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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關懷 婦女培力 銀髮樂活愛心廚房國際服務

雙月刊

銀髮
關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目前全球已經有 4750 萬人受

失智症所苦。而衛福部資料顯示，2014年台灣失智症的人口

有 24 萬人，失能者 76 萬人。但是預估在 2021 年，失智症患

者會成長至 32 萬人，失能者為 89 萬人；2031 年失智者為 48 

萬 / 失能者 120 萬人。

　　失智症的成因相當複雜，高齡衰弱造成的整體退化與腦萎

縮、阿茲海默症、中風後的續發性失智症……等皆是。因此，

若要說一個整體性的預防失智法則，需要從全人的觀點來看。

　　失智症好發於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由於前期常常容易

被忽略，大多患者沒有病識感，單純以為只是老化造成的記憶

力不好，這時家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必須對失智症有著

高度認知，才不會忽略失智症的早期病兆。

　　現在醫學著重的照護是全人照護，也就是身、心、靈的整體照顧。除

了身體方面的活動來保持體力以外，像是會刺激腦部活動的交際、各種思

考，也都對失智症預防有效果。

　　此外，人類畢竟是社會性動物，如果喪失與人交際的刺激，沒有心靈

上的抒發，也會造成整體的衰弱。總結來說，就是在日常生活上，建議保

持身心靈的活躍，以及生活的獨立性。(文 /編輯小組 )

總會
資訊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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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宇古亭據點 -- 林興社區服務，得到台北市

衛生局及社會的肯定，以方案優異的表現，榮獲

106 年度「卓越獎」。

　　古亭據點長期經營社區老人服務，辦理多元

活動，維護長者身心健康。以 (1) 健康飲食 (2) 規

律運動 (3) 長者健康促進與安全 (4) 健康衛生保健等四大主

題，辦理體適能運動、健康講座、飲食教學……等活動。

　　服務的品質優秀，深

受長者喜歡，榮獲「卓越

獎」是一份肯定，秉持「關

懷長輩、社區有愛」的初

衷，今後會更努力持續為

社區長者服務。【文/林立】

古亭據點榮獲政府肯定

失智症     大前兆8失智症     大前兆8

　　如果有超過兩項以上，建議盡快就醫。高齡的整體衰退除了失智症之外，老年

憂鬱常常也會伴隨而來。隨著自主性與社交活動低下，自尊的喪失、情感需求的匱

乏和身體活動的受限，想要心情愉悅也很難，久而久之就會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記憶力漸漸喪失--常常找不到東西，有些事漸漸想不起來。

對活動和嗜好興趣降低--以前本來很熱衷的事物，現在都興致缺缺。

解決問題的判斷能力出現困難--和以往相比，現在常常做出錯誤的判斷。

一直重複說同一件事或問題--說話一直繞圈圈，忘記曾經說過的話或問過的

問題。

使用工具、設備上有困難--忘了怎麼使用手機、遙控器、洗衣機等產品。

忘記日期、約會時間--忘記正確的日期或時間，甚至是自己的年齡。

處理財務或計算上有困難--進行加減乘除、帳單繳費、購物付款出現問題。

情緒或人格改變--本來是好好先生，脾氣突然大變，或是個性暴躁的人轉為

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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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均衡的飲食，避免高油、高鹽，以及戒菸。

充實生活和運動，培養閱讀、下棋、旅遊等嗜好。

保持活躍的思考，平時要常常動腦，活化大腦健康。

自我照顧的能力，盡量靠自己，不要過度仰賴他人。

良好的社交生活，多參加社區活動、當志工、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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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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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敏感的心靈

