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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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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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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陽明老人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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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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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文山老人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27號 6樓
電話：(02)2234-4893
傳真：(02)2234-4900
網址：www.hangan.org.tw
email：wensan@hangan.org

恆安居家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水源路 187 號
電話：（02）2333-1955
傳真：（02）2333-1759
網址：www.hangan.org.tw
email：homecare@hang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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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副總統與長者歡度端午佳節

邢麗華奶奶是道地的北方人，年

輕時在大學的餐廳擔任主廚，在家裡也

常常為十幾口人張羅美食。所以，對於

麵食、紅燒及滷的食物烹調方式頗為講

究。邢奶奶很關心廚房的供餐情況，經

常不吝給予寶貴的經驗分享與烹飪指

導，希望藉此將北方美食代代相傳。

今天就請邢奶奶介紹可口美味的

北方酢醬麵做法如下：

北方酢醬麵
•	材料：1斤絞肉 +	4 兩麵醬，麵條。

•	配料：毛豆、小黃瓜、綠豆芽菜、蛋、

紅蘿蔔、木耳絲、香菜、蔥、薑。

•	調味料：麵醬、醬油、鹽、糖。

•	製作 :	

•	4 兩麵醬先炒。

•	絞肉乾炒後，絞肉取出，湯汁倒掉。

•	放油入鍋將蔥段、薑片爆香取出。

•	絞肉放入再加醬油沿鍋邊繞著倒。

麵醬及絞肉炒拌均勻，酢醬漂亮的

醬色即可顯現，而且香氣四溢。

•	小黃瓜切絲備用；紅蘿蔔切絲略炒；

木耳絲、綠豆芽菜汆燙（川燙）一下。

•	蛋倒入鍋子炒碎。		

•	麵條煮熟加上小黃瓜、紅蘿蔔絲、

綠豆芽菜、蛋碎、毛豆、木耳絲、

香菜。

•	淋上酢醬就成了色香味俱全的酢醬麵。

◎小叮嚀；麵醬要在南門市場「福泰」

			專賣店買才道地哦！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護型）  102 年度接受外界捐贈明細表　　　感恩的心！感謝有您！

收據編號 日期 捐		贈		者 現	金 物品名稱 數	量 處理情況及用途

002811 102/07/1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7/1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12 102/07/8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7/8 送至基隆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13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飲水機 3 台 102/7/10 送至陽明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14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氧氣製造機 4 台 102/7/10 送至院區，依恆安各單位提出需
求，供該院內需要長者使用。

002815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黑晶爐 9 台 102/7/10 送至院區，依恆安各單位提出需
求，供該院內需要長者使用。

002816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氣血循環機 8 台 102/7/10 送至院區，依恆安各單位提出需
求，供該院內需要長者使用。

002817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金嗓點歌機 1 台 102/7/10 送至陽明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18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擴大機 1 台 102/7/10 送至陽明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19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無線麥克風 1 組 102/7/10 送至陽明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20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卡拉 ok 喇叭 1 組 102/7/10 送至陽明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21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螢幕 1 台 102/7/10 送至陽明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22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復健機 1 台 102/7/10 送至陽明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23 102/7/10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洗澡椅 6 把 102/7/10 送至院區，依恆安各單位提出需
求，供該院內需要長者使用。

002824 102/7/11 百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薑母奶茶 1 箱 102/7/11 送至基隆院區，依院民人數，合
理分配食用。

002825 102/7/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新北市農會 ) 香焦 7 箱 102/7/12 送至基隆院區，依院民人數，合
理分配食用。

002826 102/7/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新北市農會 ) 香焦 4 箱 102/7/12 送至恆安院區，依院民人數，合
理分配食用。

002827 102/7/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新北市農會 ) 香焦 12 箱 102/7/12 送至兆如院區，依院民人數，合
理分配食用。

002828 102/7/15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7/15 送至陽明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收據編號 日期 捐		贈		者 現	金 物品名稱 數	量 處理情況及用途

