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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　

　　開完任期內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會後與白榮譽理事長、理監事們

在協會辦公室「緣」字前合影。這是前年辦理「鹽田生態文化之旅」

後，家屬曲景恆伯伯贈與的墨寶；這位八十幾歲騎著腳踏車載著妻子穿

梭大街小巷、對生命仍然充滿活力的長輩，用愛支撐著照顧失智妻子的

力量；用良善的心傳承生命的真善美，深深感動身邊的所有人。

　　就是這種感動，支持我們不斷努力。三年來，我們準時開會、熱烈

討論，為的是心中掛念的使命、肩上扛下的任務。秘書處執行的活動及

宣導、會員關懷訪視及家庭照顧者支持、諮詢暨轉介、志工會議暨志工

在職教育等等服務人次，與前三年比較已經成長數倍以上。我常自豪地

告訴聽者，本會的理監事成員有三分之二來自醫界、學界、產界的失智

症相關專家學者，我們正支持並陪伴失智症家屬及病友，致力於創造一

個新的照顧思維、樹立典範。這些無給職的專家學者們能夠在忙碌的學

術研究之餘，還撥出時間與精力投入公益付出，真的值得敬佩與肯定！

真的，非常感謝他們。許多人問我何以如此投入公益的領域？我總揶揄自己說：「因為單身，所以有很多時間投入，已

經將失智症公益事業當成志業。」很榮幸九年以來，能與白明奇醫師、歐陽文貞醫師、許重勝醫師、葉宗烈醫師、陳滄

山醫師、林佩芬醫師、林高章醫師、吳政德醫師、高名人醫師、許森彥醫師、陳瑋芬醫師、 柯登耀醫師、孫苑庭醫

師、宋碧珊醫師、張文芸老師、趙海倫老師、王靜枝教授、張玲慧老師、陳柏宗老師、劉必堅將軍、王福村老師、張吉

松藥師、陳慈鳳律師、邱香蘭老師、YMCA林敬良總幹事等專家顯達們一起參與公共事務，共同學習。有了這麼完整的

專業團隊當後盾，我們不會失去方向；會更勇敢地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現在第三屆理監事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我們增加了協會的全國能見度、成功為協會連結社會資源並穩定了財

務。接下來這一棒，將交給更有才能與熱忱的第四屆理監事團隊了。誠如白榮譽理事長勉勵我們的：「相逢自是有緣，

請繼續互相扶持、努力，造福大台南失智病人及家屬。」改選在即，我們歡迎各界有志參與本會會務的先進們熱情參

與，推薦理監事人選，共創失智症病友及家屬之福音。

　　祝福大家  開心行善、健康愉快！ 理事長

敬上102.4.10

熱蘭遮劇團至金華社區宣導

「感恩．回饋」慈善音樂會

羅詮教育公益信託捐款做公益。
左起：林高章醫師、游雪娟理事長、
奇美紀慶玟顧問

理事長拜訪奇美醫院邱仲慶院長

熱蘭遮劇團    　　　　　　　　　　　　　　 社工員洪翠蓮

　　進入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後，接下了負責劇團的任務，而這次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劇團，從8月開始的訓練，讓我

改變了劇團只是演戲的想法，劇團也可以是覺察人與人之間相處與溝通問題的教室。看到團員們每週都安排半天排演及

訓練的每一個過程和經驗，短短的第幾幕，由劇本、台詞修改甚至是走位到舞台的位置等，團員們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的培訓，由半路出家到下鄉演出，看過演出就知道每一台步、每一台句都是團員們的認真與努力下的成果。

　　演出時，為了瞭解場地的限制與大小，不論遠近都必須要提前去場勘，視場地的狀況來做走位的調整，且開演前成

員需要化妝、換裝等…每每都考驗著大家的體力與耐心，幸好有團員以自身的專業來擔任劇團的化妝師，而服裝也是導

演依團員們的腳色個性自行準備不同配色的衣服來搭配，如果沒有認真又願意不求回報的團員們的支持，劇團恐怕到現

在還無法順利進到社區演出。

　　自11月劇團搭配宣導進入社區，到現在已有2次的表演經驗，第二次在校園中演出，台下小朋友都相當認真的看著，

由失智症家屬的團員的經驗，和其他團員對失智症所聽和見到的狀況編寫修改的劇本，用喜劇的方式演出，有歡笑也呈

現出失智症家屬生活中的辛酸淚水，期待生動活潑的演出，能夠喚起社區民眾對身邊的人生活中細微的病徵有所警覺。

Ps對劇團有興趣的民眾，歡迎上本會facebook粉絲專頁來看我們101年的成果影片。

（若有遺漏之單位或個人，在此致上歉意，並請來電告知以利下次補正。謝謝！）

捐款芳名錄 (感謝您的支持)捐款芳名錄 (感謝您的支持)

