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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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水源路 187 號
電話：(02)2332-7973
傳真：(02)2309-4790
網址：www.hangan.org
email：wh.187@hangan.org

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
地址：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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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admn@hangan.org

臺北市陽明老人公寓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格致路7號3樓
電話：(02)2861-9296
傳真：(02)2861-9430
網址：www.hang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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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keelung@hang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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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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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瓊姿祇合在瑤台

誰向江南處處栽

雪滿山中高土臥

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依疎影蕭蕭行

春掩殘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無好詠

◎廈門鼓浪嶼聯

霧鎖山頭山鎖霧，天連水尾水
連天。

這是廈門鼓浪嶼魚腹浦聯，本
聯可以倒讀，是一極為巧妙的
對聯。

◎西湖三潭印月聯
客中客入畫中畫，樓外樓看山
外山。

本聯也可以倒讀與前聯有異曲
同工，極為巧妙。

◎成都望江樓聯
望江樓，望江流，望江樓上望
江流，江樓千古，江流千古；
印月井，印月影，印月井中印
月影，月井萬年，月影萬年。

望江樓，在四川成都東門外
錦江南岸，萬里橋以西，是唐代
詩妓薛清的古居，旁有薛濤井，
據傳清代有江南名士登臨望江樓
時寫出上聯，苦思不得下聯，直
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時，四川一
位青年名士因薛濤井旁刻有「古
印月明」題字的啟發，始對出下
聯，真是奇妙的巧對。

◎清朝宰相葉相哥巧對
白扇畫梅日日迎風梅不發，鞋
頭繡菊朝朝踢露菊難開。

據聞福建省福清縣有一個人，
叫葉相哥（真名不知），高中狀
元，平步青雲，做到宰相。平時勤
讀經書、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快進
京考試前，某日在鄉間小路背誦詩
詞時，被一個白髮蒼蒼、紅光滿面
的老翁攔住，出一首詩詞要他作
對，否則不准走過，其詩句即「鞋
頭繡菊朝朝踢露菊難開」，葉相哥
始終無法對著，但老翁還是讓他過
去，沒走幾步葉相哥回頭看時，老

翁已經消失不見了，覺得很奇怪，
就將這句詩詞牢記在心裡。

後來，葉相哥進京考試，考中
三鼎甲，主考官將三鼎甲三位考生
提報皇帝，讓皇帝圈選狀元，皇帝
端坐於龍椅上，手拿畫滿梅花的白
扇，但畫中梅花都含苞沒有開放，
皇上隨口念出一句「白扇畫梅日日
迎風梅不發」，叫三人作對，葉相
哥即刻念出「鞋頭繡菊朝朝踢露菊
難開」，因此，高中狀元，一路做
到宰相。葉相哥在鄉間故事很多，
這是其中最奇妙的一則。

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安養部住民／九七黃老爺爺

鬥陣和詩

名聯巧對四則

秋天的腳步輕輕地靠近了
街角的欒樹悄悄地換上鵝黃色的秋裝  抹上淺嫣紅的脂粉
拂過髮梢的微風  也不經意地留下絲絲的涼意
石階旁的野薑花
更低調的釋放她鬱鬱的風采
秋天是溫暖的季節
因為季節的交替  關心的噓寒問暖變多了起來
秋天是低調奢華的季節
因為映入眼簾的景色
藉著大自然的畫筆
盡力的展現冬季來臨前的暖系色彩
秋天更是浪漫的季節
吟詩作畫的靈感
藉著善感的秋意  牽動了有情人的共鳴
我們總以為  想要的幸福遠在光陰的對岸
其實  幸福就藏身在這流年急景中  從未遠離
只有懂得珍惜的人  才能把握隨手可得的每分感動與幸福!

