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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904次例會）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8/13）
李仰慈 教授－主講人
鄭藝懷 先生－PP Michael來賓

主講人：王德生 院長
講 題：整合預防醫學新契機
學 歷：長庚醫學院中西醫雙主修畢
中西醫師雙執照
經 歷：中華職業醫學會 專科醫師
林口長庚中醫部 醫師
安杏預防醫學診所 專任醫師
鍾婦產科聯合鍾馨診所 專任醫師
新店耕莘醫院高階健檢中心 專任醫師
富邦產險及金控 臨場服務醫師
全人健康診所 院長
專 長：細胞治療特管辦法、美國BHRT賀爾蒙療法、
日本分子矯正醫學療法、雷射針灸
介紹人：Bruce T社友

上週出席報告（8/13）
社員總數
75

補出席
0

出席率
76.79%

請假缺席13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19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第一次爐邊會談活動

本週喜慶社友（8/20~8/26）
翁肇喜（PP George）生日快樂
黃百祥（PP Shawn）生日快樂
王巧玲（Tony Tsai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謝林麗娟（PP Ocean）夫人生日快樂
丁嘉怡（Joe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出席人數
43

8/20
8/21
8/23
8/24
8/25

活動日期：2020年9月5日（星期六）
中心議題：『社務活動如何創新』
輪值主人：Arch、Attorney、Baron、Call、Cory、Dean
、Dennis、Frank、George、Henry、IF、
Joe、K.C.、Lawyer、Lease、Michael、
Neuro、Ocean、Patrick、Ping、Sam、
Taipei George、Terry、Tony、William
活動行程：09:45 於【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報到集合
（原「台北北警察署」，台北市大同區寧夏
路87號，鄰近捷運〔大橋頭站〕2號出口）
10:00 分組進行導覽
11:15 前往午餐餐廳【太春小館海鮮餐廳】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81號）
11:30 進行爐邊會談暨午餐聯誼餐敘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RID3521高爾夫球公開賽
時
地
費
※

間：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10:00報到
點：美麗華球場
用：NT$3,350 all in
報名至9/15截止，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賽！

下週節目預告（8/27）
上週喜慶社友P Bruce代夫人接受大家的生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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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例會：第二次社務行政會議

青銀共伴計畫執行之經驗分享
主講人：李仰慈 教授
知能力、判斷能力和理解力也都會逐漸下降。因為老人肢
體關節的靈敏度變得弱化，所以穿衣時有些像扣釦子的精
細動作可能就無法自理，這個就可以建議他們盡量改用拉
鍊的方式。有時我們會看到一些長輩釦子沒有扣好或是拉
鍊沒有拉，這些其實都不是他們故意的，同學如果可以理
解，同理長輩，甚至給予他們一些新的知識，這也能活化
他們的認知能力。

社長、黃前社長以及各位扶輪社友，大家午安！
首先很謝謝S.R.的邀請，可以來這裡跟大家分享一
下我們在執行「青銀共伴在社區生根」的一個計畫。我本
身畢業於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目前在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長期照護系工作。我的背景比較多元，我是護理師、
社工師，也是呼吸治療師，之所以專長會這麼多元，主因
是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在急性醫療體系工作。在工作
過程中，我發現到病人無論住院多久，最終還是要回到家
裡，加上現在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快，政府又一直推行在
地老化，而每個人一定都想在自己最熟悉、安全的環境中
老化，所以這勢必要結合非常多的社會資源，包含許多人
力、物力、財力以及一些社會支持團體的幫忙。
我本身也有在生命線當諮商輔導的志工，發現很多
長輩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會伴隨一些憂鬱的症狀，他們心
理的層次更需要被關注。要如何從急性醫療走到社區做長
照，這就需要仰賴社工從中連結社會資源，因此我才會跨
了比較多的領域，希望能在長期照護的範疇裡面幫助更多
有需要的人。
今天我主要介紹的是青銀共伴的部份。我們在帶領學
生進行共伴計畫之前其實做了許多的準備工作，像是我們
跟非常多的社會福利團體做了溝通，其實不只是學生，民
間也有很多團體有共伴的活動，只是我們和一般民間團體
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是長期照護系，所以共伴不是單一次
的陪伴，包含了專業的評估和介入，特別針對獨老的長輩
為對象，因為如果家中已經有其他成員可以陪伴，基本上
在社會參與和資源連結上都不會那麼弱勢。我們希望讓學
生了解老齡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樣貌，老人在身心狀況上會
有哪些變化？自己是不是喜歡跟長輩相處？必須先讓學生
反思這幾個問題。
老人的生活當中一樣是食衣住行育樂這幾件事，不
同的是因為老化導致的味蕾敏感下降近20%、嗅覺能力也
會退化50%，所以飲食的口味會越來越重。老化以後的認