101年10月份捐款

12,000  元 胡今梅

10,000  元 羅學銘

10,000  元 太陽鑫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4,000  元 宗鉦企業股公司

2,000  元 劉陳玉珠、林大田

1,250元 無名氏

1,000  元
林忠憲、林榮騰、盧富美、鄧治平、
林淑嫣、辛金花、李允德、王小姐

500  元 盧何物送、萬珈維

300  元 陳黃金蕊

200  元 游文卿、林秀蓉、謝姚琴

100  元
程雪玲、程洪泉、程薛春花、黃孃霈、陳炳臣、
盧美雲、陳厚合、陳星合、
陳俊合、青春館、戴心嵐、

30,000  元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元 紅太陽國際茶飲連鎖事業、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10,000  元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王錦琍、楊全評

3,000  元 民主進步黨

2,400  元 張雅玲

2,000  元 陳正昊、林大田、楊潔

1,600  元 林高章

1,000  元 林忠憲、林榮騰、盧富美、潘宏宜、顏金花、辛金花、林淑嫣、雷繼康

600  元 余元木

500  元 吳和順、沈麗淑、翁三和、盧何物送、魏淑濱、盧紅貝

300  元 陳黃金蕊

200  元 傅豐椲、林秀蓉、吳國春、蔡華芳

100  元
程雪玲、程洪泉、程薛春花、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陳俊合、
陳星合、黃孃霈、邱崇哲

101年11月份捐款

101年12月捐款

200,000  元 德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羅銓教育公益信託

198,447元 聯喬娛樂經紀股份有限公司(偶像團體SUPER131)

100,000  元 楊春生

30,000  元
財團法人台南市奇美文化基金會、昇泰開發企業
有限公司、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9  元 12/9音樂會捐款無記名

20,000  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全國校友會、林嘉惠

11,200  元 林宜慧

10,000  元 黃貴春

6,000  元 林子惠

5,000  元 經略藥業有限公司、葉碧蓮、陳貞妦、郭進榮

2,000元 葉慧照、楊潔、呂芮甄、林大田

1,000  元
盧富美、林榮騰、林忠憲、郭淑吟、田朝宗、
蔡瓊玉、黃博俊、王小姐、林淑嫣、陳雪、
馬德華、鄭秀娥、余瑞珍

600  元 黃淑君、吳炎全

500  元
新仁資訊興業有限公司、葉錦雲、林士傑、
張翠蘚、顏志儒、盧何物送、吳凌安、
陳楊水柳、林澐、廖國安、林芬萍、張筱芳

300  元 黃生源、陳黃金蕊、

200  元 郭品吟、楊士杰

100  元

程雪玲、程洪泉、程薛春花、陳炳臣、盧美雲、
陳厚合、陳星合、陳俊合、許素雲、陳素月、
林秋宏、吳偉志、吳育吟、林美枝、陳惠香、
蘇郁涵、蔡佩芳、黃孃霈

102年01月份捐款

100,000元
蔻蒂莉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優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元 昇泰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20,000元 林嘉惠

3,210元 美得心科技有限公司

3,200元 王仁焦

2,000元 楊潔

1,000元
林忠憲、林榮騰、盧富美、
林淑嫣

500元 盧何物送 梁儷菁、

300元 陳黃金蕊 黃秋林、

200元 林秀蓉

100元
程雪玲、程洪泉、程薛春花、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
陳俊合、陳星合、黃孃霈

6,000元 張謝阿緣

3,900元 林高章

2,000元 楊潔

1,500元 王小姐

1,000元
林忠憲、林榮騰、盧富美、
陳慶駿、潘宏宜、金辛花

500元 盧何物送、黃素玲

300元 陳黃金蕊.袁秋蓮

200元
黃孃霈、郭和鄉、傅豐瑋、
林秀蓉

115元 紀華璋

100元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
陳俊合、陳星合

102年02月份捐款

42,671  元 愛是永不止息義賣收入

21,000元 愛是永不止息義賣收入

16,714  元 12/9音樂會義賣品收入(含錦雯CD)