綠葉與紅花，相互輝映。

   步韻
原題             九七黃老

冰肌玉骨列瑤台

卻見江南處處栽

疏影橫斜真絕唱

暗香浮動自然來

微雲淡月皆若夢

鮮蕊殘苞頃付苔

誰個能如山間叟

吟成梅信雪中開

秋意‧暖心藝文天地

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督導／林素雲

收據編號 日期 捐  贈  者 現 金 物  品  名  稱 數 量 處理情況及用途

003016 103/7/27 大川大立數位影音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存入專戶(一般捐款)
003023 103/8/11 黃美云 紅茶 136杯 103/8/11送至兆如院區養護部，供院內長者食用。

以上是71期錯誤更正
003030 103/9/1 社團法人臺北市元太慈愛人文推廣協進會 柚子 128粒 103/9/1送至文山中心提供「失能長者送餐方案」之長者年節加贈水果食用。
003031 103/9/4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秋節禮盒 90盒 103/9/4送至兆如院區，提供院民中秋佳節食用。
003032 103/9/4 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幼宮 中元祭品(乾糧) 103/8/22送至居家院區，提供有需求之個案長者使用。
003033 作廢

003034 作廢

003035 103/9/9 無名氏 1,000 存入專戶(一般捐款)
003036 103/9/19 天理教心和佈教所少年會「愛心一元會」 餅乾 10箱 103/9/19送至基隆院區，供長者下午茶點心食用。
003037 103/9/22 鳳聯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毛巾 125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38 103/9/22 張庭樺、郭惠玉、張美玉、肯娜 毛巾 7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39 103/9/22 李文興 毛巾 10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0 103/9/22 謝瑞玥 毛巾 4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1 103/9/22 王秀鳳 毛巾 1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2 103/9/22 范漢全 毛巾 4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3 103/9/22 蘇雅芬 毛巾 2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4 103/9/22 蘇雅慧 毛巾 2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5 103/9/22 蘇雅青 毛巾 2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6 103/9/22 蘇明德 毛巾 2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7 103/9/22 蘇峻弘 毛巾 2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8 103/9/22 邱麗鳳 毛巾 10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49 103/9/22 邱麗琴 毛巾 5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50 103/9/22 邱詩婷 毛巾 5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51 103/9/22 唐皓晟 毛巾 2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52 103/9/22 周克任 毛巾 2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53 103/9/22 林素雲 毛巾 4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54 103/9/22 陳美蘭 毛巾 20條 103/9/22送至基隆院區，供公費低收長者使用。
003055 103/9/26 李陳麗徽 1,200 存入專戶(一般捐款)
003056 103/10/05 冠昱人文慈善基金會 香醇燕麥奶(850g) 24罐 103/10/5送至基隆院區，供長者食用。
003057 103/10/05 俞秀真 2,000 存入專戶(一般捐款)
003058 103/10/06 黃美華 10,000 存入專戶(一般捐款)
003059 103/10/06 葉明諺 襪子 30雙 103/10/6送至基隆院區，供長者使用。
003060 103/10/10 月台國際有限公司 拐杖 20個 103/10/10送至基隆院區，供長者使用。
003061 103/10/14 蕭業中 237 存入專戶(一般捐款)
003062 103/10/21 紅坊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8,000 存入專戶(一般捐款)
003063 103/10/24 鄒杰穎 200 存入專戶(一般捐款)

製表：周明慧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 長期照護型 )   1 0 3 年度接受外界捐贈明細表 (9、1 0 月 )

臺北市陽明老人公寓住民／吳傳海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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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頒獎典
禮10月8日下午在中山堂隆重登場，由
馬英九總統親臨頒獎，其中最受矚目
的是2位年過九旬的獲獎者，分別是以
漆藝獲得「保存傳承類」的王清霜先
生與傳承京劇藝術一輩子，獲得「終
身成就獎」的戴綺霞老師。

戴老師是本中心的住民，她獲
得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是兆如之光，
本中心全體住民及員工均感到與有榮
焉，恆安照護集團胡世賢董事長、本
中心安、養護部蔡銀主任也到場祝
賀，並送上巧克力捧花祝賀，戴老師
笑得好開心。

