 月 16 日 

地點：大順二路 468 號 8 樓之 2 

  對象：家庭照顧者 

方式：請經絡理療師按摩經絡 

      促進循環紓解壓力 

人數：20 名 

 
 
關懷月活動之四 
 
照顧技巧訓練班  

日期：91 年 11 月 23 日 

  時間：8：30-17：00  

地點：高雄市立民生醫院 

  對象：家庭照顧者及一般民眾 

  主題：如何改善臥床病人移位及步行能

力 

   

 

 

 

 

 

 

 

 

 

 

 

 

※以上活動完全免費，歡迎踴躍報名 

※餐會部分，會員先來電報名者，優先

保留名額 

◎報名專線：07-3867493 

 

 

 
家庭照顧者健康成長團體—飲食控制 

      
時間：91 年 8 月 6 日至 8 月 27 日 
地點：高雄市社會局婦女館     
    隨著醫藥科技的發達，慢性疾病已成

為台灣主要的疾病型態。這些罹患慢性疾

病甚 
至是導致嚴重失能需要人照顧的家人，往往

是由於不健康的飲食及生活型態所造成，所

以要改善被照顧者及家庭照顧者本身的健

康狀況，對飲食的認知及了解就相當重要。 
協會於 91 年 8 月間舉辦飲食控制團

體，透過為期一個月的課程（每週一次，

每次兩小時），協助照顧者在提供家庭照顧

的過程中，能具備更完整的飲食知識，直

接改善家庭飲食習慣，減少罹患慢性病的

危險因子，更進一步能提昇家庭照顧的品

質，強化家庭照顧功能。 

    本次課程是由協會委員，目前在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任教的護理老師-仇方娟所

設計，活動內容活潑豐富，包含有影片欣

賞、吃一吃嘗一嘗了解不同食物的口感與

熱量並介紹外出用餐時選擇食物的技巧，

讓這次參與的學員都覺得受益良多，還有

學員在這一個月的課程中，就成功的控制

飲食減輕體重。 

 

 

 



 

 

 

 

 

    學員關注的挑選高熱量食物卡 

-- 參

 

 

 

 
 
 

 

 

 

◎目前阿茲海默氏症的藥物治療 

主講者：劉秀枝教授--台灣陽明大學神經

學科教授 

（一）前言 

阿茲海默氏症是一種最常見引發失

智症的疾病，需要多元的方法及團

隊合作共同治療。方法有三種方法

可以介入處理：1.教育照顧者 2.非

藥物治療如行為修正、如廁時間、

環境定位、音樂治療等等。3.用藥

物治療認知及問題行為。 

（二）引發失智症之原因 

1.是大腦的退化性疾病，真正的原

因不清楚、目前已知的危險因子包

括年齡、家族史及 e 型血脂蛋白基

因地腦皮質退化 

2. 腦血管疾病 

    3.維他命 B12 缺乏 

    4.老人憂鬱症 

（二）失智症之症狀 

    1.近期記憶減退 

    2.可能出現的行為異常或精神症狀 

（三）藥物治療 

目前使用的藥物有「憶思能」及「愛

憶欣」，這些藥物均是乙醯膽鹼酵素

抑制劑僅能症狀治療，而且只對約三

分之一的輕度及中度的症狀改善並

不能延緩症狀的發生。 

一般認為阿茲海默氏症患者知能減

退是因為大腦缺乏乙醯膽鹼之故，而 

乙醯膽鹼與記憶力有密切關係。乙醯 

 

 

 

 

 
第一屆世界華人長期照護研習小扎之二 

 

 

 

 

膽鹼酵素抑制劑是目前的主流藥

物，「愛憶欣」副作用較少，且無肝

毒性，每天服用一次，簡單可行。作

用：增強記憶每天服用 1 顆 5 毫克，

市價約 160 元 

日期：91 年 3月 22 日~3 月 27 日 

地點：香港 

主題：失智症患者的照顧（接續前期之專題報導部分） 

（四）預防方法：維他命 E可延緩惡化 

 

