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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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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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支援親身體驗  

近年於日本推行已久的自立支援照顧概念引入台灣。
愛愛院工作團隊在護理師、照服員、社工等同仁大力認同此照顧理念下，參與了自立支援導入體驗。

矇眼被餵食糊餐，在看不到食材的狀況下每一口都讓人感到膽戰心驚。

從老化體驗到自立支援的觀念，都是讓提供服務者親歷實境感同身受。＂零尿布、

零約束、零臥床＂是目標，達到此一目標的過程需要團隊、家屬、長輩共同參

與，也許困難重重，但我們堅信有跨出第一步即更接近目標。

另外體驗手、腳被約束於輪椅，雖只有短短一小時，也夠讓工作夥伴感到四肢麻痺，會場從原本笑聲

不斷慢慢的大家嚴肅討論這感受。接著是體驗偏癱長輩被翻身、移位至輪椅的過程。

課程由李光廷教授說明，體驗活動開始前工作人員必需先喝下 200CC 水，隨即每位體驗者三小時全

程需親身 " 包尿布 "，體驗過後才知道，這是一件多麼不舒服的事情，而且如果不小心側漏了，還

真想找個洞躲起來。

院內的五株櫻花樹，冬天時，枯枝屹立在這片土地上；春初，隨著

天候的冷熱替換，粉嫩花瓣默默綻放，在眾人驚聲中，展現最嬌媚的姿

態。趁著最美的當下，我們邀請長輩在櫻花樹下合影，一起感受具有四

季變化的花園景緻，就在愛愛院馨香庭園內 !

明年，咱們還要一起賞花喔 ~~

櫻花樹下的笑顏

海寶實業有

限公司

10,000

梁○登 3,000

郭○衡 1,500

李○洲 1,000

周○俞 200

張○美 300

善心人 1,500

林○錦 20,000

游○蘭 1,000

台北市龍山

獅子會

30,000

民榮織造廠

股份有限公

司(林○枝,

林○華 )

