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取自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疼愛自己的長者，再把疼愛的心推廣開去，同樣
地疼愛別人的長者 ...

第十二期

 愛愛院今年 (104 年 ) 母親節前夕除了

迎接一年一度母親節的到來外，我們也進行慈

愛通廊啟用揭牌儀式。

茲因本院現有長青、益壽樓為民國約 70

年整修後之四層樓建築；松柏樓為民國 97 年

落成使用之六層樓養護大樓。兩棟樓隸屬不同

時期，為使住民、工作人員於服務輸送或緊急

狀況時能順利採取平行疏散之路徑，遂有搭建

空橋之需。當有此一構想時，即獲松山慈祐宮

之認同。

慈愛通廊的命名，是取自松山慈祐宮及愛

愛院名稱中的各一字，象徵愛與關懷、慈悲與

回饋。愛愛院陳冏松董事在啟用典禮致詞時表

示：松山慈祐宮創立於西元 1753 年，乾隆 18

年，距今已有 262 年歷史。近年來在陳玉峰董

事長的帶領下，對社會福利不遺餘力、襄助良

多。陳玉峰董事長捐助愛愛院架設空橋，提供

了長輩平行移動的便利性及安全性，宛如媽祖

隨時在院內看顧著我們長輩，隨時保佑大家健

康平安。

 

而今年更幸有和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捐

贈浴廁設施設備、有黃政然董事捐贈經費、有

陳冏松董事長夫人慷慨解囊，讓長青、益壽樓

長輩們在室內即有熱水可使用，大大提升長輩

的居住品質。

愛愛院是個充滿愛心匯集的所在地，在活

動過程中，有許多貴賓送來滿滿的祝福。長輩

們一邊品嘗著蛋糕，也欣賞到慈馨文化發展協

會帶來精彩的演出，收到一束束康乃馨，我們

一起渡過了一場溫馨的節日……。

慈愛通廊啟用 串連愛與平安
文 /社工組長謝蕙如

 