002829 102/7/22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7/22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30 102/7/25 曾王金木養 麥克風 1 組 102/7/25 送至文山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31 102/7/26 維思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5,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832 102/7/26 林雅玲 2,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833 102/7/26 陳雅婷 1,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834 102/7/29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7/29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35 102/08/01 南瀛行善系 - 環島行善王 尿布褲 7 包 102/8/1 送至基隆院區，供院內長者使用。

002836 102/8/5 紅木屋休閒茶館 杯組 71 組、
單杯 173 個

102/8/5 送至兆如院區，放置機構內，以
供長者使用。

002837 102/8/5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8/5 送至基隆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38 102/8/5 陳玉萍 2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839 102/8/8 俞秀真 2,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840 102/8/8 柳富藏 食材一批(蛋
糕 )

102/8/8 送至陽明院區，提供院民活動食
用。

002841 102/8/8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8/8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42 102/8/12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8/12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43 102/8/19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8/19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44 102/8/22 無極天濟宮 白米 1,000 台斤 102/8/22 送至基隆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45 102/8/22 郭貞 5,000 存入專戶 ( 一般捐款 )

002846 102/8/23 世純企業有限公司 食材一批 102/8/23 送至兆如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47 102/8/26 遠東商銀受託公益信託養娘慈善
基金專戶 饅頭 2,000 顆 102/8/26 送至陽明院區，交由廚房烹煮，

以供該院內長者食用。

002848 102/8/26 林郭月清 折合式便倚 10 台 102/8/26 送至院區，依恆安各單位提出需
求，供該院內需要長者使用。

製表：周明慧

兆如私房菜系列 兆如管理中心／詹世華

天堂的外婆
眷村，是我從小生長的地方。婆婆！是我開口第一個說出的字句…從

來不知道婆婆是會離開我們的；也不知道婆婆也會經歷生老病死。

我出生時，您抱著我。我感受到您眼裡的喜悅。我哭泣時，您摟
著我。
我看得見您心裡的不捨。我叛逆時，您訓斥我。我體會到您心裡

的刺痛。我受傷時，您擁著我。我感覺到您滑落的眼淚。
外婆啊！外婆！您車禍時，我卻沒能抱著您。您哭泣時，我卻沒

能摟著您。您受傷時，我卻沒能代替您。您離開時，我卻沒能喚回您。
笑容離開了我的生活。春夏秋冬也不再屬於我。

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護理師／杜有君

 ( 新詩 )

