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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安尾牙晚會樂翻天
痛-預防再發作
背 痛 教 室 關 心 腰 背 疼勁歌熱舞爭奇鬥艷

兆如復健中心物理治療師
／朱家德

胡董事長紅包大放送 男女雙主持處女秀 妙語如珠歡笑滿堂

腰背部疼痛為現今社會常見的疼痛疾病之一。依流行病學的

成分主要是纖維軟骨與水分所構成，主要的作用是緩衝壓力。在脊

3.躺臥姿：平躺時枕頭緊貼頸後勿太高、太低或太硬，膝後以上五

研究顯示，人類一生中遭逢下背痛的機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其中再

椎骨的側面有一個椎間孔，每個椎間孔都有神經通過，來控制身體

公分，放枕頭讓膝蓋微彎，使腰部可平貼床面，避免趴睡太久和床

復發機率高達百分之六十，由此可見其高再發率已造成生活品質的

各個位置皮膚的感覺與肌肉的收縮。

太軟。

影響。

二、腰背部疼痛問題成因：包括1.不良姿勢；2.肥胖；3.壓力與情

(二)輔助用具—利用束腹、腰墊支撐腰部減少傷害，但佩戴時間勿

如此高的再發率主因是人們對於腰背部疼痛形成的原因不了

兆如法務室主任／陳蓋武

尾牙晚會中，穿插頒獎，董事長及院
移的看著我。眼看著「大勢已去」，既然
超過2小時或搬重物時才佩戴，才不會使支撐腰部之肌肉萎縮。
緒；4.肌肉拉傷；5.椎間盤突出；6.退化長骨刺；7.脊椎滑脫；
長…等主管分別頒發績優等獎項，給表現
(三)物理治療—利用電熱療、牽引來減輕疼痛症狀，並正確依照運
不能抗拒，也無法排斥，只能硬著頭皮接
優異的員工，並予以嘉勉，受獎員工站在
動處方之治療，循序漸進增加腰腹部深層肌肉，來減少再發率。
三、背痛的預防與治療方法:
受了！
台上，個個滿臉春風，感到無比的光榮，
(四)當物理治療都無法改善症狀時，與醫師討論是否需藥物治療或
(一)預防衛教—預防勝於治療，正確的姿勢是預防首要步驟：
雖然參加過無數會議，也常上台授課
好像中了樂透一樣，喜孜孜的。
手術治療之介入。 或演講，但就是沒有「綜藝節目主持人」
1.站姿：抬頭縮下巴，胸背部挺直，微縮小腹。盡量穿有緩衝壓力
在尾牙晚會籌備前，看著董事長、院
轉刊載本次演講內容，旨在期望利用中心期刊，讓健康民眾
的平底鞋，不要穿高跟鞋，避免腰椎過度受力往前突出。長時間站
的經驗，於是開始回想過去辦活動時，外
長、副院長、執行長等主管為了犒賞同仁
與背痛患者，透過衛教方式了解自己身體的構造，以及腰背痛形成
立工作者，配合正確站姿，可左右互換踩踏小板凳，來減輕腰部長
聘專業主持人是如何操刀，扮演好晚會主
們一年來的辛勞與付出，一本慣例尋尋覓
8.脊椎側彎；9.轉位痛。

解及無法有效地預防下背痛的再發作。
在預防勝於治療的前提下，本中心特別在本次家屬座談會中
納入衛生教育議題，由我擔當講師，希望藉此將脊椎解剖構造、背
痛的成因及預防與治療方法等相關健康知識廣為宣導，以達到預防
背痛再發作，提升健康生活品質的目的。茲摘述如下與大家分享：
一、脊椎解剖構造：健康脊椎由身體背面觀看是直線的形狀，而