「阿嬤， 走，咱們來去逛建國花市！」

「不要，人撞人！」

「老爸，咱們去陽明山看看花！」

「老了，走不動。」

走不動？是一種怎樣的感

覺？全身筋膜發炎的友人說，

就好像肩膀舉不動，頭、手臂

無力掛在肩膀、大腿抬不起腳

邁步般的緩慢僵硬，而老人家

更是舉步維艱。

長者即便想出門，走遠無

人陪、出門一趟得像帶著寶寶

般全副武裝，心中體恤兒女的，

漸漸開始不願意出遠門，關在

家中活動範圍日漸縮小，不是

從房間走到客廳，就是週遭公

園散個步就行了，現今常見行

動不便的年長者被外勞推著輪

椅在公園曬太陽，常被笑稱為

公園「溜老人」。但對於常年

居住安置機構的年長者而言，

沒有人幫著起身、推著下樓，

自己行動若不便，恐怕只能一

整天呆在房內等待院內看看誰

有空來拍一拍、透透氣，因此

當聽說有舉辦出門看花燈的活

動，愛愛院的長輩們即使坐著

輪椅去也都笑瞇瞇地期待著。

位於萬華的私立愛愛院雖

然平日已安排不少院內長者的

活動，但出趟門沒有志工人力

幫忙，還真是難成行。當萬海

慈善志工大隊人馬抵達愛愛院，

看到許多長輩早就一個個坐在

輪椅上等著出門，當輪椅大軍

依序過馬路搭電梯進入捷運站，

短短 10 分鐘路程就花了 40 分

鐘。並非高高低低的人行道路

困住我們，反倒是一次只能搭

乘或站或坐 2 ～ 3 台輪椅的捷

運電梯，拖長了時間行程。

大概慣於平日快捷便利的

捷運，此刻無障礙設施顯得超

級障礙，整隊才 17 位輪椅長輩

面臨電梯大考驗，捷運站點中

似乎只有一台電梯可繞路或上

下進站。原以為到台北火車站

這大型轉運站中電梯會多些，

但忽左忽右竟有著比平常人路

線更長更繞的電梯搭乘路線。

排著排著還湊進不少拉著重型

行李或貨物者、行動緩慢的受

傷者、推著嬰兒車的小倆口等

等，明明咱們優先排著隊等著

搭乘，可是愛愛院好心的長輩

直說，「沒關係咱們時間多不

趕、讓讓他們」。這一路讓下

來連推著狗推車的乘客都先上

電梯了，輪椅大隊完整抵達花

博園區後，也差不多到了該吃

中飯的時間。

即便如此，第一次搭乘電

梯的長輩們依舊一路上與志工

朋友們說說笑笑，紛紛跟週遭

其他輪椅民眾瞎聊天，令人驚

訝的是分別遇到兩位小學生的

孫子，假日獨自推著阿嬤坐輪

椅、搭捷運四處逛逛，一聊之

下都是阿嬤養大的孝順孫子，

縱然花博悠活館一圈走完不需

要多少時間，也直怕老人家戶

外吹風，要志工們注意多推長

輩們到室內無風處，但許多長

輩們還是堅持要待在戶外仔細

看看燈、賞賞花，在造型獨特

的花棚中留下一張張漾開來的

笑容，二個鐘頭下來志工們都

走 3 圈了，長輩們還是不感到

累，回程有位長輩開玩笑說：

「這真是我三生有幸的一天！」

回程與夜間觀賞花燈的人

潮錯開，依舊難行於捷運電梯，

人多、雜亂多，不免有民眾抱

怨起這隊輪椅過多，影響出入

口、搭乘時應該只能去頭尾車

廂等等；但也馬上有其他民眾

接話回說：「誰都會有不方便的

一天。」想想長輩們近半生時光

貢獻於他們所在的家庭、職場、

社會或國家，即使有兒有女能

夠終老，卻只能獨自守著空蕩

蕩的家，等候兒孫們回家探望

或有空吃個飯，無法行動後只

剩語言不通的外勞推著逛公園，

怎會不讓他們不勝唏噓。

常言道「身教勝於言教」，

當我們用盡半生不求回報的愛，

去愛我們的孩子們時，千萬別

忘了曾經我們自己也享受父母

不求回報的付出，真是期待「溜

老人」能變成全家的日常休閒！

  文 /張玉芳  文轉載自萬海航運慈善基金會 會刊停泊棧 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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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104 年 1 月

