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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與我

好好慢老

柯市長投入臺北市服務這四年多以來，一直致力於服務導向的城市規劃。透
過服務，與市民一起創造出這座城市的價值。它是幸福、平安、健康與快樂。
這裡有一群人，在這座城市拼搏了半生，努力讓臺北持續向前邁進。親愛的
熟齡市民朋友，您是這座城市的自信與驕傲；為了讓您的輝煌經歷持續發亮，臺
北市成為您生命最溫暖的所在。臺北市長柯文哲表示，在熟齡人口快速成長的臺
北，北市府致力提供更完善的銀髮服務支持系統，讓您可以在臺北好好慢老。臺
北市擁有綿密便利的交通網絡，透過敬老卡免費乘大眾運輸工具去感受臺北市的
鳥語花香，也能走出家門參與社區活動交朋友，更重要的是，秉持「要活就要動」
的精神，敬老卡於 108 年 9 月 1 日起，將適用範圍擴大至臺北市 12 區運動中心，
我們一起透過敬老卡制定健康計畫吧，掌握自己的幸褔步調。
「～」開始用慢的速度及態度來掌握人生的節奏
在人生的秋天，放慢腳步，慢慢察覺自己身體上的每個細微變化，重新看看
人生故事中的模樣，用時間折射出屬於溫暖的金澄色光芒。所以，我們嘗試運用
長者熟悉的視覺元素「～」標點符號來詮釋「慢」的狀態及「延續」的意象，並
且考量長者容易辨識的暖色系，選用茶湯、威士忌的金澄色來詮釋熟齡的韻味，
透過符號「～ 及金澄色」的結合，設計出屬於「臺北式」長者專屬的視覺意象。

1999 熱線以撥打市話費率計算

另外，臺北市聯合醫院的在宅醫療，建立以居家為中心的整合照護模式，
再加上日間照顧中心，在地陪伴您一起走更遠的路。從健康、亞健康到患病、
失能、臨終等，以「社區化」為方向，每個階段都有豐沛的資源。
最後，為了保障您的健康醫療服務，臺北市政府也將於 109 年起，健保補
助將調整至 65 歲（稅收 20% 以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財源，完善健保
服務，讓臺北的銀髮照護與醫療服務形成一個縝密網絡，隨時能溫暖又踏實地
接住有需要的人。

開始計畫您的生活提案 「自信」慢老「臺北式」
在臺北，「自信」是我們專屬的「臺北式」慢老風格。屆齡退休或已退休
的您，為了感謝您們在臺北市這些年的付出已經滿額，我們將開始回饋一連串
的自信方案。老後就是學習的新起點。臺北市政府特別與您ㄧ同規劃更完善貼
心的服務，期待能與您一起探索屬於自己的慢老生活提案，一同成就美好的自
信慢老臺北式。

「自由、自信、自覺」的 3 大慢老策略
成就理想的老後生活，「自由」、「自信」與「自覺」是 3 大重要策略。
「自由」是隨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自信」是保持學習與快樂的生活態
度。「自覺」是與身體親密相處，維持健康生活品質。北市府推動敬老卡的目的，
是希望透過便利的大眾交通運輸系統讓這座城市的老伴隨時能出門走走。不論是
到社區內飯館品味記憶，或騎著 Ubike 到巷口跟老朋友喝杯咖啡，甚至搭捷運帶
著家人一起去共融式遊戲場、親山步道走走。從熟齡到老後，臺北的巷弄小吃、
公園市場、藝文展館、與河岸步道，每一個空間都是我們自由自在的身影。
用敬老卡制定健康計畫 給自己譜出「自由」的慢老步調
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帶著您的敬老卡到臺北市 12 區運動中心，敬老卡
點將可免費使用游泳池、健身房及桌球、璧球、羽球及撞球等
480
6 項運動設施。
讓身體硬朗的您，用敬老卡制定一個健康企劃，享受因健康帶來的自由與自在。
在自由的生活裡，我們邀請市民一起為老後生活提案，像是樂齡學堂及長青學苑
提功多元化的課程，不只讓您活到老學到老，同時也可在社區關懷據點結交新朋
友。身為臺北這座城市的老伴，您也能在社區擁有社群生活。透過社區參與，巷
弄小吃、公園市場、藝文展館與河岸步道，臺北市的每個角落都值得您細細品味
慢老帶來的自由滋味。
我們一起走更遠的路 「自覺」與身體親密共處的撇步
擁有「自覺」，讓自己與身體親密共處，是我們不讓孩子擔心的堅持。臺北
市政府與你一起培養自覺的撇步，是走入您生活的社區，一同生活。自 105 年
起開始辦理石頭湯計畫，至今已在全市 12 行政區均有石頭湯服務據點，整合了
多年來醫療與養護斷裂的跨專業團隊服務，有別於過去長照服務，石頭湯除了依
照個案需求連結服務資源外，更讓個案管理員與社工，密切追蹤失能者在黃金復
健期，依其需要不斷調整長照服務，讓失能者即早恢復體能。
( 文 / 圖載引 108/08/12 本局官網訊息 )