馬總統致詞時指出，參觀廟宇
時常問兒童「媽祖幾歲？」「媽祖和
關公誰年紀大？」文化如何透過廟宇
與傳統信仰結合，是值得觀察與重視
的。歷史是一條長河，不能間斷。活
化古蹟才讓城市真正「活」過來，讓
居民真實感受到文化的傳承力量。

雖然已有96高齡，但戴老師還
是寶刀未老，一出場儀態氣勢萬千，
以身上的紅披巾帶水袖來一段清唱，
唱畢，她激動地說：「這個獎，讓我
好高興噢！我一直想要怎麼表達，但
我學問太「高」，想不出來，想了半
天，有了兩個字：謝謝！」她的臨場
幽默讓全場鼓掌大笑。

擅於京劇蹻功的戴綺霞老師，
堅持「不穿高跟鞋，不會走路」，即
使年紀大了也不改。她笑說：「老覺
得自己沒有這麼大歲數，但在有生之
年，總希望把身上這點技藝留下，這
是今生今世要做的。」在頒獎典禮
上，她誓言要活到100歲，還發願：
「等我100歲，我還要粉墨登場，唱給
所有愛戲的、唱戲的、看戲的一個好
榜樣，因為我熱愛京劇，京劇是我的
第二生命。」

戴老師透露，18歲在上海學戲，
老師誇她「眼神好、唱得好」，教她
一齣《馬寡婦開店》，首演連演7天，
場場滿座，這齣戲也成為她的拿手好
戲。典禮當天，她請愛徒朱民玲代她
上場演《馬寡婦開店》，她在台下陪
貴賓觀賞，臉上盡是滿足的笑容。

我們知道，戴老師出身京劇世
家，打娘胎就開始聽戲，自小學戲、
唱戲，專攻刀馬旦，經典代表作品為
《紅娘》、《貴妃醉酒》、《馬寡婦

開店》、《穆桂英掛帥》，即使晚年
住進本中心也沒閒著，索性在本中心
開班授課教唱戲，讓同住的爺爺、奶
奶們同享京劇之樂，每隔幾年還舉辦
公演，粉墨登場。

她的精神值得我們晚輩欽佩。文
化部龍應台部長在致詞時也說，這個
獎是最接近國民記憶、最接近泥土且

最樸素的力量，這個獎項是國家對他

們的致敬，也是感謝所有得獎者對這

塊土地的灌溉。

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安養部社工員／蕭永信

兩岸京劇泰斗戴綺霞老師榮獲終身成就獎
第 3 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馬總統頒獎

在長期照顧機構中，照顧服務員
的角色十分重要，他們是第一線的服
務人員，細心照顧、耐心呵護長輩，
讓家屬安心地把長輩交給機構。恆安
照護集團的7位照顧服務員在「103年
度優良照顧服務員表揚計畫」中，從

眾多的照服員裡脫穎而出，10月1日
在恆安施月真主任、恆安居家胡乃元
主任與兆如林秀霞院長陪同下，參加
「103年銀髮服務表揚大會」，由郝龍
斌市長親自頒發獎盃、獎狀鼓勵。

獲獎的服務員分別為：恆安的蔡
慧玲照服組長「資深敬業
獎」、兆如養護呂秀玉照
服組長「服務優良獎」、
兆如養護范良訓「外籍服
務優良獎」、恆安居家吳
秋冬、黃金菊、蔡佩婷與
馬靜宜「居家服務優良照
顧服務員獎」。

慧玲是工作年資超過
8年的資深照服組長，對
於長輩認真照顧，曾有遇

到長輩突然有意識改變，幸好慧玲即
時反應，以CPR急救，讓長者恢復意
識，家屬十分感謝。

良訓是越南華僑，平日認真工
作，下班後自行到國小補習進修中
文，成為主管與外籍同仁溝通的橋
樑。

秀玉服務年資2年，因為主動積極
的服務態度、熟練的照護技巧被提拔
為照服組長，細心照顧每位長者，其
中一位原本跌倒骨折，後來因為秀玉
的悉心照顧，進步到現在能使用助行
器行走，家屬由衷的感謝。