梁○登 4,000

張○美 300

蘇○安 1,000

游○蘭 1,000

王○嬌 3,000

李○ 3,000

林○ 3,000

松山慈祐宮

松山媽祖

1,000

林○宮 500

郭○衡 1,500

善心人 100

梁○和 10,500

林○宜 1,000

陳○汝 1,000

蕭○芳 500

黃○菲 500

羅○卿 500

鄭○慧 500

古○玉 1,000

張○真 500

羅○玲 300

洪○敏 300

曾○娥 300

鐘○莉 3,600

閆○華 1,000

潘○英 600

黃洪○花 1,000

善心人 40,005

陳○華 1,000

張○贀 2,000

李○清 299

陳○田 3,000

鄭○綾 1,000

張古○英 1,000

黃洪○花 1,000

黃○青 1,000

吳○青 1,000

洪○璘 500

張○錦 10,000

財團法人台
北市艋舺龍
山寺

50,000

李○興 3,000

許○生 99

台北市龍山
獅子會

30,000

陳○佳 400

吳○益 2,000

孫○中 1,000

捐款 104 年 2 月

黃○明 5,000

善心人 1,000

善心人 500

可可 100,000

梁○登 3,000

海鉅興業有

限公司

10,000

陳○如 5,000

賴○蓮 1,000

戴○英 10,000

善心人 61,425

黃○吉 2,000

陳○宗 1,000

陳○錡 300

周○琳 300

賴○霞 200

蔡○鐘 200

財團法人台
北市福佑宮

50,000

長藤旅行 5,000

億隆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

林○宮 500

蘇○安 1,000

財團法人台
北保安宮

20,000

夏○容 2,000

可可 100,000

張○美 300

經軼 2,000

王○嬌 3,000

善心人 100

善心人 49,400

鄭太太 5,000

李○春 10,000

黃○娜 10,000

善心人 3,000

無名氏 2,000

潘○英 600

財團法人台北
市私立世豐慈
善公益基金會

42,000

林○謀 1,000

呂○花 1,000

必翔銀髮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1,500

善心人 300

游林○珠 200

呂○育 呂謝
○橋

1,000

王○榮 3,000

公益信託鄒新
和與鄒林森治
紀念慈善基金

300,000

梁○和 11,000

楊○勳 10,000

陳○坤 1,000

陳謝○月 1,000

楊○心
楊○發 
楊○梅 
楊○瑾 
楊○華

500

無名氏 3,000

張李○玉 1,000

張○ 1,000

許○生 99

陳○子 10,000

徐○雷 3,000

陳○靜 24,000

高○鍹 310

王○傑 1,200

陳○勉 300,000

善心人 32,500

黃○然 500,000

林○錦 10,000

李○清 299

張古○英 1,000

李○潔 1,000

蔡○禎 300

黃○雄 200

黃○鳳 200

陳○威 200

捐款 104 年 3 月

李梁○菊 3,000

捐款 104 年 4 月

楊○發 100

林○宮 1,000

艋舺福興宮 2,000

善心人 1,000

廖○詠 1,000

善心人 33,150

梁○登 3,000

王○嬌 3,000

郭○偉 500

陳○琪 3,000

周○蔚 200

郭○衡 1,500

錢○鍄 500

張○美 300

善心人 42,552

游○蓁 200

游林○珠 200

葉○真 200

陳○琴 1,000

蘇○安 1,000

潘○英 600

梁○和 11,000

邱○洋 3,000

李○ 3,000

許○生 99

李○清 299

黃○青 1,000

吳○青 1,000

洪○璘 500

無名氏 100

張古○英 1,000

許○峯 200

呂○媛 400

李○添 1,000

威博國際有
限公司

5,000

張○賢 3,000

善心人 23,725

陳○昌 200

捐款 104 年 5 月

黃○吉 2,000

林○宮 1,000

梁○登 3,000

周○琳 200

明理堂功德會 5,000

協豐西瓜行
6077

3,000

黃○珍 120,000

邱王○珠 3,000

陳○榛 1,600

洪○吟 1,000

張○美 300

賴○蓮 1,000

黃○維 200

潘○英 600

善心人 28,438

吳○華 1,000

李○清 299

黃○青 1,000

吳○青 1,000

洪○璘 500

梁○和 10,000

王○嬌 3,000

張古○英 1,000

善○人 200

張○仲 20,000

郭○巖 30,000

許○生 99

宋○中 200

陳○威 200

黃○雄 200

呂○媛

許○榮

500

許○峯 200

陳○琪 3,000

游○蓁 500

呂○義 2,000

黃○青 1,000

吳○青 1,000

洪○璘 500

梁○登 3,000

周○俞 200

陳○佳 200

張○美 300

李○ 3,000

沈○如 1,000

呂○媛

許○榮

500

許○峯 200

王○嬌 3,000

巖○寺 120,000

游○蓁 200

李○添 1,000

潘○英 600

財團法人萬

海航運社會

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15,000

王○美 1,000

黃○薇 1,000

周○崇 10,000

蘇○安 1,000

白○治 600

善心人士 100

必翔銀髮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1,200

李○清 299

黃○青 1,000

吳○青 1,000

洪○璘 500

正和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

司

3,400

陳○威 200

黃○鳳 200

黃○雄 200

許○生 99

梁○和 11,000

吳○長 500

高李○珠 3,000

協豐西瓜行

6077

5,000

黃○江 3,000

戴○美 3,000

林○秀 1,200

圓山臨濟寺

念佛會

5,200

財團法人許

加紀念基金

會

50,000

善心人 600

黃○吉 2,000

張古○英 1,000

陳○花 1,000

陳○昌 200

黃○吉 2,000

捐款 104 年 6 月

江○均 3,000

梁○登 3,000

陳○昌 400

黃○玲 200

葉○發 200

郭○偉 500

林○宮 1,000

善心人 200

張○美 300

陳○威 200

黃○鳳 200

潘○英 600

楊○展 500

廖○詠 500

王○嬌 3,000

梁○和 10,000

游○蓁 700

許○生 99

黃○青 1,000

吳○青 1,000

洪○璘 500

游○蘭 1,000

陳女士 100

善心人 1,000

善心人 500

善心人 700

蘇○安 1,000

張古○英 1,000

羅○珍 2,000

林○宇 500

善心人 500

無名氏 100

呂 ○ 媛 . 許

○榮

500

許○峯 200

黃○吉 2,000

善心人 1,545

捐物 104 年 1 月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劉○秀 /白米 50 台斤

李○賢 /白米 50 台斤

李○軒 /白米 50 台斤

李○耀 /白米 50 台斤

吳○如/白米10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白米 1,000台
斤、麵條 1,5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洪○琳 /棉被 200 件