3,000  元 12/1國際身障日補助費、歐陽文貞認購10片錦雯CD

1,220  元 12/1國際身障日義賣收入

200  元 洪秀芳購義賣品

101年10月-102年2月其他收入

志工研習課程

特別感謝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台南支聯會捐贈折疊椅23把，教友羅大展先生捐贈愛心義賣衣物。

前排左起：邱香蘭、張文芸、游雪娟、白明奇、趙海倫、陳瑋芬
後排左起：張吉松、林敬良、王福村、劉必堅、林高章、蔡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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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動態會務動態

日期 內容 參與人員

0101/10/5 辦理熱蘭遮劇團排演 張導 劇團成員

0101/10/11 殘障福利聯盟來訪培力計畫 彬弘 宜慧 翠蓮

0101/10/12 辦理熱蘭遮劇團排演 張導 劇團成員

0101/10/16 家訪會員 宜慧

0101/10/17 辦理正覺里失智症社區宣導 宜慧

0101/10/18 家訪會員 宜慧 翠蓮

0101/10/19 辦理熱蘭遮劇團排演 張導 翠蓮 劇團成員

0101/10/22 辦理不老騎士電影欣賞暨紅太陽零錢捐記者會 秘書處

0101/10/23 辦理公園里失智症社區宣導 宜慧 翠蓮 麗琴

0101/10/26 家訪會員 宜慧 翠蓮

辦理熱蘭遮劇團排演 張導 翠蓮 劇團成員

0101/10/29 參加勝利路衣物捐贈會議 彬弘 麗琴

0101/10/30 參加紅太陽國際茶飲董事長老夫人公祭 理事長 秘書處 志工隊

0101/11/6 家訪會員 理事長 宜慧 信文

0101/11/7 辦理國華人壽失智症社區宣導 理事長 麗琴

陪同會員至東門日照中心 宜慧

0101/11/8 參與教會張會長開會討論義賣衣物物資 彬弘 麗琴

0101/11/15 辦理大道里失智症社區宣導 高名人醫師 宜慧 翠蓮 
簡忠平 信文

0101/11/16
參加國際身障日活動會議 麗琴

辦理金華社區宣導暨熱蘭遮劇團首次社區演
出

理事長 彬弘 翠蓮 
熱蘭遮劇團

0101/11/17 辦理新勝里失智症社區宣導 方軒婷老師 宜慧

0101/11/18 參與新光人壽討論衣物聯合義賣會議 麗琴

0101/11/22 參加衣物聯合義賣記者會 理事長 彬弘 麗琴

0101/11/24 辦理第三屆第12次理監事聯席會改為討論會議 理監事、秘書處

0101/11/28 家訪市府轉介個案 宜慧

(3)手工香皂及柿柿如意課程，酌收材料費200元

洽詢及報名：06-2226016 洪翠蓮社工員 

（五）熱蘭遮劇團團員熱烈招募中～～

招生對象：(1) 肢體活動能力良好，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適合

參與團體者

(2) 能自行或由家屬提供排練時的交通接送

(3) 對失智症有興趣之普羅大眾

招生時間：即日起至102年4月底止

課程時間：4月26日至9月底，每隔週週五，下午3點至5點

上課地點：鄉城帝國天廈一樓韻律教室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375號)

洽詢及報名：06-222-6016 洪翠蓮社工員

（六）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系列演講：

失智症病友家屬座談會－與照顧者有約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成杏校區　醫學院一樓　第二講堂

活動日期：102年5月18日（星期六）上午9:00~12:10

報名方式：(1)活動免費報名，自102年4月1日起至5月10日

止，限額100名

(2)網路報名：請至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全球資訊

網頁(http://www.ncku-adrc.org.tw)報名

(3)成大醫院病患家屬可於門診大樓二樓神經內科

門診區－失智症特別門診時段現場報名

(4)活動場地容納人數有限，請提早報名

照顧者自我調適原則
失智症的照顧需有長期作戰的準備。

但是，別忘了！你是最重要的！請善待自己，就能讓患者有更好的照護品質！

失智症者的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與家人共同規劃

●分享問題與經驗，接納自己的情緒

●做自己喜歡的事，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尋求相關的諮詢及資源

瞭解自己的極限，注意危險徵兆

對照顧者而言，家屬是重要的支持來源，但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壓力來源。可透過相關資料、講座、請教醫師等，讓家人能瞭解失智

