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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的驕陽，就像父親溫暖的關懷 

在這屬於父親的溫馨佳節裡 

讓我們把愛說出口，將心意化做行動 

滿載深深的感謝與敬意溫暖父親的心        

熱蘭遮謹獻上最誠摯的祝福 

向各位偉大的父親說聲：「父親節快樂！」       
    

 

       敬賀 

 

 

新任社工主管 陳彬弘先生，於 100.8.1 起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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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動態** 
    6/1   安汝老人協會邀請理事長至慈雲社區活動中心進行失智症講座 

    6/4   (1)理事長、財務長、社工于庭及會員參與南瀛社會福利推展協會邀請 

2012 年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與身心障礙朋友座談會，理事長提出建言 

             並獲得蔡英文對失智症的重視及長期照護服務法的支持 

          (2)第八次失智症家屬照護支持服務團體課程 

    6/5   (1)社工于庭與方軒婷老師至成功里社區活動中心宣導失智症講座 

          (2)社工于庭與兩位志工參加銀同社區運動會於忠義國小-義賣及宣導 

    6/8   100 年度聯合學術研討會之記者會於市政府六樓新聞發佈室舉行，市長、 

副市長及諸多長官與議員共襄盛舉 

    6/11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 100 年度台灣失智症聯合學術研討會於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成杏廳舉行 

    6/14  (1)召開 100 年度第三次志工會議 

          (2)理事長與社工于庭拜訪台南市消防局局長，同意本會於消防局主管會 

             報時，進行失智症宣導並安排 4 場基層消防人員認識失智症講座 

    6/17  召開秘書處會議，檢討會員大會活動及工作報告 

    6/16  (1)社工宜慧、于庭參加台南地區身心障礙社會工作人員在職教育訓練 

          (2)理事長與社工于庭拜會署立新營醫院蔡院長，參訪朴子醫院附設護理之

家 

    6/21  理事長與財務長於台南市政府 10 樓東側會議室參加本市無障礙福利之 

          家未來整體規劃之建議座談會 

    6/22  成大醫院附設居家護理所邀請理事長演講「失智症者社會資源簡介」於 

          門診大樓三樓第二會議室 
    6/23  理事長與財務長於台南市政府 7樓社會局會議室參加「無障礙福利之家 

          身心障礙團體聯合辦公室研討會議」-市府欲於 100 年年底收回聯合辦公室 

    6/25  第九次失智症家屬照護支持服務團體課程 

    6/29  社工于庭參加 WAM 第三次籌備會議開會 

    7/2   第十次失智症家屬照護支持服務團體課程 

    7/5   理事長參加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翁裕添君權益受損協調會議於本府 6 

          樓北側 D 室 

    7/6   理事長、林高章常務理事及社工于庭至消防局主管會報進行失智症宣導 

    7/12  召開 100 年度第四次志工會議 

    7/18  (1)財務長與社工于庭至署台南醫院參加「台南市身心障礙者就醫免掛號 

             費」授證記者會 



          (2)理事長、林高章常務理事、財務長及社工于庭拜訪柳營奇美醫院院長 

             研議九月份國際失智症月活動相關事宜 

    7/20  林高章常務理事受邀至南興樂齡中心解說醫療服務及藥物諮詢 

    7/24  第三屆第七次理監事聯席會於東寧路自由空間餐廳舉行 

    7/26  財務長與社工宜慧家庭訪問新會員，了解其現況與需求 

    7/27  (1)財務長參加台南市政府舉辦 2011 台南「公益大躍進-彩券傳愛心」系列 

             活動暨公益彩劵運用盈餘情形說明會並訂於 9/3（六）下午 2 點至五點      

             於孔廟文化園區擺攤義賣及宣導 

         （2）財務長、社工及 2位志工家訪會員莊美子女士、黃生源先生，表達關     

              懷慰問之意 

    7/28  理事長應高雄飛碟聯播網之邀,接受訪問及宣導失智症 

    7/29  理事長參加台南市政府舉辦之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觀摩參訪活動-參訪財團 

          法人喜憨兒社會福利基金會高雄中正點 

 

      **近期活動**  
 

「熱蘭遮合唱團」－失智症老人團體 
 

熱蘭遮邁入第七年了，感念各位會員的支持，擬訂於 12/23 舉辦七周年慶暨音樂會，

強力徵求對於歌唱有興趣之病友擔綱演出，將於活動壓軸表演，歡迎踴躍報名。 
時間：100 年 8/12、8/26、9/16、9/30、10/14、10/28、11/11、11/25 