在兆如的第 70 天 ~ 感恩

我輕輕的走進了你的世界，我循著前人的腳步，努力探索著你的初衷；

我依隨時間的承載，深刻體會你的堅持與執著。

手撫著堅硬的石牆，上頭刻劃的是你心中滿滿的愛。

在劃滿歲月痕跡的臉上，不經意流露的會心一笑，是我們心中所期待

的；在生命之歌的休止符前，喚醒每位演奏者心中的澎湃，更是使命中期

盼的精彩。

你的愛不會衰老枯萎，生命將在此獲得深度展延，一份工作締造出許

多人的生命價值。

感恩這樣的機緣，走入傳承，感恩這樣的福份，學習承擔，感恩這樣

的疼惜，扶持成長，感恩能在你譜曲的生命樂章裡，跳躍著自己的聲響，

努力創造自己的生命價值。

兆如養護部護理師兼護理長／林素雲

邢奶奶的北方酢醬麵

今年基隆仁愛之家養護大樓的住民戶

外旅遊，長者報名人數爆滿到需要分好多

梯次前往，因為海洋科學博物館是他們響

往的好地方，可以欣賞海底世界結合3D	

IMAX技術的電影，阿公、阿嬤身歷其境，

徜徉在大海的美麗之中，驚嘆連連！

抵達海科館後，每位阿公、阿嬤都在

等待著他們的第一次，包括第一次使用高

科技自動洗手設備及抽風機，呂爺爺很開

心的說：「這裡以後是我們的廁所嗎？」，

進場後阿公、阿嬤戴上3D眼鏡後，哇！

都變身成為MIB星際戰警，非常的帥氣。

電影開始後，每位阿公、阿嬤都變身

為海底世界裡的魚兒，悠游在大海之中，

看到魚兒彷彿就在眼前，所以伸手想要抓

取，但都撲了空，電影最高潮的部分就是

欣賞海底生物獵食，一隻大魚靜靜的等待

獵物進入牠的地盤，然後「碰」的一聲迅

速捕獲獵物，這一幕把阿公、阿嬤嚇壞

了，真是驚悚刺激。

阿公、阿嬤回來後都表示很開心，下

次還要參加，證明長者即使坐輪椅，也可

以到處去玩，體驗新時代、新事物。

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社工員／楊忠曄

阿公阿嬤的奇幻旅程

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長者，參觀海洋科學館，徜徉海洋世界。

徜
徉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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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高低實在很難論

定，各樓層的環境都整理得很

棒！」，這是我在收回《5S》

競賽活動評審表時聽到的。

在胡董事長一聲令下，兆

如養護部全體夥伴發揮團隊精

神，經由許君強副院長督導，

所有樓層無不卯足全力整頓自

己樓層的環境，力求盡善盡美，

為率先打造全國養護機構的

《5S》管理典範而努力奮鬥。

《5S》管理活動是指整

理、整頓、清掃、清潔和素養，

因為這五個單詞在日文的羅馬

發音中均以 S為開頭，所以簡

稱為《5S》，而《5S》管理則

包括以下 5項內容：

1. 整理（SEIRI）：區分要

用與不要用的東西，不要用的

東西清理掉。	

2. 整 頓（SEITON）：要用

的東西依規定定位、定量的擺

放整齊，明確地標示。	

3. 清掃（SEISO）：清除職

場內的藏污，並防止污染的發

生。	

4. 清潔（SEIKETSU）：將前

《3S》	實施的做法制度化、規

範化，貫徹執行並維持成果。

5. 素 養（SHITSUKE）： 人

人依規定行事，養成好習慣。

兆如養護部《5S》競賽活

動，為恆安照護集團各機構率

先啟動，自 102 年 6 月 24 日

開始執行至 7 月 4 日止，經

過嚴格的檢驗與考評，成效良

好，獲得成功驗證。

為展現兆如養護部上下一

心、團結合作的團隊精神，許

副院長特別於各樓層安排兩位

小天使，包括：社工、營養師

等人員協助各樓層整理環境。

甚至還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幫

忙，以減輕樓層同仁的負擔，

各樓層照顧服務員組長更

是功不可沒，樓層冰箱及日光

室經過精心改造後，讓人眼睛

為之一亮。

本次《5S》競賽活動的評

分標準，亦將素養納入評分

標準內，內容包含服裝儀容、

服務態度及電話禮貌等，為

的就是希望能透過《5S》競

賽活動，提高服務形象以及

爺爺、奶奶與家屬們的觀感，

創造出一個舒適、優質的工

作環境，藉此提升同仁的服

務品質與效率。

競賽總是幾家歡樂幾家

愁，第一名永遠都只有一個，

本次競賽第一名是養護部 5

樓、第二名為 7樓、第三名為

6樓、第四名為 4樓，

獲獎的樓層同仁均雀躍

萬分，胡董事長給予肯定與頒

獎，並指示平行推展到恆安所

屬各個機構，展現恆安集團追

求卓越、永無止盡的創新動

力，以及合作無間的團隊精

神。

兆如企劃師／林志鴻

胡董事長頒獎 盛讚樹立養護機構典範 期勉擴及恆安所屬經營機構

兆如養護5S創新競賽 整理＋整頓團隊一條心

兆如養護部《5S》創新競賽活動，胡董事長（右二）頒獎給榮獲第一
名的 5 樓，並與 5 樓陳積璟副護理長 ( 中 )、池賽貞組長 ( 左二 ) 等合
影，左為林秀霞院長、右為許君強副院長。