秋冬運用照顧技巧幫助中低收的
爺爺在家訂定復健時刻表，在她的耐
心鼓勵與指導下，爺爺終於達成了可
以自己推著助行器到華西街吃滷肉飯

的心願。
金菊知道阿嬤喜歡自己上市場，

但現在行動不方便，她會耐心陪伴阿
嬤逛市場，而阿嬤近日牙齒不好，她
也會協助阿嬤煮些較軟的東西，方便
她咀嚼吞嚥。

佩婷對於失智長者很有耐心，曾
經在服務中發現有瓦斯外洩的情形，
趕緊通報，確保爺爺的生命安全。

靜怡在服務有特殊病況的長者
時，特別考量到該長者的營養狀況，
讓長輩能享有營養美味的餐食。

感謝恆安照護集團這群優秀的
照顧服務員，讓在社區或機構的長輩
都能夠享受到優良的照護，如果您願
意，也誠摯的邀請您一同加入我們的
行列，為長輩照護盡一份心力。

優良照顧服務員表揚

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社工副組長／彭恩寧

恆安照護集團 7 人榮獲郝市長頒獎
照護走廊

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馬總統主持頒獎
典禮，小圖為戴綺霞老師與粉墨登場的
得意弟子朱民玲等人合影。

戴綺霞老師榮獲馬總統頒發國家文化資
產保存獎之終身成就獎。

優良照顧服務員表揚，郝龍斌市長頒獎，恆安集團
是大贏家，有 7人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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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之道

活到老 學到老

進入恆安集團工作，成為恆安人已屆滿一

年，去年初到兆如養護部任職護理長時，正面

臨社會局及衛生福利部的評鑑在即，同仁們緊

鑼密鼓、挑燈夜戰準備相關資料，那是一段迎

接挑戰的日子，因為大家全心投入與身為恆安

人的使命感，我們延續了評鑑優等的殊榮。認

真、投入、越挫越勇、不怕困難向前衝的一股

勁兒，是我對恆安人的第一印象。

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與將近260位長輩們
朝夕相處，長照機構與住民的互動關係模式，

與我在急症醫院任職時的護病關係是截然不同

的，我改變了舊有的觀念來與這些老寶貝們相

處，試著以家人的角色來探索他們日常生活中

的種種需要，包括身、心、靈。越貼近就會越

了解；越了解，心就會越柔軟。

當你用心感受到他們不只期待能溫飽，而

是希望有家人般親切的笑容陪伴吃進每一口飯

菜時，你就會耐著性子陪著他好好的用餐。高

樓的金碧輝煌比不過晨昏的噓寒問暖，餐餐山

珍海味比不過共桌的溫馨陪伴。    

恆安集團的經營宗旨是為長者創造「安

全、尊嚴、充實、快樂」的生活，每位恆安人

就是這個宗旨的執行者。恆安集團的成員是由

多種國籍組成，因為語言及文化背景的不同，

所以我們更用了許多心思來教育及培養屬於恆

安的人文文化，為了落實恆安的理念，我們希

望透過影片及畫面來記錄每個溫馨的觸碰與感

動，讓每位最基層的成員躍身為影片主角，用

他們工作的片段串連起在恆安的故事。

「恆安的故事part- 1」影片在基隆恆安照
顧服務員會議首次播出時，我看到了暗地裡頻

頻拭淚的雙手，也親見每一位本、外籍同仁聽

到長輩們一聲聲誠摯的「謝謝你!」當時，都
紅了眼眶。因為曾經用心付出，所以當下充滿

感動，因為每日身在其中與長輩們共同生活，

所以面對這樣微小的心靈交流，內心的感受便

宛如波濤洶湧。

「恆安是我家，成就靠大家」這不是口

號，而是對恆安集團的認同，更是對每位老寶

貝的終身承諾。

在「1999與2005年臺灣老人跌倒狀況之比
較」這篇研究報告中發現，臺灣地區老人跌倒

標準化盛行率，由88年的18.7%增加至94年的
20.5%；其中跌倒原因有4成為外在環境，5成
為個人因素。

外在環境與個人因素包含1.踩或踢到地
上的東西；2.地板太濕滑；3.燈光照明不足；
4.浴室缺乏把手等因素；個人因素包含：1.突
然頭暈或眼前一片漆黑；2.突然大腿無力不
支；3.突然胸痛、心悸或喘不過氣來；4.視力
不好看不清楚。