成為自己、邁步向前
每一段人生都是獨特而珍貴的
( 本刊訊 ) 很久很久以前 ……，小時候聽阿公阿嬤講故事幾乎都是這樣開頭的，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動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中的主角，不管是英俊美醜或者
時運如何，總是很努力的為生活奮力、為愛的人奮力向前，故事的敘說多在平
時生活點滴中流露溫情，蘊藏著許多珍貴的人生智慧，可以視為每個家裡的傳
家之寶，像朱子的治家格言留傳至今，透過言說、著述傳承給身旁的人及後世
晚輩，應驗了易經中所載的「 厚德載物 」一詞，體會到大地以寬廣深厚承載萬
物，故能以好的品行造福萬物無所不包容。
今天也來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嚮往自由的城主，年
輕時，心中懷抱著建築一座偉大城池的夢想。築城過程，時時為了城堡蓋得是
否鞏固而不敢鬆懈，日夜不停地趕工，也會擔心城堡遭人入侵而費神不安，持
續不斷增加城牆的厚度，勤加訓練著穿戴盔甲、手持長矛的騎士在城堡外穿梭
巡邏，藉此展現自己的威儀，也為了如何擴張城池傷神，就這樣辛勤地過了好
多好多年。城堡變得越來越堅固，外人走過也不禁發出讚嘆聲！城堡變得越來
越雄偉，但兩鬢白髮的城主似乎變得越來越不快樂，懷念起年輕時的模樣，在
城堡裡發呆，他開始困惑 …。不知從哪發出微弱的聲音呼喊著他，漸漸地這個
聲音變得越來越清晰，於是這位城主決心離開他熟悉的城堡向外探尋。旅行初，
常獨自目送天邊餘暉嘆息，在半夜睡夢中驚醒，憂心地頻頻回頭望著城堡，似
乎想要 …，慢慢的 …，好像是走遠了 …，還是怎麼了 …，雖然不曉得走到哪，
但步伐似乎變輕許多，臉上也多了許多自在的笑容！就這樣繼續向前走著 …。

很難想像在我們遺忘的童年中，生活的情境與隨之而生的愛恨仍舊是如
此的鮮明，因而我們開始追尋我們想要的，逃離我們不想要的。想要的與不
想要的不會隨者時間與空間有所改變。劇本只有一套，只是場景與演員不停
更替，導演與觀眾重複溫習的感受。套用美國著名小說改編的「 阿甘正傳
(Forrest Gump ）」電影裡的一段台詞，不知道是媽媽說的對：「 生命就好似隨
風飄蕩的羽毛 」；還是丹上尉說的對：「 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使命 」；還是兩
者都在同一個時空下共同的發生？」。
其實，每段生命故事，有其生命歷程，透過近距離的接觸會不自覺觸慟
內在深層的震撼，衝擊原本所理解的世界，和這個世界歷史洪流相比，自己
雖顯得渺小，但學習觀照自己、欣賞自己，便有機會寫下精彩的篇章，您說
不是嗎 !( 社工股長 / 鄧啟明 )

全體同仁圓滿祝福

摺紙老師慶祝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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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

◎樂齡肌力課程 (108-16)。

08.14 ◎滾球活動 (108-26)。

07.03

◎辦理 105 年安養中心消防安全設施設備改善工
程案期滿會勘。
◎與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長者滾球聯誼賽
(108-21)。