實施《5S》的護理站，整齊潔淨。

102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又開鑼了！恆

安照護集團各機構今年都要接受每三年一次

中央主管機關的評鑑。今年是整合評鑑的第

一次，多了一些新指標，對老人福利機構來

說，真的是年度評鑑一項大考驗與挑戰。恆

安人一直秉持服務品質最佳化與優質的經營

理念，提供長者最佳的照護，因此，在業務

上時時刻刻、念茲在茲努力創新與衝刺。

恆安專業團隊在衛生福利部老人福利機

構評鑑的前哨戰，為了機構經營的聲譽、品

質，以及優質招牌及永續經營的指標，大家

都以「任重道遠、輸人不輸陣」的精神努力

打拼，尤其今年度評鑑指標比往年更加嚴格，

要抱住『優等佳績』絕對要努力。尤其「環

境設施及安全維護」項目中有 3項特一級指

標，包括：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

消防安全查察及防火管理推動，以及避難逃

生路徑，只要任一項目未達到「A」的評分標

準，就直接掉入乙等火坑，一定不可以掉以

輕心。

今年恆安照護集團中有臺北市兆如老人

安養護中心、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 ( 長期照護型 ) 和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

大樓等三家機構都要接受地方與中央政府的

評鑑。同時臺北市文山老人服務中心及臺北

市陽明老人公寓也要接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的督考。為了要展現恆安「優等生」這塊金