林○仲/白米200台斤

陳 ○ 勝 / 關 廟 麵 10
包、玉米粒 1 件、白
麵線 10 台斤

陳○國全家 / 紅麵線
20 台斤

食物銀行 /麵包 1批

蕭○美/白米100台斤

林○思 /小蕃茄 4盒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龍雲禪寺 /白米4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蔡○妹 /白米 25 台斤

溫○光 /白米 25 台斤

程○玫 /白米 25 台斤

林○妤 /白米 1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靜心居/三明治150份

林○思 /小番茄 4盒

中華慈光愛心會 / 水
果 2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楊○碩 , 張○凌 / 白
米 50 台斤

王余○月/白米1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李○傳/紅豆湯120碗

黃○云/紅豆湯120碗

詹○雄/白米30台斤

詹○訓 /白米 30 台斤

詹○輝 /白米 30 台斤

詹○玉 /白米 30 台斤

白○鳳 /白米 30 台斤

王○恆 /衛生紙 1箱

陳黃○彩/衛生紙1箱

翁○庭 /衛生紙 1箱

食物銀行 /麵包 1包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陳○成 /沙拉油 30 瓶

凱耀股份有限公司李
錦銘 / 白米 50 台斤、
沙拉油 1 箱、麵條 1
箱、米粉 15包

台 北 天 后 宮 / 白 米
1,200台斤

靜心居/三明治150份

吳小姐 /水果 7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福泰師姊等善心人士 /
白米 500 台斤

林○琴 /白米 50 台斤

吳○源 /白米 50 台斤

林○思 /小蕃茄 4盒

林○芸 /白米 25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
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尿布-L號 13箱

鐸樺貿易有限公司 /
發熱衣 100 件

食物銀行 /麵包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閎福有限公司/沐浴礦
鹽 4袋、礦泥白皂 24
個、礦鹽皂48個

林○精 蕭○星 /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士/白米200台斤

黃○摘/白米100台斤

林○月 /白米 50 台斤

傅○慧 /白米 5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林○思 /小蕃茄 4盒

蔡○妹 /白米 25 台斤

溫○光 /白米 25 台斤

程○玫 /白米 25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藏○正 /白米 50 台斤

彭○蘭 /白米 50 台斤

捐物 104 年 2 月

食物銀行 /麵包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中央銀行員工消費合
作社 /日常用品 1批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佑
宮 /白米 2,00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75 台斤

善心人/白米50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王○煌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等 /壽桃麵塔 1
對、壽羊 1 隻、關廟
麵 1 箱、米粉 1 箱、
鍋燒麵 1箱

善心人等 /水果 2箱、
食品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 台斤

台北霞海城隍廟 / 白
米 1,000 台斤

海鉅興業有限公司 /
白米 1,00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
善基金會/白米200台斤

李○華/白米500台斤

林○思 /小蕃茄 4盒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
省城隍廟 / 白米 500
台斤、紅豆 5 斤、冬
粉 2袋、花生 5台斤、
玉米粒罐頭 2 箱、玉
米醬罐頭 1箱

林○素 /沙拉油 2箱

林○雲 /沙拉油 2箱

蘇○昭 /沙拉油 1箱

邢○閣 /沙拉油 1箱

楊○興 /沙拉油 1箱

朱○文 , 李○霞 / 沙
拉油 1箱

徐○添 劉○甄 徐○惟 
徐○書/沙拉油1箱

林○忠 . 劉○毓 / 沙
拉油 1箱

林○怡 . 林○揚 / 沙
拉油 1箱

廖○茂 . 廖林○秀 /
沙拉油 1箱

劉○治 . 黃○蘭 / 沙
拉油 1箱

陳○鳳 /沙拉油 1箱

吳○益 /沙拉油 3箱

鍾○文 /沙拉油 2箱

黃○威 李○勳 / 沙拉
油 1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食物銀行 /麵包 1包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
白米 600 台斤