40,000

善心人 500

葉○枝 600

林○宮 1,000

陳○如 5,000

無名氏 100

許○生 99

梁○和 10,000

林○華 2,000

台北市九龍

菩提行願會

10,000

江○從 3,000

潘○英 600

無名氏 2,000

吳○青 1,000

洪○璘 500

詹○翔 500

洪○昌 500

虞○雯 99

高○豐 99

彭○瑜 299

曹○禎 299

洪○芝 1,000

劉○村 500

慈悟寺 40,000

謝○琅 300

伸海有限公

司

200

伸海有限公

司

200

張○美 300

戴○英 10,000

許○玲 10,000

張○蘭英 1,000

善心人 3,000

善心人 71,625

財團法人台

北市艋舺龍

山寺

50,000

李○添 1,000

陳○昌 400

善心人 500

財團法人台

北市福佑宮

50,000

鄭太太 10,000

王○璇 1,200

王○嬌 3,000

賴○蓮 1,000

巖清寺 120,000

財團法人台

北保安宮

20,000

陳○梓 20,000

粘○真 1,000

林○謀 1,000

呂○花 1,000

財團法人台

北市私立世

豐慈善公益

基金會

35,000

陳○鍚 2,000

梁○登 3,000

張○美 300

周○蔚 200

無名氏 3,000

張○碧玉 1,000

張○ 1,000

陳○時 300

廖○詠 200

楊○展 200

陳 ○ 美

玉 .陳○宗

1,000

楊○勳 10,000

蔡○ 10,000

年盛食品工

廠 .楊○發

楊○梅.楊

○瑾 .楊○

華

500

黃○明

黃○素鳳

5,000

張○鳳 3,000

黃○雄 200

陳○威 200

呂○秀琴 200

葉○發

賴○霞

200

梁○和 10,000

毋忘我基金 6,000

善心人 56,245

何○深 20,000

無名氏 100

許○生 99

徐○嘉 100

李○清 400

詹○翔 500

洪○昌 500

虞○雯 99

高○豐 99

彭○瑜 299

曹○禎 299

洪○芝 1,000

劉○村 500

謝○琅 300

伸海有限公

司

200

伸海有限公

司

200

張○美 300

吳○青 1,000

林○宮 1,000

善心人 63,157

張○蘭英 1,000

郭○英 5,000

乾煌娛樂事

業有限公司

5,000

潘○英 600

王○嬌 3,000

郭○偉 500

姚○幼 1,000

善心人 1,000

林○錦 10,000

周○琳 200

陳○昌 200

白○治 600

善心人 5,900

梁○登 3,000

張○美 300

李○ 3,000

善心人 1,000

善心人 1,000

江○均全家 3,000

善心人 15,000

梁○和 10,000

蔡○明
李○秀

100

許○生 99

正和旅行社股
份有限公司

3,000

潘○英 600

善心人 1,000

李○清 400

徐○嘉 100

詹○翔 500

洪○昌 500

虞○雯 99

高○豐 99

彭○瑜 299

曹○禎 299

洪○芝 1,000

劉○村 500

謝○琅 300

伸海有限公司 200

伸海有限公司 200

張○美 300

吳○青 1,000

善心人 1,600

無名氏 100

善心人 500

黃○吉 2,000

鄒○槍 50,000

王○菊 2,000

廖○詠 200

楊○展 200

王○菊 2,000

真耶穌教會東

園教會

3,000

林○宮 1,000

梁○登 3,000

周○印 200

郭○偉 1,000

善心人 300

陳○霖 1,000

張○美 300

陳○珠 400

簡○芸 400

陳○穎

陳○妤

500

李○軒

李○誼

500

善心人 10,000

梁○和 10,000

潘○英 600

許○生 99

吳○珠 10,000

必翔銀髮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3,200

洪○璘 500

李○清 400

徐○嘉 100

詹○翔 500

洪○昌 500

虞○雯 99

高○豐 99

彭○瑜 299

曹○禎 299

洪○芝 1,000

劉○村 500

謝○琅 300

伸海有限公司 200

伸海有限公司 200

張○美 300

吳○青 1,000

李○興 3,000

無名氏 100

賴○蓮 1,000

魏○楚 50

吳○長 1,000

陳○錫 2,000

劉○鐘 1,000

廖○詠 300

楊○展 300

陳○昌 400

陳○琪 2,000

蘇○吏 3,000

劉○旋 3,000

林○錦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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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菊 2,000

吳○烽 1,000

小燕 1,000

小芬 1,000

林○團 1,000

梁○登 3,000

王○嬌 3,000

周○俞 200

張○美 300

李○秋菊 3,000

蔡○文 500

王○妍 1,000

威博國際有限

公司

5,000

游○瑛 1,000

陳○威 200

黃○鳳 200

黃○雄 200

葉○發

賴○霞

200

善心人 700

吳○益 2,000

李○ 3,000

小芬 1,000

小燕 1,000

林妹 1,000

林○宮 1,000

善心人 2,500

洪○璘 500

李○清 400

徐○嘉 100

詹○翔 500

洪○昌 500

虞○雯 99

高○豐 99

彭○瑜 299

曹○禎 299

洪○芝 1,000

劉○村 500

謝○琅 300

伸海有限公司 200

伸海有限公司 200

張○美 300

吳○青 1,000

無名氏 100

梁○和 10,000

張○蘭英 1,000

許○生 99

善心人 875

善心人 1,000

善心人 1,000

潘○英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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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桂格奶粉5罐

陳○婷/桂格奶粉5罐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蕭○美/白米 100台斤

海寶實業有限公司/白
米 1,000台斤

郭○益/養樂多 20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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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 /白米 10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0 台斤

善心人/白米100台斤

善心人/白米 100台斤

善心人/白米 10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7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0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5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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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 /白米 50 台斤

黃○白/白米150台斤

宋○栩 /白米 35 台斤

藍○玲 /白米 30 台斤

吳○燕 /白米 30 台斤

善心人等/壽桃麵塔2
對、壽豬1隻、關廟麵
2箱、米粉2箱、鍋燒
意麵1箱、水果3箱、
食品1批

陳○賜全家 /白麵線
20台斤、葵花油3桶、
辣油 2桶

陳○國全家 /白麵線
10 台斤

李○傳/紅豆湯100碗

黃○玉/紅豆湯100碗

陳○成 / 豐力富 2.4
公斤奶粉 12 罐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佑
宮 /白米 2,000 台斤

廖○福 /YAMYA 電子琴
(含腳架 1台 )

林○碧芬 /雅博噴霧
治療器 (1 台 )

周○月娥 / 白米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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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順懿堂順天聖母
/吐司 (5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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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四味藥材 150
包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有機蔬菜150台斤

善心人士 / 白米 300
台斤、日用品等 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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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興/白米100台斤