的原因，來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最終目標，透過背痛預防衛教，不
持人的角色，於是一路從活動女王曲愛玲
覓的找尋合適的尾牙晚會場地、討論菜色
僅可以讓一般民眾遠離背痛，也可使背痛患者避免再次復發，藉以
2.坐姿：有扶手的椅子，下背部緊靠椅背，並有合適的腰部背墊，
十二節、腰椎五節和薦椎一節，依照力量不同由上起頸椎，下至腰
口味、規劃節目流程、準備摸彩禮品、設
觀察到律師謝震武的節目主持，整理出幾
減少浪費醫療資源與提升舒適生活品質。
兩腳平踏地面，髖、膝、踝的角度不要小於九十度。坐較高椅子
椎骨頭逐漸變寬加大，所以腰椎是脊椎中承重最多上半身重量的椎
計現場布置、確認邀約名單……等等，無
點特質：
時，勿使腳懸空，最好有矮凳可讓腳底平穩踩踏。
體，而且在每節椎體與椎體之間都有一個椎間盤的構造，椎間盤的
不費盡思量，考慮再三，為的就是要讓一
一、無論後台準備工作多混亂，只要
年一度的盛事：恆安望年會，一年比一年
一上台就是「ready」，並且將歡樂的氣氛
精彩，一次比一次盛大，來「滿足」與「取
帶給全場。
恆安照護集團董事長
悅」恆安全體員工，以感恩同仁們一年來
／胡世賢
二、使出渾身 解數將現場氣氛炒熱，
的努力付出與打拼！
讓同仁們開心。
兆如行政副院長
問題是，過去帥哥、美女主持人的名
單，不是早早就已經安排好，一方面讓大
三、不僅台上勁歌熱舞，台下同仁也
／許君強
家可以「品頭論足」，另一方面則可以提
要設法同 high。
前言
早溝通與準備腳本，今年難道是要從外界
有幸赴中國山東省威海文登市第二屆國際養生產業峰會暨第
四、最難的莫過於逗老闆開心，忘情
胡董事長與粉墨登場搞笑的居家紅包場合影。
邀請專業的「名嘴」主持人，來提高尾牙
四屆中國威海國際溫泉節，特撰文與大家分享。本次會議於100年9
參與。（如此一來，摸彩獎金才會加碼再
的可看性？內心正在納悶、不解之際，突
1 月 22 日，恆安尾牙晚會樂翻天，嘉
騎馬舞」，以及古色古香的「戲鳳」等七
月16日至19日舉行，主題在探討城市養生、地產協調發展，研究文
加碼！）
然接獲董事長告知：「為了讓更多同仁認
賓、員工雲集，胡董事長特別頒贈 50 餘位
個單位的團體表演賽，勁歌熱舞、爭奇鬥
化、旅遊、養生三大產業如何發展的新措施。文登是有悠久歷史文
自 認 做 足 功 課 後， 便 開 始 和 此 次 的
識，今年由你擔任尾牙主持人！」這對於
績優員工獎金與獎牌，掌聲不斷，令人感
豔；另「恆安星光大道」決賽也開始較勁，
化的城市，有獨特的海洋資源優勢，有156公里的海岸線，正在打造
「主持助理」-- 曲愛琴小姐（雖不是曲愛
平時必須板著臉執行業務的「法務室」來
動。接著勁歌熱舞粉墨登場；在喧鬧聲中，
5 位覆賽者渾身解數賣力演唱，現場尖叫
的「長壽之鄉、濱海養生之都」。
說，不僅是晴天霹靂，簡直比「大象被螞
玲小姐，但主持與炒 high 的功力也是一流
抽出電視、冰箱等近百個大獎，而身為主
聲連連，啦啦隊也在台下手足舞蹈，拚命
蟻嚇到」還要吃驚！「但我平時為了扮演
的喔！）討論橋段、鋪陳笑梗，甚至服裝
持人的我，總算善盡職守，最後讓董事長
為自己的團隊加油，現場熱鬧滾滾，聲勢
好角色，都不苟言笑！若去擔任尾牙晚會
與會專家學者論點
與裝扮的搭配，每一細節都不放過，而我
加碼，送出 15 個 5000 元的紅包，尾牙晚
浩大的「恆安居家紅包場」獲選為團體冠
主持人，難免要製造氣氛搞笑一下，這樣
博鱉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水圖先生以「中國經濟與養生產業的
也因此被挑染了一頭 bling-bling（金光閃
會在歡樂中帶有競爭的熱鬧氣氛下圓滿成
軍；「恆安居家」林虹萱亦在「恆安星光
合適嗎？」
關係」為題，指出大陸經濟轉型目前有幾個特點：第一，是繼續擴
閃）的「紫髮」，粉墨登場！在尾牙晚會
功；而我的「第一次」，又再次獻給了恆
大道」決賽中脫穎而出，以江蕙的一首金
我試圖尋找藉口推辭這個「不可能的
大經濟總量的同時，提高大陸經濟的品質。人均GDP已超過了4000美
的過程中，由於節目太過於精彩了，熱鬧
安！
曲「落雨聲」奪得恆安卡拉 OK 金嗓歌星
任務」！「不會啦！為了要讓你嘗試不同
元，人們正在注重生活的品質。第二，是使大陸經濟轉型成為一個
中國大陸山東省威海文登市舉行第二届國際養生產業峰會暨第四屆
胡世賢董事長應邀在大會中，發表台灣的恆安成功照護經驗。
氛圍好像絢麗的秀場，高潮迭起，全場超
尾牙晚會不僅有「恆安居家紅包場」、
獎冠軍，使「恆安 居家」槓上開花，勇奪
的角色，有不同的磨練機會，我們決定由
中國威海國際溫泉節活動。
（圖由許君強副院長提供）
以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第三，不僅是要注意經濟的發展，更
（圖由許君強副院長提供）
雙料冠軍，成為最大的贏家。
你擔任尾牙晚會主持人！」執行長堅定不
high，讓我的處女秀留下美麗的回憶。
「坐骨神經痛銅人廣告秀」、「江南 style
由側面觀看是S型的形狀。脊椎由上到下，依序為頸椎七節、胸椎

側記

時間同時受到壓迫所導致的循環不良。

促進兩岸養老產業交流 (上)