靜心居/三明治 150份

蕭○美 /白米 100台斤

王○榮 /白米 2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聚福宮/白米 700台斤

無名氏 / 白米 150 台
斤、罐頭 12 罐、沙拉
油 2瓶、醬油 2瓶

紀○萍 /麵條 13 袋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陳○美 . 林○ 君 / 白
米 200 台斤

食物銀行 /麵包 1袋

觀自在善行愛公園地全
體一同/饅頭243顆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中華慈光愛心會 / 蘿
蔔糕 6大塊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白米 1,20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陳○成/克寧奶粉6罐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刈包吉盛宴/麵條10箱

刈包吉盛宴 / 棒棒腿
15 公斤

刈包吉盛宴/蚵卷1箱

刈包吉盛宴/米粉5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尿布 -M 號 13 箱

捐物 104 年 3 月

食物銀行 /麵包 1批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 白米 500 台
斤、豬肉 150 斤、豆
干 200 斤、沙拉油 480
瓶、餅乾 720 盒、鴨
蛋 210 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蕭○美/白米100台斤

善心人/白米5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有機蔬菜 150 台斤 

蔡○妹 /白米 25 台斤

溫○光 /白米 25 台斤

程○玫 /白米 25 台斤

金龍億食品有限公司 /
肉干 33 包

食物銀行 /麵包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 台斤

林○華 /白米 5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靜心居/三明治150份

玉○鍋/白米200台斤

得莉工程行 / 白米 50
台斤、麵線 1 包、關
廟麵 1 包、沙拉油 6
瓶、抽取式衛生紙 6
包、冬粉 1袋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方○玉 / 白米 800 台
斤

顏○玲 / 白米 200 台
斤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尿布 -M 號 13 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台 北 天 后 宮 / 白 米
1,20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慈安宮/白米500台斤

陳○國全家 / 紅麵線
20 台斤

陳○賜全家 / 麵線 3
箱、葵花油 1 件、白
醋 1桶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豬肉 200 斤、
豆干 150 斤、鴨蛋 150
斤、沙拉油 480 瓶、
餅乾 480 盒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
省城隍廟 / 白米 300
台斤、醬油 1 箱、米
粉 1 箱、水果 3 箱、
麵輪 5斤、紅豆 5斤

廖○月 /白米 50 台斤

食物銀行 /麵包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豬肉 150 斤、
豆干 160 斤、餅乾 480
盒、沙拉油 480 瓶、
鴨蛋 100 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李○傳/仙草奶凍100碗

黃○云/仙草奶凍100碗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
宮 /白米 450 台斤

善心人 /水果 5箱

捐物 104 年 4 月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
慈善基金會 /白米 20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7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白米 10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白米10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7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周○玲 /白米 50 台斤

黃○融 /白米 50 台斤

陳林○美/白米75台斤

蔡○宗 /白米 50 台斤

洪○城 /白米 50 台斤

洪蔡○嬌/白米50台斤

善心人等 /壽桃麵塔 2
對、壽豬羊 1 對、關
廟麵 1箱、冬粉 2箱、
鍋燒麵 1 箱、水果 3
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八字會天機 / 黃金蕃
茄 6箱

鄭○軒 /白米 25 台斤

蔡○妹 /白米 25 台斤

溫○光 /白米 25 台斤

程○玫 /白米 25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白米 1,200 台斤

中和聖恩宮 李○齡 /
白米 1,00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蕭○美/白米1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陳○賜全家 / 白麵線
20 台斤、雞蛋 20 斤、
冬粉 5台斤

陳○國全家 / 紅麵線
20 台斤

中和聖恩宮 沈○偉/白
米200台斤、水果2箱

中和聖恩宮 鄭○修 /
白米 50 台斤、水果 4
箱

中和聖恩宮 鄭○山 /
雞旦麵 4 箱、壽桃麵
塔 3對、壽豬羊 1對、
關廟麵 1 箱、米粉 1
箱、餅乾 4箱、水果 4
箱、罐頭 1打、紅龜 2
箱

中和聖恩宮 鄭○山 /
白米 25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中華慈光愛心會 / 西
瓜 2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食物銀行 /麵包 1袋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
白米 500 台斤

福景宮/白米1,500台
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張○鑾 李○晴 / 白米
5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 沙拉油 960
瓶、餅乾 480 盒、豬
肉 100 斤、 豆 干 100
斤、鴨蛋 100 斤

