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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善士捐贈芳名錄 ( 按捐助順序排列 106.01~106.07）

簡Ｏ羚	 	$50,000	
陳Ｏ樂	 	$100,000	
余Ｏ麗	 	$1,000	
吳林Ｏ華 $3,000	
阿Ｏ的麵包小舖		$350	
莊Ｏ直	 	$4,250	
黃Ｏ樺	 	$5,250	
陳Ｏ洵	 	$700	
社團法人台北市ＯＯ文物協進會	 	$5,000	
鍾Ｏ福	 	$200	
張Ｏ儀	 	$700	
黃Ｏ忠	 	$700	
陳Ｏ萱	 	$3,000	
沈Ｏ本	 	$1,000	
林Ｏ峯	 	$4,650	
莊Ｏ情	 	$200	
周Ｏ彤	 	$100	
許Ｏ圖	 	$200	
蔡Ｏ鵬	 	$50,000	
莊Ｏ發	 	$600	
蔡Ｏ娟	 	$1,000	
蔡Ｏ燕	 	$1,000	
葉Ｏ淇	 	$1,000	
黃Ｏ漣	 	$500	
詠大商行 $2,000	
陸Ｏ榮	 	$4,250	
黃Ｏ珍	 	$200	
黃Ｏ樺	 	$2,000	
許Ｏ珍	 	$1,000	
楊Ｏ行	 	$4,250	
戴Ｏ文	 	$250	
潘Ｏ州	 	$200	
陳Ｏ潔	 	$200	
陳Ｏ樂	 	$200,000	
范Ｏ韻	 	$12,000	
莊Ｏ發	 	$600	
蔡Ｏ娟	 	$1,000	
蔡Ｏ燕	 	$1,000	
葉Ｏ淇	 	$1,000	
黃Ｏ漣	 	$500	
陳Ｏ樂	 	$150,000	

愛心善士 $2,000	
呂Ｏ賢	 	$2,000	
林Ｏ生	 	$800	
江Ｏ綺	 	$200	
王Ｏ文	 	$1,000	
林Ｏ正	 	$500	
李Ｏ嫻	 	$1,200	
廖Ｏ慧	 	$5,000	
蘇Ｏ慧	 	$1,000	
韓Ｏ蘭	 	$1,000	
謝Ｏ霖	 	$800	
林Ｏ坤	 	$500	
張Ｏ美	 	$500	
吳林Ｏ華 $2,000	
余Ｏ麗	 	$1,000
林Ｏ雲	 	$900	
倪Ｏ鳳	 	$200	
林Ｏ雪	 	$200	
鄭Ｏ麒	 	$5,400	
黃Ｏ輝	 	$200	
王Ｏ婷	 	$1,440	
羅Ｏ哉	 	$1,950	
楊Ｏ行	 	$1,000	
劉Ｏ如	 	$1,650	
張Ｏ玉	 	$500	
范Ｏ聲	 	$1,000	
林Ｏ雪	 	$200	
莊Ｏ發	 	$600	
蔡Ｏ娟	 	$1,000	
蔡Ｏ燕	 	$1,000	
葉Ｏ淇	 	$1,000	
黃Ｏ漣	 	$500	
陳Ｏ莉	 	$300	
江Ｏ綺	 	$200	
林Ｏ雯	 	$6,700	
柯Ｏ月	 	$100	
謝Ｏ清	 	$10,000	
梁Ｏ慈	 	$500	
徐Ｏ怡	 	$500	
曾Ｏ媗	 	$500	
謝Ｏ真	 	$500	
何Ｏ珍	 	$1,600	
劉Ｏ珠	 	$10,000	
陳Ｏ鈴	 	$600	
郭Ｏ文	 	$1,000	
洪Ｏ妤	 	$500	
邱Ｏ琴	 	$6,200	
林Ｏ成	 	$300	
余Ｏ麗	 	$1,000	
吳林Ｏ華 $2,000	
談Ｏ榮	 	$5,000	
林Ｏ隆	 	$5,000	
蔡Ｏ英	 	$300	
李Ｏ潔	 	$500	
李Ｏ妙	 	$500	
吳Ｏ惠	 	$500	
簡Ｏ善	 	$500	
劉Ｏ穎	 	$500	
蔡Ｏ強	 	$500	
張Ｏ婷	 	$500	
呂Ｏ基	 	$300	
陳Ｏ倩	 	$500	