而內在因素包含：1.個人特性；2.健康狀
態；3.身體功能；4.精神狀況；5.急性病症；
6.藥物使用。所以，當家人在照顧長者時就必
須謹慎了解每位長者的疾病問題、用藥情形的

正確性或者家中物品的擺設、走道的動線與輔

具的相關使用，藉此減少長者在家中走動或運

動時可能發生跌倒的機率。

就環境因素來說，長者在家中，行走的動

線切勿有太多擺設，應隨時保持地面乾燥，牆

壁需設有穩固欄杆，以便長者抓握，常使用的

日常生活用品，例如:眼鏡、電話、衛生紙、
溫(冷)水、緊急鈴、通知鈴、夜間用便盆椅、
拐杖(輔具)或藥物應擺在容易拿取的地方，平
常穿著適合的衣褲和防滑的鞋子。

個人因素來說，當長者睡醒要下床前，可

先在床上做伸展彎曲四肢活動讓關節柔軟不僵

硬，讓頭腦清醒不遲鈍，再起身坐在床緣，並

確認有無頭暈或身體不適症狀再起身行走，如

在活動或運動時如有頭暈、噁心、臉發白或血

壓上升臉部潮紅，應立即坐下休息，並請家人

協助幫忙，睡前先上完廁所，夜間減少上廁所

次數，如因習慣或疾病原因，建議床邊使用便

盆椅。

如果長者還是發生跌倒的情形，建議家人

以兩種方式處置，「一般處置」為先確認長者

意識，如清醒再確認有無骨折(或疑似骨折部
位)，如有骨折做簡易固定，再自行送醫或通
報119送醫治療；「緊急處理」如為無意識則
勿輕易移動長者，馬上通報119並立即執行心
肺復甦術、止血，直到救護人員接手，固定頸

椎穩定搬運送醫。

本中心的住民或家中獨自居住的長者，隨

著年齡逐漸的增長、體能的衰退、老化與疾病

的發生，可能會造成晚年跌倒，開始臥病在床

無法恢復，因此，我們更需了解會造成自身跌

倒種種原因與危機意識，並加強長者平衡、肌

耐力與日常生活活動的訓練，避免跌倒意外的

發生，讓長者可以享受安全祥和的快樂生活。

園藝輔療最早的歷史可回溯至2000多年前，埃及人讓精神
病患從事園藝生產，發現有其療癒效果。

種植過程中，植栽的顏色及釋放出來的氣味與外在的質感

等，對人體有刺激作用，可以消除疲勞和減輕壓力、鬆弛身心

與控制情緒。透過〝玩〞的方式，「讓植物來療癒人！」，例

如：種植「左手香」，在撫摸及嗅聞植物的過程，可以喚起長

輩記憶中的香味。

80歲的張奶奶罹患失智症2年多，有種植植物經驗，她開
心的和長者們操作植物扦插、組合擺盆、魔晶土盆栽與園藝小

卡等作品。77歲的劉奶奶有中度失智症，記憶力與睡眠明顯變
差，有人際退縮的傾向，在園藝輔療操作上，有長足的進步，

可於課程中專注20分鐘左右，能慢慢寫出自己的名字。
Hoe和Thompson (2010)指出，失智老人需要參與感及自我

價值感，當長者參與活動時，會變得較為活躍，並獲得與照顧

者談話機會，即便以後他們無法記得活動內容，卻能夠談論活

動中所獲得愉悅、滿足的知覺。(吳樺姍、林麗禪，2009)
園藝輔療活動可豐富長者生活內容及提升自我價值感，從

植物的栽種到採收的過程可以提供聽覺、觸覺、嗅覺、視覺及

味覺的五種感

官刺激，讓失

智長者的注意

力集中在正向

事物上，並透

過團體互動，

對於長者心理

層面頗有助

益，進而體驗

生命延續的意

義。

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督導／林素雲

臺北市陽明老人公寓住民／高正南爺爺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復健中心物理治療師／朱家德