◎ 香港失智症先導服務概況 

主講者：張玉霞—-香港聖雅各福群會持續

照顧服務高級經理 

香港逾1998年調查70歲以上老人人

口有 6﹪失智，1999 年 4 月成立「延

智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為患有輕度

或中度的老年痴呆症的長者提供特

別訓練及日間照顧服務，目的不單為

提升或維持患者的自我照顧能力，減

輕其退化程度，並為長者家人提供支

援和指導，以減輕其照顧壓力，使他

們能更妥善及持續地照顧長者。並依

患者不同程度的智力衰退或行為問

題而設計不同類型的治療小組及訓

練，包括現實導向訓練、懷舊小組、

記憶力訓練、自我照顧及起居訓練

等，也為患者家屬設計一系列訓練課



-- 肆

程和成立家屬支援小組，目的是增加

護老者對老年痴呆症的認識，使他們

能掌握及處理日常起居生活中遇到

的種種疑問或困難，從而減輕其照顧

壓力。



 

 
 讀書心得報告         陳怡柔 

 

一、 書名：照護年老的雙親 
二、 作者：Julia Burton-Jones 
三、 譯者：陳夢怡 
四、 出版者：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五、 摘要： 
    本書作者在老化與高齡安養照護上有

深入之研究，書中共計八章，先介紹照顧工

作在各時代的情形、背景，接下來一系列關

於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困境

與問題，包含：決策、尋求協助、照顧者與

被照顧者的關係、照顧者的情緒及面臨照顧

者死亡與自身的人生規劃等議題。 
    文中不時穿插些案例提供讀者參考、佐

證，所提之各種處遇方法對於照顧者而言確

實有些許幫助。由於作者以英國為背景，故

提供之電話與管道都為英國所有，但內容所

提之方法在台灣多數亦同。 
六、 心得： 
    閱讀這本書時可以很輕鬆的閱讀，因為

書中的節奏較為輕鬆、緩慢，也或許是因為

翻譯書籍的關係，書中有些部分的文字敘述

略嫌繁複，因此多次在精神不濟時，進入夢

鄉。 
    但這本書是蠻值得肯定與推薦的書

籍，文字呈現上對於一般家庭照顧者而言，

不太艱深，但內容卻極據實用與參考性。由

於書中章節安排就如同一個照顧過程中，照

顧者所可能面臨的階段性問題一般，對於茫

然無知、手足無措的照顧者而言，的確是一

個指引的方向。不同的是，有些照顧者不一

定會有書中所有的狀況發生而已。 
    每每閱讀到國外的福利措施時，總不禁

感嘆為何台灣的福利措施總是比人少一

點，總是拮東取西，要不就是沒有一個完整

的配套措施，但總是會有藉口可以掩飾它們

的不足，真使人難過。 
    由於英國在老人福利制度上發展已

久，所以略可由作者的字裡行間嗅出英國制

度的雛形，最令我欣喜的是------他們所謂的

「照護計劃」，是由一個「專業經紀人」為

每一個案主所作的全方位評估與計劃，並在

案主發生變化時，立即更改計劃。其實，這

也就是台灣目前所謂的「個案管理」，只是

台灣目前為止，個案管理在老人福利的運用

上並不如部分領域上的廣泛，也因此出現老

人家對於福利制度的不熟悉與無助。別說老

人家，就連一般民眾都不太清楚現在政府所

提供給老人的福利有哪些。 
 由此看來，想想台灣

的政府一面倒的鼓吹

「單一 窗口制」，但在

目 前的老人福利服務

的部分仍舊看不到這

樣措施運用。常常看到的是，一個老人家為

了申請一項服務要跑好幾的地方、打好幾通

電話，而各服務單位間的連結也多少因為利

益關係，減少資源互享與分配的機制，使得

目前的老人福利出現「各作各的」局面，相

信在資源整合之後，可以減少很多重複浪費

的資源，對於長者的服務能夠更整體化、更

具一貫性。 
    再者，以協會工作人員的角度來看，在

台灣推照顧者支持團體顯得無力。在英國，

照顧者努力走出家裡，積極參與團體活動，

對外的求助行為也較台灣高。相對於台灣，

或許因為傳統觀念與風土民情所致，民眾多

認為此為家裡的隱私，不好像外人提起；再

不然就是，如果我向別人提起或是表現出我

無力、無助的一面，表示我很軟弱無能，會

被恥笑等等；又或者，照顧者身邊的支持系

-- 伍