字招牌榮譽的延續，整個恆安人都基於高度

的榮譽感與責任心，以競競業業、全力以赴

的精神，於評鑑過程，大家在恆安大家長胡

世賢董事長的運籌帷幄，親臨領航之下，齊

心積極努力，真令人感動。

每次預評過程大家都以最嚴格的標準檢

視，每一個夥伴都不放棄追求卓越的機會。

尤其機構之間利用預評的機制達到互相學習

與成長，展現恆安人對機構評鑑的重視與信

心。尤其互評過程，藉由各機構的密集交流，

共同集思廣益，合作互助，培養了堅實的革

命情感，對每個恆安人來說，也是評鑑之外

的一項助力與動力。

今年度地方政府評鑑恆安機構均已結束，

評鑑委員們對恆安相關機構的經營管理績效

都給予優良佳績，但仍要挑戰中央政府的評

鑑，從評鑑中深深體會，恆安人平日的扎根

與落實工作，這是照護服務品質提升的重要

關鍵，恆安人我們要為臺灣老人照顧提供最

優質的服務，締造嶄新里程。

適逢基隆市政府、臺台北市

政府與新北市政府賡續舉辦居家

服務評鑑考核，「社團法人天下為

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年輕

優秀的專業團隊在忙碌之餘，仍不

忘時時相互打氣，不但彼此以弟兄

姊妹相稱，更推動「小天使與小主

人」活動，將彼此的關心祝福落實

在工作中，為緊繃的評鑑氣氛增添

許多溫馨畫面。

天下為公基隆市居家服務部

辦公室正式搬遷與成立後，此次是

首次接受基隆市政府評鑑。或許本

會居家服務部的督導們相對較年

輕，甚或剛從大學畢業，就投身社

會福利事業，實屬難能可貴！然而

他們謙虛、積極的學習態度，以及

默默付出的工作表現，完全符合居

家服務所需的人格特質，其日益成

熟與穩重的明顯蛻變，更是有目共

睹。身為秘書長的我，雖然不捨大

夥工作量暴增的辛苦，但是看到他

們無怨無悔、全心全力的投入與付

出，不禁為他們的快速成長，以及

無限的未來感到欣慰與高興。

不可否認的，不論在居家照

顧服務，或是準備評鑑資料過程，

難免會有壓力及挫折，所幸同仁間

不忘相互鼓勵打氣，建立團隊極佳

默契，有如一支驍勇善戰的部隊，

將大家緊緊環扣在一起，就在這樣

「無私」與「休戚與共」的氛圍中，

將「天下為公」的心凝聚在一起。

面對接踵而至的政府評鑑考

核，光憑完備的文件與資料，已

經不再是可以得到好成績的保證，

還必須包括現場工作同仁的應答

內容，以及實際操作技術，再搭配

實際執行的紀錄文件、辦法與流程

等等，才能順利通過政府專業且嚴

厲的評鑑與考核，相信在所有同仁

有始有終、不斷追求品質精進的付

出與努力之下，不僅得以通過政府

的評鑑，還能夠順利獲得殊榮，加

油！所有天下為公的伙伴們共勉

之！

兆如安養部主任／蔡銀

天下為公社會福利基金會秘書長／陳蓋武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赴兆如評鑑，圖為評鑑委
員在審閱書面資料及分赴現場檢視與講評的
實景。

締造嶄新里程

天下為公 全力備戰

挑戰整合評鑑 居家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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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的眼睛保健柚見中秋
賞月享美食有撇步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將來臨，中