三寶弟子 / 白米 100
台斤

呂○緯 /白米 5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有機蔬菜150台斤

八仙樂園音樂股份有
限公司 /雞排 18 包、
豆箋 1 箱、雞蛋麵 2
箱、牛肉堡肉 1 箱、
松子綠醬 18 包、筍干
1箱、肉燥 1包、義大
利肉醬 1箱

下內埔福安宮 /糖果 1
袋、菜脯 1 包、白米
4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 祐 宮 / 白 米 1,000

台斤、麵條 400 台斤

中央銀行員工消費合
作社 /日常用品 1批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有機蔬菜150台斤

朱○文、李○霞 /沙
拉油 1箱

邢○閣 /沙拉油 1箱

陳○鳳 /沙拉油 1箱

林○忠、劉○毓 /沙
拉油 1箱

林○怡、林○揚 /沙
拉油 1箱

楊○興、鄭○月 /沙
拉油 1箱

劉○林、謝○燕 /沙
拉油 1箱

林○素 /沙拉油 1箱

林○雲 /沙拉油 1箱

廖○茂、廖○訪秀 /
沙拉油 1箱

吳○賢、林○慧 /沙
拉油 1箱

吳○峯、吳○杉 /沙
拉油 1箱

李○勳 /沙拉油 1箱

鍾○文 /沙拉油 3箱

李○傳/仙草奶凍75碗

黃○云/仙草奶凍75碗

李○華/白米500台斤

蔡○妹 /白米 25 台斤

溫○光 /白米 25 台斤

程○玫 /白米 25 台斤

溫○均 /白米 25 台斤

楊○碩、張○凌 /白
米 50 台斤

李○綺 /食品 1批

靜心居/三明治150份

游○禎 /白米 200 台
斤、沙拉油 1桶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
白米 600 台斤、米粉 1
箱、粉絲 2箱、罐頭 ,
餅乾及物資 1批

財團法人開天師天心慈
善基金會/白米500台斤

蕭○美/白米100台斤

聚福宮/白米500台斤

陳○成 /豐力富奶粉

2.4kg(6罐 )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
柔濕巾 3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吳○燁 /白米 50台斤

詹○創 /白米 50台斤

吳○瑋 /白米 50台斤

菲力蒲 /白米 50台斤

中華慈光愛心會/蘿蔔
糕(6大塊)

善心人士/糖果餅乾1批

創世人安基金會 / 年
菜 1 批

財團法人台北市德義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 桂格養氣人蔘雞精68
毫升裝 50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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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白米 50台斤

林○庭 /白米 50台斤

陳○芬 /白米 50台斤

吳○如 /白米 100台斤

李○軒 /白米 100台斤

李○賢 /白米 100台斤

李○耀 /白米 100台斤

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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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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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無名氏 /米粉 2箱、砂
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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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均 /白米 25台斤

金龍億食品有限公司 /
肉鬆 20包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
祐宮 /豆干 150 斤、豬
肉 100 斤、油 360 瓶、
餅乾 360包、蛋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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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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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 1,200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150台斤

林 ○ 慧 / 白 米 1,00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
省城隍廟 / 白米 300
台 斤、 紅 麵 線 10 台
斤、米粉 1 箱、水果
2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有機蔬菜150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

龍山寺 / 沙拉油 100

瓶、餅乾 30 箱

靜心居/三明治150份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 祐 宮 / 蛋 120 斤、

肉 100 斤、 豆 干 120

斤、餅乾 360 包、沙

拉油 36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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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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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白米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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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台斤

黃○白/白米150台斤

蔡○蘭 /白米 50 台斤

吳○明/白米100台斤

吳○曄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米粉 1 箱、

拉麵 1箱、水果 1箱

善心人 /餅乾 3 箱、

水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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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有機蔬菜150台斤

陳○廷 /助行器 1個

財團法人台北市覺修

宮 /白米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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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濕巾 3箱

善心人 /水果 4箱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 沙拉油 240
瓶、餅乾 360 包、蛋
100 斤、肉 80 斤、豆
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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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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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有機蔬菜150台斤

蔡家三太子曹○棋 /

白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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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濕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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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 1,200 台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

慈祐宮 / 沙拉油 480

瓶、餅乾 1,200 包 )、

肉 100斤、蛋 100斤、

豆乾 100 斤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省

城隍廟/白米300台斤、

水果3箱、冬粉1袋、

薏仁5斤、小米5斤、

素排骨酥1包

王○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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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蔬菜150台斤