統根本就不夠，無法提供替代人力，使得照 
顧者沒有喘息的機會，更不用談外出參加家

人眼中認為「毫無作用」的支持團體，也因

此很多人長久在這樣的照顧環境下，會使自

己的身心受到傷害。所以，在台灣似乎更應

該加強民眾對於所謂「支持團體」的概念，

建立觀念之後，支持團體才有成長的空間。 
    最後，通常我們關心的焦點都會放在照

顧者眼前所面臨的狀況，例如：心理壓力、

實務的照顧問題等，但最為中國人所忌諱的

「死」一話題，卻通常是我們疏忽、遺忘的。

不用說這樣長期照顧者對於被照顧者死亡

一事有多麼震撼與難以接受，就連一般安然

過世者的家屬都一樣無法接受這樣的打

擊，而且旁人在事件發生後通常都會提供協

助，但就在所有法事與後續工作告一段落

時，旁人也就撤離了，但這時卻通常是家屬

情緒崩潰的時候，少了至親家人，又少了旁

人在旁陪伴，頓時間感到自己的孤寂與失

落，這時才是最需要關懷的時候，相信這也

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又當被照顧者死亡

後，照顧者頓時間失去了所謂的「工作」，

突然多了許多時間，這時照顧者後續的生涯

規劃也是不容忽視的，若此時照顧者得不到

關心，又對未來沒有規劃，這時多數的照顧

者多會沉溺在自怨自唉的痛苦中。 
    因此，在長期照顧的領域當中，還有許

許多多值得我們注意與關懷的地方，也有很

大的努力空間，但也要政府能夠給予政策與

財政上的支持，尤其當全世界都面臨人口老

化問題的同時，老人不再是弱勢，也不容再

忽視。 

按編：新竹玄奘大學社會福利系三年級學

生陳怡柔於7月8日到8月 25日至

協會進行暑期實習，本期及下期將

陸續刊登其實習期間的相關心得報

告。 

東 京 五 日 親 子 遊 

2002.07.08-07.12 

高爾頓/家庭照顧者 

有首小詩，聽聽看那發自內在的感覺。 

（此刻的我與兩小正坐在東京都的雲霧之

上）：微笑為您的家庭帶來和順美滿，微笑

支持您在工作中萬事如意，微笑幫助您傳遞

友誼。微笑對於疲勞者，她猶如放鬆，對於

失意者她彷彿鼓勵，對於傷心者她恰似安

慰，解語之花------明亮的她當之無愧！  

嗨！醒醒！此時機輪轉瞬間悄悄地飄落

成田跑道，晴朗炎熱的午后瀰漫著淡淡的微

笑。踏上睽別 11 年的

東京都，呼吸到不同

氛圍的氣息----熱而

不潮，靜而有禮，井

然有序，便利舒適的

感覺，令人印象深刻。 

    池袋太陽城王子飯店位於樓高 60 層的

太陽城商場隔壁。機場巴士可直達飯店大門

口，往返成田機場十分便利，對行李數多者

較適合，單程票價大人 3000 丹、小孩 1500

丹，如只有一件行李可搭京成電鐵到日暮里

站轉搭 JR 山手線到東池袋車站下，再尋往

太陽城出口走約 10 分可達。  

    王子飯店依人計價含朝食（早餐）每人

折合新台幣 2700 元，小孩不占床免費（限

未滿 12 才者）。早餐分日式及西式。日式含

飯、粥、煎魚、納豆、芽菜漬,猪肉煲菜湯、

味莘湯、生大根、小黃瓜、豆漿、豆花等。

西式含酸優格、水果丁、煎蛋、水蛋、德小

腸、薯條,培根、各式牛角包、核果吐司、

咖啡、紅茶、水果含香蕉、鳳梨、西瓜等。

只要肯「埋頭硬幹」保證可以撐到晚上八點

再覓食亦不嫌餓。  

    首日傍晚，先逛太陽城熟悉環境，逛累

-- 陸



了找家麥當勞解渴及研究未來４日景點計

畫。五差路是池袋的「新堀江」，除了琳瑯

滿目的店家餐館外，最引人注目的就屬頭染

金髮的中高生辣妹學生兩人組。腳踏半節後

跟鞋，腿套泡泡襪，濃妝嗆味，背著書包，

幌來幌去，新潮十足。正面看來有趣，負面

看來空虛。也許背離傳統的束縛可為夢幻的

青春留下輕狂的回憶吧。夜色很美，微風清

涼。五差路上遠遠傳來唱遊歌手不甘寂寞的

歌聲﹔東京的月色沉沉靜靜的，月兒彎彎的

眨眨眼，伴著幽幽的花香，兩小與我大字一

躺柔柔地沉入了舒坦的夢鄉。  

    ７／９陽光喚醒夢中人，起床、看ＮＨ

Ｋ新聞、洗澡、朝食完後。隨即前往池袋車

站東口前等東京友人。ＡＭ９：３０準時友

人明仁先生開著一部新買的豐田豪華大轎

車載著我們參觀台場東京灣、皇居二重橋、

東京車站及新宿區東京都第４５層展望

室。本人隨身Ｖ１２錄影機及傻瓜相機，隨

即將美景全收錄。午餐後，前往王立學苑[註]