要重視社會發展。在「十二五」期間，60歲以上的老年人會增加800

中國房協朱中一副會長以「地產開發與休閒養生產業的結合機

萬。2000年65歲以上的老人只占全國人口的6.82%，與全球的65歲以

向抵押貸款、股權投資基金與房地產信託投資基金RICH等。住房抵

遇」為題，指出大陸已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家庭的小型化、老人的

上老人的比例相差不多。但是在2010年，65歲以上的老人占人口的

押貸款，增強了民眾的購屋能力。金融創新的重點就是以房養老。

空巢化等問題。將準備成立大陸的房地產業協會老年住區委員會，

比例達8.3%，超過了世界的平均水準。大陸的養老產業在2010年為

這幾年推動舊住區改造也是養老居住的一項重點。許多房子都

從事老年住區研究、設計、投資、開發、經營、管理的企業金融、

1.4兆億人民幣，2035年將增加到13兆。養老產業也可能成為養生

破舊需要拆遷、改造。在城市中心的項目改造中，設想在每個項目

保險、醫療等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人士自願參加的非營利性、全

產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四，就是在繼續增加大陸的硬實力的同

都要安排10%到15%的老年住宅。這種制度安排下，老年人一般指的

國性的組織，是中國房地產業的分支機構。養老地產作為養老方面

時，要強化大陸的軟實力。也就是提高包括提高教育素質與提高人

60歲或65歲以上的老人，把自己的產權房抵押給保險公司，老年人

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重要性與市場將會逐步擴大。大陸實行計劃生

的修養。

每個月自保險公司得到支付金，是根據房子的品質與老年人的預期

育，目前的421的家庭人口結構，將面對住房的問題，先進國家的養

德國西北大學旅遊系安德魯先生以「國際養生旅遊產業的發展

壽命來除，得出一個數，老年人每個月都可以按照這個數目來領取

老措施、房屋置換等經驗。居家養老是養老事業的基礎。據統計，

現況與成功模式」為題，指出德國西北大學旅遊系對住宿企業做過

支付金，終生源源不斷，可以住在這個房子一直住到終老或者是住

大陸80%以上的老人仍依靠居家養老。因此我們在著重研究建設老

一項調查。此研究是在一個養生旅遊之前，女性的目標與期待是自

到老年人自願地搬到其他房子養老養生，這個房子就歸保險公司拍

年社區的同時，還要協助政府提出對既有住區的改造的問題，如現

我反省、自我接受、緩解壓力，養生、美化身體等。而男性則是尋

賣了。日本、美國都是有遺產稅的，遺產稅有利於推動反向抵押貸

在一些工程的建築要不要電梯，有些工程正在施工的是否要預留電

款。
尾牙晚會金嗓獎 --- 叫我第一名。
林秀霞院長頒發績優獎。
兆如法務室陳蓋武主任頒獎。
求生命意義、自我反省、緩解壓力、追求身體健康、創新等。在旅
梯設計，這些都是要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建設老年社區是涉及到

萬華恆安版的銅人廣告秀，令人發噱。

台灣恆安照護集團胡世賢董事長以「養生地產和服務的多形式

遊結束後的體會，女性的體會縮減到三項重要的因素，分別是儘可

規劃、土地、金融、醫療等部門的問題，涉及到企業融資與投資回

能地體驗、打發時間、放鬆身體與健康。而男性回答的因素，首先

融合」為題，指出台灣在1993年進入了7%的老齡化社會。並以臺安

報，住區的營運管理問題。

醫院已成為健康促進醫院為例，推動員工、病人、與社區健康促進

是緩解壓力、健康、更好的旅行。安德魯先生並指出全球醫療旅遊

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孟曉蘇董事長以「金融保險機構

服務的支出估計為100兆美元，而每位遊客每次醫療服務費用平均均

計畫，在台灣臺北、南投舉辦國際性的「新起點健康生活計畫」；

與養生產業發展模式解析」為題，指出很多金融產品進入大陸，包

為一萬美元。

並在1997年成立「新起點健康教育中心」，幫助數千人重獲健康及

括了住房抵押貸款、住房抵押貸款保險、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反

慢性疾病之改善實證。(待續)

活
動
預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養護中心為服務更多的長期照顧住民，102 年 3 月 8 日獲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准，更名為「財
告
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護型）」。

101/05/16 宜蘭春季旅遊（文山老服）
101/05/03 大溪傳統文化春季旅遊（陽明公寓）
101/04/29 居家服務員訓練（恆安居家）
101/05/19 文山區樟山寺登山活動（恆安居家）
基隆恆安的少女活力秀，舞動青春。
兆如安養部美女秀 --- 騎馬舞，魅力四射。
101/05/27 文山區樟山寺登山活動（恆安居家）
101/05/19 101年樟山寺親山、淨山逗陣行活動（兆如）
101/05/27 101年樟山寺親山、淨山逗陣行活動（兆如）
101/05/25 長期照護政策未來發展與挑戰研討會（兆如）

通啟

101/05/26 深坑世建會寓教於樂活動（兆如養護）
101/05/26 國劇名伶戴綺霞老師獲藝師獎表揚（兆如安養）
101/06/02 兆如十週年慶「兆如心．銀髮情」園遊會（兆如）
101/06/08 健康活力秀活動（兆如安養）
陽明江南
style福爾摩沙樂團「鼓舞相伴」音樂會（恆安養護）
騎馬舞，酷味十足。
文山老服熱舞秀，令人驚艷。
101/05/05
101/05/08 慈馨文化基金「馨香感恩」歌舞秀（恆安養護）
101/05/15 建德國小分別於15、22、29日辦三梯次關懷活動（基隆）

2 新銀髮族
兆 如 新 春 團 拜 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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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如安養部社工員／蕭永信
福與感謝，接下來林秀霞院長、
許君強副院長與安養部蔡銀主
任也期勉兆如的工作同仁，在
新的一年仍需不斷提升各個專
業的服務品質，讓每一位兆如
的長者，都能充分感受到溫暖
與家的感覺，相信在工作人員
竭誠努力之下，爺爺、奶奶將
會深深感受這股愛與包容的力
量。
胡董事長在新春團拜中，向長者們寒暄問暖。
另外，過去一年來，擔任
住民主任委員的曾主委及各位
古云：「一年復始萬象更新」。兆
長輩致詞時紛紛稱許，這些年來兆如為他
如於 2 月 19 日舉辦開工儀式及住民新春
提供許多專業上的生活照顧與關懷，特別
團拜，社工為此也精心策劃系列精彩活動
向中心表達感謝。
及賀年禮物、豐盛的茶點，在胡董事長與
新春團拜活動就在一片喜氣、溫暖、
林院長帶領下，兆如團隊以祈福的方式，
愉悅的氣氛中，大家一邊互道新春快樂、
祝福住在這個大家庭的長者們，每個人能
平安健康，接著長輩們高興地享用豐盛的
夠心想事成，平安健康又順遂，相信這也
點心，配上桂圓紅棗茶，甜密在心裡。在
是我們所有工作夥伴衷心期盼與祝福。
新的一年也預祝兆如的長者們身體健康，
當天一大早就有許多爺爺、奶奶提前
內心也充滿平安喜樂。
下樓，坐在大廳寒暄等候，因為他們也非
常重視新春團拜，在彼此互道新春恭喜，
相互祈福的情境中，吉祥如意更有
意義，接下來便準備好迎接這充滿
希望與祝福的新年到來。因為這樣
的活動對他們來說，格外的重要。
團拜由社工夥伴以猜謎有獎
徵答方式揭開序幕，將現場氣氛熱
鬧帶動起來，開工拜拜後，恆安照
護集團大家長胡世賢董事長，帶領
兆如的所有主管進入大廳，一片掌
聲響起，愛與感動的聲音，飄入每
一個人的身邊，胡董事長首先為在
場及兆如所有的長輩獻上無限的祝