蕭○美 /白米 100台斤

蔡家三太子曹○棋 /

白米 50 台斤

福景宮/白米1,500台斤

靜心居/三明治150份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周○秋/白米50台斤、

麵條 6包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余○新 /四寄活力毯

鵝 黃 色 135*195(120

件 )

零捌伍柒國際行銷有

限公司 /四寄活力毯

鵝 黃 色 135*195(120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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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小蠟燭志工社/成人紙

尿褲5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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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賜全家/沙拉油2箱

陳○國全家/麵線2包

吳○珠 /奶粉 2罐、尿

布 -L號 2包

潘○玉蘭/奶粉1罐、

尿布-L號 1包

李○成 /奶粉 1罐、尿

布 -L號 2包

劉○祺 /奶粉 3罐、尿

布 -L號 2包

李○輝 / 奶粉 1 罐、

尿布 -L 號 2 包

吳○娥 / 奶粉 1 罐、

尿布 -L 號 2 包

淑○/奶粉2罐

洪○立 /奶粉 2罐

謝○呈 /奶粉 1罐

黃○妤 /奶粉 2罐

林○昇 /奶粉 1罐

玲子真美髮造型工作

室 /奶粉 1罐

協力鞋業有限公司 /

奶粉 5罐

余○宣/尿布-M號1箱

賴○燕/尿布-M號1箱

葉○發 /奶粉 2 罐尿

布 -L 號 2 包、尿布 -M

號 1 箱

羅○真 /奶粉 2罐

龔○昌 / 奶粉 3 罐、

尿布 -L 號 10 包

施○蓮 /奶粉 1罐

張○蘭 /奶粉 1罐

陳○芳 /奶粉 1罐

廖○莛/尿布-L號3包

廖○萱/尿布-L號3包

JINESH/水果 1 批、糖

3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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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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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濕巾 3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

會 /有機蔬菜 150 台斤

王○菊 /白米 100 台斤

莊○雲 /冬粉 1箱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郭○玲/布丁120個

蕭○美/白米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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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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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賜全家/蛋40斤、
味素 1件

陳○國全家 /白麵線

10 台斤

陳○穎‧陳○妤/沙拉

油2瓶

李○軒‧李○誼/沙拉

油2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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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雲積善/肉粽160顆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150台斤

林○泰/白米 35 台斤

蔡○文/白米14台斤

正林五金行/白米14台

斤

盛昌五金行/白米6台斤

邱○敏/ 白米14台斤

邱○芳 /白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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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志工 /粽子 350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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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濕巾 3箱

捐物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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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菊 /白米 100 台斤

張○能 /白米 25 台斤

靜心居 /三明治 15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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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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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瑋 /白米 50 台斤

菲力普 /白米 50 台斤

吳○儒 /白米 100 台斤

吳○翰 /白米 50 台斤

詹○雲 /白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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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1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3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3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4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137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12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5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70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25 台斤

善心人 /白米 180 台斤

藍○玲 /白米 30 台斤

宋○栩 /白米 35 台斤

江○堅‧許○雅‧江

○華‧江○儀‧許○

春‧許○榮‧張○敏/

白米35台斤

善心人 / 壽桃麵塔 1

對、壽豬 1隻、關廟麵

1 箱、米粉 1 箱、鍋燒

麵 1 箱、水果 2 箱、食

品 1批

陳○瑀 .陳○廷.陳○

棨.蘇○鈐/白米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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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霞海城隍廟/白米

1,000台斤、沙拉油2箱、

餅乾2箱、麵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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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台斤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有機蔬菜 450 台斤