症，並共同討論如何分擔照顧的工作與責任，逐步達成共識，才能有圓滿的照顧歷程。

接納自己的情緒反應，給情緒一個出口。並嘗試和別人分享你照顧上的經驗與感受，抒解情緒。可試著參與家屬支持團體，和類似

經驗的照顧者分享交流，會有很大的幫助。

留一點時間給自己是非常必要的，允許你花一點時間在自己身上，維持自己喜歡的嗜好，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間，以及去作一些自己

想做的事，可調適照顧壓力。必要時可離開、休息一段時間，找尋相關機構或照護資源來協助照顧工作。

隨著失智症患者病況的演變，使得照顧者生活情況也都隨之變動，甚至會覺得生活大亂。尋求相關的資源及諮詢，有助於自己能持

續地照顧患者，並找回自己的定位。為了讓你在照顧上更加得心應手，必須瞭解在居住地區中，相關的醫療、社會及經濟上的資

源。你的醫師、護理人員及社工師或在地的失智症協會通常可以告訴你一些照顧訊息，及轉介一些合適的資源來幫你。

在所有照顧工作與責任越來越多前，你必須瞭解你能做到什麼程度。請安排規律的作息，並隨時留意自己的身心狀況，如果出現：

身體異常的反應、食慾變差、體重明顯改變、失眠、易怒、易流淚、注意力無法集中、輕生的念頭等，請及時就醫尋求協助。

及情形因人而異，且不定期修正或增減。如需索取資料或相關資訊，請不吝和協會聯繫，協會將很樂意協助

您。

●

●

1.身心障礙手冊

2.重大傷病卡

3.如果您或家人有長期照護需求，可撥打「長期照護幫您專線412-8080（幫您幫您）」、也可手機撥打「02-412-8080」 或至各縣市

照顧服務管理中心，諮詢您所需的長期照護資訊（台南市：06-2931232）。

4.福利服務（以中低收入戶老人為主）：身心障礙者健保自費補助、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

補助、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補助標準請洽各縣市社會局

（處）。

5.交通服務：復康巴士、核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搭乘國內公共交通工具半價優待。

6.預防走失服務：愛心手鍊、指紋建檔、「個人衛星定位器」輔具補助。

因社會資源申請方式

「個人衛星定位器」輔具補助上路
　　內政部呼籲家中有具獨力外出行動能力，且有走失之虞的失智症、智能障礙或自閉症者，可以申請購置個人衛星定位器的補助。

內政部表示本次新修訂辦法中，依實際身心障礙者之需求增列了許多新的補助項目，而在溝通與資訊類輔具中，｢個人衛星定位器｣也
在團體的爭取下列入補助，對有需要的民眾是一大福音。符合資格且有需求的身心障礙家庭，可向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也呼籲地方政府編列足夠的預算，讓有需要的身心障礙者都可以順利取得這一項攸關生命安全的重要輔具。

　　家有走失疑慮的身心障礙者時，最擔心的是一旦不小心走出門，就變成找不回來的失蹤人口。民間團體呼籲善用科技輔助工具以

防範走失，其中個人衛星定位器不但可以主動追蹤協尋，還有緊急求援功能，但價位偏高。經過民間團體的大力爭取，合乎資格者，

即可申請購置個人衛星定位器的補助，預期將提高走失後成功找回來的機會。內政部提醒民眾，合於補助規格之個人衛星定位器須

1.具備AGPS衛星定位功能、2.地點查詢服務、3.電池待機超過七十二小時、4.緊急求援及通話功能、5.有二年服務保用及產品保固，

符合以上條件才能申請採購補助。

　　同時也提醒民眾，使用衛星定位器時，要定時將電池充電，養成障礙者配戴定位器之習慣，也建議搭配指紋捺印、愛心手鍊等不

同的協尋策略。衛星定位器是重要的輔助工具，但家人的關心與照顧在預防走失的策略中才是最重要的。除衛星定位器外，本次補助

辦法中依不同程度的失智者如有需求，還能申請其他溝通輔具、行動輔具(如輪椅)、居家無障礙(含消光)、個人照顧與保護(便盆椅、

沐浴椅)等等補助；詳洽各地方縣市政府社會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輔具諮詢：06-2991111 轉8652 承辦人員：林小姐、劉先生。