　　萬華老人據點為配合長照 2.0 政策，採以

C級規模「巷弄長照站」之概念，搭配「瑞智

學堂」之互動理念持續辦理休閒樂齡桌遊藝術

課程、生理保健及兒老共學，走進社區與民眾

互動，更與老福中心合作搭建資源網路，共同

為萬華社區服務。

　　據點坐落在南萬華區的寶興街，從早期服

務一個弱勢鄰里，因著據點搬遷而遷徙的服務

群也跟隨來，現在已有五個鄰里的長者們，一

起融入在萬華老據裡，讓長者原本居住在巷弄

裡，將近 40年彼此不認識的交友圈，透過據

點的牽引，產生同學般的互助情感，串聯出生

命的心心相印。

　　感恩節前夕，據點邀請菲特邦健康管理、

西園醫院專業老師，帶領長者樂齡運動；安排

松山社大老師、富邦人壽志工等，帶領社區民

眾桌遊課程。動靜之間，讓二胡樂曲悠揚的旋

律，吟唱出長者往昔的人生情懷。偶而發現，

他們課餘居然也能在鄰近的超商聚會，看他們

談笑間洋溢著年輕氣息，頓時融化了我們的

心。【文 /瑢蓁】

　　冬至向來是二十四節氣中，今天在要天冷

日短的時節裡，準備好豐盛的材料，搭配著綠

茶粉、薑黃粉，加上原味麵粉，搓出三種不同

顏色的小湯圓。

　　麵糰在經歷歲月的雙手中滾動著，有著傳

承和圓滿的意義，輕巧俐落的功夫，快速地上

下左右旋轉，變成圓圓的珍珠，一顆顆滾落到

鐵盤裡，彷彿回溯到某個時間的重疊點 ......。

「我以前一次可以搓 3顆呢，看哪！現在只能

搓 2顆！」阿嬤笑呵呵地跟旁邊的人說。「那

個時候我媽媽最會做湯圓了，三姐妹中我沒有

學到精華的手藝，真是可惜呀！」長輩回憶起

當年。

　　聚在一起，總是有聊不完的從前，從前總

期待著冬至，現在一起熱鬧過冬至；從前跟家

人圍爐吃湯圓，現在則是在據點裡，一起享受

另一種家人的溫暖。習俗沒有改變，人物卻已

經不同，鹹的甜的味道，是人生的滋味，湯裡

暖暖的雲霧，為長者增添令人懷念的氛圍。

【文 /情音】

　　在美國，社區為了有效打破不同世代間的藩

籬，提供了跨越代間的活動，例如音樂會或餐

會，讓老人與兒童兩代之間，一同享有更快樂的

感覺。

　　基隆據點的孩子們，有機會到老人院表演，

節目在非洲鼓「咚咚！咚咚！咚咚咚！」整齊有

力的聲響中拉開序幕。老師吹奏薩克斯風，孩子

則走向老人身旁，邀請他們認識非洲鼓。也有幾

位小朋友表演操槍，場面熱鬧。有的老人年紀太

大，面無表情，但也有的拍著手一起歡樂。

　　建安在課後班一直很害羞，一直說不想去，

在老師的鼓勵下，參與這次活動。回來後，他跟

老師說，下次他也想去打鼓。可見，在勇於嘗試

下，會無意中鼓勵孩子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學音樂的孩子比較不容易變壞，美妙的音樂