08.15 ◎銀髮樂桌遊 (108-27)。

07.04

◎銀髮樂桌遊 (108-22)。

08.16

07.05

◎銀髮肌力課程 (108-16)。

08.17 ◎結合基督教社團辦理慶祝祖父母節活動

07.08

◎樂齡肌力課程 (108-17)。

08.19 ◎公托小家園配合外牆工程暫遷至興隆公托。

07.09

◎「 青銀共居 」住室局部裝修工程竣工。

08.20 ◎辦理「 第 25 屆住友委員選舉活動 」。

07.10

◎滾球活動 (108-22)。

08.21

◎完成「 青銀共居 」住室整修作業。
◎辦理 LED 燈具汰換驗收作業。
◎辦理松柏 2 樓藥物諮詢。
◎銀髮肌力課程 (108-21)。
◎衛生局至中心菸害防制稽查。

07.11
07.12

◎樂齡肌力課程 (108-23)。

◎辦理長青 3 樓營養師諮詢。
◎銀髮樂桌遊 (108-23)。
◎辦理 108 年度全中心財產及物品內部盤點。
◎銀髮肌力課程 (108-17)。

08.22
08.23

07.15

◎樂齡肌力課程 (108-18)。

08.26

07.16

◎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08.27

07.17
07.18
07.19

◎丹妮絲颱風預警實施防颱整備。
◎辦理 LED 燈具汰換作業。
◎辦理交通安全講座。
◎完成長青樓及松柏樓公共區域 ( 含小廚房 ) 無
鉛水龍頭更換。
◎銀髮樂桌遊 (108-24)。
◎松柏 1、3 樓樓藥師諮詢。
◎銀髮肌力課程 (108-18)。

◎完成「 第 1 次用電設備安全巡檢 」。
◎滾球活動 (108-27)。
◎白鹿颱風防颱整備。
◎銀髮樂桌遊 (108-28)。
◎白鹿颱風防颱整備。
◎銀髮肌力課程 (108-22)。
◎辦理「 松柏樓前中庭廣場地坪整修工程 」施工說
明會。
◎樂齡肌力課程 (108-24)。
◎「 松柏樓前中庭廣場地坪整修工程 」開工。
◎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09.09 ◎櫥窗作品上檔「 瓷畫 - 紀秋君 」。

07.24

◎滾球活動 (108-23)。

09.10 ◎辦理「 第 2 次用電設備安全巡檢 」。

07.25

◎銀髮樂桌遊 (108-25)。

09.11

07.26

◎銀髮肌力課程 (108-19)。

07.29

◎樂齡肌力課程 (108-20)。

07.31

◎滾球活動 (108-24)。

◎結合優質生命協會辦理中秋節暨第 3 季慶生會活
動。
◎寧波同鄉會中秋節慰問。
09.12
◎銀髮樂桌遊 (108-30)。
◎配合產發局進行本中心「 田園城市高架植栽箱汰
09.16
舊換新工程 」。

專業樂手奏雅音

帶動氣氛歌悠揚

長者也來舞一曲

長輩看得樂開懷

全程關注無虛席

09.18 ◎滾球活動 (108-30)。

◎通過 AED 安心場所認證。
◎銀髮肌力課程 (108-20)。

09.19

◎辦理「 長青樓外牆損壞修復工程 」開工及施工
前說明會。
◎樂齡肌力課程 (108-21)。
◎利奇馬颱風防颱整備。
08.07
◎滾球活動 (108-25)。
◎利奇馬颱風防颱整備。
08.08 ◎結合群英樂團辦理慶祝父親節活動。
◎辦理長青 4 樓營養師諮詢。
08.05

◎辦理「 第 25 屆住友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改選暨
第 1 次委員會議 」。
◎銀髮樂桌遊 (108-31)。

09.20 ◎辦理松柏 4 樓藥物諮詢。
09.24

◎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 與失智者
及其家屬之溝通技巧。

09.25 ◎滾球活動 (108-31)。

08.12 ◎樂齡肌力課程 (108-22)。

09.26 ◎銀髮樂桌遊 (108-32)。

◎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 體適能及
08.13
桌遊團體活動規劃與帶領。

09.27 ◎摺紙秋季班開課。

中心人事快訊 - 歡迎新進同仁
( 本刊訊 ) 中心歡迎新生力軍的加入：長青 4 樓服務員徐黛娣女士、健指組新任駐診醫師
廖乙學醫師；非常歡迎 2 位新血加入我們這個愛與溫馨的大家庭，中心未來亦將持續秉
延傳承，提供住友們優質的照顧服務 !