陳○賜全家 /白麵線

20 台斤、蛋 40 台斤

陳○國全家 /白麵線

10 台斤

善心人 /水果 1批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柔濕巾 3箱

房○蒂 ‧蘇○美 /白

米 100 台斤

蔣○文 /白米 50 台斤

朱○慈/白米100台斤、

腿肉25斤

曾○泉/白米100台斤、

沙拉油 1桶

詹○禎 /白米 50 台斤

知軒牛肉麵 /羊奶饅頭

2盒

汪○華 /羊奶饅頭 3盒

黃先生 /羊奶饅頭 2 盒

睿泰企業社 /羊奶饅頭

4盒

陳○女 /羊奶饅頭 3盒

胡○桄 /羊奶饅頭 2盒

王○英 ( 菁菁藝術花

坊 )/羊奶饅頭 2盒

王○珍 ( 菁菁藝術花

坊 )/羊奶饅頭 2盒

黃○ /羊奶饅頭 3盒

許○宏 /羊奶饅頭 5盒

張○安 /羊奶饅頭 3盒

柏勝企業社 /羊奶饅頭

7盒

儷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羊奶饅頭 2盒

顏○芸/羊奶饅頭10盒

郭○絲/羊奶饅頭10盒

林○燕/羊奶饅頭10盒

陳○友妹/羊奶饅頭2盒

朱○妹/羊奶饅頭2盒

陳○富 /羊奶饅頭 2 盒

陳○英 /羊奶饅頭 2盒

陳○瑄 /羊奶饅頭 2盒

游○貴 /羊奶饅頭 30

盒陽柳塘湖畔薑母鴨 /
羊奶饅頭 10 盒

邱○鋐 /羊奶饅頭 5盒

郭○誠 /羊奶饅頭 5盒

陳○保/羊奶饅頭10盒

萬華社大舊衣
改造 DIY

3,000

林○宮 1,000

梁○登 3,000

黃○玲 200

陳○美 200

郭○衡 1,500

善心人 60,990

張○美 300

潘○英 600

葉○發

賴○霞

200

東南旅行社 3,500

陳○威 200

無名氏 100

善心人 300

蔡○佑蔡○晉 100

許○生 99

洪○璘 500

李○清 400

徐○嘉 100

詹○翔 500

洪○昌 500

虞○雯 99

高○豐 99

彭○瑜 299

曹○禎 299

洪○芝 1,000

劉○村 500

謝○琅 300

伸海有限公司 200

伸海有限公司 200

張○美 300

吳○青 1,000

劉○旋 2,000

善心人 300

梁○和 10,000

王○嬌 3,000

陳○花 1,000

宋○仁 200

陳○美 200



洗屁股、餵食，妳是個有靈魂的女

孩，阿公阿嬤可能註定往後，病痛

的日子少不了，但我希望女孩妳，能

夠在這短短的五天實習後，學會身為

『照服員』的驕傲，往後，我們絕對會

有機會在照服的領域碰頭，我要妳保證那天，

妳能驕傲的跟我說：能被我陪伴的阿公阿嬤是

絕對幸福的，因為我的照護是因為阿公阿嬤而

生」。至今，在我內心深深以為，照護的技巧，

不止是會陰沖洗、不止是管灌技術、也不止是

翻身擺位，而今日，我所能體悟的照護技巧，

就是作一位有「靈魂」的「照服員」，能感受

被照護者的感受，明日，我依然期許自己擁有

一顆能夠感受長輩的心。

這些年持續的工作，何止堪用累來形容，

但在照顧長輩的過程裡，一切盡是有著神奇般

的魔力，謝謝這八年來，無數陪伴我的長輩與

夥伴們，使我感動、讓我成長、也給我機會發

光。

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
造就幸福愛愛人

我們吃的是無毒物有機蔬菜

   

 18 年前蔡許月娥女士為虔誠佛教徒，

篤信觀世音菩薩發願畢生要做善事，於是創

辦了台北市九龍菩提行願會。這麼多年來，

佈施足跡遍佈全台，不論是孤兒院、老人願

或寺廟僧侶，甚至在不可抗力因素發生天災

時，師兄姐們更自動自發號召彼此前進災

區。

愛愛院和九龍菩提行願會結緣數年，每

年獲得數千斤之百米捐贈。這餐餐的幸福饗

宴是來自會內師兄師姐隨喜布施，購買來自

台北社子的無毒有機物疏菜，在這片台北近

郊的世外桃園農地裡，是一位年輕人堅持吃

健康的概念，引進日本無毒土種植各類蔬菜，

透過九龍菩提行願會出資購買將這份健康送

至愛愛院。

愛愛院的長輩是如此幸福，結合了慈善

單位、善心人士的祝福，才能夠呷巧 ! 呷飽 !