兆如長者歲末圍爐同樂
兆如安養部社工師／彭恩寧
福長輩在新的一年中，平平安安，福
氣滿堂。
歲末圍爐長輩們反應熱烈非凡，
兆如手語班的長輩們，特別以四首輕
快又活潑的兒歌與大家同樂，讓現場
的氣氛回到童年，最後還由兩位住民
－手語班黃老師與蔡奶奶帶來一首「感
恩的心」，為過去的日子獻上感謝。
曾主委與多位住民在歡樂的氣氛感染
下，放下筷子跳起舞來，現場的歡樂
氣氛 high 到最高點。
圍爐結束，從長輩的口中及不記
兆如圍爐，長輩開心地與許副院長等主管共舞。 名問卷調查結果，長輩滿意程度百分
百呈現在眼前，感謝工作人員這麼用
每年農曆新年前兆如的住民歲末圍
心的籌備，其中有位住民感性的寫道：「來
爐，令人期待，長者們一起在大禮堂圍著
兆如已三年，一年比一年好，很感恩工作
圓桌享用主廚精心準備熱騰騰、香噴噴的
人員的辛苦，同學或朋友來看我時，我都
美味佳餚，欣賞各個表演團體精彩萬分的
會說我們住在天堂，好快樂！真幸福！希
演出，最後每人還拿到一個圓鼓鼓裝滿祝
望大家都能來此養老」。讓我們感到每一
福的福袋，「有看、有吃、又有拿」，享
天都要讓長輩笑得開懷，吃得滿意！也願
受福氣滿滿、快樂無比的饗宴，令人回憶
長輩們在新的一年永遠健康平安，天天喜
無窮。
樂！
今年的圍爐是由安養部社工組與營
養師共同策劃，推出兼顧營養、美味、應
景的料理，滿足長者的口味與喜好。
在新年好、新年好溫馨感人的音樂
聲中，帶來「福氣小龍賀新年住民歲末
圍爐」活動。胡董事長與嘉賓們獻上祝福
後，安養部員工們帶來現今最流行的舞曲
「江南 STYLE」，炒熱氣氛，緊接著我
們搭上「宮廷風」，沒能請到甄環，倒也
請到了十位頭戴「格格頭飾」的美女們為
長輩們介紹年節佳餚，再為長輩一桌一桌
的上菜，此時特邀請到社會局長官、市議
兆如圍爐，場面熱鬧溫馨。
員來一一發送滿滿祝福的福袋與蘋果，祝

爺 爺 的第二個 家
兆如養護部社工員／鍾岱容

新春團拜，喜氣洋洋。

開春 慶元宵

喜迎 兆蛇年
萬華恆安社工師／金敬軒

揮別龍年歲末，喜迎蛇年新春，恆
安老人養護中心一年一度的開春慶元宵活
動，於 2 月 20 日熱鬧開場。
為了帶給機構長輩們感受歡愉的年
節氣氛，恆安同仁們自 1 月中起即緊鑼密
鼓開始各項布置，不管是一樓大廳還是各
樓層的住民交誼廳，無不張燈結綵，春福
滿間，搭配海報、文宣等多管齊下，展現
了精彩活動即將來臨。
活動當天中心更準備了 10 幾道的餐
點，每道賦予一句吉祥話，諸如：「天使
蛋糕―天天開心」、「桂圓蛋糕―圓圓滿
滿」、「蘿蔔糕―步步高升」、「水餃（元
寶）―財源廣進」等。
主持人除一一向長輩們介紹外，更
偕同工作伙伴朗誦一連串的賀歲話語，向
長輩們獻上溫馨祝福。

這次活動的重頭戲非「猜燈謎」莫
屬了，社工組精心準備 20 題非常有趣的
謎題，在精美禮品強大誘因下，參與盛況
空前。
當主持人宣布第一題「聽不到、看
不見，猜一水產」時，話音方落，台下已
有長輩陳爺爺高舉右手，搶答出「龍蝦」
的謎底，思緒之快令人佩服不已。
接 下 來 諸 如「 松 竹 梅 都 不 要 ― 宜
蘭」、「千根線，萬根線，落在水裡都不
見―下雨」、「生來身穿 365 件衣，一天
脫一件，年底剝張皮―日曆」等趣味燈
謎。
長輩們無不迎刃而解，20 題燈謎頃
刻間搶答一空。長輩們除了帶走精美禮物
外，更留下了無限歡愉的笑容及難忘的佳
節回憶。
來到養護機構接受照顧的
長輩們，雖然大多數都飽受生
理退化及慢性病纏身之苦，但
其實每一位仍保有著旺盛的內
在活力。
因 此， 每 回 節 慶 來 臨，
中心均精心辦理相關慶祝活
動，搭配既有日常文康、輔療
性活動或是戶外旅遊等，為的
就是期待能充實長輩們的精神
生活，帶給他們更多的歡笑與
歡心進而展現生命的活力與價
值！