      星期五早上 9：30－11：30 

地點：第一聯合診所三樓教室（台南市勝利路 421號 3 樓） 

參加對象：失智症病友 8人 

 

失智症家屬情緒支持團體 
時間：100 年 9/10、9/24、10/01、10/15、10/29、11/5 

      週六上午 9:00－11:00，共 6次 

地點：台南市無障礙之家 401教室(台南市林森路二段 500號)   

對象：失智症家屬或照顧者，10人 

講師：陳雯婷老師(曾任輔英科技大學護理系講師，團體帶領經驗豐富) 

團體性質：情緒支持開放性的談話團體、當情緒瀕臨爆發時如何宣洩 

 

 
 



成大醫院社區活動   

活動內容  辦理日期  辦理地點 

長安社區父親節慶祝暨

健康營造活動 
8月 5日，上午 9：00 

(星期五) 

長安社區活動中心 
(台南市安南區長溪路三段 378

號) 

健康篩檢活動及健康系

列講座 
8月 13日，上午 9：00 

(星期六) 
理想大安社區聯合活動中心 
(台南市安南區大安街 135號) 

健康篩檢活動及健康系

列講座 

8月 27日及 9月 3日 
上午 9：00 
(星期六) 

幸福社區活動中心 
(台南市安南區府安路六段 85

號) 
 
 
 
**國際失智症月活動訊息** 

 

2011 年 9 月國際失智症月 

                     9 月 21 日為國際失智症日， 

                      2010 年訂 9 月份為國際失智症月  

在每年的 9 月， 
全世界有 77 個國家共同舉辦失智症宣導活動， 

                今年全台灣共有 18 個縣市參與響應， 

             此次宣導主題為「打造失智友善社區！GO！GO！憶起來！」 

    熱蘭遮誠摯邀請您來成功大學─榕園及柳營奇美醫院一同為記憶而走。 

 

活動日期  辦理地點 

9月 2日，上午 8：00 
(星期五) 

柳營奇美醫院 
(台南市柳營區太康里 201號) 

9月 17日，上午 8：00 
(星期六) 

成功大學─榕園 
(成功大學光復校區) 

 
 
 
 

預告 



       **福利訊息** 
 

4 月 1 日起，不受設籍限制， 
身心障礙者(含 1 名必要陪伴者)搭乘捷運半價優惠 

自 100 年 4 月 1 日起，不受設籍限制，全國身心障礙者及 65 歲以上老人搭乘捷運時，

身心障礙者持身分證及身心障礙手冊正本，老人持身分證正本，洽詢捷運各站服務窗

口以人工授票及驗證方式，享有半價優惠搭乘捷運之福利 

 

法律諮詢服務─『保障您的權益』 
時間：100 年 5 月 3 日起固定每月第一、三週(星期二)下午 2時至 5 時 

地點：台南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福利之家 A棟社工辦公室 

敦請財團法人法律扶助基金會台南分會安排律師輪值，為身心障礙者及家屬或民眾提

供「法律諮詢服務」，提昇身心障礙者權益及相關知能。 

歡迎有法律問題的您逕洽法律諮詢服務電話：06-2005800#1115 鄭小姐預約 

 

身心障礙者就醫免掛號費開跑了─ 
臺南市「照顧弱勢族群」提升有愛無礙精神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至 99 年 12 月底共 91,385 人，佔全市人口數 5％。為協助照顧

弱勢族群，提升有愛無礙之精神，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結合本市 23 家醫療院所自即日起，

針對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免收取就醫掛號費費用，以實際行動優惠大臺南弱勢族群，

真正落實「尊重生命、提升醫療」之精神理念。 

    為照顧身心障礙者就醫權利，確保身心障礙者理想的醫療品質，「臺南市身心障

礙者就醫免掛號費醫療機構」包括：行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行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新化分院、台灣基督長老教會新樓醫療財團法人台南新樓醫院、台灣基督長老教會新

樓醫療財團法人麻豆新樓醫院、行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行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北門

分院、行政院衛生署胸腔病院、佳里醫療社團法人佳里醫院、永達醫療社團法人永達

醫院、新興醫療社團法人新興醫院、營新醫院、佑昇醫院、宏科醫院、仁村醫院、新

生醫院、永川醫院、永和醫院、謝醫院、周宗盛醫院、開元寺慈愛醫院、信一骨科醫

院、美德中醫醫院、銘生慢性復健醫院。 

 