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養護部社工師／黃詩嵐

   拈花惹草
            療癒失智長者心房

復健掃描

   跌倒萬萬碎 謹慎行萬年

恆安的幸福 透過畫面傳達

長者觀賞恆安的故事影片，眼眶泛紅。基隆養護大樓照護團隊陣容堅強，既認真又投
入。

奶奶展示得意的盆栽作品。

94年5月20日，我進入陽
明老人公寓，至今已快滿十週

年。因為年事已高，已屆87歲
高齡，身體機能衰退很多，以

兩眼、雙腿功能衰退最明顯。

不過，我仍能處理個人

家務事情，也能搭免費公車去

醫院看病、外出遊玩或親友集

會，還可以看報紙、看電視、

玩電腦等工作，保持活到老學

到老的精神，期望能多了解一

些現代化新科技的新知識、新

思想。

我的追求幸福之道為：

1 .心情愉快；2 .生活正常；
3 .飲食新鮮；4 .運動適中；
5 .謹言慎行；6 .言行合一；
7 .行為忠誠 (害人之心不可
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104年春節，個人自製春
聯「誠實、惜緣及惜福，而能

健腦又健身。」貼

在個人房門上，作

為自己為人處事理

念。

在此特別感

謝本公寓員工們

(青年朋友)多年來
天天熱心照顧我們

(老年人)的生活起

居事務，但願平靜的、平淡的

頣養天年。
編者按：

陽明公寓確實是個適合

老人居住的好地方。住在公寓

的住民徐紹憲爺爺在64期投稿
的文章中指出，這裡的氣候夏

天涼快，冬天不至於嚴寒；空

氣清新、交通方便，日子過得

很愜意。

佇立陽台，眺望紗帽

山，形狀像似日本富士山，眼

前的紗帽山一片綠意盎然，景

色實在太美了。陽明公寓的地

點實在太棒了，它的周邊環境

都是後花園。

陽明山還有許多好玩地

方，擎天崗、坪頂（台北奧萬

大）、聖人瀑布等處，都令人

賞心悅目。

陽明老人公寓母親節慶祝活動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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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退休的教師，也是個胃癌患