長青 4 樓服務員 / 徐黛娣
我叫徐黛娣，出生於新北市，從小個性內向，
耐心隨和。在社會局陽明教養院任職九年有
餘，在這個大家庭中的溫情滋潤下，讓我得
以學習成長，使自己能有更多的事業技能，
但願能在老人安養中心來貢獻一份心力。
在接觸安養照顧的知識，了解人際關係的溝
通，也看到長者們的樣態，疾病、虛弱、喜
怒哀樂。我更願意接受未來的挑戰，做一個
能實踐理想與夢想的照服員。

預防性健康照護、老年醫學、長期照護。( 自
9/1 起，每星期二上午 9 點於本中心健指組
駐診服務 )

感謝群英好夥伴

09.17 ◎辦理第 3 季個案研討會。

08.01 ◎銀髮樂桌遊 (108-26)。

專長主治項目：家庭醫學（各類急卅慢性疾
病、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

活動最後在所有人的熱情掌聲中結束，長者們各個都心滿意足的步出會場，並期待下
次「群英樂團」老朋友，再帶來更精彩更期待的演出。( 役男 / 李炳賢 )

◎參加「 阿公阿嬤地板滾球比賽 」。
◎滾球活動 (108-29)。
◎辦理長青 5 樓營養師諮詢。
09.05
◎銀髮樂桌遊 (108-29)。

◎會同欣欣瓦斯公司人員辦理天然氣事業安全管
理聯合查核。
◎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經 歷：三軍總醫院台北門診中心家庭醫學科
主治醫師、三軍總醫院老年醫學科研究醫師、
家庭醫學科醫師、健康管理中心醫師、中華
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中華民國老年醫學
專科醫師、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合格衛
教師

重頭戲當然就是「群英樂團」的精采演出；在樂團老師振奮人心的伴奏下，身著華麗
衣裳的歌手們，分別展開優雅而飽和的聲線，高歌一首接著一首，令台下的長者們無不大
飽耳福、聽得如癡如醉。而在表演的過程當中，也加入了男女舞者們的伴舞表演，隨著樂
聲的裙襬搖曳，他 ( 她 ) 們用輕快的舞步來詮釋不同的經典歌曲，剎時甚是精彩絕倫。在演
出的過程當中，甚至有意外花絮，長者任菊雲阿姨有緣上臺與舞者老師共舞一首，其靈活
又精湛的表演也令大家驚呼不斷，也為整個活動帶來了最高潮；這證明了薑還是老的辣啊 !

09.04

07.23

現 任：耕莘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

活動在熱鬧喧囂的擊鼓聲中展開，首先由我們中心的大家長美玲主任對長者們獻上祝
福的賀詞；主任先是感謝「群英樂團」夥伴們無畏風雨地前來中心共襄盛舉，也祝福中心
所有的長者們父親節快樂，但願盡情的享受樂團所帶來的精采表演。接著由石里長致詞，
提及因為八八諧音的原故，而訂於 8 月 8 號為「父親節」，也因此大家很容易會記得有這
個日子；藉此感念天下間所有的爸爸們，為了家人每天在外辛苦的工作，所以大家一齊向
所有的父親們致敬。

08.30 ◎銀髮肌力課程 (108-23)。

◎樂齡肌力課程 (108-19)。

新任駐診醫師 / 廖乙學醫師

( 本刊訊 ) 又來到了一年一度的父親節，雖然這歡樂的日子因為颱風來襲而顯得不平靜，除
了當日因颱風所帶來的強勁風雨，而凌晨 5 點多時又發生有感地震，擾人清夢，但這些小
插曲的發生，並沒有讓原訂活動變卦，終使長者們期待已久的歡慶父親節活動如期舉行。
本次仍然請來了「群英樂團」與中心長者們共慶佳節。「群英樂團」是由臺北市群英里石
里長，號召對音樂表演有熱情的退役軍官所組成的樂隊，同時也是長期帶給中心長者們歡
樂的老朋友。

08.28 ◎滾球活動 (108-28)。

07.22

08.02

歡慶 88 節活動 -(08/08 父親節慶祝活動紀實 )

第 3 季住友慶生會活動剪影 -(09/11 活動花絮 )

博學多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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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第二版活動攬勝