在住的部份，最常見的就是居住在舊式公寓的長輩因
為不方便上下樓梯而變得足不出戶，其實他們並不是不願
意社會參與，而是沒辦法出門；另外屋內的動線和生活環
境，不只是沒有無障礙設計，有的地方還有門檻、會不會
容易被踏墊或電線絆倒…，這都需要專業的評估和介入。
因為我們學生有學過一些評估的能力，所以進到獨居長輩
家進行陪伴時就能給予一些安全的設計。
大家都知道老人行走比較不便，需要一些輔具的幫
助，其實我們平時配戴的眼鏡就是輔具的一種，使用輔具
一點都沒有關係，只是要選擇適合自己的輔具，並且能在
生活中自由自在。大家都希望身體健康，但這件事容易達
成嗎？長輩是不是可以在有限的身體障礙下還能獨立生活
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有些長輩的肢體或是視力不方便，要
如何在不方便中做最大限度的發揮就需要我們協助他們做
好整體的環境設計，這樣即便是視障老人也能在生活環境
中過得安全自在。
其實很多長輩對於時下的一些流行用語都不是很清楚
意思，這些經常在電視節目或新聞中出現的字詞就會連帶
影響到他們對訊息的理解，所以我們學生在進行陪伴時就
會做些讀報或是新觀念的傳輸，這就是一個讓他們與外界
接觸的良好媒介。長輩因為視力、聽力退化，根本無法獨
自上街購物和進行社交活動，像我的父親有嚴重的重聽，
講電話都會越講越大聲，而且好像每次只要確認對方還在
就把電話掛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反正對方也聽不到，
他只要確認他的老朋友還在就行了。
獨居長輩因為家中沒有人陪伴，所以就會更希望有學
生或是年輕人可以經常去看他們，有人不太喜歡社工或是
志工前去訪視，因為他們覺得那些人都是有目的性的，但
是看到學生和年輕人，他們就會很開心，也許是覺得年輕
人可以帶給他們活力吧。
後來我們歸納出來要成功老化有幾個重點：要身心健
康、要能夠享受生活、有獨立自主的能力，這樣才能做社
會參與。像今天就很開心看到大家，因為只要走出來就是
很好的社會參與，你一定要出來才能跟其他人互動，有互
動才能有連結，有連結才會有社會支持團體，這樣大家才
能夠分享一些社會資源，並且做資訊的整合。人只要不孤
單就比較能達到WHO所謂的成功老化，成功老化就是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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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生活、積極的參與，而且必須要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之下。
因為我們計畫執行的區域在萬華地區，而年輕的同學
對萬華根本就不了解，所以在執行計畫之前，特別商請萬
華地區的文史工作者幫我們的同學上了萬華巡禮的課程，
讓他們了解當地的人文地產景，才能對社區產生共鳴和感
情，也能了解當地資源的分佈和如何串連。萬華一共有36
個里，但並非每個里長都很熱心，願意提供我們協助，最
後我們選定了其中的七個里，要求學生自己描繪出社區連
結的地圖，才知道長輩喜歡去哪些地方，哪裡有老人的據
點、廟宇、教會等等，這樣之後同學要帶長輩去進行圓夢
計畫時就會相對容易許多。
我們發現老人最需要的是真誠的互動、關係的建立、
受到尊重、有被重視的感覺，所以我們希望同學進到長輩
家裡不是純聊天而已，第一次去主要是破冰，和長輩建立
關係，了解對方的家庭背景、需求和用藥習慣等。我們會
幫長輩測量體溫、血壓，檢視他們的常規用藥，因為根據
統計，65歲以上的長者或多或少都有二種以上的慢性病。
有些同學剛開始參與這項計畫時都是抱著一種完成作業的
心態前往，按照規定要去拜訪三次、每次60分鐘，還要寫
記錄；但是等到成果發表會時，我們發現同學是越來越投
入在陪伴工作當中。
其實，在1960年時，就已經在荷蘭、丹麥出現了青
銀共居的情形，因為歐洲國家的老化現象遠比台灣要早很
多，只是他們不像台灣因為戰後嬰兒潮的關係突然老化，
而是慢慢老化，所以在長期照護的建制上有比較充足的時
間。青銀共居是由大學生進到安養機構去陪伴獨居的長
輩，由安養機構提供大學生免費的住宿，只要大學生每個
月花30個小時來陪伴這些長輩，不論是購物、舉辦慶生
或是其他活動都可以，這項計畫的成效非常好，現在連日
本、德國都有在進行。據我所知，目前雙北有很多機構都
有跟大學生合作，像我有學生實習的地點是板橋榮家，那
裡就有幾個房間設計給台藝大的學生，讓他們免費住宿，
台藝大的學生就會幫長輩做一些動靜態活動的設計並帶領
一些團康活動。
老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尊重，我們學生之前曾經去帶
活動，但老人不是很開心，因為活動內容根本不適合老人
家，他們會懷疑學生做這些活動到底是自己想要做還是真
心為了他們？因此同理心的訓練就非常重要。另外，我們
的計畫課程除了長期照護和溝通、互動、同理心的技巧，
也包含倫理的規範，像是肖像權、保密同意書、攝影等。
我們希望同學進到長輩家裡就能明確讓對方感受到你是真
心想要來陪伴我。
我們這個計畫是配合教育部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最主要是要鏈結區域資源、升級長照專業，青銀共
伴是「北護護你健康、青銀共好標竿計畫」項下的一個子
計畫。我們擇定萬華老人服務中心是因為他們可以幫我們
過濾出最需要陪伴的長輩，簽訂合作意向書後，他們就媒