謝Ｏ紘	 	$800	
吳Ｏ富	 	$300	
黃Ｏ鄉	 	$5,000	
陳Ｏ婷	 	$500	
黃Ｏ樺	 	$800	
周Ｏ祥	 	$800	
洪Ｏ妤	 	$500	
李鍾Ｏ雲	$800	
蔣Ｏ志	 	$400	
蔣Ｏ平	 	$300	
蔣Ｏ安	 	$300	
熊Ｏ蕎	 	$100	
王Ｏ凱	 	$800	
劉Ｏ煒	 	$300	
黃Ｏ瑄	 	$300	
卓Ｏ瑛	 	$500	
陳Ｏ香	 	$800	
魏Ｏ峰	 	$600	
盧Ｏ弘	 	$500	
祝Ｏ柔	 	$500	
顏Ｏ恬	 	$3,000	
董Ｏ亮	 	$900	
龐Ｏ君	 	$1,000	
廖Ｏ美	 	$3,000	
葉Ｏ孜	 	$300	
愛心善士 $5,000	
周Ｏ貞	 	$1,100		
莊Ｏ發	 	$600	
蔡Ｏ娟	 	$1,000	
蔡Ｏ燕	 	$1,000	
葉Ｏ淇	 	$1,000	
黃Ｏ漣	 	$500	
黃Ｏ瑄	 	$300	
吳Ｏ富	 	$300	
張Ｏ婷	 	$500	
李Ｏ妙	 	$500	
林Ｏ成	 	$300	
郭Ｏ文	 	$1,000	
熊Ｏ蕎	 	$100	
陳Ｏ莉	 	$300	
江Ｏ綺	 	$200	
楊Ｏ朱	 	$1,000	
于Ｏ楓	 	$500	
廖Ｏ貴	 	$5,000	
林Ｏ伃	 	$500	
龐Ｏ君	 	$1,000	
陳Ｏ文	 	$5,000	
游Ｏ銘	 	$2,000	
葉Ｏ婷	 	$3,000	
李Ｏ瑩	 	$2,000	
嚴Ｏ云	 	$500	
洪Ｏ秋	 	$1,200	
蕭Ｏ惠	 	$1,000	
楊Ｏ君	 	$100	
沈Ｏ瑩	 	$500	
李Ｏ菲	 	$1,000	
卓Ｏ翎	 	$500	
張Ｏ煜	 	$1,000	
林Ｏ美	 	$800	
劉Ｏ國	 	$1,000	
柯Ｏ月	 	$100	
李Ｏ吉	 	$400	

楊Ｏ春	 	$300	
范Ｏ元	 	$900	
蕭Ｏ汶	 	$4,250	
宋Ｏ霞	 	$1,150	
何Ｏ文	 	$1,000	
陳Ｏ樂	 	$80,000	
郭Ｏ珍	 	$30,000	
簡Ｏ羚	 	$30,000	
蔡Ｏ娟	 	$10,000	
黃Ｏ霖	 	$1,000	
簡Ｏ羚	 	$100,000	
鄭Ｏ媛	 	$5,000	
蔡Ｏ群	 	$5,000	
陳Ｏ秉	 	$500	
葉Ｏ貞	 	$500	
洪Ｏ誼	 	$200	
張Ｏ雄	 	$5,000	
財團法人中國ＯＯＯＯ協會	
	$10,000	
陳Ｏ昀	 	$5,000	
楊Ｏ華	 	$500	
黃Ｏ春	 	$1,200	
鄭Ｏ琦	 	$500	
林Ｏ季	 	$1,000	
鄭Ｏ學	 	$1,100	
游Ｏ菁	 	$2,400	
張Ｏ銘	 	$300	
曾Ｏ榮	 	$1,700	
周Ｏ娟	 	$2,000	
黃Ｏ宜	 	$2,000	
許Ｏ泰	 	$300	
洪Ｏ勵	 	$500	
陳Ｏ鈴	 	$900	
沈Ｏ吟	 	$1,100
潘Ｏ志	 	$150	
林Ｏ麗	 	$50	
洪Ｏ惠	 	$1,000	
熊Ｏ蕎	 	$100	
張Ｏ婷	 	$500	
陳Ｏ莉	 	$300	
江Ｏ綺	 	$200	
潘Ｏ妮	 	$500	
談Ｏ榮	 	$10,000	
詹Ｏ婷	 	$200	
袁Ｏ鳳	 	$500	
鍾Ｏ仁	 	$5,000	
陳Ｏ美	 	$500	
陳Ｏ恩	 	$500	
洪Ｏ妤	 	$500	
陳Ｏ芬	 	$1,000	
鄭Ｏ駿	 	$3,400	
李Ｏ鈜	 	$200	
簡Ｏ棻	 	$500	
郭Ｏ文	 	$1,000	
林Ｏ成	 	$300	
柯Ｏ月	 	$100	
黃Ｏ瑄	 	$300	
吳Ｏ富	 	$300	
楊Ｏ君	 	$100	
劉Ｏ國	 	$1,000	
楊Ｏ春	 	$300	
洪Ｏ誼	 	$200	