手作繪本賦新意
( 本刊訊 ) ＂來來來！大家來製作樂齡繪本書！＂＂蝦米，是小孩子的玩意兒吧？＂
＂哎呀，我的手不靈巧啊，要怎麼做？＂＂不行不行，我從小最怕上美術課，怎麼辦呢？＂
得知有此課程的同時，或許有人可以藉此機會將美術天賦展現一番。
而或許大部分的人也可能跟我一樣，什麼都不會。嗯，那就好好地跟著老師學習吧！
7/23 的午後，中心大部分的同事在活動中心集合，參與一堂非常難得的「手作遊戲繪
本製作」課程。由鄭淑芬老師先為每人發下一袋材料包，接著示範及說明作法，並展示已
完成的範本作品供大家臨摹。

在課程進行中，老師也隨時穿梭在各小組之間，給予指導並指引竅門；一一的協助我
們，修正或調整剪錯的圖形。正所謂術業有專攻，老師帶來的示範，不斷讓各組發出了此
起彼落的驚嘆。我聽著遠處同事傳來的對話 ..「你畫的恐龍，好像啊 !」、「咦 ? 那是一隻
鯊魚？」「喔不不，是鯨魚啦！」。

恭賀 !! 中心「第 25 屆住友會委員」
選舉圓滿 成功 新氣象
( 本刊訊 ) 本中心住友委員會，乃住友間透過「選舉形式」所產生的樓層住友代表。自民
國 90 年成立迄今，其宗旨為服務、關懷住友，並適時協助傳達住友意見及心聲，擔任住
友與中心之間協調與溝通的橋梁，實際為代表樓層民意及公證輔助之角色。
本 (108) 年度適逢兩年 1 屆的住友委員改選，業已於 8/20 完成「第 25 屆住友委員選舉」
活動，過程一切圓滿順利。當日選出松柏樓及長青樓，共計 19 位委員 ( 名單如附 )；續於
9/11 完成授證儀式，再於 9/19 由委員會議中，改選正副主任委員 ( 名單如附 )。
希冀並肯定所有委員的人氣與德望，勢將為全體住友帶來新氛圍、新氣象，且讓我們
由衷恭賀及祝福，並給予新任委員們熱情與支持 !! ( 社工股 / 陳宜立 )

正當老師讚美的說：「你這隻兔子畫得真好！」，「喔不是的！那是他家養的狗啦」
另一位同事幫腔回答。不禁莞爾一笑，頓時會場充滿著歡笑聲，彷彿回到小學時課堂中的
歡樂時光。

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 老人自費安 養中心
第 25 屆住友會委員當選名單

時間飛逝，每位同學為自己完成的作品賦予了新意，除了剪貼圖案做成立體內頁，還
寫上文字塗上色彩，然後跟著老師學習做成精裝本封面；最後，每人都為自己的小書命名，
此時大多數的人都聚精會神，希望將心中最感動的名稱呈現出來。當完成作品之後，老師
鼓勵同學分享自己的故事書。有的天馬行空、充滿溫馨與快樂，有的發人深省、寓意濃厚，
也有感人肺腑使我眼眶濕潤的故事；感受到作品的多樣化，這真是同事們在工作之餘難得
展現的創意天賦啊！

樓 別
松柏１樓

後記：這日下班時，我伴著夕陽的餘暉，心中響起＂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
秋毫，見渺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彷彿時光倒退 40 年。( 服務員 / 黃湘雯 )

松柏６樓
松柏７樓

房

號

110

姓 名
許瓊州

松柏２樓

213

紀新榮

松柏３樓

315

楊佩芝

松柏４樓

417

吳娜麗

松柏５樓

522

夏建西

610

巫鳳姿

703

齊治平

108 年 8 月 20 日

樓

別

長青２樓
長青３樓
長青４樓
長青５樓
長青６樓
長青７樓

房

號

204

姓 名
高麗矞

225

駱衡生

321

羅克平

325

鍾啟儀

409

鹿台忠

419

賴遠正

512

李

529

劉澤家

614

任菊雲

633

鄧

702

陳雲鵾

707

周吳美智

文

燕

第 2 5 屆住友 會正副主 任委員當選 名單
108 年 9 月 19 日

主任委員
長青 321 羅克平

松柏樓副主任委員
松柏 213 紀新榮

長青樓副主任委員
長青 512 李 文

田園城市屋頂菜圃植栽的辛苦和樂趣
對於未曾下過田的人來說，住在長青樓的我，有機會試一試種菜，算是新鮮的體會。
記得首度開種時，抱著惶惶冒險的心情，買了青花菜和紫高麗菜的菁苖下土；每株均施以
有機肥，天天澆水，看它日日長大，怡然樂在心中。