萬華恆安猜謎有獎徵答，長輩動動腦，趣味無窮。

「老了！不中用了！」這是爺爺常

人員幾乎每天帶爺爺到處走動，轉移爺爺

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爺爺入住中心時，已

的注意力，也希望爺爺能盡快適應環境及

高齡 91 歲與 89 歲的奶奶兩老一同生活了

生活，漸漸的爺爺的情緒穩定了，掛在嘴

六十多個年頭。不管去到哪裡，爺爺總要

邊的不再只是「老了！不中用了！」，而

奶奶牽著，不管走到哪裡，總喊著「媽媽」

是牽著照顧服務員的手高興地說：「謝謝

( 爺爺對奶奶的暱稱 )。

你！」社工人員聽了以後，倍感溫馨。

爺爺退休前是會計師，事業有成，

原本身體穩定的爺爺，有一天因心肌

唯一的獨子在美國工作，是位成功的建築

梗塞送入急診，護理人員立即聯絡家屬及

師，還有兩位乖巧的孫子，但年復一年，

社工，但奶奶沒有交通工具更不方便半夜

爺爺的身體與大腦卻也漸漸退化，血壓偏

出門，於是社工成了爺爺最貼心的家人，

高、心血管疾病也上身，甚至失智問題伴

守在開刀房門外像是等待著自己的爺爺，

隨而生，忘記回家的路，幾次的走丟，讓

用力的向上天祈禱，一定要讓爺爺平安無

奶奶精神緊繃；而爺爺也常要奶奶陪著，

事，還好手術順利成功，兒子也在第一時

社區的志工見奶奶照顧辛苦，多次建議將

間趕回台灣，非常感謝兆如工作人員的協

爺爺安排進入安養護機構，但奶奶始終不

助，並希望爺爺後續的醫療及生活照顧由

捨，直到奶奶也病了，終於答應將爺爺送

兆如全權處理，甚至希望安排奶奶入住安

入機構。

養部。

為了此事，唯一的兒子特地從美國

在兆如的長輩就像是我們的家人，

飛回台灣，參觀後決定安排爺爺進入兆如

每天握握爺爺、奶奶的手、摸摸爺爺、奶

照顧，剛入住的時候，爺爺不習慣環境無

奶的臉，逗逗爺爺、奶奶歡笑，陪爺爺說

法安心入睡，下床上廁所，又忘記自己的

幾句話，就是我們工作最大的動力，案主

床在哪裡？奶奶年紀也大了，無法常到中

稱道：兆如是爺爺最溫暖的家。

心看爺爺，除了失智用藥的調整外，社工

銀髮飛楊

文 山 老 服 學習列車招生
文山老服行政／葉怡伶
文山老人服務中心 102 年度春季班
即將於 3 月份開班囉！今年中心持續推出
超值「推廣班 – 敦煌養生舞韻班及金剛經
要義班」，只要是本年度會員，皆能以每
個月 100 元的超優惠價格上課喔！
另外，中心尚有其他班級正在招生
中，如排舞班、金石書畫班、國畫花鳥班、
國畫山水班、自然生態園藝班、進階日語

班、英文老歌班、合唱團及日文卡拉 OK
班等班級，皆歡迎舊雨新知試聽及報名。
有關課程資訊，歡迎來電洽詢或親
至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27 號 6 樓索取相
關資料，工作人員將為您解說。電話：
2234-4893； 網 址：ttp://www.hangan.org.
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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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居家服務體悟 - 孝之根本
心想幸巧我來到這個家來幫助他，否

已慢慢起變化，想起我的人生已過大半，

則他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差，且有一餐沒一

所剩餘年不多，更要去好好把握和珍惜，

餐，因為他常常都只吃麵包配礦泉水，經

特別是在這不景氣的當下，且在新聞上常

與小兒子溝通後，請他留下餐費好讓案主

看到獨居老人被遺棄，以至於孤苦無依的

有正常的食物可以吃。

兆如養護部社工員／張巧柔

我立即幫案主沐浴，每次幫他洗完澡

消息時，更讓我覺得必須要對這個社會貢
獻一份心力。
當我看到照顧服務員的培訓訊息，就
報名參加 90 小時受訓，完成專業訓練，

穿好衣服，他都會跟我說一句話：『洗完
澡好舒服，非常謝謝你唷！』，每次聽到
這句話我都會很感動！很窩心！

並在老師們的鼓勵之下，參加政府所舉行

最近天氣變化大，也請案家加裝熱水

單一級技術士證照考試，順利的通過考

器，讓案主有熱水洗澡，不至於讓他洗冷

試，讓我增加對居家服務的信心，以及謝

水澡，案家也很配合加裝熱水器。
在服務的過程中，要不斷當橋樑溝

謝各位老師的用心教導。
居家服務是考驗自己的「愛心」、「耐

通，讓家屬了解個案的需求，家屬與服務

心」、「細心」與毅力，從事長者、身心

員共同來關懷，就是對長輩最大的安慰和

障礙者的工作中，除了可以領悟到包容、

滿足！
天下父母心，請給長輩多一點愛與關

接納、親切、誠懇、尊重、溝通、技能磨
練外，亦可享受喜悅的人生。
在恆安居家服務部安排服務的個案
中，有位 60 多歲的鄭先生，曾中風 4 次，

懷，以回報父母養育之恩，而不見得一定
要給他們錦衣玉食的奢侈物質生活才算孝
順。

育有 2 子、1 女，大兒子因案服刑，女兒

相反的，一句溫暖的問候、一個細心

則已結婚定居中部，小兒子因工作因素無

的攙扶、一通請安的電話等，這些真正發

法長期陪伴左右，他居住的地方全賴一位

自內心誠心誠意去做的關懷，雖然表面上

善心人士提供，案主不需支付水電費。

看起來是多麼的微不足道，但卻是為人子

第一次開案去案主家時，看到其居家
環境之惡劣和全身散發之異味，右手斷裂
打著石膏，令我震驚與不捨。

思念 - 給吾友金大哥
兆如松苑住民／王炳松
歲月無常，落葉歸根，是大自然的

您又云：「生死容易，看破難。佈

不二法則，「生的偶然，去得必然」人

施容易，無相難。禪定容易，自在難。

人如此。歸程是依住在另一時空，不動

做人容易修道難。其實有心，就不難。」

只是色身而已。

您又是一位秉賦的智者。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
自己一生的劇本，前世已經寫好的，
請「心無罣礙，無有恐怖」的萬緣放下。
記得您要離開前，一再稱讚「兆如
好！」，更讚嘆兆如的團隊，營造沒有

您更感嘆：「順境不知諸佛在天，
逆境祈求諸佛加被；人人心中自有諸佛
在，何必專注往外遠求。」您更是一位
明心見性，反觀自省的禪者。
人與人之間，秉慈施悲，佛心菩薩
行，自然而然的能博得好人緣。