黃Ｏ春	 	$1,200	
鄭Ｏ琦	 	$500	
張Ｏ銘	 	$300	
洪Ｏ勵	 	$500	
詹Ｏ婷	 	$200	
許Ｏ泰	 	$300	
洪Ｏ秋	 	$1,200	
陳Ｏ文	 	$5,000	
龐Ｏ君	 	$1,000	
游Ｏ銘	 	$2,000	
黃Ｏ旺	 	$1,000	
周Ｏ彤	 	$200	
郭Ｏ香	 	$1,000	
曾Ｏ毓	 	$2,000	
沈Ｏ雪	 	$500	
黃Ｏ前	 	$300	
楊Ｏ華	 	$500	
郭Ｏ鈺	 	$800	
林Ｏ明	 	$500	
黃Ｏ河	 	$800	
莊Ｏ發	 	$600	
蔡Ｏ娟	 	$1,000	
蔡Ｏ燕	 	$1,000	
葉Ｏ淇	 	$1,000	
黃Ｏ漣	 	$500	
陳Ｏ樂	 	$38,500	
陳Ｏ輝	 	$5,000	
羅Ｏ珊	 	$2,000	
劉Ｏ昭	 	$2,000
洪Ｏ惠	 	$1,000	
戴Ｏ穎	 	$100	
熊Ｏ琳	 	$50	
熊Ｏ琳	 	$50	
黃Ｏ瑤	 	$50	
周Ｏ滿	 	$100	
王Ｏ煙	 	$100	
莊Ｏ辰	 	$2,000	
吳林Ｏ華	$2,000	
余Ｏ麗	 	$1,000	
李Ｏ明	 	$50	
薛Ｏ芳	 	$50	
李Ｏ玉	 	$100	
陳Ｏ興	 	$50	
陳Ｏ興	 	$50	
陳Ｏ興	 	$250	
張Ｏ靈	 	$50	
愛心善士 $5,000	
蔡Ｏ娟	 	$20,000	
陳Ｏ樂	 	$80,000	
莊Ｏ發	 	$600	
蔡Ｏ娟	 	$1,000	
蔡Ｏ燕	 	$1,000	
葉Ｏ淇	 	$1,000	
黃Ｏ漣	 	$500	
詠Ｏ商行 2,000	
陳Ｏ莉	 	$300	
江Ｏ綺	 	$200	
熊Ｏ蕎	 	$100	
柯Ｏ月	 	$100	
郭Ｏ文	 	$1,000	
林Ｏ成	 	$300	
張Ｏ婷	 	$500	

吳Ｏ富	 	$300	
黃Ｏ瑄	 	$300	
龐Ｏ君	 	$1,000	
陳Ｏ文	 	$5,000	
游Ｏ銘	 	$2,000	
洪Ｏ秋	 	$1,200	
楊Ｏ君	 	$100	
劉Ｏ國	 	$1,000	
楊Ｏ春	 	$300	
洪Ｏ誼	 	$200	
黃Ｏ春	 	$1,200	
鄭Ｏ琦	 	$500	
張Ｏ銘	 	$300	
許Ｏ泰	 	$300	
洪Ｏ勵	 	$500	
詹Ｏ婷	 	$200	
黃Ｏ前	 	$300	
寰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	
陳Ｏ雪	 	$1,000	
柯Ｏ如	 	$5,000	
林Ｏ秋	 	$500	
劉Ｏ煒	 	$300	
林Ｏ筠	 	$1,200	
李Ｏ茹	 	$1,200	
蔡Ｏ臻	 	$1,000	
張Ｏ蓉	 	$888	
徐Ｏ男	 	$500	
唐Ｏ婷	 	$1,000	
程Ｏ師	 	$3,000	
林Ｏ玲	 	$250	
蔡Ｏ吟	 	$1,000	
李Ｏ倫	 	$3,000	
孫Ｏ建	 	$4,250	
蘇Ｏ美	 	$2,000	
蔡Ｏ茂	 	$3,250	
蔡Ｏ吟	 	$250	
朱ＯＯ	 	$900	
詹Ｏ驊	 	$5,000	
陳Ｏ如	 	$1,150	
房Ｏ寶	 	$4,250	
陳Ｏ凱	 	$900	
吳Ｏ滄	 	$3,000	
丁Ｏ垣	 	$1,000	
施Ｏ泰	 	$4,850	
賴Ｏ雪	 	$900	
謝Ｏ沂	 	$1,150	
杜Ｏ仲	 	$6,750			

實物捐贈
廣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麥片 160 袋、濃湯 44袋、堅果飲 106 袋	
	
聖Ｏ文具生活館	/	
文具一批		

財團法人台北市ＯＯ慈善基金會 /	 	
白米 56 公斤		

精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杯墊279個、紙巾筒73個、製冰盒144個、
牙刷架 297 個		

THE ＯＯ達人 -王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	
室內拖鞋一批		

寰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苦瓜纖活飲 70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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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全體會員們以及各方善士 ,