樓層的選務實況

開票唱票與計票

投下心中的一票

儀式由主任頒授

新任委員圓滿合影

新舊主委交接印信

期待中綠椰菜首先開花，但是花不結球，花軸卻愈長愈高。好在個人牙全齒健，也沒
在意莖的長短；收成後還留下一棵，看是否能作種仔，加增一點希望和信心。然而紫高捲
心菜卻是葉多愈老，也沒結球的意思。眼見冬天就要過去了，只有七樓的某位大姐說：「那
個煮排骨湯很好。」顯然是位難得的知音，於是快剪一棵相送，請同好幫忙分享並珍惜。
次年春暖後，換土改種時令熱門營養品；南瓜果然從芽葉開始，就有一暝大一寸的趨
勢，接著巨綠葉片，密密麻麻，鮮黃喇叭花滿街爬，就連美玲主任上來看了都讚不絕口。
種菜的最大樂趣之一，是當很多人在同園地時，不止各忙各的植作，還可閒聊、談心、
比較成果、分享心得。即使一個人在田裏工作，也可以放嗓高唱，歌聲四面，八面回
響。
住友羅大哥說：「種菜要用澆水方式慢慢玩嘛。」真的一塊塊地順序來回澆下，過了
三、四個回合，水濺地不多，便已溼透。其實觀察資深的種菜專家們，都是把水管開小小
的，手還捏著皮管頭，讓水慢慢地散出來，那才是澆花、灑水的真本領，值得參考。
每當風強雨大，連續好多天沒有出門時，便可以從屋頂剪回一大把青菜備餐，心中無
限的滿足感，這種田園農趣真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 住友 / 楊茂林 )

松柏廬季刊 QR code

愛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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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師有約」- 賀仁先生畫作導覽

接續第三版博學多聞

學無止盡樂淘淘

( 本刊訊 ) 中心有許多傳奇人物，今天
跟大家介紹賀仁 ( 賀大師 )，6 月到 9 月
期間在長青樓大廳展出水墨畫展。現年
91 歲湖南省邵陽縣人，育有二女均在
台，分別留學英、美並獲博碩士學位。
在南京時任傘兵准尉副排長，隨部隊來
台時年 20 歲，後因戰亂部隊整編而離
職，自此在台謀生活。曾跟李仲生大師
學習年餘，並在政工幹校第三期任漫畫
教官，後又至鶯歌從事陶瓷工作，從調配泥漿到燒煤，油窯均能一手完成，應聘前往金門
一手建立金門陶瓷廠，現住於松柏樓。

我原任職於新北市新店大豐國小。民國 68 年考上台北
市女師專夜間部語文組；三年畢業後，於民國 70 年經校長
推薦，到板橋研習會參加輔導活動訓練，結束後在新北市
各小學擔任輔導員工作，並積極推展輔導活動及辦理輔導
活動評鑑。
之後，經師大教授鼓勵，到師大輔導系夜間部進修，
然而由於工作忙碌，難以日夜兼顧而放棄，接續專職於輔
導工作，並在日後成為輔導研究員。而這麼多年的輔導工
作，也由於輔導過無數位學生的心靈困境，承蒙家長與小
朋友們的肯定與愛戴。
民國 88 年退休後，我立志一定要接續完成大學課程的
研習，在因緣際會下，參加了教育部補助國立空中大學辦
理之「健康長青魅力人生 - 空大 99 樂齡大學課程研習」，學習迄今不斷，亦仍定期參與課程。
108 年 6 月 20 日那天，終於得償夙願及夢想，完成人生下半場的學業，戴上了方帽子。
畢業典禮在校長的帶領下，當天一百多位的同學皆歡欣無比，猶勝在校的大朋友們；更加
的可愛與燦爛。這是我給自己 82 歲的禮物，也是我人生新的里程碑，內心感到無比的興奮
及榮耀；是的，這便是我至今樂學不倦的原因，也同時在此因緣中收到滿滿的祝福。( 住友
/ 顏道碧 )