秋節要怎麼吃才健康呢？除了首選低

熱量、低油脂、高纖、水果入餡的改

良月餅外，烤肉時應避免搭配重口味

醬料，更提醒您把握「減量、分享、

正餐替換原則」，也可避免攝取過多

的熱量，成為身體的負擔。

中秋月餅、蛋黃酥、綠豆椪、鳳

梨酥等糕餅的共同點就是熱量高，吃

月餅就像吃油一樣，廣式月餅脂肪約

佔總重量 20％ -30%，台式酥皮月餅

脂肪約佔 15％ -25%。一個內含一顆

大蛋黃的蛋黃酥，大約 250-300 大

卡，相當於一碗飯的熱量，需要走路

一萬步或慢跑 1小時才可消耗掉，含

膽固醇 240 毫克，吃ㄧ個就超過一天

建議量；一個棗泥餡廣式月餅熱量高

達	700-800 大卡，接近一個雞腿便當

的熱量，建議可與家人、朋友一同分

享，不僅可以嘗到多種口味，也可減

少大半的熱量。另外，提醒您，若吃

了	1/4個月餅，正餐就少吃1/4碗飯，

同時可搭配高纖蔬菜、水果、無糖茶

解油膩，發胖的機會就更低囉！

月餅外層的油酥皮含有大量的

反式脂肪酸，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

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應特別注意避免過

量。中秋節應景的水果文旦，含有豐

富的膳食纖維，可去油解膩，但因糖

分、熱量高，糖尿、腎臟病患勿吃過

量，最多一次只能吃 2、3瓣，健康成

人建議 2-3 個人分享一個即可。

中秋烤肉都以肉類、海鮮為主，

纖維質往往攝取不足，應首選筊白筍、

菇類、青椒、絲瓜等高纖蔬菜作為烤

肉食材，建議可將富含維他命 C水果

切片，搭配生菜夾烤肉片食用，不僅

抗氧化又能幫助消化；烤肉時切記多

刷一遍烤肉醬就多 15 大卡，建議可自

製低卡烤肉醬，以當季水果入醬，例

如：蘋果、鳳梨、奇異果等加上蔥末、

蒜泥、白蘿蔔泥、香菜、白醋、檸檬

汁等天然食材等。如果嫌自製醬料麻

煩，也可以將烤肉醬加入等比例的開

水稀釋使用，以降低鹹度；不建議事

先醃漬肉品，以免食材吸附過高的鹽

分，月圓人團圓，要吃得健康才是上

策。

簡易感官認知功能訓練，亦為動能保健的模

式之一，可以讓長者重建自信心，提高其專注力和

反應，提供長者人際互動及娛樂分享，最終期望能

延緩老化。此一功能訓練在恆安推動成效良好。您

瞧！長輩多麼開心。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的生理、心理、社會角

色會有所變化，儘管老化的過程並非疾病，但常會

帶來許多身體的不適，造成老年生活上的不便、自

我價值感低落，使生活品質下降。因此，我們藉由

功能訓練，來強化長輩感官認知能力。

◎活動目標

1.	提供長者安全、身心放鬆和閒適的環境。

2.	給予長者愉快的感官知覺刺激經驗及娛樂。

3.	促進長者對環境的探索和溝通管道。

4.	讓長者重建自信心，並提高其專注力和反

應。

5.	讓長者與照顧服務提供者及其他住民建立互

信關係。

6.	減低個人的緊張情緒和一些行為問題。

◎活動內容

1. 活動項目：看一看 (色彩 )、想一想 (圖形 )、

聽一聽 ( 聲音 )。

2. 教具準備：準備各式色紙，裁剪出心型、星

型、三角形、多邊型、圓型等不同大小圖形，

以色彩對比原則連結成串，底端加上鈴鐺，

做成感官刺激訓練教具，另外，準備幾個空

寶特瓶 (500ml)。

◎活動方式

1. 各樓層：將教具吊掛於每位住民房間，平時

　工作人員利用此教具與住民互動，增加感官

　認知刺激，同時亦可美化居住空間。

2. 復健治療室：將教具吊掛於治療區內，治療

　師可以請長者手拿寶特瓶輕敲教具上指定顏

　色的鈴鐺，或是重複選取特定顏色、圖形請

　長輩協助輕敲，訓練感官認知與手眼協調、

　或由長輩兩人一組計時比賽，看誰敲的次數

　多。

很多長者有視力衰退現象，其原

因很多種，最常見的是老花眼、白內

障、黃斑點退化等。

老花眼：老花是正常的老化現象，

看近距離事物時，就比較吃力。如：

小字看起來模糊不清，或穿針線孔不

容易穿過，戴眼鏡是最佳的方法。

白內障：眼睛就好像相機，晶狀

體像鏡頭。這是因晶狀體變得混濁，

導致視力障礙的一種疾病，視網膜的

視力質素因而下降，嚴重時會引發併

發症，例如：青光眼及虹膜炎，甚至

失明。

白內障的成因：白內障是老化過

程的必然現象，亦會因為其他因素引

起，例如：長期眼疾、眼部創傷、藥

物如腎上腺或先天因素等。

如何預防白內障：應避免眼睛直

接暴露於紫外線中，外出時應配戴防

紫外線的太陽眼鏡。

白內障的治療：最有效的治療方

法，是手術割除渾濁晶體，再植入人

工晶體，可恢復視力。

青光眼：青光眼是指眼球內壓力

過高所導致的數種疾病總稱，若不治

療，可能導致永久性失明。

黃斑點退化：黃斑點退化是因老

化引起的，無法根治，可為長者配戴

合適的眼鏡或利用放大鏡，以改善視

力。

如何保持眼睛的健康：

補充眼睛營養：可以多吃富含維

他命A的胡蘿蔔、菠菜、蕃茄等蔬果，

研究證明葉黃素與魚油是兩種唯一可

進入眼睛黃斑部的營養素。

適當的眼睛休息：建議在閱讀書

報或看電腦時，每 30	分鐘至少要休

息 5分鐘，轉轉眼球讓眼睛放鬆。

個人衛生及加強眼周血液循環：

注意個人衛生及雙手清潔，可熱敷促

進眼周血液循環，如果眼睛出現浮腫、

乾癢、疲勞等症狀，應先冷敷緩解症

狀後再熱敷。

戴抗 UV 效果太陽眼鏡：眼睛經

常接受紫外線照射，會引起水晶體中

的水分及蛋白質變異傷害眼睛。要確

認太陽眼鏡是否具有抗 UV 效果，可

以到眼鏡行用儀器測試。

配戴適當的眼鏡：發覺視力變差

時，應請眼科醫生檢驗，要配戴適當

度數的眼鏡。

運動給眼睛伸懶腰：	視神經是末

梢神經，坐久了，伸一下懶腰，有助

於眼睛保健。

適當的光線：在閱讀或工作時，

保持適當的光線，可保護視力。

兆如營養師／馬家蕙

恆安物理治療師／李幸穎

兆如安養部護理師兼督導／龔素瑛

促進長者互動重建自信感官認知功能訓練

長輩開心接受輔療，訓練感官認知與手眼協調。

蛋黃月餅膽固醇含量較高。

享用月餅應避免攝取過多熱量，以保健
康，圖為兆如馬家蕙營養師 ( 左 ) 與詹世
華小姐，提出專業的建議。

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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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老人服務中心 陽明老人公寓