合了一些適當的對象，由於生員的背景不同，有些是護理
的、有些是職能治療、有些是物理治療、還有些是營養的
專業，再加上每個長輩的嗜好和狀況不同，有的可能喜歡
唱歌、有的可能有恐慌症、嚴重焦慮或其他，所以我們就
會逐一配對媒合，安排合適的同學。
我們計畫共伴的次數是三次，第一次是建立關係，
第二次就要求同學要提出共伴的企劃書，不論是動態、靜
態的活動，甚至是在家中帶健康促進活動或是桌遊的雨天
備案。每次訪視後都需要填寫記錄單，好讓老師和社工知
道他們在長輩家中發生了什麼事。第二次通常也會進行一
些圓夢計畫，譬如有一位視障長輩一直很想去青年公園，
因為那裡是充滿他和已故小女兒回憶的地方，只是他一直
走不出來，經過同學們的陪伴和鼓勵，並且幫他規劃好路
線、做好萬全準備後，他終於一圓再訪青年公園的夢想。
第三次我們會希望同學能做一些影片或是紙本的記錄，之
後在成果發表會時可以送給長輩做紀念。
這個計畫結束後，我們在6月22日舉辦了一場成果發
表會，當天還邀請了所有共伴的長輩和同學們一起用餐，
那些長輩們都很開心，也都表示希望明年我們還能繼續辦
理這樣的活動。因為我們的計畫經費有限，也不希望學生
花太多錢，所以我們鼓勵學生能夠用自己的方式來陪伴長
輩，讓長輩都能非常開心。長期照護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
的事，必須仰賴一整個團隊，也絕對是一件苦差事，我們
需要跨專業的團隊合作，但是只要我們的用心陪伴、細心
照護，這個過程就會化成一段美麗又令人感動的回憶。今
天我就簡單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