台南市造福身障團體─低底盤公車上路 

台南市低底盤公車 4 月起已在市區上路，目前行駛 2路（崑山科大─安平古堡）、5路

（鹽行─市立醫院）市區公車路線。 



      **協會辦公室租借** 
    由於本會會員人數逐漸增加，因應大台南市合併，會務相形擴展，目前辦公室空

間漸不足以容納工作人員與志工來為會員提供服務，需有更大的空間作為辦公與會議

場所，囿於經費所限，我們希望有心人願意提供租借辦公室場所，如有意願或相關訊

息，希望能與本會秘書處聯絡，請大家告訴大家，一同為協會找尋一個新家。 

 

     **捐款芳名錄**(感謝您的支持) 

5 月捐款名單 

林忠憲 1000 元、林榮騰 1000 元、盧富美 1000 元、金新發 200 元、林錠 1000 元、 

程雪玲 100 元、程薛春花 100 元、程洪泉 100 元、黃竩婷 10100 元、盧何物送 500 元、 

魏金杏 200 元、林大田 2000 元、呂淑琴 2000 元、王瑞源 400 元、吳炎全 1000 元、 

傅豐椲 200 元、陳炳臣.盧美雲.陳厚合.陳俊合.陳星合 500 元、陳映臻 1000 元、 

陳佩如 1000 元、潘美玲 1000、陳玉棠 1000 

6 月捐款名單 

張涴華 200 元、金新發 200 元、余元木 700 元、傅豐椲 200 元、朱碧蘭 2000 元、 

程雪玲 100 元、程薛春花 100 元、程洪泉 100 元、王靜枝 200 元、陳柏宗 200 元 

社團法人台南市康復之友協會 1000 元、邱香蘭 1400 元、張玲慧 400 元、 

邱淑貞 1000 元、蔡又仁 10000 元、王亞玲 1000 元、蔡佳玲 500 元、許美津 200 元、 

蔡六雄 500 元、陳鳳琴 1200 元、柯登耀 5000 元、蔡四結 500 元、林大田 2000 元、 

陳炳臣.盧美雲.陳厚合.陳俊合.陳星合 500 元、盧何物送 500 元、林榮騰 1000 元、 

盧富美 1000 元、林忠憲 1000 元、蔡致誠 200 元、蔡碧芬 10000、方笑 5000 元、 

一起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35566 元、無名氏 1000 元、鄭意純 24000、魏金杏 200 元、 

魏淑濱 2000 元、蘇國政 20000 元、吳俊良 800 元、游雪娟 500 元 

7 月捐款名單 

方軒婷 2400 元、張莊錦雲 200 元、張富騰 200 元、金新發 200 元、王培舉 30000 元、 

梁儷菁 500 元、葉錦雲 500 元、廖偉呈 100 元、林榮騰 1000 元、盧富美 1000 元、 

林忠憲 1000 元、楊訓聰 1000 元、林大田 2000 元、程雪玲 100 元、程薛春花 100 元、

程洪泉 100 元、陳炳臣.盧美雲.陳厚合.陳俊合.陳星合 500 元、曉慧 1000 元、 

黃孃霈 100 元、王福村 10000 元、王美心 10000 元 

指定捐款─手工香皂 

鄭百芬 100 元、閻芸芳 100 元、許淑娟 100 元、胡今梅 100 元、陳秋江 100 元、 

張貴瑛 100 元、王富貴 100 元、劉秋蘭 100 元、卓美英 100 元、魏淑濱 100 元、 



林錦芬 100 元 

指定捐款－失智症相關書籍 

歐財榮 600 元、周黎 300 元、陳秋江 600 元、許美津 300 元、邱錦秀 300 元、 

沈淑芳 300 元、吳和順 500 元、張尤淑惠 500 元、卓美英 300 元 
 

（若有遺漏的單位與個人，在此致上歉意，並請來電告知以利下次補正。謝謝！） 

 

**物資需求表**~~~我們需要您~~~ 
物品：歡迎提供或贊助下列物品 

(一) 錄影機：活動記錄。 
(二) 小紀念品：提供社區宣導有獎徵答物品。 
(三) 義賣商品：義賣活動時可出售的商品。 
(四) 電話機：協會辦公室使用。 

 
 
 
 
 

本會需要您的贊助與投入，�

誠摯邀請您一同加入�

我們的行列，�

為提昇失智症�

患者與家屬生活品質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