血緣的人，更像一家人的溫馨氛圍，相

蒼天悠悠知我心，對酌品景兆如閒。

互扶持相親相愛。

天磨方鐵漢，仰不愧於天，俯不怍

日月經天互相望 日昃不遑的人生
江河行地不相擾 天人永隔思念長

淑珍奶奶與張巧柔社工員，祝大家新春快樂。
每 每 走 到 佛 堂， 幾 乎 都 會 看 到 一 位
推著輪椅的阿嬤，在念佛機「南無阿彌陀
佛！」的莊嚴佛聲中，虔誠地禮拜佛菩薩，
行最敬禮。
還記得剛進中心第一次跟阿嬤自我介
紹時，她說自己被胡董事長指稱為兆如佛
堂的班長，所以她要做大家的模範，除了
祈求佛菩薩保佑自己跟家人，也要幫其他
住民祈求身體健康、快樂生活。
「我趕了五次颱風」是阿嬤最驕傲的

話語，心地善良的她總是在颱風來臨前，
到佛堂禮拜，請佛菩薩平息災害叫颱風不
要來，讓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不
會因為「做大水 ( 淹水 )」而無家可歸，言
語之間不時流露出善良與慈悲，事實上就
是效法普賢菩薩利益眾生的菩薩行。
如今阿嬤入住中心已邁入第十一年，
雖然身體功能逐漸退化，但開朗、活潑的
阿嬤總是笑瞇瞇地跟大家打招呼，如果遇
到叫不出名字的工作人員，便會稱呼她為
「美麗小姐」，還會祝福我們「嫁好尪，
生好子」，阿嬤可愛的打招呼方式，經常
逗得同仁開懷大笑。阿嬤不吝於布施快樂，
行菩薩道，令人感動。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每
天跟這些老寶貝們相處，常會有許多不同
的驚喜，讓我覺得自己很幸福，能有機會
走進他們的生命故事，參與她們的銀髮生
活，不只是更加認識長輩，也會因為生命
經驗的碰觸而重新認識自己，豐富自己的
生命。

防跌秘笈

身體約束運用策略 下

女所應遵循的「孝之根本」！這也是我從
事居家服務以來最深刻的感觸和體悟！

基隆恆安仁家養護大樓主任／陳 瑄
「身體約束」之正確照護策略：
一、正確的執行：訂定身體約束設備操作
標準作業及評估作業規範，以提升機
構住民身體約束正確率，並降低機構
住民身體約束率。
二、知識與態度在職教育：相關工作規範
進行宣導教育，以增加工作人員執行
身體約束的一致性。
三、身體約束替代措施的運用：經由完整
的約束評估，使用替代性約束措施無
效後，才能進行約束。
身體約束替代措施的運用：
一、在生理方面：需評估住民的用藥情形，
因某些藥物的副作用會影響其步態、
平衡及認知；評估營養狀況，以維持
良好的體力，每 2 至 4 小時協助如廁
並適度支撐，個案不至於因為緊急如
廁而意外跌倒。
二、在活動方面：每日協助物理治療，加
強住民肢體肌肉力量以及步態訓練加
強其平衡感。

於人。「沒來沒去，沒什麼事」。

三、在環境方面：室內須具備足夠之照明，
但也要避免光線太強，造成眩光而影
響視覺 ; 床搖低、地板鋪上塑膠軟墊
或地毯可以加強安全性；床欄使用半
拉式 (1/2) 床欄，可維持住民安全又不
至於完全受限於床上活動；設置離床
警鈴系統，當住民離床時，護理站即
可隨時掌握住民的動態狀況；叫人鈴、
眼鏡、助聽器、助行器、便盆椅、尿
壺等住民常用物品應置放在住民伸手
可及之處；浴室粘貼止滑條，桌椅下
的輪子移除或固定妥當；走廊裝設扶
手等無障礙設施 ; 穿著適當長度的衣
服及合腳的鞋子等等。
護理及照護人員亦應積極扮演住民代
言者角色，以使住民在自主性、安全性及
生活品質間取得平衡；也應在用盡所有可
替代的方法，排除所有潛在的理由後，才
可使用「身體約束」。在評估使用身體約
束的決策過程中亦可多與個案醫生、家屬
溝通，以尋找適當的取代方法。( 完 )

兆如安養護中心

您依偎在菩薩懷中，停歇休憩。「南
無阿彌陀佛．．．」

雖不甘「齎志而終」，但胸懷「光
風霽月」的灑落，勇士不喪其元，難行
能行，難捨能捨，難為能為，堅持昇華
生命的尊嚴於最後，不改其「激濁揚清」
瀟灑稟性，油盡燈滅，來去隨性，何其
偉哉。
生命的勇者，吾友金大哥！
您 生 前 喜 歡「 兆 如 」 的
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
是頤養天年的世外桃花源，
又有人、事、物的德香自
然雅境，您具足了佛家所
言的「戒、定、慧」。
您分享：「書中自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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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班長 - 淑珍奶奶

恆安居家服務部居服員／張錦和
隨著年歲的增長，漸漸感到身心狀況

新銀髮族

 服務內容：活動支援、陪伴長輩散步聊天…等


長期志工：上午 9-12 時、下午 2-5 時，
每週擇一時段排班一天

涼味，有般若智，有善知識，
有解說道。」您是一位孜孜不倦的



彈性志工：名額不限

好學者。



歡迎至兆如養護部及安養部 1F 社工室洽詢

電話：
（02）8661-6365 分機：3115 鍾岱容社工員
1103 蕭永信社工員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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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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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如的外交官 - 趙爺爺