是老年生活的好所在
7 月 26 日上午，突然「砰！」一

聲，以為發生什麼事？在驚訝的轟動

聲中，揭開文山老人服務中心「繽紛

氣球班」開班的熱鬧場景。阿公、阿

嬤趁著放暑假帶著孫子、孫女，在充

滿刺激與興奮的氛圍中，激起無比的

驚喜與快樂。

本中心邱昭琪督導說：「氣球有

很特別的個性：廉價的、易破的、很

快就會變小消逝，但它也是多變的、

活潑的、充滿喜樂與熱情，很快就會

讓笑聲圍繞在身邊。」

走進文山老服的教室裡，映入眼

簾的是小小的一個氣球，竟然吹出一

門大炮、一把劍、摺出一隻狗，使得

班級內貴賓狗、臘腸狗到處跑，而古

堡裡的騎士也拿著寶劍找人決鬥，這

些想像力引領著我們看到夢想與現實

的交會點擦出超級火花！真棒呀！

在這個充滿快樂的環境中，在老

師仔細教導下，利用大手拉小手的功

力，一起築出祖孫夢想的繽紛世界，

大家在這個世界裡找到歡笑，找到共

同的語言，找到聯繫越來越深的感情，

還可以回家後帶動全家摺氣球，給全

家帶來愉悅、溫馨與幸福。

文山老人服務中心下半年長青

課程已經開始招生了！歡迎居住臺北

市，年滿 60 歲的長者來電洽詢：02-

2234-4893，文山老人服務中心地址

在文山區萬壽路 27號 6樓（市立圖書

館萬興分館樓上）。

台北風景名勝陽明山的半山腰上

仰德大道四段，公車站牌山仔后派出

所正對面頂好超市 3至 6 樓有一處公

設民營的陽明老人公寓。長方形透天

建築，內部採光充足，空氣新鮮，很

適合老人居住。凡能生活自理，健檢

符合規定的老人，均有資格進住。機

構內常安排適合老人的活動，樓上樓

下左鄰右舍，談的來的不妨天南地北

嗑嗑牙。

筆者膝下有一男、二女，都已成

家，內外孫有六男、一女。我個人觀

念平常不求第一，只求安分守己，不

做社會害蟲就好。慶幸兒孫一帆風順，

各自完成高等教育，進而有三碩士、

一博士，均已成家立業。個人公務員

退休後，經好友推薦當過民營公司經

理，慈濟功德會志工先後 20 餘年。

現今衛生進步，醫藥發達，國民

健康狀況均佳。為免拖累子女，自找

出路，幸遇貴人介紹陽明老人公寓，

於是上山實地觀察，看來適合安居，

隨即準備應有的資料，開幕時應邀參

加。禮畢隨即遞交申請證件，很快就

獲准進住。

88 年元旦假期，在兒女協助下遷

入。當時女兒還以為老爸要入監服刑，

眼淚直流，勉強應允入住半年看看。

一晃眼已邁入第 15 個寒暑，我這個老

爸仍然健步如飛，確實不是嫌棄子女

孝道不夠被逼走的。在目前社會各行

各業互相競爭之下，安養機構也更加

進步完善。陽明老人公寓，是我居住

最佳的「好所在」。

個人多年來體驗，已了解「活動」

兩字的意義，所以只要心力許可就報

名參加各種機構內的活動。活到老，

學到老，收穫良多。人老了切勿太閒，

找事做做調劑精神，腰酸背痛自然遠

離。千萬不要怠惰，貪圖享受。個人

的見解是否符合大眾的想法，尚請多

多指教，並祝大家喜樂平安 !