八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間： 2020年8月13日（星期四）2:10PM
點： 台北大倉久和飯店•3F久和廳
席： 楊文宗 賴聰穎 侯舒文 陳柏良 王冠敦
張榮輝 劉學昇 郭啟南 林寶德 黃三榮
郭秋晨 沈俊甫 魏道佐
列
席： 鄭承宏 林錦成 陳敦弘 蔡宗穎 邱仕峰
褚繼堯 陳志瑤 彭民雄 詹炳鎔 王國添
主
席： 楊文宗
記錄：陳穆君
甲、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乙、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丙、報告事項：
1. 今年度天明盃高球聯誼賽由明德社輪值主辦，將於
2020年9月1日（週二）假龍潭球場舉行。
2. 今年度第一次爐邊會談訂於2020年9月5日（週
時
地
出

六）假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暨太春小館海鮮餐廳
舉行，活動主題為「古蹟、文化、美食之旅」。
3. 今年度中秋聯歡晚會將於2020年9月26日（週六）
假凱達飯店3F宴會二廳舉行。
4. 3521地區高爾夫球公開賽訂於2020年11月30日
（週五）假美麗華球場舉行。
丁、提案及決議：
1. 第三十九屆（2020.7.1~2020.7.31）財務報表，提
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2. 地區來函邀請各社參與2020-21年度惜食行動計畫，
提請討論案。
決議： 同意請節目主委安排邀請惜食委員到社宣傳。
戊、臨時動議：無

上週例會捐款報告（8/13）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5,500
承上期
承上期
207,560
合 計
223,060
總計：386,750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500
3,000
3,5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163,690

2,500
9,000
11,5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2,500
承上期
117,000
合 計
119,500
△ 歡迎主講人李仰慈教授蒞社演講，精彩可期：Bruce、
Cory、Gene、John、Kevin、Ocean、Oculist、Philip、
Porcelain、Taipei George、Terry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暨夫人生日快樂：Arch、Bruce、
Casting、Chris、Cory、Investor、John、Kevin、Ocean
、Oculist、Philip、Smart、S.R.、Tim
△ 純歡喜：Adam
△ 預祝天明盃天母隊拿冠：Cory
△ 本週喜慶社友，祝各位天天快樂！George

△ 歡迎貴賓鄭藝懷大律師蒞社訪問：Investor
△ 感謝PP S.R.邀請李教授分享青銀共伴計畫：Patrick
△ 爐邊會談敬請各位社友踴躍參與！Terry
※高球捐款：
△ 預祝9/1天明盃狂勝明德社，天母加油！加油！加
油！Brian（NT$500）
△ 請各位高球隊友熱烈報名參加8/12位於龍潭球場舉行
的第二次高球例賽，為9/1的天明萊德盃暖身：John
（NT$1,000）
※獎助金捐款：
△ 歡迎Michael友人鄭藝懷大律師蒞社：John（NT$1,000）
△ 慶祝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幸福，家庭圓滿：Porcelain
（NT$1,000）
△ 熱烈歡迎鄭藝懷律師蒞社，早日成為天母社的生力軍：
Tim（NT$500）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祝賀喜慶社友快樂、健康：Gene（NT$500）
△ 祝賀喜慶社友：Hank（NT$500）
△ 感謝大家踴躍出席，桌桌加位，純歡喜：Kevin（NT$
1,000）
△ 歡迎李仰慈教授蒞臨演講，精彩可期：S.R.（NT$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