陳○成 / 豐力富奶粉
2.5kg6罐、沙拉油4瓶

食物銀行 /麵包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傅○月 /白米 25 台斤

謝○仁 /白米 25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查爾斯手感烘培 / 麵
包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佳新纖維股份有限公
司 /羊奶饅頭 20 盒

捷仕德實業有限公司 /
羊奶饅頭 20 盒

食物銀行 /麵包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尿布 -L 號 8 箱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福民
平宅/白米7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陳○粉 /西瓜 10 個

福泰師姊等善心人士 /
白米 1,000 台斤

捐物 104 年 5 月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 北 天 后 宮 / 白 米
1,2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大 鎰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水 龍 頭 
LF3188T(53 組 )、
馬 桶 蓋 CF634N(53
組 )、 單 桿 毛 巾 架 
BA8273S(53 組 )、 化
妝鏡本體 BA797A(53
組 )、 化 妝 鏡 平 台 
BA797B(53 組 )。

和 泉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洗 臉 盆 
L367SR(39 組 )、瓷柱
腳 F367(39 組 )、 洗
臉盆 L358SR(14 組 )、
瓷柱腳 F358(14 組 )、
馬 桶 底 座 C140E(53
組 )、 水 箱 含 另 件 
S140ENT(53 組 )

軒轅教張桂英愛心會/
電暖器 (1 台 )、白米
35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
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白米 /1,500 台
斤

蔡○妹 /白米 25 台斤

程○玫 /白米 25 台斤

溫○光 /白米 25 台斤

蕭○美 / 白米 100 台
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

有機蔬菜 15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

西瓜 4個、有機蔬菜
150台斤

林張○枝 / 氣墊床 1
床

花蓮縣原住民多元文
化協會 /茂谷柑 3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
白米 350 台斤、米粉 5
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宋○中 /粽子 105 個

莊○卿/白米1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陳○國全家 / 白麵線
10 台斤

陳○賜全家 / 雞蛋 40
斤、雪花醬 11 罐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張○羚/羊奶饅頭4盒

陳○蓁/羊奶饅頭2盒

緁妮芙日韓精品服飾 /
羊奶饅頭 1盒

鄧○冬羊奶饅頭 1盒

及品鍋貼水餃專賣店/
羊奶饅頭2盒

全利服裝行 / 羊奶饅
頭 1盒

林○興 / 羊奶饅頭 1
盒

蔡○敏 / 羊奶饅頭 20
盒

吳○芳 / 羊奶饅頭 7
盒

游○貴 / 羊奶饅頭 10
盒

林○麗 / 羊奶饅頭 7
盒

陽柳塘湖畔 / 薑母鴨
羊奶饅頭 10 盒

廣源水果/羊奶饅頭2
盒

卡多斯髮型剪燙 /羊
奶饅頭 2盒

林○瑞/白米25台斤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
會 / 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尿布 -L 號 13 箱

捐物 104 年 6 月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陳○成 /紅豆 20 斤、
砂糖20斤

吳○ /西瓜 10 個

謝○丞/羊奶饅頭10包

林○慧/羊奶饅頭4包

老萬昌內衣批發行 /
羊奶饅頭 2包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邱○在 / 白米 140 台
斤、飲料 2 箱、水果 2
袋、餅乾 1袋

清雲積善/粽子120個

陳○賜全家/白麵線20
台斤、雞蛋40台斤

陳○國全家 / 白麵線
10 台斤

蕭○美/白米1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 白米 500 台
斤、麵條1,320台斤、
餅乾 960 盒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省
城隍廟/白米300台斤、
麵筋1袋、脆瓜5台斤、
蘿蔔糕0.5床、素排骨
酥1袋、水果3箱、紅
麵線10台斤、餅乾10
箱、醬油5箱、冬粉1
袋、素肉絲3包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陳○陽 /信望愛 1台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 北 天 后 宮 / 白 米
1,200 台斤

張○ /粽子 100 個

華夏義工協會 / 粽子
140 個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白米1,2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白米15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2 台斤

善心人/白米10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白米10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0 台斤