參觀明仁先生開辦的一流日大升學保證

班。自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年輔導錄取２６

５名，其中早稻田２５名、慶應１０

名.....。明仁先生兄弟倆皆係慶應碩博士

畢業，因此，有心來日本考上理想大學的學

子們來找王立學苑輔導保證有效。對於想從

商當老闆或管理高層者，慶應大學是不二首

選。日幣一萬圓紙鈔上的人像，就是慶應大

學的創辦人--福澤諭吉先生，他也是日本近

代史,中西洋學問的引介者。午後二點半，

在王立學苑前與明仁先生合照留念後，明仁

先生送我們至鷺宮車站，坐 JR 山手線至新

橋站。出新橋再轉搭「百和海鷗號」前往台

場逛船的科學館及坐客輪環遊東京灣美麗

的夜景及彩虹大橋。實在走累了有多處景點

不得不放棄，諸如摩天輪、海上城,娛樂城、

迪克斯商場、富士電台等等，只好等下次有

緣再相遇吧。拖著疲累的步伐，邊走邊想

到：腳到用時方嫌少.體力耐力才是自助旅

遊的最大本錢。藉此提醒有腳力的諸公先

進：周遊列國應效孔老夫------抽孔（空）

即行，老來無憾。  

    ７／１０目標迪士尼海洋世界，從東池

袋車站搭有樂町線地鐵到新木場站再轉搭

JR 京葉線到舞濱站下，出口指示往迪士尼走

過陸橋即大門口。門口購票機有售環繞新、

舊迪士尼車票，我們只打算玩新海洋世界，

就只買到海洋世界車票。到達海洋世界門口

再購門票，大人套票５５００丹、小孩３７

００丹。買套票可以玩全部，好玩的可以連

續玩多次，其中最好玩的而不會嘔吐暈眩的

就是「印地安瓊斯的鬼窟」，如法櫃奇兵般

驚險但最後一刻卻能死裡逃生，同時留下驚

聲尖叫的照片﹔一張索價１０５０丹。如覺

得不滿意不要勉強，重玩乙次再擺好最佳金

像獎的英姿，保證嚇人滿意百分百。另一個

最驚險噁心的就是「火山爆發」，如同坐雲

霄飛車般瘋狂，往上衝冒冷汗、往下栽墜谷

底噁心暈眩，老命差一點嗚嗚的呼。發誓下

次不敢再玩。由於有颱風又下雨，玩過累又

受雨淋刺激身體頓感暈眩不適、吃東西後再

嘔吐，這下子中鏢了。嘔吐暈眩昏睡陪我度

過了風雨夜。 

    ７／１１雨過天晴，一個「苦行者」仍

在與暈眩拼博、腦殼一片空白。兩小吃完朝

食後，很無聊地打電動遊戲。直到午後二點

清潔婦來整理房間﹔趁機詢問才知可服「征

露丸」，萬歲!有救了。四點情況有改善，帶

著兩小直奔上野公園看貓熊﹔空氣一級

棒，猛吸一口，元氣大增，可惜園門已關。

只能空望烏鴉呱呱掠過，鴿子滿地覓食。路

旁有位吹薩克斯風手正吹奏著------感恩

的心。藍天、烏松、白雲、老鴉、斜陽、鴿

子、行人、樂聲、還有我與兩小，正懶洋洋

-- 柒



地沉浸在此黃昏美景中。五點半再前往淺草

寺參雷門，逛仲見世通的紀念品店。照完相

及採購藥品後於九點左右回到旅館。自昨晚

迄今，整整一天二十四小時未曾進食，但精

神旺盛、元氣十足，今晚，是最後一晚，不

出去逛五差路就沒機會了。帶著兩小吃晚

宵、再拍照、駐足街頭合唱樂團、斜睨金髮

日本姊妹淘席地抽洋煙。五差路的夜色十分

有看頭，看不出經濟蕭條的痕跡，大減價、

哈腰銘謝，此起彼落、熱鬧非凡，毫不遜色。