   106 年眼看見入下旬，在這邊首先感謝諸位長久以來不斷支持，使老協得以

不斷向前邁進，有感於台灣社會老年化問題日益蔓延，加上政策面向，都使得

我國老人族群需求日益更新，站在社會福利最前線，我們也將適時投入多元化

的服務，以滿足社會需求，本年度著力重點在輔具服務、清寒拾老扶助計畫以

及專業課程辦理，都將是協會往後主要推動的大方向，我期望未來協會可以服

務更多需要被幫助的弱勢，更積極的參與社會福利服務。

最後 敬祝全體會員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協會會務昌隆

理事長

蔡鴻鵬敬上

    從事老人服務 10 多年來，看盡人生悲歡離合，一般人很難體會老化了是甚

麼樣子，更不用說如何想像弱勢老人如何生存，每每隨著第一線的服務同仁至

現場關懷時，都讓我沉思如何能夠讓他們過得更加幸福開心久久無法忘懷。

老協至今已經 14 歲了，在有限的財源下，著實經營不易，所幸在 105 年，有

新的專業夥伴加入老協團隊，也意味著老協將會做的更多，期待老協團隊能為

台灣老人做的更多更好。

    社會福利事業需要靠你我的熱心支持，也期待各位善士在新的一年能夠持續

支持我們，讓老協將大眾的愛心化作溫暖陽光照耀深入到社會各個角落，讓需

要的人得以獲得溫飽與關懷。

感謝有您，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美好。

秘書長

簡卉羚敬上

理事長專欄 秘書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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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在 1993 年超過 7%，早已步入高齡化社會，根據國家發展委

員會調查，在 2018 年將超過 14%，正式成為「高齡社會」，並且在 2025 年將再超過 20%

成為「超高齡社會」，且由於社會快速變遷，許多年輕人出走至外地打拼，獨留老人們在家

鄉生活，部分成為獨居或經濟弱勢。有鑑於此，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在民國

92 年正式成立，致力推動老人福利及老人關懷相關事務，在協會成立後，蔡鴻鵬理事長便

邀請我加入並擔任協會榮譽顧問一職，在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的社會，有一個充滿熱情、愛心，

願意為台灣老人付出的團體，能夠有機會能一起為這些老人服務，讓他們得到關懷及照顧、

生活得更無憂是我們的責任，因此也呼籲更多人一同加入老協行列，為這些老人生活帶來幫

助之時，也讓自己的心靈獲得充實與愛！

榮譽顧問 郭正亮

　　長期以來，政府與民間共同致力於推動政治、社會各項人權，雖已有些進度，但社會快

速變遷，攸關社會人權的老人福利推動工作顯然還是不足，特別是獨居老人的社會問題，因

此，鴻鵬於九十二年中便開始推動籌組「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並順利於年底召開

會員大會暨成立大會，相信這會有助於減少我國老人問題，而提供更多老人福利的志工關

懷，在這裡我首先要替我們這些老人感謝鴻鵬這位年輕人，相信這個協會在鴻鵬的參與推動

下，一定會在老人福利領用做出最大的奉獻。

　　協會成立後，鴻鵬邀請我來加入，我是滿心歡愉並欣然答應，不料他卻要我出任榮譽理

事長一職，真是令我責任重大啊！我想不管是擔任任何職務，只要有心為社會做事，即使這

個擔子再重我們都應該來承擔．因此我最後接受這個職務，在這裡我也呼籲大家，希望社會

各界能一起來加入志工行列，一起來當個快樂的志工人，讓獨居老人能多些關懷，讓我國的

老人福利有更長足的進步。

 榮譽顧問 柴松林

學歷：台東師範專科學校
												政治大學
												法國高等研究院統計學博士

經歷：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新環境基金會董事長
　　　真相新聞網董事長
　　　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乾淨選舉促進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少數族群權益促進會理事長
　　　台灣新移民研究學會理事長

現任：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臺灣觀光學院董事長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南方雜誌》總編輯
						　	耶魯兩岸關係學會理事
						　《中國時報》專任主筆
						　	民主進步黨文化宣傳部主任
						　	民主進步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
						　	立法院（第五 . 六屆）委員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台北之音《台灣亮起來》主持人			
						　	中華民國外交部諮詢委員
						　	中央廣播電台常務董事
						　	民主進步黨 ECFA 因應小組發言人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副教授
						　	美麗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現任：	中華民國第 9屆立法委員

榮譽顧問 榮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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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文化大學政治系
經歷：簡余晏議員現任辦公室主任	
　　　第一高票當選第 14屆北市黨代表	
　　　臺北市雲林同鄉會中山區幹部	
　　　臺灣粉條兒文化協會執行長	
　　　文化大學政治系學會組長
現任：第12屆台北市議員（中山區、萬華區）

顧
問
名
單

學歷：文化大學新聞系
經歷：台北市議員徐佳青辦公室主任
	　　　立法委員田秋堇辦公室副主任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民進黨第 14、15 屆全國黨代表
　　　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委員
　　　2012 蔡英文總統競選總部新聞部專員
現任：第 12屆台北市議員（大安區、文山區）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臺灣大學政治系碩士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經歷：第 6、7、11 屆臺北市議員	
　　　第 4、5屆立法委員	
　　　任務型國大代表	
　　　臺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長	
　　　中國文化大學助理教授	
　　　中正理工學院、政治作戰學校、淡江大學講師	
　　　聯合報主編
現任：第 12屆台北市議員（松山區、信義區）

學歷：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業
　　　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政治學碩士畢	
經歷：臺北市議會第 9、10、11 屆臺北市議
員
　　　臺北市議會民進黨黨團總召
　　　臺北市議會第 12屆議長選舉民進黨提
名候選人
現任：第12屆台北市議員（中正區、萬華區）