善心人白米5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5 台斤

善心人 / 白米 100 台
斤

善心人/白米 25 台斤

溫○才/白60台斤

李○正 /白60台斤

黃○涼/白米100台斤

谷○駒 /白米 23 台斤

褚○生/白米100台斤

黎○紅/白米100台斤

善心人等 / 壽桃麵塔 2
對、壽豬羊 1 對、關
廟麵2箱、米粉1箱、
媽媽麵 1 箱、水果 2
箱

善心人/水果1箱、餅

乾4箱

陳○賜全家 / 白麵線

20 台斤、雞蛋 40 斤

陳○國全家 / 可果美 3

桶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尿布 -L 號 8 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吳○慶/白米100台斤

飛○普 /白米 30 台斤

詹○創 /白米 3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重視有限能力 

激發無限創意

愛愛院今年度接受了現任稻江科技暨管

理學院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學系秦秀蘭老師，

同時也擔任台灣新高齡社區健康發展學會理

事長的邀請，共同參與了第三屆台灣高長照

機構高齡團體活動設計競賽。

台灣新高齡社區健康發展學會從 2011 年

起連續兩屆辦理高齡活動設計競賽，2012 年

更以機構的活動設計為主軸。比賽時以機構

實作進行評分，曾獲得協辦機構的家屬們的

高度讚賞，都非常希望能夠經常在機構中舉

辦類似的活動。今年度更以長期臥床或行動

較不方便的長輩為活動設計對象，希望引導

相關學系師生、研究人員共同關心這個議題，

甚至結合機構的照顧工作者，形成一個創生

性社群，除了體會照護者情緒和受照顧者情

緒之間的交互作用，也能從自身出發，共同

為彼此美好生活而努力。

愛愛院在這場活動競賽中，除了提供場

地，也邀請數位院內長輩共同參與。12 組進

入決賽的團體來自臺灣北中南各地，有具實

務經驗的機構組，也有充滿年輕活力的校院

組。這些競賽選手們個個身懷絕技，在不熟

悉長輩的情形下，要隨機應變、熱情十足兼

顧到每位長輩之反應，相當具有挑戰度。活

動屬性涵括了運動類、手工藝、認知訓練、

現實導向、懷舊古早童玩、音樂，在在貼近

長輩的生活經驗，正視長輩有限的能力，發

揮無限的創造力。

愛愛院一直相當重視長輩活動的參與機

會，每月平均都有 30 場各類型活動。我們希

望營造活潑歡樂的氣氛陪伴長輩渡過每個朝

夕晨昏。活動當天，且不論競賽後的排名結

果，我們看到長輩的笑容，度過愉快的周末

上午，也讓所有成員互相觀摩共同切磋帶領

技巧。

文 / 衛生管理員江俊霆

清晨時，廚房內傳來一陣陣大麥香，讓美好一天揭開序幕。廚師

不怕熱不怕累，賣力攪動著茶湯，但是要變成茶凍這只是第一步驟，茶

湯經過 1 小時熬煮，顏色艷紅滋味甘醇帶有大麥香味，第二步驟加入

適量的糖，此時茶湯顏色就像酒紅色般豔麗，第

三步驟加入最重要的東西吉利丁粉，加入時

動作要像對待豆腐般輕柔，邊加邊攪動，

使吉利丁散入茶湯中，最終茶湯成品就像

帶了芡般，經過放冷到不燙手溫度時開始分

裝，在分裝時需要全副武裝，帽子、口罩、

手套、圍裙，避免汙染茶凍，由於老大人抵

抗力較弱，吃了不潔茶凍易造成腸胃不適，環

保杯經過飲用水清洗過，再將茶湯分裝至環保杯中，在

杯中的茶湯再經過一天的冰存，即可完成，成品就像古早

時代的菜燕。

為了讓老大人可接受所以在配方上有調整讓質地更軟

更方便吞嚥，每天供應給老大人，讓不愛喝水、吞嚥困難

的老大人有更多方法完成給水，每天配合給水計畫進行可

降低泌尿疾病的產生，使老大人身體更健康。

由於考量到老大人每天都吃大麥紅茶，就算是我們也