也許可以勉強看出端倪的就是「１００丹大

賣場」及第「激安」（最便宜）商品，雖然

便宜但不足以吸引人潮，每人購買的量也相

當節儉，節儉是致富之本，所以日日節儉就

可學作日本人享受富足安樂的生活。經濟蕭

條打不死節儉的日本人。  

    ７／１２盤纏金盡叫醒夢中人，兩小在

旅館房間猛打ＴＶ一ＧＡＭＥ必須支付（有

料）１３６００丹（３８１５元）。結果妹

妹買玩具的預算泡湯了，都是玩ＧＡＭＥ惹

的禍。也是不聽大人語所付出的代價。記取

教訓，明年若再來，不用說自然不敢再犯。

回顧四日來的探險式自由行，兩小學了不少

諸如問路、購票、購物、看圖、點餐、換錢、

聽站名、說英日文……等等。不僅增廣見

聞，同時大開眼界。相信以後不管是見了何

國老外、絕不怯場而能從容自在。行萬里路

勝讀萬卷書。百聞不如一見。東京五日親子

自由行，從啟程到返航的過程，全都收錄圓

滿，留下日後美好的回憶。這一切要感謝協

助過我們的朋友。  

    斜陽餘暉正投射在機窗的框框上,一抹

淡淡的微笑反寫在對鏡的臉上.我俯視著紫

灰帶藍的東京灣,深深地被她高雅的氣質所

吸引.＇莎呦娜那 TOKYO,靜默中,心底有股

聲音暖暖地貼近耳邊說:明年你一定會再來,

東京很適合親子共遊.  

    Pm9:30 "西北"飛機順利降落小港機場,

為這五日遊劃下了圓圓的句點.  

    返家後，昏昏地過了一周悶熱潮濕的日

子才逐漸恢復正常作息。因接到協會-黃小

姐邀稿，所以才提筆胡謅一番，天馬行空，

難免疏漏。若需效勞，尚祈指教。同時要一

并感謝喘息服務的支援，方能圓滿協助促成

此自助旅遊計畫。謝謝大家！ 

 

註:王立學院-  

   電話:002-81-3-5373 0802/-5373 0892  

   地址: 東京都中野區鷺宮 4-31-4 

 

按編：作者照顧失智的母親好幾年，照顧過

程中付出相當多的時間與精神，也造成很大

的壓力。今年 7月份高先生向高雄市衛生局

申請喘息服務，與小孩至東京自助旅遊，回

台後又充滿能量，鼓勵照顧者可多多使用這

項資源，讓自己也有機會可以換換心情補充

能源。 

 

 

資訊小站—喘息服務 

 

高雄市衛生局為提供家庭照顧

者短暫休息機會，讓照顧者可以休息一下保

有體力，使照顧者及家人可以走更長遠的

路，特別提供喘息服務，補助家中有 65 歲

以上日常生活無法自理的居家老人，每年七

日的機構臨託服務（每日補助護理之家 1000

元），希望居住在本市照顧老人的照顧者可

以多多使用這項資源，適度休息讓自己更有

力量！！ 

 

洽詢/申請電話：07-7272394/5 

高雄市長期照護管理示範中心 

（高市苓雅區四維二路 51 號） 

-- 捌



 
 

 

 

捐 款 芳 名 錄（6-8 月） 
 

邱啟潤  450 元    翁玉萍  1000 元 

施慈航  200 元    仇方娟  5000 元 

李淑婷  200 元    孫淑婉  1750 元 

蔡金蓮  200 元    莊麗玉  1000 元 

林秀蘭   捐贈茶裏王一箱提供 

飛燕草聯誼會活動 

 