社福專區社福專區

新補助辦法中失智症者可申請之補助列表：

輔具項目 失智者補助條件(必須具備身心障礙手冊)

個人衛星定位器 有獨力外出之行動能力，且有走失之虞

輪椅 中度以上

人力移位吊帶、移位滑墊 重度

居家無障礙設施改造 失智症者

馬桶增高器、便盆椅或沐浴椅 重度以上

其他溝通輔具，圖卡、語音、軟體等 因身心功能損傷造成言語溝通困難，且嚴重影響人際互動與社會參與

（一）本會謹訂於5/25(六)早上9點假成大醫學院第四講堂，舉辦第四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敬邀您的蒞臨；也歡迎會員於

5/5前可推薦合適理監事人選，相關內容請留意本會網站及活動訊

息或與本會聯繫。
（二）2013年4月18日至4月20日 第28屆國際失智症協會(ADI)國際研討

會將在台北國際會議廳開幕舉行，歡迎您共襄盛舉並持續關注本
次活動。

（三）熱蘭遮志工招募開始嘍～～初階失智症關懷志工訓練課程
時間：4/27(六)上午8點至下午5點
地點：台南市北區公園里活動中心

     （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39號2樓）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4月24日（星期三），額滿為止。

收費方式：(1)本會會員及志工免費。

(2)一般民眾報名費200元。

相關內容請留意活動訊息
（四）照顧自己，從「心」開始～～家屬情緒支持團體

講師：吳政航心理師（心樂活診所－心理師）

時間：5月～8月為期8週，週六上午9:00～11:00

地點：台南市北區公園里活動中心

      （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39號2樓）

報名時間：(1)即日起至4/ 前本會會員及失智症照顧家屬優先

報名

(2)4/ ～5/3開放一般民眾報名，額滿為止

收費方式：(1)會員保證金500元，出席未達6次者恕不退還
(2)一般民眾報名費500元，保證金500元，出席未達

6次者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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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預告 近期活動預告 

日期 內容 參與人員

0101/12/1 參加國際身障日義賣 宜慧 翠蓮

0101/12/3 辦理感恩回饋慈善音樂會記者會 理事長 秘書處

0101/12/4 辦理奇美咖啡館志工歲末聯誼 宜慧 翠蓮 志工隊

參加衣物聯合義賣會議 理事長 麗琴

0101/12/9 辦理2012感恩回饋慈善音樂會 理事長 秘書處 志工隊

0101/12/14 參加銀髮產業課程 理事長

0101/12/15 辦理熱蘭遮劇團排演 翠蓮 熱蘭遮劇團

0101/12/18 辦理志工教育訓練課程 宜慧 翠蓮 麗琴

0101/12/19 參加台中tada早發性失智症會議 理事長 彬弘

0101/12/21 辦理熱蘭遮劇團排演 翠蓮 熱蘭遮劇團

0101/12/22 辦理茄萣國小圖書館失智症宣導及劇團演出 彬弘 翠蓮 熱蘭遮劇團

0101/12/23 參加球愛天空首映會活動 理事長

家訪會員 翠蓮 粟茹 信文

0101/12/29 理事長率理監事全體參加成大醫院 林炳文院長
追思會 理事長 彬弘 志工隊

0102/1/4 參加許恕藍小提琴獨奏會記者會 理事長 彬弘 宜慧

0102/1/8 參加球愛天空記者會 理事長 彬弘

0102/1/12 辦理球愛天空見面會 理事長 翠蓮

0102/1/15
羅銓教育公益信託受贈儀式 理事長 林高章醫師 奇美

紀慶玟顧問 彬弘 麗琴

辦理第三屆第12次理監事聯席會 理監事、秘書處

0102/1/22 參加新營球愛天空記者會 理事長 彬弘

0102/1/27 辦理球愛天空映後見面會 理事長 彬弘 翠蓮

0102/1/29 參加失智症研討會籌備會議 理事長 林高章醫師 彬弘

0102/2/5 至柳營奇美醫院提供服務 翠蓮

0102/2/7 家訪會員 翠蓮 志工隊長今梅

0102/2/19 辦理新春團拜餐會 理事長 秘書處 志工隊

0102/2/20 辦理國華人壽社區宣導 林高章醫師 彬弘 麗琴

0102/2/20 熱蘭遮劇團排演 翠蓮 熱蘭遮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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