為表達對老人的關懷，世新大學

終身教育學院二胡班結合新店國樂推

廣協會、隆中草廬及台灣科技大學筑

軒國樂社等國樂社團，7月 24 日到兆

如安養護中心舉辦「師生千迴百折二

胡聲慈善音樂會」公演，悠揚的音符

溫暖了 200 多位參加音樂饗宴長者的

心靈。

音樂會於下午 2 時 30 分開始，

先由兆如安養部蔡銀主任致詞，感謝

參演團體的愛心付出，為長者帶來歡

樂，並代表胡世賢董事長致贈感謝狀

給參演團體。

接著，由新店國樂推廣協會國樂

團率先登場，合奏「包青天」揭開序

幕，國樂樂音抑揚頓挫，歌頌一代良

臣包拯不畏權勢懲奸除惡的史蹟，令

人讚嘆；世新大學二胡一、二、三班

學員初試啼聲，分別上台演奏「太湖

船」、「雨夜花」、「田園春色」等

樂曲，獲得如雷掌聲。

台灣科技大學筑軒國樂社也上台

演奏「少年時代」，絲竹聲聲入耳，

讓長者時空倒流，回到少年時代，沈

緬於年輕歲月。

隨後，世新大學二胡班指導老師

隆中隱先生二胡獨奏「櫻日和」，由

溫翠虹小姐伴奏，把二胡高難度的演

奏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引起長者的

共鳴，紛紛鼓掌叫好，高喊 Encore( 安

可 )，掌聲不斷，真感動。

這場國樂饗宴在蔡炫沅老師、楊

千漫老師壓軸演奏「桃花過渡」後謝

幕，畫下完美的句點，曲終人散，長

者都依依不捨離去。

文山老服行政／葉怡伶 陽明老人公寓／陳端和 爺爺

兆如公關專員／潘明賜

阿公、阿嬤與得意的作品合影。
阿嬤們吹出騎士寶劍及貴賓狗
等造型氣球，自得其樂。

陽明公寓元宵佳節長輩猜謎，好不熱鬧。

世新二胡班兆如慈善演奏

兆如安養部蔡銀主任（右）與世新進修
教育中心程念慈副主任（左）、隆中隱
老師（中）合影，背後為客串演奏的新
店國樂推廣協會國樂團。

世新大學二胡班「師生千迴百折二胡聲
慈善音樂會」在兆如登場，吸引眾多長
者如痴如醉觀賞。

關懷長者

中華民國歌舞藝能服務人員職

業工會聯合總工會北原山貓等多位藝

人，7月 17 日由朱總監帶領，蒞臨本

中心義演精彩的歌舞秀「102 溫暖您

我心」，由林秀霞院長陪同，與長者

慶生同樂，長者都充滿歡笑與快樂。

為了籌備這場歌舞秀，兆如動員

安養及養護部門的社工，包括：養護

部社工副組長簡文政、社工鍾岱容、

張巧柔、羅淑娟及安養部社工蕭永信、

彭恩寧等人布置場地，並逐一護送長

者進場觀賞。

首先進行慶生會，許君強副院長

邀請林院長致詞，為活動做了開場，

也給予長者們生日禮讚，並邀請壽星

長者代表一同許願，一起切生日蛋糕，

分送給現場的每位長者共享。當長者

享用著美味的蛋糕時，動人的節目就

展開了，一連串扣人心弦的歌舞演出，

包含廖雲嬌、周怡泰、林來法老師的

歌唱表演等等，長者都聚精會神觀賞，

露出快樂的笑容，最後壓軸好歌在藝

人北原山貓帶著長者及社工一起大合

唱的悠揚歌聲中，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兆如養護部社工副組長／簡文政

林秀霞院長（左）代表胡董事長致贈感謝
狀給藝能總工會，由朱總監代表接受。

藝能總工會藝人赴兆如表演歌舞秀，吸引
100 多位長者觀賞。

藝能總工會歌舞秀歡愉兆如長者

炮繽紛氣球班開    祖孫同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