 

 

 

 

 

      

 

 

 

新 增 會 員（6-8 月） 
 

個人會員    

191 莊育冠                 

   

 

 

    歡迎新會員加入 
  

 

     會 員 聯 誼 旅 遊  
 

~~~關仔嶺風景區~~~ 
一、日期：91 年 10 月 20 日(星期日) 
二、集合時間：早上七點 
三、集合地點：高雄市社區康照護學會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路 169-6 號) 
四、費用： 
1.會員 700 元/會員眷屬 800 元/小孩 700 元 
2.非會員大人 800 元；小孩 700 元 
3.含車資、午餐、保險 
五、行程： 

高雄→南二高風景→台南→午膳時間 
→關子嶺→七股鹽田、鹽滷地泡腳ㄚ子

→七股潟湖生態之旅→晚膳時間→國

道風光→返抵高雄解散→快樂賦歸 
 

~~~扇平森林遊樂區~~~ 
一、日期：91 年 11 月 17 日(星期日) 
二、集合時間：早上八點 
三、集合地點：高雄市社區康照護學會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路 169-6 號) 
四、費用： 
1.會員 700 元/會員眷屬 800 元/小孩 700 元 
2.非會員大人 800 元/小孩 700 元 
3.含車資、午餐、保險 
五、行程： 

集合→準時出發→行駛旗楠公路→中 
途休息→午膳時間→抵達扇平山莊換 
小車→扇平自然教育區(區內栽植許多 
珍奇樹種，如旅人蕉、銀杏金雞納樹… 
等，但突出的應竹類栽培光是竹園就佔 
地 2 公頃餘，有經濟與觀賞及教育價值) 
→乘小車扇平山莊→美濃民俗館(客家 
人文化、油紙傘製作)→晚膳時間→依 
依不捨、互道再見 
 
◎ 報名專線：07-3867493 黃筱芸 

報名人數未滿一車恕無法成行

-- 玖



 

 
 

91.6 
06/01  邱理事長至高縣長期照護管理示範中心對家庭照顧者演講（第二次） 

06/14  邱理事長、孫幹事、黃社工員及實習生參加「擴大居家服務補助說明會」 

06/20  高雄基督教信義醫院沈瓊英督導及黃社工員來訪 

06/21  理事長、孫幹事及社工筱芸赴台北參與『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會務人員研討會』 

06/22  協會第十二期會訊發行 

06/26  幹事至社會局辦理非中低收入老人居服評估議價手續 

 

 

 

91.7 
07/05  幹事至社會局辦理非中低收入老人居服評估簽約手續 

07/06  家庭照顧者飛燕草聯誼會（91 年第四次） 

07/08  社工筱芸及實習生怡柔參加社會局五科辦理第三次婦女聯繫會議 

07/10  孫幹事及實習生怡柔、研究生富琴參加社會局三科辦理居家服務 91 年度第一次

業務聯繫會報 

07/11  家庭照顧者專業人員支持團體培訓工作坊--與總會共同主辦（為期兩天） 

07/15  正式接辦社會局第三科非中低收入老人居家服務評估工作 

07/22  新竹玄奘大學社會福利系機構督導黃旐濤副教授來訪 

07/25  孫幹事帶實習生怡柔及社會局三科實習生見習居家服務評估工作 

07/27  家庭照顧者照顧技巧訓練班 

 
 

 
91.8 

08/02  社工筱芸及實習生怡柔參加信義醫院「失智症照護諮詢專線」啟用儀式暨失智症

照顧技巧訓練班 

08/05  社工筱芸及實習生怡柔參加社會局五科辦理第四次婦女聯繫會議 

08/06  開辦食控制團體班，於婦女館舉行--連續四周每週兩小時 

08/12  孫幹事代表理事長參加社會局三科委託民間機構團體辦理老人照顧工作檢討暨

座談聯誼會 

08/13  社工筱芸及實習生怡柔參加高醫社服室『實習個案報告研討會』 

08/22  孫幹事及實習生至婦女館召開婦女館館慶協調會議 

08/25  孫幹事及實習生代表協會參與婦女館館慶園遊活動（設攤） 

 

 

-- 壹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