者，在私立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由當時的院長吳志雄醫師、副院長劉

正典醫師、血液腫瘤科主任戴承正醫

師的醫療團隊視病猶親主持下，於民

國92年11月10日做「根除性胃全切除
手術」，9天後出院，隨即住進兆如靜
養至今。

儘管患有高血壓、痛風及糖尿病

等宿疾，但在兆如安養部的護理團隊

及社工人員用心照顧下，迄今除定期

回診外，並沒有發生任何不舒服的症

狀。

人生無處不是道場，我們要學

習：「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

放下它」的生命禪學。白髮蒼蒼終難

變，黃金資產不可得。遍閱人情，始

識慈悲之為貴；遍嘗世味，方知淡泊

之為真。

年邁不是老去，而是優雅的熟

年。八分飽、兩分助人真好。凡事八

分足，分享兩分福更美好。信仰與奉

獻，讓我的生命老而彌堅，圓融人

生。

人生的價值在於使命感，煩惱是

自己找出來的。＜靜思語＞說的好：

「有困難就是能力不夠，有麻煩就是

方法不對。」為人處世有時「難得糊

塗」比「自以為聰明」來的好過，人

生就是不斷的學習、轉念、借鏡，面

對人為因素的困境時，試著讓自己變

成麻糬。任憑別人搥你、捏你，任憑

環境磨你、撞你，麻糬依然是一個完

整的存在；雖然感到委屈難受，但這

些只是外型的改變，意志和原則並未

屈服。

進而言之，「一念心」影響我

們一生。我們無法改變人生，但可以

透過「一念心」改變人生觀；我們無

法改變環境，但我們可以透過「一念

心」改變心境，來調整適應一切環

境。

在佛教慈濟宗門的字典裡沒有

「苦」字，也沒有「難」字，人人都

「幸福」 、人人都「美滿」。人人都
說「感恩」！「感恩」再「感恩」。

我們要身體健康，必須常服用養心八

珍湯。養心八珍湯有八味葯丸：1.慈
愛一片。2.好心腸二寸。3.正氣三分。
4.寬容四錢。5.孝悌常想。6.老實適量
7.奉獻不拘。8.回報不求。

「獨居老人」一詞常見於新聞

媒體，泛指其貧困窘迫、孤苦無依，

或遭受不當照顧等，日前亦有報導指

出獨居老人在租屋市場上所遭遇的歧

視與困難，包含年齡歧視、健康顧慮

等，反映了此種社會上先入為主的迷

思。

其實，會成為「獨居」，實有其

多元成因，最常見的包含配偶離世、

子女於外地工作或是個人早年之人生

規劃(不婚不育)等。在強調家庭仍負
優先照顧義務的基礎上，以臺北市而

言，「獨居老人」亦有其定義如下：

◎ 年滿65歲以上，單獨居住本市,且無
直系血親親屬居住本市者，列入獨

居。但若長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

不在此限。

◎ 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
狀況，且無直系血親親屬居住臺北

市，列入獨居：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 同住家屬1週內有連續3天（含3
天）以上不在者，列入獨居，但

間歇性不在者，不予列入。

＊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
顧契約關係者。

◎ 夫與妻同住，均年滿65歲，且無直
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列入

獨居。

依上述定義，目前臺北市的獨居

老人數已近6,000位，在文山區亦將近
500位。

作為在地老人服務的推動與領

航者，由恆安照護集團受託經營的文

山老人服務中心即秉持著「文山是我

家」理念，致力推動各項社區照顧。

配合政府既有資源，提供列冊獨居老

人電話問安、關懷訪視，並轉介居家

照顧、送餐到府及緊援系統等服務，

滿足其身、心需求。

在秉持「活躍老化」理念上，文

山老服全年辦理的文康休閒社團、課

程及節慶活動，亦提供獨居老人社會

參與及終身學習的平台，除了政府資

源外，文山老服亦投入社區資源的開

發與連結，值得一提的當屬每年歲末

舉辦「獨居老人關懷園遊會」，在近

50餘個社區夥伴協助下，讓區內的長
輩走向戶外，感受在地文山情。

臺北市文山老人服務中心督導／金敬軒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安養部住民／王炳松爺爺