學歷：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經歷：81年律師高考及格	
　　　執業律師	
　　　中華民國動物福利環保協進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青年之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第 8、9、10、11 屆臺北市議員
現任：第 12屆台北市議員（內湖區、南港區）

學歷：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視光科畢業
							中國浙江省溫州醫學院眼科系畢業 ( 視光專業 )
經歷：台北市眼鏡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學歷：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畢業
經歷：律師高等考試及格
現任：余俊儒律師事務所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整形外科
經歷：台北國防醫學中心外科臨床講師
　　　台北國立陽明大學外科臨床講師
　　　桃園榮民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美容中心特約主治醫生
　　　美國ASPS 整形外科學會會員
現任：東京風采整形外科院長｀

學歷：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長笛演奏碩士
經歷：愛樂 101 室內樂團	團長
　　　台中 FM	89.1 太陽電台	節目主持人
　　　鄧雨賢音樂文化協會	音樂總監

學歷：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現任：培原科技總經

學歷：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學系
經歷：立法院第 7、8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委
　　　立法院厚生會會長
　　　民進黨議會黨團召集人暨第 15、16 屆議員
　　　第 6屆斗六市民代表
　　　雲林縣體育會副理事長
　　　雲林縣棒球委員會主委
　　　雲林縣社會關懷協會創會理事長
現任：中華民國第 9屆立法委員

學歷：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學士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經歷：自由時報記者、編輯
　　　高雄市新聞處長、副秘書長
　　　愛河整治工作小組召集人
　　　文建會公共藝術獎共同得獎人
　　　台視董事兼文化公司總經理
　　　行政院新聞局長
　　　蘭雅國中、輔大、政大社科院傑出校友
　　　2014 年柯文哲競選臺北市市長後援會總會長
　　　士林大同選出立法委員
現任：中華民國第 9屆立法委員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政治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士
經歷：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
　　　	蔡英文競選新北市長總部政策部主任兼發言人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委
　　	　民主進步黨新北市黨部主委
　　	　國策研究院執行長
　　	　民視「台灣看天下」節目主持人
　　	　公共電視「全球現場」節目主持人
　　	　台灣社秘書長
現任：中華民國第 9屆立法委員

學歷：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士
經歷：時代力量創黨工程隊總隊長
　　　時代力量主席團成員
　　　國際知名閃靈樂團主唱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
　　　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董事
　　　獨立音樂協會理事長
　　　曾獲金曲獎、總統文化獎
現任：中華民國第 9屆立法委員

學歷：哈佛大學法學碩士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經歷：第 6、7屆立法委員
　　　桃園縣長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會長
　　　中原大學、台灣警專榮譽教授
　　　執業律師
現任：中華民國第９屆立法委員

簡舒培

余俊儒

劉耀仁
顏若芳

黃珊珊

徐銘煌

張大力

華佩
林銘傑

劉建國
姚文智

羅致政

林昶佐

吳志揚

秦慧珠

顧
問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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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老人行萬里步撿回收只為一頓飽

戴愛玲、林凡邀您一起助清寒「拾荒」長輩

不「食荒」

生活困苦，從事拾荒維生，因為知道撿拾

回收的辛苦及生活需要社會大眾的幫忙，

因此老人福利關懷協會邀請我擔任愛心大

使時，我非常認同協會的服務理念，所以

立馬答應」。另外，智慧里的黃智明里長

也分享當里服務的個案故事，黃智明里長:

「有一對老夫妻每天凌晨兩點需外出撿

回收，原因是趁著已 43 歲有身心障礙，

無法自理的兒子在睡覺時，趕快外出撿回

收，中午前趕回家做飯給兒子吃，再出門

撿回收，現在爺爺生病開刀在家休養，回

收及照顧兒子三餐及梳洗的重擔全落在奶

奶身上，真的非常辛苦	」。				

	 	 	 	 	 	現年八十二歲的阿雲阿嬤，年輕時遭

遇先生、兒子、女兒及孫女在短時間內相

逢過世，又經剩下唯一的兒子及媳婦棄

養，他們連夜搬離住家，從此音訊全無。

目前阿雲阿嬤一人獨居在所承租的幾坪大

房子內，過著時常被房東驅趕，四處租房

的窘境。但阿嬤不認命地，卻也樂觀的面

對，靠自己的雙手及雙腳，每天在住家附

近，沿途步行撿拾資源回收維生，或是有

好心人士特地從遠處載資源回收物給阿

嬤，阿嬤眼眶泛著淚說，她從小沒讀書，

不識字，沒一技之能，現在老了體力也不

行，每天外出撿回收時當作運動強身，雖

然每個月回收賺的錢不多，只有幾百元，

能有一頓飯吃就好，而她人生中一路困苦

過來，剩下的日子無幾，期待的是盼望兒

子、媳婦哪天能主動聯絡她與她重逢。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自民國92年成立以來，

長期關懷老人，也是全國第一家照顧清寒拾荒長輩的單

位，以關懷清寒長輩、協助「2468 阿公阿嬤回收站」

回收點設置、幫助清寒長輩家中修繕服務為目的，於

8/15 上午十時，於汐止崇德橋東活動中心，邀請藝人

戴愛玲及林凡，及汐止區五十位里長一同為清寒拾荒老

人「喊聲」，活動中，林凡跟大家分享身邊故事，林凡 :