會膩，所以在口味有新開發出冬瓜茶、酸梅湯等，讓老大

人每天可吃不同口味，在研發上保持日日新，又日新的

精神，未來有可能出現檸檬醋凍、洛神花凍等。

第三屆台灣長照機構高齡團體活動設計競賽

初次見到林大哥的感覺，個頭不高，瘦

瘦的一位長輩，在愛愛院長期擔任關懷志工，

穿梭在愛愛院與醫院之間，有這樣的機會與林

大哥訪談實屬幸運。

林大哥談及與愛愛院的緣分，起因於林

大哥的親大哥未婚、單身，生病後面臨無人

可供照顧，所幸在家人的協助安排，住進新

北市的某間養護機構，入住期間，林大哥都

會到機構探視關懷，也協助其辦理低收入戶，

後來，因緣際會下進到愛愛院入住，林大哥

仍然會前往愛愛院探視與陪伴親大哥，探視

期間林大哥也會與機構的長輩們聊天、互動

與觀察 ; 又，林大哥看到愛愛院的長輩們在

院內照顧狀況，體認到自己也會面臨老化後

的身體力衰與後續照顧之議題，基於此因素

林大哥決定擔任愛愛院關懷志工，貢獻自己

的時間與力量。

林大哥在陪伴長者就醫過程中，願意與

長者互動，細心地替長者解說醫囑，對於漫

長等待就醫且透露出不耐煩的長者，能適時

緩解長者的情緒，避免長者因不耐而情緒高

張，也看到林大哥願意耐著性子積極傾聽、

協助行動緩慢的長者、貼心舉動的善待長者、

隨侍在旁提供有需求的長者，善體人意的行

為皆是從容以待。

細問林大哥擔任志工的想法，他解釋擔

任愛愛院志工一職，對他來說是一種享受，

享受與人分享故事、享受細心陪伴長者、享

受忙碌的志工生活，這些都成為他生活的一

部分，這讓我看到一位樂在生活與享受生活

的人物，他生活在你我周遭，願意付出與奉

獻，這樣的精神令人感佩，林大哥給你按個

讚 !

在母親節前夕的週一下午，推著長輩到

萬海廳準備參加卡啦 ok 活動，到達會場的第

一眼就看到志工高大哥充滿燦爛的笑容，對

著每位前來參與活動的長輩予以親切的問候，

就好比是自家的長輩一樣，迅速安排長輩的

座位，遞上小點心與茶水，貼心的幫長輩安

排歌曲，關心長輩的一舉一動，長輩有服務

需求皆能第一優先處理，長輩也開心的露出

笑容，豎起大拇指、直稱讚服務優異的志工

高大哥，深獲長輩們的心。

談起高大哥與愛愛院的緣分，應從高大

哥陪同太太看牙偶遇愛愛院的蔡長輩說起，

高大哥回憶去年 9 月 29 日陪著太太在家附近

看診，於等候看診過程中，因蔡長輩看牙未

果，須預約下一次牙科院長就診時間，臨時

取消看診欲返回愛愛院，坐在一旁的高大哥

看到蔡長輩要打電話回院裡，請院內工作人

員來接回，此時，高大哥主動向蔡長輩提出

陪同回家之邀約，蔡長輩感謝之餘也和高大

哥聊天，告知院址後，遂將蔡長輩送到院門口，

此時，篤信基督教的高大哥，忽然聽到神蹟的

聲音「就是這裡」，高大哥入院內了解、詢問，

得知有志工服務之需求，進而藉此機會來到愛

愛院，協助長輩們於每週一下午進行歡唱卡啦

ok 之服務。

高大哥表示擔任志工十餘年，從來不知道

愛愛院離自己家這麼近，若不是自己的精神領

袖 -- 上帝的安排，怎會有如此奇妙的緣分，

認識蔡長輩、進入愛愛院、服務更多的長輩們，

這對高大哥來說實屬難能可貴的經驗。

高大哥對於擔任志工的想法，一直以來認

為自己「是有被利用的價值」，能被物盡其用、

能夠將機會與時間奉獻給被需要的人、被愛的

人，感受到生命的熱與光，是多麼幸運的人

啊！

如果你或妳在院內偶遇高大哥，請記得豎

起大拇指送給高大哥喔！

上帝的引領  走進愛愛院

受訪者／志工高大哥

採訪者／實習生林明慧

樂在生活 享受生活

受訪者／志工林大哥

採訪者／實習生林明慧

  沒事多喝水 

 多喝水沒事      
 

讓 水 變 

得 好 吃
吉 力 丁 粉： 吉 利

丁是從魚皮提煉出，顏

色黃褐半透明狀，無味的膠

質，藥丸膠膜就是用吉利丁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