老人安養中心實習之我見

我們來看看賀大師的導覽，這副山水畫是賀大師 75 歲時完成的，要完成這幅山水畫
真的不簡單，須先將紙張固定在保麗龍上，動筆時由左至右，由上而下，整張紙須依作畫
移動，而且是站著作畫，整幅作品差不多要二個月才能完成。構圖很重要，頭腦思緒要清
晰，先用鉛筆打草稿，該密集的地方要密集，該留空間的地方也要注意，作品才會好看，
如畫中的廟宇、步道、棧道、瀑布、人物、船隻等，所有的構圖都是賀大師腦海中的想像，
船隻往返方向，畫帆船也要注意風向，有些船隻只看到一半，代表河面很寬，河邊一定有
倉庫 ( 口音窗戶 ) 要存貨做生意。寫生初期曾到台北車站，自己訓練自己，在人來人往中
觀看人群，曾下過功夫學習，所以畫人物才能如此細膩。有人問賀大師對清明上河圖的看
法，賀大師說清明上河圖它有它的風格，我的作品有自己風格及特色。
衷心感謝賀大師在 8 月 29 日盛裝出席為中心工作人員及長者導覽，經由解說讓我們
更了解作品涵義，也帶領大家欣賞藝術之美。( 社工股 / 黃素卿 )

大家好，我是社工股的暑期實習生韶芸。時光飛逝，從 7 月初至 8 月底十分高興能有幸
在中心實習，從原先的生澀到最後的熟稔，這一路以來我學習甚多甚廣，這些經驗來自於與
跟著社工、照服員、健指組及各行政人員前輩的學習外，更為重要的則是中心長者給予我的
機會與回饋。
初入中心之際，首次見習為 1 樓服務臺的應對，見著長者向照服員樂此不疲的分享生活
瑣事，就感受出長者們對於工作人員的信任及生活的自在；而每次經過活動中心、樓層間、
中心外圍時，當我投以禮貌的微笑與問好時，皆能獲得溫暖又充滿愛的回饋，噓寒問暖間瞭
解到長者對於我的關心與好奇，會問我讀哪個學校、來這裡做什麼、喜歡這裡嗎等，每一次
的問答不僅是阿姨伯伯們更認識我，透過提問的對話交流，我也才有機會更接觸大家。
來實習的這段期間，參與了中心大大小小的活動，從日常的肌力課程、桌遊、滾球及各
社團活動到特殊節慶如父親節、住民委員選舉，都讓我見識到長者們踴躍參與活動的身影，
看著長者活出自己老年的生活樂趣，不禁激勵起自己要更懂得樂活當下，同時注重身體保健，
因為健康才是活得長遠的最大資本。不論在這段期間曾被我服務過的個案、團體成員或是中
心巧遇的各個長者，都謝謝您們願意給我機會，讓我在實習過程中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社工。
當初選擇踏入老人服務的領域，是因為自己現處的位置為「子女」角色，在面對父母、
祖父母等親人的老化歷程，欲有更建設性的處遇及積極的態度面對；另一方面，是因人終將
有一日都會變老，而現今社會高齡化的趨勢促使我們更進一步面對老化的處境，相關議題從
醫療保健、長期照護、樂齡學習到尊嚴善終，從不同的社會角度與脈絡出發，追求老後生活
的圓滿與完善。人生路途仍舊長遠，那些小情小愛陪伴我們一生成長與老去，生如繁花之燦
爛，逝於秋草之靜美；來到中心，我看到年老之際尋求的不僅是歲月靜好，還有再創人生第
二春的可能性。希望各位阿姨伯伯保持身體健康，繼續樂活生命！ ( 實習生 / 許韶芸 )