「我認識的一位伯伯，年紀與我的爺爺相仿，人很好但

清寒拾老記者會 清寒拾老記者會

戴愛玲 ( 左 ) 與林凡 ( 右 ) 擔任計畫愛心大使。

圖 /文		莊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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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至 106 年 6月底，台灣目前 65歲以上的老人約 318 萬人，而其中

擁有低收入證明的長輩有 3萬人之多。因此，社會老齡化及老人福利政策、老人勞工、老人

從事資源回收等相關社會議題是需要被社會大眾所正視的。因此，在社會角落裡，有一群清

寒長輩需要大家的關懷及協助，需要靠你我的力量及熱心，老人福利關懷協會期望號召企業

團體、民眾相揪做愛心，認捐生活物資包，幫助「拾荒」長輩不「食荒」。

清寒拾老記者會 清寒拾老記者會

拾老計畫分三大部分：關懷、協助、修繕。

理事長接受媒體採訪。 每個月發送物資包關懷拾荒長者。

里長代表接受協會感謝狀。

二位愛心大使支持拾老計畫。

由左至右為汐止公所人文課長劉昌松、戴愛玲、林凡、崇德里長陳玉林和協會理事長蔡鴻鵬。

銀行帳號 : 台北富邦八德分行 (012-3408)   
                   340102107026 
戶名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郵局劃撥帳號：19829139
戶名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捐款資訊

協會愛心專線 : (02) 2578-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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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在許多人的印象當中，做資源回收的長輩只是想運動，作身體健康，

他們不但衣食無虞，有些甚至可能比你我還要富有，房產好幾棟，這樣的長

輩還需要你我的幫助嗎？答案當然是沒有急迫需要！但除了這些生活無憂的

長輩外，尚有許多單靠拾荒方能度日的清寒拾荒長輩，領著些許的老人津貼，

在城市中生存，數字會說話，根據學者研究，目前全國推估約有 30,000 名拾

荒者仰賴拾荒過生活，其中 35.1% 左右的拾荒者是 65 歲以上的長輩，光是

在台北市，透過數字大略推估也有將近 1200 名清寒拾荒老人隱藏在社會各

處，而本會透過家訪、個案評估、鄰里探訪的方式，找出在城市中，有需求

的清寒拾荒長輩予以協助！

月月愛心送到家 清寒拾荒不食慌
	 	 	 	 	 	 	往年，本會都是採取被動、不定期的方式，透過實物協助拾荒長輩，就

在今年一月起，本會蔡理事長、簡秘書長以及理監事們決議通過，將化被動

為主動，推動拾荒不食慌，月月愛心送到家的清寒拾荒長輩扶助計畫，結合

大眾愛心，一起幫助清寒拾荒長輩，降低長輩每月生活成本，我們在人力與

資源限制下，推出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酒矸倘賣嘸，由蘇芮主唱，一首在 80年代因電影『搭錯車』而紅遍大街小巷的歌曲，

迄今三十餘年，還是有許多人傳唱，在那個經濟起飛，百業復興的年代，一個聾啞老人靠著

撿拾酒瓶回收微薄的費用得以度日 -- 這是這部電影所描述的背景。2017 年的今日，在臺北

市街頭，仍時常會看見靠著回收方能度日的長輩穿梭在人群之中，不論白天或是黑夜 ...	...

清寒拾老扶助計畫清寒拾老扶助計畫

拾荒長者辛苦撿拾、整理路邊的回收物。

圖 /文		莊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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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

輔具租借項目分佈

協會服務成果

(截至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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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個案 64%

關懷據點 20%
清寒拾老 16%

(截至2017年7月)

清寒拾老 輔具個案 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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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方案

千萬別讓你的權益睡著了，舉例而言：移位型輪椅 7 千元，防褥瘡氣墊

座 1 萬元，防褥瘡氣墊床 1 萬 2 千元，符合身障補助資格者，不只是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就連是一般戶資格，都有機會可以全額補助！

「需要什麼輔具，政府都補助你！」

							輔具補助分為兩種，一種是「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也就是無論年紀，只要具備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就能申請，每二年就有 4項輔具補助，也同時包含醫療輔具（電動拍

痰器、抽痰機、化痰機、血氧機、氧氣製造機等）；另一種是「失能者生活輔助器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補助 65歲以上的失能老人、55歲以上的失能原住民以及失能身心

