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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 / 每週四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 / 大倉久和大飯店 The Okura Prestige Taipei
辦事處 / 105401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2號807室
電話 / 02-2713-5034 傳真 / 02-2713-4520
網址 / www.tienmou-ri3521.org.tw 電子信箱 / rtienmou@ms38.hinet.net

社區服務活動
樂山教養院有藝無礙專業療育支持計畫

本週節目（第1922次例會）
月底例會：第三次社務行政會議
本週喜慶社友（12/31~1/6）
張永明（PP Universal）生日快樂
賴聰穎（IPP Smart）生日快樂
許曉東（Tony社友）生日快樂
陳柏蓁（Terry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鄭淑真（PP Steve）夫人生日快樂

1/1
1/2
1/8
12/31
1/5

時 間：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09:30~11:30
地 點：樂山教養院＞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三段187號
※ 本活動為今年度第三分區聯合服務，參加社友請自行前
往，歡迎各位社友踴躍參與！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2/24）
陳美蘭（CP Kelly）－主講人，台北瑞昇社社友
陳佑安（Rex）－主講人，台北瑞昇社社友

下週節目預告（1/7）
主講人： 郭建偉 先生
講 題： 天天革命，開創百年名店新頁
學 歷： 美國芝加哥Depaul大學行銷學士
日本東京一橋大學企業戰略碩士
經 歷： 桃園觀光工廠促進發展協會第一屆理事長、榮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第五屆理事長、榮譽理事長
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第十九屆常務理事
創意生活產業協盟第七屆會長
現 職：郭元益食品企業第五代，集團副總經理
邀請人：IF社友

上週捐款報告（12/24）

上週喜慶社友Patrick代夫人接受大家的生日祝福

上週出席報告（12/24）
社員總數
78

出席人數
28

補出席
13

出席率
78.85%

請假缺席24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6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0,500
承上期
承上期
665,341
合 計
675,841
總 計：1,166,911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51,500

元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地
費
※

間：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12:00開球
點：美麗華球場
用：NT$3,350 all in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月例賽！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6,500
承上期
365,500
合 計
372,000

Rotary Opens Opportunities 扶輪打開機會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491,070

1,2000
214,000
226,000

台灣長照現況與健康引導
主講人：CP Kelly
今天我想利用15分鐘的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台灣長照
現況。其實在座前輩可能很多人都比我還了解長照，只是
我從15歲起就開始做長照，迄今已經做了34年，當時我母
親在石牌開設了一間安養中心，我在就讀北一女的時候，
白天上課，晚上和週末假日就都是待在安養中心和那些老
人家一起生活，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我的心態很像老人。
我做長照這麼多年了，最近幾年大部分從事的都是
諮詢顧問的工作，雖然各式各樣的問題有很多，但其中最
大的問題就是人，如何訓練人？我在15年前成立了一家公
司，主打的就是居家服務，也就是早期所謂的人力派遣。
剛開始我也是白手起家，做的很辛苦，幸好後來開始跟醫
院和一些人力仲介公司合作，漸漸也有了起色。後來我將
累積了10年的know how傳授給一家基金會，當時我手下已
經有超過100個人，實在管理不過來，於是決定交給政府和
基金會來管理。
其實各個國家對老人的年齡定義都不一樣，像是身障
者只要45歲就稱之為老人。近年來長照最夯的議題其實是
失智症，其實失智症只有5%和遺傳基因有關，其餘95%都
是源自於個人的生活習慣以及頭部外傷。基本上現代人大
多都是屬於亞健康的狀態，就連戴眼鏡的人只要把眼鏡拿
下來就看不清東西也算在內。最近五、六年，我進入身障
者住宿型機構後發現其實有很多18∼60歲因為後天脊椎損
傷的身障者，他們雖然無法自由行動，但依舊擁有未來、
懷抱夢想，這讓我想到以往的長照關注的都是老人，是不
是應該想些辦法讓這些年紀不大但卻需要長照的對象能夠
不要一直待在機構裡面，也有機會可以走出來？
我今年擔任地區長照推廣主委，去年則是擔任執行
長，所以去年我就在思考為何我們需要End Polio？感覺
上跟我們似乎沒有什麼關係，直到我碰到一位60歲的小兒
麻痺患者，她表示很羨慕自己的哥哥在一歲時就離開了人
世，不需要承受這麼多年的痛苦，她一直到出現電動輪椅
之後才有機會到處走動。當時我才深刻體會到小兒麻痺竟
然會嚴重影響到這麼多人的一生以及根除小兒麻痺的重要
性，畢竟像我這個年紀，看到周遭不良於行的人，我們根
本無法判斷對方究竟是因為小兒麻痺還是後天傷害造成的。
扶輪一直有在做長照服務，像地區在明年的1月16日在
大稻埕的太平國小就有一個長照服務計畫，上午是大專院
校的活動設計競賽，下午是一個名為「時光旅行」的體驗
活動，歡迎天母社的社友一起來共襄盛舉，大家如果有認
識一些和長照有關的單位或廠商，也歡迎前去設攤，可以