除夕圍爐年菜 -

四喜獅子頭
兆如管理中心／詹世華

兆如養護部社工副組長／簡文政
“Good morning,how are you
today?＂一句洪亮的聲音劃破了兆如
寧靜的早晨，為美好的一天揭開了序
幕，這是趙爺爺每天見到人的第一句
問候語。
趙爺爺今年 93 歲，身體相當硬
朗，曾經當過外交官的他，最愛做的
事就是到處與人聊天，分享著過往的
經歷與見聞。記得四年前剛到兆如的
時候，一遇到趙爺爺，趙爺爺就相當
熱情的邀約我至他的房間內，一進入
爺爺的房間，就被爺爺床頭琳瑯滿目
的收藏品給吸引住了，這些寶物都是
爺爺在兆如參加活動所留下珍貴的
紀念品與作品，它們都變成了爺爺珍
藏的美好回憶。
除了收藏品外，爺爺也從抽屜
裡拿出了一疊照片，裡面全部都是爺
爺以前的照片，看著照片裡那清瘦俊
朗的爺爺，他意氣風發的述說當年是
如何在險惡的外交官場上折衝撙俎，
當台灣和美國間的溝通橋樑，我心想
爺爺一定是個很成功的外交官，看著

他現在和每位工作同仁及家屬都能
夠侃侃而談、相處融洽可想而知。
趙爺爺雖然現在身體相當健康，
但他一回想起六年前剛入住兆如時，
因腸胃開刀導致身體相當虛弱，仍不
斷感謝兆如工作同仁的辛勞照顧，讓
他日益恢復健康，因此他也懷著滿滿
的感恩。
每次當有外賓或家屬參觀時，
趙爺爺總是熱情邀約他們至房間參
觀，介紹樓層與房間內的布置及設
施，並稱讚兆如工作人員的服務品質
與熱忱，邀約長者們一同入住這銀髮
族的天堂。
趙爺爺年紀雖然大了，他每天
仍持續的交朋友，熱情與人互動，或
許是職業關係使然，使的爺爺很容易
就與人群打成一片，不但充實了自己
每天的生活，也幫兆如做足了良好的
外交關係，即使退休了，爺爺一樣扮
演著他自己所喜愛的角色，活在快樂
的人生中。

步韻

鬥陣和詩
原文／丘逢甲作

除夕年夜飯，胡董事長到場關心祝福。
1 月 24 及 25 日，兆如陳柏誠行政主廚帶
領的團隊，精心製作了美食佳餚：有五福如
意拼、遊龍戲金鳳、櫻花蝦米糕、無錫焗肋
排、狀元金圓蹄、清蒸海上鮮、蟹肉扒芥菜、
人蔘燉童雞、美味甜點、什錦水果，兩天席
開 32 桌，爺爺、奶奶們一邊隨著音樂起舞；
一邊享用美食，臉上掛著喜悅的滿足感。
2 月 9 日除夕年夜飯，陳主廚及營養師團
隊推出熱情奔騰的海鮮火鍋、清蒸富貴魚、
四喜獅子頭、發糕、香腸、蘿蔔糕等年節餐
食。有兒女或親朋好友 6 人圍坐一桌陪伴，
說說笑笑，我幫你夾菜，你幫我盛湯，熱鬧
非凡。
在這個年節裡，特別請李奶奶指導了四
喜獅子頭的年菜作法，與大家分享：

“四喜獅子頭＂食譜
【材

兆如松苑／九六黃老爺爺

春愁難遣強看山
往事驚心淚欲
四百萬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灣

世金風暴撼江山
藍綠交惡民淚
圖治首當瀰內鬥
同舟共濟救台灣

料】五 斤 肉（1/3 五 花 肉，2/3 前 腿 肉
混絞），去皮荸薺一份半，蔥花
一份半，2 個全蛋、大白菜、青江
菜。

【調味料】太 白 粉、 鹽、 冰 糖、 醬 油、 酒、
水適量。

002709

捐 贈 者

現金

102/1/3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物 品 名 稱

數量

處理情況及用途

102/1/24 凰懋果菜行

食材一批

饅頭

102/1/24 新埔號

食材一批

102/1/24 送至兆如院區，於 102/1/24 及 25 歲末長者圍
爐活動供長者食用。

002737

102/1/28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饅頭

002738

102/1/28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材一批

102/1/28 送至陽明院區，於 102/1/28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39

102/1/28 冠霖物流有限公司

食材一批

102/1/28 送至陽明院區，於 102/1/28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40

102/1/28 凰懋果菜行

食材一批

102/1/28 送至陽明院區，於 102/1/28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41

102/1/28 新埔號

食材一批

102/1/28 送至陽明院區，於 102/1/28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42

102/1/29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材一批

102/1/29 送至基隆院區，於 102/1/29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43

102/1/29 三統食品有限公司

食材一批

102/1/29 送至基隆院區，於 102/1/29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44

102/1/29 超一果菜行

食材一批

102/1/29 送至基隆院區，於 102/1/29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45

102/1/29 新埔號

食材一批

102/1/29 送至基隆院區，於 102/1/29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46

102/1/30 黃榮

SONY Str-Dh520 音 響 1 套、
ViewSONic JD5133 投影機 1 台

102/1/30 送至陽明院區，放置才藝教室供院區使用。

002747

102/2/1 王獻堂

002748

102/2/1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2/1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002749

102/2/3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2/3 送至基隆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002750

102/2/5 財團法人永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00,000

002751

102/2/5 財團法人永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00,000

002752

102/2/8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002712

102/1/10 陳賢民

13,5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713

102/1/10 僾枷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0,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714

102/1/10 楊國斌

1,5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715

102/1/10 傅義福

8,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716

102/1/10 何偉華

1,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717

102/1/10 張孜多

9,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718

102/1/10 尤惠生

2,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719

102/1/10 無名氏

55,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720

102/1/12 三統食品有限公司

食材一批

102/1/12 送至恆安院區，於 102/1/16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21

102/1/12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材一批

102/1/12 送至恆安院區，於 102/1/16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22

102/1/12 新埔號

食材一批

102/1/12 送至恆安院區，於 102/1/16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23

102/1/15 凰懋果菜行

食材一批

102/1/15 送至恆安院區，於 102/1/16 歲末長者圍爐活動
供長者食用。

002724

102/1/16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1/16 送至陽明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作廢
102/1/21 送至基隆院區，依院區院民人數，合理分配食
150 碗
用。