障礙者，十年最高補助 10萬元。

　　然而，在申請作業上，你都必須找到區公所（輔具資源中心）、長照管理中心申請，再

加上輔具補助資訊不足，以及申請文件程序繁複，因此僅有少數民眾申請政府補助。臺灣的

輔具補助福利真的非常好，甚至同時符合兩種資格，也可以同時使用兩種補助（單一輔具品

項，需擇優使用），但同一項目不得重複申請，補助金額則以各縣市「失能者生活輔助器具

補助項目表」與「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為準，以實際購買金額為限。

　　傳統觀念常認為輔具是到了不得已的情況才開始使用，其實不然，如果輔具能改善長者

的生活就應該使用。現在的輔具也越來越多樣性，最新的科技已經運用在各種產品上。輔具

是生活的便利品、銀髮族的力量、身障者的希望，不過台灣的輔具使用率僅有 0.5%，遠遠

低於日本的 14.7%，值得政府相關單位、輔具業者、長期服務身障失能者的NPO（非營利

組織）大家一起共同來努力！

							日本「福祉用具專門相談員」的專業服務，確實是值得台灣好好學習參考，除了各式各

樣輔具的專業技能外，熟悉各項補助法令，更是必備的基本知識，台灣除了購買輔具有補助

外，輔具維修、輔具用電、輔具報稅可列扣除額；建議個案使用身障或是長照補助申請，每

項都是關係到個案的權益。此外，相談員在台灣更須扮演著，重要的溝通協調角色，照管專

員、輔具及居家無障礙評估師、輔具中心、鄉鎮區公所、社會局、衛生局長照中心、個案家

案主和家屬、輔具廠商和經銷商，都有各自的專業作業程序，如何協助個案從申請、評估、

購買、核銷，才算是完整專業的輔具服務！

				 	 	 	因此補立達社會企業有鑑於此，結合NPO及相

關科系畢業生，提供創新服務：(1) 身障及長照 _ 輔

具補助＿全程服務 (2) 身障及長照 _ 居家無障礙補助

＿全程服務、(3) 長照 2.0 申請及各項轉介服務到府訪

視，從補助諮詢，申請送件（含長照服務申請），陪

同評估、輔具購買、居家無障礙改善規劃施工，產品

使用、送貨收款、補助核銷等，提供一站式單一窗口

的長照服務，以協助照顧者『安全省力』，被照顧者『預防失能』+『自立支援』為核心價

值目標，讓大家一起為 117 萬身障者及 74萬長照失能者，提供更優質的輔具補助服務！

新服務方案

結合NPO和相關科系畢業生，提供創新服務。

圖 /文		輔具補助達人林峻良

資料來源：補立達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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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福利一

長輩或身心障礙者沒有了輔具，就像
失去了走、跑、跳等功能，你能想像
其中的感受嗎？

							那些無法承擔購買的經濟壓力，同時也

無法即時從政府資源媒合的輔具需求弱勢

者，生活潛藏著極大風險及眾多不便，此

時如果我們將家中那些閒置已久或老舊已

淘汰的輔具捐贈出來，透過中心徹底修繕、

消毒後，將成為支持他們生活便利安全上

的強力後盾！同時眾多學者也呼籲 :「二手

輔具可回收再利用，通常擺放家裡蒙上灰

塵，非常可惜；他呼籲大眾提倡環保概念，

盡量捐出自家不要的輔具，回饋社會。	」

							幫助弱勢長者解決生活不便之時，心中

也將獲得更多的心靈回饋與感動！需要時

隨時都能獲得輔具，不用時便歸還，促使

下一位需求者能繼續獲得輔具協助，讓你

我愛心永續發展！當我們的視力問題造成

困擾，自然會去配戴適合的眼鏡矯正，那

輔具之於年長者、身心障礙者又何嘗不是

如此？但面臨急遽老化的台灣，相關輔具

制度及觀念卻還不夠落實！

輔具專欄一

台灣人口結構面臨嚴重老化問題，老年照護及相關輔具問題是接下來的難題。

圖 /文		陳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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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起正確的輔具資源整合

							一般民眾甚至身心障礙朋友仍缺乏輔具相關等資

訊，通常無法直接取得自身最適合的輔具，有人花

大錢購買、有人申請高額補助僅為供短期使用，如

同相當程度的資源浪費，及更多的是真正的需求者

因無法負擔輔具高昂費用，犧牲生活品質，同時也

可能讓家屬疲於照護。輔具能幫助失能者回復獨立

自主的生活能力，故希望集結更多人力與整合相關

資源，幫助社會有輔具需求的弱勢，同時減輕照顧

家屬經濟負擔，促進全民惜福愛物、資源不浪費。

不得不面對的嚴峻考驗

							尤其台灣近年人口老化速度為世界第一，人口結

構的快速老化，姑且不論對社會產業的衝擊，不得

不面對的老年照護問題才是棘手，儘管政府積極為

劇增的長照需求做準備，但國人一生中長照需求平

均時間長達 7.3 年，對家庭或社會仍是很艱巨的挑

戰！著眼如此龐大的輔具需求，更應該快速建立起

完善的相關制度！

輔具專欄一

協會二手輔具福利中心服務流程。

協會同仁志工將輔具運送至所需民眾家中。

協會愛心輔具志工協助修繕二手電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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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心沒有合適的輔具借用，便可透過政府所成立的輔具中心申請補助，不論是一般戶、

中低收入戶，只要民眾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證明，或年滿 65 歲以上的長輩，皆享有政府輔

具購置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費用補助！但千萬要記得補助一定要先申請後才可購買！

							如果您有不清楚是否有符合資格或是需要協助申請，可向協會社工詢問，協助民眾代辦。

若二手輔具中心恰好沒有合適的輔具
借用該怎麼辦 ?