會帶給人一種安定與幸福感。孩子的情緒也會比

較穩定、專注力較高，焦慮感也降低許多，除了

學習更有效率，出現不當行為的機率也相對較

低。感謝這次活動，讓音樂串起老人與小孩之間

的情感，也希望孩子們拓展自己的領域，學會付

出與關懷社會。【文 /瑞娥】

　　小美是個聰明而且自尊心強的

小孩，剛開始她總是很在乎同學的

一舉一動，時常會跑過來我耳邊，

說：「老師！某人在說我壞話，不

跟我玩…」之類的話，讓我感到很

驚訝。當我去深入了解狀況後，發

現她的心很敏感，也很容易受傷害。

　　我試著了解她的背景，原來小

美從小父母就分居了，現在跟爸爸

和奶奶一起住，所以才會對外在環

境和人物比較敏感。於是我常找她

聊天，開導她把防衛心放下，說：

「同學們是在聊天，不一定是在講

你，不要太在意！」「有時候言者

無心，聽者有意，重要的是你自己

要心胸開朗一點，跟大家好好相處，

別想太多！」

　　因為複雜的家庭環境，使得這

些小朋友普遍都很早熟，內心中渴

望愛，也很希望獲得同儕的肯定，

因而常有團體之間的小糾紛出現。

經過多次的開導之後，大家也學會

信任，小美也漸漸放下心防，能跟

同學們好好相處了。

　　除了課業外，我也常跟孩子們

溝通待人、處事、接物等，應有的

禮貌與應對進退等事宜，儘管功課

上未必能很優異，但希望他們都能

成為品格優良的好孩子，也能在課

輔班擁有快樂的童年。【文 / 昱羽】

【萬華】樂齡長春人間暖

【台中】搓揉溫暖話湯圓

【基隆】音樂是一場愛的饗宴

據點
故事

銀髮
樂活

兒少
服務



愛，是最好的良藥

　　課輔班放學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學生們

都已經回家了，只剩下小惠一個人還在課輔

班。她自己拿著科學麵充飢，沒想到她邊吃

邊哭 ....。我安慰說：「媽媽一直沒來接你，

可能是工作忙碌，忘記你還在這裡了。」

　　當然，課輔班是學生們的第二個家，

我們安撫小惠不要擔心，陪她等待媽媽。

但是想到小惠家庭背景，媽媽的辛勞，心

裡升起了一陣感傷…。

　　小惠很懂事又乖巧，但是很怕生。媽

媽是外配新娘，爸爸年紀很大，行動不便，

而且一隻眼睛失明，家中還有一位年長的奶

奶。媽媽在養雞場上班，一大早就要去養

雞，晚上九點才下班，要養雞、撿蛋、打掃，

工作很辛苦。媽媽必須利用晚餐時間來接

小惠，再去返回養雞場上班。

　　小惠媽媽說：「在台灣很辛苦，能擁有

一份工作，薪水比越南高，算是不錯了！」

只是家裡所有開銷，都由她一人承擔，壓力

確實很大。想回越南看家人，連一張機票

錢都不夠了，怎麼可能還讓她帶小惠回家，

因為賺來的錢，大部分都用掉了。

　　不過小惠很懂事、貼心，媽媽上班的

時候，她會在家陪奶奶聊天，還會幫媽媽

整理家務。爸爸行動不便，她會照顧爸爸，

小惠說：「我是爸爸的另一隻眼睛。」乖

巧得令人心疼。來到課輔班，小惠的課業

學習進步很多，她說以後長大想要當護士，

因為護士可以賺錢，也可以救人。期盼小

惠和他的家人，能健康平安，我們會一直

守護著你長大！【文 / 曼婷】

　　「愛，是最好的良藥，能溫暖每個人的

心，治癒每個需要關懷的心靈！」

　　隔代教養的小影，從小被父母遺棄，年

邁的阿公擔任起父親的角色。或許因為想彌

補小影沒有父母的遺憾，看似嚴格的阿公，

對他卻是百般的寵溺，一旦有什麼要求，阿

公都會盡量滿足他。

　　記得剛遇到小影時，他對阿公非常沒有

禮貌，有幾次從二樓的窗戶，可以看到樓下

小影跟阿公在爭吵，阿公希望小影穿外套，

他卻不想穿；或是吵著買東西，可是阿公不

同意，小影就會哭鬧，最後阿公妥協了。

　　每次愛心晚餐他都不吃，回家後又會吵

著阿公買東西給他吃，每次到班時，小影手

上都提著零食或是飲料。還有一次，阿公直

接買了飲料給他，他又不領情。

　　「就叫阿公不要買了，早就喝膩了！」

一進教室就把飲料丟在桌上…。

　　「什麼叫做喝膩了？你不知道阿公為了

你多麼辛苦嗎？阿公沒有工作耶，滿足你的

需求還要被你這樣嫌棄？」我第一次對小影

這麼生氣，大聲指責，把他罵哭了。

　　我突然想起，有一次班親會，阿公說：

「他都不想想自己沒有父母，是我這樣照顧

他，他還這麼不懂事。」阿公常常對小影這

樣說。我終於明白，阿公說這句話，是帶著

多麼難受及無奈地的心情啊！

　　小影的好朋友小泉，透過媽媽知道小影

需要督促，每天都會跟他說：「要對阿公好

一點」、「不要要求阿公買東西」、「要關

心阿公的身體」…等等的話。沒想到，同儕

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換成了好朋友叮嚀就見

效了。

　　暑假我安排了父親節系列的課程，小影

一直說不知道要跟阿公說什麼，經過大家的

鼓勵，他第一次表達了對阿公的感謝，害羞

的他，親手將自己做的餅乾送給阿公，看到

阿公開心的笑容，頓時令我感到無比欣慰。

這學期開學，我跟小影說：「阿公很辛苦，

每天載你來，希望你來的時候，都可以跟他

說聲再見，或是騎慢一點。」這對他來講是

很彆扭的，但我每天只要看到阿公載小影

來，都會在樓上大喊：「阿公騎慢點喔！」

久了以後，小影也會跟著我這樣做。小影開

始會跟阿公道別，看似很簡單的回饋，卻讓

阿公每次都是笑著離開。

　　「我想要一台腳踏車，因為阿公年紀大

了，眼睛看東西越來越模糊了，有腳踏車我

就可以自己上下課了，可以讓阿公休息。」

小影自己說出聖誕節的願望。這次聖誕節活

動，我們邀請阿公一起上樓陪伴小影，阿公

帶著滿足的笑容望著小影的表情，令我無法

忘懷。

　　親子活動當天，我一直叮嚀小影：「不

要玩過頭忘記阿公了！」通過其他老師給我

的回應是，「小影很棒，對阿公很好，會扶

著阿公走路、會拿食物給阿公吃。」而我看

到照片及阿公寫的回饋單時，更是感動萬