呷健康 ! 愛愛院施武靖院長代表院內全體長

者親自拜訪蔡許月娥會長，致贈感謝狀誠摯

表達感謝之意。

的雙手，輕拍著那駝屈而削弱的身

體，這是我的阿公阿，那個我一直

又敬又畏的外省老兵，那個在親戚最

後的口中，只有我在他才肯乖乖抽痰的

那位，我很愛他，但如何現今，我才敢牽起他

的手，輕拍他的背，說我愛他，希望他為我堅

持下去。

      這八年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讓我學會擁

抱、學會說愛，學會看看他們與我之間的故

事，我一直很喜歡一句話：「有時，山是水的

故事，有時，雲是風的故事」，從前，我只是

過客，現在，我與我的照護工作，我與我的阿

公阿嬤，竟就這樣住進我的心裡，滿滿的、暖

暖的，成為我的故事，互相成為有故事的人。

在華人社會中，普遍存在著

一種通病 -- 就是「愛的表達障礙」，

我天性木訥寡言，不會說愛，不敢牽

手，更不懂得甚麼親親抱抱。

      從前，總覺得自己，單純只是長輩最後生

活路程的一位過客罷了，做著做著莫名的也就

八年了，一直到我那不苟言笑的阿公倒下後，

我還以為，我依舊還是那個說到愛，做個貼心

舉動，就會如同萬蟲嚙體的不自在……。如

今，來到阿公的病榻前，我這才發現，這份照

服工作所帶給我的，是這麼的巨大，我心疼的

恨不得衝上前去，抱抱我那既熟悉卻又陌生的

阿公，至今，我才敢握起阿公那枯槁而蒼白

打這篇短文時，我才認真算算，

身為「照服員」，實實確確也已有八

個光年了。愛愛院，並非是我第一份

作照服員的工作，但付出於愛愛院，

絕對是我最感謝天主賜予的一樁緣分。

在護理長的安排下，一直有很多的照服員實

習生，來到我們機構內實習，我一直願意無私地

去分享與指導，當然更喜樂於這些新血們，帶來

的那種熱情與初衷，一直給我們有機會，能夠提

醒自己：初始，我踏入「照服人」的「靈魂」在

哪裡！

曾經，我跟照服夥伴們一同帶著長輩，去

機構的中庭花園做做活動，享受一下午後的日

光 SPA，看著長輩愜意且逗趣的模樣，我笑得出

神，隨口問了身旁一位非常年輕的實習生：「看

到阿公阿嬤這樣，妳覺得如何！？」，小女生沮

喪地回道：「我覺得他們好可憐……」，立馬，

我嚴肅地望向這個小女生，與她說：「妳這五天

的實習，我用心的教妳，不止是要妳能夠替長輩

     山是水的故事；
  雲是風的故事

   有靈魂的照服員

   消防公安動態演練暨 CPR 宣導

滅火工作。然後是護理師進行避難引導的

任務，老練的拿起指揮棒、吹著哨子引導

疏散所有房間的阿公、阿嬤到相對安全區，

確保人員的人身安全，其他行政人員支援

安全防護班的任務，關閉電源，管制電梯；

救護班人員也進行著包紮的任務。消防隊

工作人員全程監控此演練過程，對於愛愛

院每年的消防演練見證工作人員更加純熟

救災技巧，大表讚同。另慈愛通廊的增建，

讓院區能提供水平疏送也高度肯定。

鈴……的一聲警報鈴聲響起，服務台在

確認發生火災後，通報 ~ 全院紅色○○地點

失火了 ~ 廣播聲中，長青樓的工作人員，不

慌不忙地進入了住民的房間，先把阿嬤安全

的救出房間後，接著迅速的拿起滅火器進行

初期滅火，喊著拉、拉、壓滅火器的口訣，

滅火失敗後，馬上進入第二波消防栓滅火的

工作，只見人員倆倆配合，一個人喊著消防

栓按、開、拿、拉、轉的口訣後，一人喊著

開水，另一人配合喊著，默契絕佳的進行著

歡 迎 蒞 臨 愛 愛 院

主角：照服員許盈驊

主角：照服員曾珮君
歡迎京畿道老人福利機構參訪團蒞臨

4 月 19 日在東南旅行社的安排下，來自韓國京畿道老人福利機構參訪團一行 40 人來到

愛愛院參訪。本次由愛愛院施秘書詳細介紹愛愛院歷史，從過去、現在、以致未來的憧

憬毫無隱藏的向遠道而來的朋友分享。期望透過每一場的過際交流機會中，也讓愛愛院

能吸收到他山之石。

有朋至遠方來

近幾年愛愛院接受許多來自中國、日本等機構來院交流，今年尚有居家聯盟涂心寧理事長帶領

日本友人來院參訪，參訪當時逢阿公阿嬤的卡啦OK歡唱時間，日本友人現場與長輩高歌互動，

見證院內長輩們活潑的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