輔具專欄二 輔具專欄二

資料來源：補立達社會企業

資料來源：補立達社會企業

資料來源：新北市輔具中心

圖 /文		陳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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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世界觀』

							在人的一生當中，使用輔具的時間是很短暫的。除非是先天疾病或是在年輕時發生意外

變故，多數人都於生理機能退化了以後才需要使用輔具。購買輔具花費的金額少至幾千，多

則上萬，大部份只使用幾個月、幾年便丟棄；反觀弱勢族群買不起輔具、政府花公費補助輔

具購買，因此形成龐大的醫療資源浪費，有鑒於此，我們可以參考日本和以色列的例子。

日本的介護輔具保險

							輔具租賃在日本已實施多年。日本介護保險（類似我們的健保局）鼓勵使用者先以租賃

方式取得輔具，租賃費用由政府補助 50%，介護保險付 40%，個人只要支付 10%，只要支

付少許的費用，就可以依自己的狀況來調整合適的輔具。輔具租賃型態已成為高齡者輔具使

用的主要消費，促使日本輔具產業規模的蓬勃發展，而輔具租賃業者在其中所扮演角色，是

藉由服務減少照顧者負擔，也讓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行動上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

							日本輔具租賃制度之推行，有政府保險政策作為後盾是其重要因素，臺灣現行無相關保

險或補助政策作為指引，因此加強宣導二手輔具之使用、推行相關輔具回收租借之觀念，藉

由辦理各項相關宣導活動、或結合企業及民間資源共同推動，以促使輔具回收再利用之觀念

落實。

輔具專欄三 輔具專欄三

日本的輔具租賃產業已成為高齡者照護產業的一環，日本國人對於使用二手輔
具的接受度也相當高。

圖 /文		陳建強

				 	 	以色列人口大約	850	萬，每年至少有 40萬人使用「撒拉之手（Yad	Sarah）」	的二手

輔具資源，每年至少免費借出 30萬件二手及新的醫療器材或復健輔具給	身障者、年長者、

病人，每年節省以色列高達 32 億元的住院費及長照費用。撒拉之手的服務甚至擴及日間復

健服務、交通接送服務、居家服務、長者牙醫服務、	特殊兒童遊戲服務等多元人道服務，

結合多元的長照服務及相關照護專長，被視為世界性非營利公益組織的楷模。

				 	 	這些服務由大約 150 名員工及 6,000 名志工合力完成，然而他們的年度預算美金 2,300

萬元，大約 7億臺幣，但對政府極少的依賴，每年僅 3%的經費來自於政府軍事單位，撒拉

之手的營運、服務執行費用、人力等支出，高達 7成經費來自外界捐款。

				 	 	民眾在出院準備過程中便導入所有居家療養所需的輔具資源，不需繁複的資格審查及認

定，使用者只需負擔押金，即有三個月的免費使用期，歸還時撒拉之手鼓勵使用者捐贈押

金，若使用超過三個月仍需繼續使用，仍然可以付費繼續使用。大部份民眾三個月內就可以

歸還，需要長期使用的身心障礙者在三個月後已可以接軌政府補助購買的資源，相當便民且

有效不間斷的配套流程，提供給需求的民眾很大程度上的幫助。

以色列的「撒拉之手 Yad Sarah」

以色列有一個名為「撒拉之手（Yad	Sarah）」的公益團體，主要
提供免費的二手輔具供民眾借用。

目前有將近 6000 位志工投入，很多是退休後的中老年人或是熱心的
年輕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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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繼去年的「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培訓講座」

得到熱烈的迴響與支持後，協會再度於今年舉

辦第二屆的「長照專業人力培訓講座」，本次

講座為了提高教學品質，將人數安排在 100 位

左右，特別感謝「中化銀髮事業」協助辦理以

及「新光保全北區教育訓練中心」出借此次活

動場地，這次延續第一屆邀請在長照方面享譽

盛名的李世代教授，李教授從事長照相關研究

多年，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且也有許多相關的

研究文章及著書發表。

長照專業人力培訓講座
	 	 	 	 	 	針對這次講座教授將主題訂為「長期照護跨專業團隊之建立」、「長期照護實務評估與

體系之建立」以及「探討國內長照現況與現行長照法」三大部分，相信參與的長照相關從業

人員都能透過講座有所收穫，也希望台灣長照服務能夠更妥善、有效率的落實，畢竟人口快

速老化，老年人口數逐年不斷攀升，我們都必須有足夠的知識、設備等相關準備來面對如此

的改變！

							感謝大家踴躍報名參與，往後協會仍然會選擇合適的時間舉辦相關講座，惟協會尚在累

積經驗，講座中還有許多精進空間，歡迎參與者與先進不吝指教，大家一起為長照努力！

協會講座 協會講座

休息時間仍有學員與教授討論。

圖 /文		何璽隆

2. 大家輪流簽退領取證書。

3. 協會莊柏辰副秘書長拜表致贈感謝狀與李教授。

1. 當時的上課情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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