分，千言萬語也無法形容的心情，因為那個

任性的小影，已經長大了！

　　「愛，是最好的良藥，能溫暖每個人的

心，治癒每個需要關懷的心靈！」【玉樺】

生命
故事

【屏東】

爸爸的另一隻眼睛



感謝全聯合力推動，
幸福手推車計畫

善心義舉 ~
超感動有
鍾炳耀老師

【愛心店家】

杉桶伴手工湯圓 +
潭子臭豆腐

　　全聯佩樺圓夢基金會與環宇共同合作，推出「全

聯幸福手推車計畫」，贊助禮券三萬元，投入基隆

據點兒少服務。

　　基隆因港都耀眼風華，早期漁業、煤礦生產興

盛，進出口暢旺，逐漸形成群聚社區。但隨著近海

漁源枯竭、煤礦業沒落，使得工作機會驟減導致家

庭收入減少，更顯得三餐的珍貴。

　　這些家庭兒少課後無人照顧，課業無人輔導，

沒有正常晚餐可以享用，父母亦無多餘的教育能力，

導致在同儕競爭中易處於劣勢。感謝全聯提供禮券

贊助物資，讓父母能夠喘一口氣，讓兒少有機會能

成長得更好與茁壯。【文 / 敏惠】

　　原在士林杉桶伴手工湯圓的王大姊，是環宇服務員於 4年前初認識

的，王大姊很有愛心，除了擺放愛心零錢箱，為了幫孩童加油打氣，還

特地到據點關心小孩以及捐米，目前每月定期捐款 1000 元。

　　現在店面搬到三重正義南路 39 號，由兒子接手傳承，秉持傳統美

食風味，甜點又 Q又好吃。她自己也在三重仁愛街 508-5 號，開一家潭

子臭豆腐店，兩間店面都只放環宇的愛心零錢箱，每年募款餐會都會熱

情贊助，成為環宇之友。

　　王大姊看到個案小婷的故事，因父親家暴，必須跟在媽媽麵攤幫忙，

還要照顧弟妹，她很心疼。因為王大姐也是辛苦過來，獨自照顧三個小

孩，可以體會這種路程的艱辛。非常感謝王大姐，盡自己所能幫助社會

有需要的人，以及對環宇的支持。【文 / 淑真】

　　台南市口才協會鍾炳耀老師

熱心公益，將「領導統御 - 如何成

為優質領導人」演講之講師費及義

賣所得 6700 元，全數捐贈給環宇

基金會，作為屏東弱勢服務之經

費。感謝鍾老師善心義舉，定期關

注支持鼓勵我們，在需要時總是大

力出手幫忙，超感動有鍾老師，他

厚德為仁的風範是我學習的榜樣。

【文 / 子珠】

1／基金會專職到府收款
     固定每月拜訪收款並報告基金會服務近況
2／信用卡自動扣款
     請向基金會專職索取信用卡捐款單填寫或至
     環宇基金會官網下載

3／郵局郵政劃撥
     劃撥帳號：13926664
     戶名：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4／銀行轉帳(轉帳後請來電告知)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公館分行
     帳號：347-5402-6523-3
     戶名：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捐款
資訊

5／線上捐款

     
     捐款專線：(02)2928-3688

環宇奇摩公益

昀宇投資公司       100,000 

鄭淑鈴                100,000

彭以信                100,000 

何建賜                  60,000 

新莊勝武堂            50,000 

林政蒼                  50,000 

中投有線電視公司   50,000 

蔡金惠                  50,000 

劉玉葉                  40,000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
內湖區委員會         30,600 

台中市私立
素貞興慈會            30,000 

台南合一家園         25,390 

新北市福德
互助協進會            24,000 

許麗雲                  20,000 

李安玄                  20,000 

周文深                  20,000 

丹鳳交通
運輸公司               15,000 

世紀獅子會            12,000 

江孟陽                  12,000 

江陳紅桃               12,000 

林保吉                  12,000 

林睿呈                  12,000 

吳秉叡                  12,000 

陳心謙                  12,000 

萬益企業社            12,000

( 因篇幅有限，僅列出 1萬
2千元以上捐款者，其餘請
上環宇官網查詢 )

【感謝芳名錄】

愛心
善行

ICEF環宇【屏東】
歲末感恩餐會
　　環宇基金會去年 12 月 23 日，在九如

鄉加味餐廳舉辦「聽見偏鄉的呼喚」2017

屏東歲末感恩餐會，邀請服務的弱勢兒

少、家長、據點長輩、長期支持的企業及

愛心民眾同樂，呈現2017年的活動成果。

　　這場歲末感恩餐會，由里港鄉中和社

區關懷據點銀髮活力開場；環宇基金會執

行長黃子豪與石門國小校長謝郁秀、滿州

國小校長李美秀、土庫國小校長戴國璋等

貴賓致詞；石門和里港課後照顧班學生精

彩表演；分享許多感人的個案故事；最後

合唱「我們都是一家人」，在溫馨的氣氛

中畫下句點。

　　邀請民眾支持服務經費，呼籲企業團

體與善心人士協助環宇籌募孩童服務經

費，每月 1200 元即可幫助一位孩童，在

有愛的環境中學習成長。【記者曾錦華屏

東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