我一共
出過六本跟
長照有關的
著作，我在
撰寫《居家
服務督導工
作手冊》時
曾經特別跟
日本取經，
日本在長照
這方面一直走在我們前面，像他們早在2017就開始規劃
2050年的長照指標。我們通常計畫頂多做個三、五年，但
日本卻看到了30年後的事情，預估當時的人口數是多少、
失智症和認知症的患者有多少，所以該做些什麼樣的政
策。我選擇寫作的原因是想讓更多人分享我的實務經驗，
改變台灣的長照，希望當有一天大家需要長照服務時，都
能得到優質的服務。
與長照有關的健康產業絕對是未來的流行趨勢，這幾
年我走訪很多地方去了解當地的長照康養機構，在台灣也
有很多知名的康養中心，像是雙連、長庚、潤泰、潤福這
些大型機構，但我覺得日本小而美的方式可以做的更貼心
細緻。去年我去廣州參觀一間衛浴公司，發現原來衛浴設
備可以連結到無障礙空間，甚至有些系統可以跟ai連結、與
輔具結合。另外，產學課程也很重要，像是日本的戒護就
是從學校開始生根，因為學生從學校學成出來後可以翻轉
我們的長照。我們的健康產業從以前的安養中心到現在的
居家服務都是因為有需要才會衍生的產物，但是除了傳統
經濟上的供需外，現代產業本身還要與智能互聯，未來的
概念思維必須融入美學和生活。從經濟到產業到思維，這
是我認為這幾年來的轉變。
現在高齡長者越來越多，台灣在2025年就會進入超高
齡社會，要如何因應和面對，商機又在哪裡，其實都需要
深入研究，參考外國的作法。像我們今年在PP James的指
導下做的Global Grant選的就是VTT，計畫引進國外的專業
人才來台灣教導我們，讓更多人受益。其實長照一直都在
看人的生老病死，其中包含了食衣住行育樂各個方面，所
以長照產業可以發展的面向非常廣，如何把長照和我們的
生活做連結是未來要發展的一個重點。我在長照方面一直
在做創新方案的撰寫，因為只要透過管理上的差異化和客
製化來思考每一件事，你就可以設計出各種不同的服務。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以下時間就交給陳教授，我相信
他的演講內容一定可以讓大家獲益良多。

和大家做一個交流。

R ot a ry O p en s Opportunitie s 扶輪打開機會

平衡痠痛
各位下午好！
首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我目前在元培大學教書，
本身是物理治療師。大家知道物理治療的台語怎麼講嗎？
對，就是「沒在治療」，都在開講。今天我的題目是「平
衡痠痛」，大家都知道長照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目
前政府已經要開始推動長照3.0。我個人從事居家物理治療
大概快15年了，見過各式各樣的病人。剛才跟大家交換名
片時，發現有從事建築業的社友，其實我從長照2.0看到3.0
，覺得現在的大樓建築重要的不是興建健身房，而是專為
老人和兒童設計的無障礙空間共生住宅。
今天我想跟各位提一些東西，讓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在針對痠痛的處置方式並不合理，但必
須這麼做的原因是找不出更好賺錢的方式。有關一般生理
老化的現象，像是視茫茫、髮蒼蒼這些，我在這裡就不多
贅述，大家應該都知道，而要延緩退化的時間、減少退化
的幅度，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升體能、增加身體活動量。但
腰酸背痛不只是老化，而是許多人都會面臨的狀況。我想
請問在座的大家面臨腰酸背痛時都會如何處理？我以前曾
經在三總復健科工作，所以我很喜歡問大家一個問題：大
家有去過復健科嗎？去過之後覺得有效嗎？我發現去過的
人很多，但其中九成的人都會告訴我沒效。
腰酸背痛的發生率從0.8%∼82.5%，根據年齡和生活
習性而定，但每個人一輩子都會遇到腰酸背痛的問題。腰
酸背痛的處理方式第一個就是休息，適用於一般疲勞時產
生的狀況。有些人會選擇按摩，按摩會讓肌肉放鬆，但放
鬆後的肌肉會無力，而無力的肌肉又比較容易疼痛，所以
按摩業永遠不會消失，因為你會越來越依賴它。民間常見
的推拿和整脊，一般做完會很舒服，但是你動一動很快就
會又歪了，因為他沒有教你維持正確姿勢的方式。一般的
復健使用的不外是熱敷、電療、拉脖子拉腰，其實拉脖子
拉腰是連物理治療師都詬病的方式，因為那是沒有用的。
如果我教會你全身的運動，可能要花上半小時，但健保給
付是120點；做電療和熱敷，健保給付一樣是120點，但可
能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所以才會有一堆人去拉脖子，這
就是最大的問題。
那有沒有什麼適當的自我處理方式？其實求人不如求
己，我的老師說過一個人會不會生病、生了病會不會好，
有1/3要看上帝的意思，有1/3要仰賴醫療人員的協助，最後
1/3要靠自己。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在這件事上，你自己
的地位是和上帝一樣的，所以要能解決自己的問題很重要。
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平衡。西
方人喜歡裸體的雕像和繪畫，因為他們覺得黃金比例、左
右對稱是最好看的；而東方醫學也有所謂的陰陽兩極的平
衡，重點是要如何維持平衡。維持平衡，你可以承受很大
的重量和壓力，平衡歪了就掛了。所謂的理想姿勢請各位
記住以下這兩張圖：從頭頂切一條直線下來，左右肩膀、