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養護部營養師／馬家蕙

秋意漸濃！天氣逐漸轉涼，大

家可以發現剛吃飽飯，但是才過半小

時或1小時就開始有飢餓感，這可是
有原因的喔！人類腦部具有體溫調節

中樞，體內具有自發性調節體溫的功

能，隨著氣溫降低大腦會啟動人體恆

溫機制，使散熱減少而增加產熱，因

此就會促使食慾變好，這也就是每到

了冬季許多人不自覺的圓了一圈。

以下教大家怎麼才能開心迎接冬

天拒絕脂肪上身：

▲ 飯前可先喝碗熱湯不僅身體暖和，
也可墊墊胃較不嘴饞，但最好選擇

低鹽蔬菜湯等清湯，勿選擇利用多

種麵粉、奶油調煮的高熱量濃湯或

羹類。

▲ 天氣太涼不建議選擇生菜沙拉，除
了會使身體更偏寒之外，吃完容易

覺得空虛，反而會想吃更多其他零

食點心。

▲ 進餐時宜細嚼慢嚥，延長進餐時
間，人的血糖值從開始吃飯15分鐘
後慢慢上升，30分鐘後會達到高峰
而使人感到飽足感，所以建議進食

時多咀嚼食物，延長用餐時間，減

少進食量，可達預防肥胖的效果。

▲ 多選擇清蒸、汆燙、烤、滷、燉的
烹調方式，例如清蒸魚、蝦等；

如果吃火鍋類，可以選擇香菇、蔬

菜、蒟蒻等天然低熱量食物，加工

食品或是油炸食物就儘量少吃，如

果真的想吃夾個一、兩片就好。 
▲ 如果前一晚因聚會或參加喜宴，攝
取太多蛋白質高油食物時，建議隔

天早上起床先喝一杯700c.c熱水或
熱鹽水請一口一口慢慢喝，勿快速

喝完，並減少澱粉攝取，可選擇蔬

果或果醋來補充纖維質及酵素藉此

幫助排便，如蘋果、大番茄、水果

醋等。

冬天減重是最可以考驗自己毅

力的季節，主要是低溫，身體需油

脂產生熱能、提供溫暖和保護內臟脂

肪，因此會使人想吃油膩、熱量高的

食物；加上冬天可用衣服遮蓋肥肉，

易讓人鬆懈和放縱；但其實也是減重

的好時機，在天冷時多運動和減少熱

量攝取，減重再也不必隨天氣「冬

眠」，反而能增強瘦

身效果，想減重的

您，一起加油吧！

在生活中常常會有一些小毛病

算不上大問題，卻困擾着許多人，便

秘就是其中一種，便秘形成的原因很

多，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來自於運

動不足或是飲食不均衡造成，使得糞

便在腸道中停留太久，一旦糞便中的

水分被過度吸收就無法刺激腸道蠕動

而排便。

在藥品中的瀉劑依照其作用分為

許多種類，其中最常用的刺激型瀉劑

以及滲透壓型瀉劑，以下就先以這兩

種作介紹。

刺 激 型 瀉 劑 ： 作 用 方 式 是

藉由藥品刺激腸黏膜使得腸蠕動

進而造成排便，其中最常見的是

sennoside（THROUGH )或是bisacodly
（Dulcolax）這兩種，第一種sennoside
最早是從番瀉葉（Senna.)提煉出來
的，而番瀉葉就是民間流傳消脂茶的

主要成分，服用sennoside後會刺激腸
壁而造成排便，bisacodly也是同樣的
機轉只是刺激性更強；這兩種藥品在

臨床上都很常見，卻面臨著同樣一個

問題，那就是你的身體會習慣這類藥

品，這意味著隨著用藥的時間越久，

效果會越差，到最後會發現該藥品幾

乎沒有任何用處，甚至會有不服用此

類藥品就無法排便的情況。

滲透壓型瀉劑：此種瀉劑是利用

滲透壓的原理，使得水份可以留在糞

便之中，使得糞便不會乾硬，所以一

般又稱為軟便劑。

最常見的藥品就是

MgO(氧化鎂），服用MgO
後該藥品在與胃酸作用後

會變成鎂離子，藉由腸壁

內外滲透壓的不同，將水

份留在糞便之中，達到我們期望的軟

便效果。而且因鎂離子完全不會被吸

收，所以副作用很少。不過服用此類

藥品也不是沒有缺點，在服用藥品後

若沒有補充足夠的水份，將會使得糞

便中還是沒有足夠的水份，此時藥品

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一旦補充過多

的水量，對於一些心臟或是腎臟功能

不好的人，則有水份滯留的疑慮。

便秘用藥的議題討論至此，身為

一位藥師，我並不是很建議民眾隨意

服用瀉劑來解決便秘的問題，畢竟使

用藥品是比較極端的一種手段，要解

決便秘最好的方法還是尋求營養師的

建議，多吃富含纖維素的食物以及多

運動，每天再喝適量的水，才是解決

便秘的最好方法。（作者為恆安照護

集團董事長特助）

麻糬哲學 畢生受用

生命的故事系列之二

藥師／陳俊穎

養生你和我

健康迎秋冬 拒肥肉上身

醫藥點滴

  便秘常用藥品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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