002726

102/1/21 陳品靜

紅豆湯

002727

102/1/21 李隆傳

102/1/21 送至基隆院區，依院區院民人數，合理分配食
紅豆湯 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總統與社會局顧燕翎局長蒞臨兆如週年慶
100 碗
用。

002728

102/1/21 藍慶守

紅豆湯

102/1/23 洪慧如

002732

102/1/24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2733
002734
002735
002736

102/1/24 三統食品有限公司
102/1/24 家品商行
102/1/24 凰懋果菜行
102/1/24 新埔號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
恆安老人養護中心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水源路 187 號
電話：(02)2332-7973
傳真：(02)2309-4790
網址：www.hangan.org.tw
email：wh.187@hangan.org

處理情況及用途

002736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102/1/23 沈簡敏敏

數量

002735

20,000

002731

物 品 名 稱

102/1/8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2,000 顆
者食用。

102/1/8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002730

現金

饅頭

102/1/10 新北市工業會 - 企業經營會

102/1/23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捐 贈 者

102/1/24 送至兆如院區，於 102/1/24 及 25 歲末長者圍
爐活動供長者食用。

002711

002729

日期

102/1/3 送至基隆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2,000 顆
者食用。

002710

002725

收據
編號

兆如除夕圍爐好年菜—四喜紅燒獅子頭。

感恩的心！感謝有您！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養護中心 102 年度 1~2 月接受外界捐贈明細表
日期

李奶奶的小叮嚀：
1. 薑不要放太多，因為薑容易把肉香壓住。
2. 口訣：千豆腐；萬魚肉，就能充分把食材
攪拌均勻。

【做 法】
步驟 I
1. 1/3 五花肉，2/3 前腿肉混絞，將絞肉再以
刀背粗剁。
2. 荸薺置入塑膠袋拍碎切丁。
3. 五斤肉加 2 碗水，2 個全蛋放入調理盆，撒
上胡椒粉、太白粉 1/2 碗、醬油少許。
步驟 II

收據
編號

用筷子以順時針方向一直攪拌，使步驟 I
的材料融合均勻。
步驟 III
肉攪拌均勻後，再放薑、蔥花一份半再
一次攪拌均勻。
步驟 IV
1. 準備一碗水及半碗太白粉水放一旁。
2. 再以湯匙沾太白粉水挖一杓肉，打在手上
把空氣打出，類似按摩一樣。
步驟 V
1. 加一碗油，起油鍋。
2. 油鍋熱了之後，一次 4~5 個獅子頭以小火
煎。
3. 另外，準備一大鍋熱水加薑、蔥，2 顆大蒜，
冰糖、醬油，嚐鹹淡後酌量加鹽調味。
4. 煎好一個獅子頭就放入熱水中，水漫過獅
子頭，再蓋上鍋蓋。前 10 分鐘以中火煮，
10 分鐘後改小火，一直煮到水看不見熄火。
步驟 VI
1. 大白菜洗淨直切對半，葉子多一點，梗少
一點。
2. 以煎獅子頭的油炒軟大白菜。
3. 炒軟大白菜放在獅子頭上，小火煮開，轉
最小火，燜煮約一小時。
4. 燜煮到大白菜出水，並散發出香味，大白
菜軟透水也收了（勿收乾），熄火備用。
步驟 VII
1. 青江菜以鹽水煮開，離水擺盤，葉子向
內、頭向外，獅子頭擺中間。
2. 若水太多，可加一點太白粉輕勾芡，淋在
獅子頭上，有油光較好看。

饅頭

300 碗 102/1/21 送至兆如院區，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102/1/23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2,000 顆
者食用。

4,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2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2,000 顆

460

002753

102/2/20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002754

102/2/22 蔡克雄

102/1/28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饅頭

2,000 顆

饅頭

2,000 顆

500

102/2/8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102/2/20 送至陽明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食材一批

102/1/24 送至兆如院區，於 102/1/24 及 25 歲末長者圍
爐活動供長者食用。

002755

102/2/23 財團法人台灣農漁會超市中心

茄子

食材一批

102/1/24 送至兆如院區，於 102/1/24 及 25 歲末長者圍
爐活動供長者食用。

002756

102/2/23 財團法人台灣農漁會超市中心

茄子

10 箱

102/2/23 送至基隆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食材一批

102/1/24 送至兆如院區，於 102/1/24 及 25 歲末長者圍
爐活動供長者食用。

002757

102/2/25 財團法人台灣農漁會超市中心

茄子

18 箱

102/2/25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食材一批

102/1/24 送至兆如院區，於 102/1/24 及 25 歲末長者圍
爐活動供長者食用。

002758

102/2/25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2/25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食材一批

102/1/24 送至兆如院區，於 102/1/24 及 25 歲末長者圍
爐活動供長者食用。

時任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副總統與長者歡度端午佳節
台北市兆如老人
台北市陽明老人公寓
安養護中心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政大二街 129 號
電話：(02)8661-6365
傳真：(02)8661-8615
網址：www.hangan.org.tw
email：admn@hangan.org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格致路 7 號 3 樓
電話：(02)2861-9296
傳真：(02)2861-9430
網址：www.hangan.org.tw
email：yumi.elder@hangan.org

5箱

102/2/23 送至恆安院區，交由廚房烹煮，以供該院內長
者食用。

製表：周明慧

基隆恆安老人養護中心

台北市文山老人服務中心

恆安居家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27 號 6 樓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370 巷 1-5 號
電話：(02)2421-6299
傳真：(02)2421-6199
網址：www.hangan.org.tw
email：keelung@hangan.org

( 台北市立圖書館萬興分館樓上 )

電話：(02)2234-4893
傳真：(02)2234-4900
網址：www.hangan.org.tw
email：wensan@hangan.org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水源路 187 號
電話：（02）2938-8696
傳真：（02）2234-0360
網址：www.hangan.org.tw
email：homecare@hang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