營養保健
從非洲豬瘟了解豬肉品質如何把關
( 本刊訊 ) 非洲豬瘟與豬瘟都是一種高傳染性之惡性豬隻疾病，受感染的病豬可分為四種，
症狀都不一樣，比較明顯的包括：發燒、突然死亡、死亡前沒食慾、呼吸快、精神不良，
但當我們吃下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食物時，吃下的豬瘟病毒不會經腸胃道影響身體，因為
人體內的胃酸及消化酵素會殺死非洲豬瘟的病毒。雖然病毒對人體沒什麼影響，但常常會
造成家畜的高死亡率，而使肉價飆漲、及畜牧業重大的損失，所以我們仍要極積避免及防
範。在台灣，主要透過四個標章來保障肉類的品質，包括：SGS、TAP、GHP 及 HACCP
※ SGS：是瑞士通用公證行（societe generale de surveillance S.A.）的簡稱，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專門從事國際商品檢驗、測試和認證的公司。檢驗的項目多種，其中則包括了食品，
可透過各種檢測提供完整的品質檢驗及相關技術的服務。
※ TAP：為方便消費者辨識經驗證之安全、安心農產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 年推動安
全農業政策。TAP 指「具有可追溯產銷履歷資訊的台灣農產品」。

108 年 07 月 ~09 月『外捐芬芳錄』
捐贈日期

單位 / 捐贈人

捐贈物品

用途

07/12

書籍 6 本

李銘愛女士

供圖書室使用

09/10

音樂廳公益票 65 張
輪椅 1 台、助行車 1 台、
四腳拐杖 2 支

財團法人世紀音樂基金會

致贈志工及中心住友

劉鳳儀女士

置健指組，提供長者需求使用

09/26

108 年 10-12 月活動預告
 滾 球比賽，歡迎住友自行組隊

( 每對 3 人 ) 報名，以團體競賽方式
進行比賽，活動時間為每週三下午於松柏樓一樓進行，若遇大型活
動則順延。

 
銀髮樂桌遊，活動時間為每週四下午 2 點 30 分輪流於各樓層舉

行，歡迎長者一起加入行列。
 10 月份文康休閒活動如下，歡迎長者預留時間踴躍參與。

① 10/7( 一 ) 0930-1030 歡慶重陽節敬老按摩活動 ( 中華視障經穴
按摩推廣協會 )
②樂 齡繪本活動 - 青松夢想故事館開張啦 活動時間為 :10/2( 三 )11/20( 三 ) 每週三上午 0930-1030 ( 共計 8 週 )，將於松柏樓 1
樓交誼廳及長青樓各樓層依序辦理 ( 地點將依實際情形進行調整 )
歡迎各位長者踴躍參加。
③摺紙秋季班開課 活動時間為 :9/27( 五 )-12/6( 五 )

「產銷履歷紀錄」意思是說從生產到銷貨至消費者手中有可追蹤的紀錄。就農產食品而
言，能讓整個食品生產、處理加工及流通販售整個過程的各階段，農產品及相關資訊能夠
持續追蹤，讓消費者了解。藉由消費者和供應商之雙向流通鏈所建立的食品可追蹤系統，
它不僅是追蹤產品本身，也要了解農產品的由來始末。可用來確保使用在豬隻的飼料是天
然沒有問題的
※ GHP：GHP 是食品良好衛生規範（Food Good Hygienic Practices）的簡稱，目的是在規範
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作業場所、設
施及品保制度之管理規定，以確保食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
※ HACCP：HACCP 系統是預防性的自主式製程管理系統，以事前分析，從原料到產品製
造過程中的每個步驟，分析可能產生的危害，然後依危害的機率與後果嚴重性，訂定重要
管制點，有效預防控制危害的發生，或者在危害產生時，可立即採取矯正措施去除危害，
以達到確保產品安全為目標。
透過這四個標章，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知道，那些豬肉的品質或相關食品製造過程是安
全無慮的。( 營養師 / 鄭其昀 )

衛教專欄
疫苗大提升，防護更有力
( 本刊訊 ) 我國公費流感疫苗以往使用三價流感疫苗
（含 2 種 A 型及 1 種 B 型疫苗株），因四價流感疫
苗目前已為世界衛生組織（WHO）流感疫苗組成之
優先建議，再加上國內流感疫苗成本效益分析結果顯
示，公費疫苗全面改用四價流感疫苗符合經濟效益。
每年 10 月是流感疫苗開打的時節，但今 (108)
年可能要再等等了。根據疾病管制署公告，因世界衛生組織（WHO）流感疫苗選株會議
延遲 1 個月公布北半球疫苗選株決定，造成全球疫苗生產及供貨時程延後，故今 (108)
年公費流感疫苗預計將延後於 108 年 11 月 15 日以後開放接種，今年度公費流感疫苗由
高傳播族群優先接種，接種順序為學生及醫事人員、65 歲以上長者及學齡前幼兒及其他
公費對象。（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