主講人：Rex社友

手肘、腰部都要對稱、高
度一致，大家回去可以請
親友幫你看，不要自己
看，因為自己照鏡子會自
我修飾，看到自己比較好
的一面。側面也是一樣，
耳朵、肩膀、大轉子都要
呈一直線，原則上就是要
站如松。
身體的肌肉是左
右、前後平衡的，所以如
果你後面的肩膀酸痛，你
應該按摩前面交叉對稱的
部位，因為肌肉被拉長時
會痛、縮短時不會痛，你
背痛時如果駝背會把背部
的肌肉拉長，反而會讓背
部更痛；相反地，只要做
擴胸的動作就能得到減
緩。而腰部疼痛多半都是
因為腹部和大腿前側肌肉
的問題。所以按摩不是
不能做，而是要做對地
方。至於脊椎矯正，骨頭
是不會痛的，只有肌肉
才會痛，所以肌肉要有力，老人駝背也是因為肌肉沒力，
因為真正需要訓練的是後面的肌肉，前面的肌肉則是需要
放鬆。這也是為何我說拉脖子拉腰沒用的原因，因為拉的
部位都是後面，而後面原本就是比較弱的地方，拉長之後
的肌肉只會更加無力、更容易緊繃，越拉越嚴重。簡單來
說，大家凡是不舒服的地方就畫一個叉叉，痛點的對面才
是你要解決的地方，所以不要去按摩痛的地方，因為那只
能短期改善你的症狀，卻無法解決你的問題。
大家回家以後，可以做幾個簡單的運動：一手扶著
牆，一手去拉大腿。還有就是趴著，兩手向後平舉，像是
造飛機的姿勢，可以訓練背部的菱形肌。大家回去可以練
習單腳站立踮腳尖，正常人的標準值是要能這樣連續做30
下以上，低於10下就是不及格，跌倒的風險非常大；如果
落在10∼30下之間，本身有在運動的人，出現腳踝扭傷和
下肢疼痛的機率會很高。最後建議大家如果去按摩，按摩
完一定要做肌力訓練，把放鬆的肌肉鍛鍊起來，對於改善
你症狀才會有最好的效果。
最後，我要分享的是想要防止老化，尤其是失智，最
重要的就是運動，因為運動會讓神經變長；還有就是學習
新的語言，根據研究，這兩件事對於預防老化有絕佳的助
益。另外，建議大家每半年就換一個新的運動，可以有效
刺激你的大腦，謝謝大家。

歡迎Jalan社友授證入社
今年度第三位新社友Jalan於2020年12月19日（週六）正式由PP Steve授證入社，社員人數增加至78名。期望他在
PP P.J.的指導下，能迅速融入天母扶輪大家庭。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生日及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Arch、
Bruce、Bruce T、Gene、IF、Jake、James、John、K.P.
、Lio、Oculist、Philip、Sam、Smart、Wool
△ 歡迎CP Kelly及陳佑安教授蒞社演講，精彩可期：Bruce、
Eason、IF、Jake、James、John、Lio、Oculist、Philip
、Sam、Smart、Terry、Wool
△ 恭賀台北天母扶輪社1919愛走動活動成功：Eason
△ 祝全場社友及貴賓聖誕快樂：Eason
△ 歡迎永遠的新社友Eric第二次當司儀，精彩可期：IF
△ 祝賀大家聖誕快樂：James
△ 歡迎新社友謝介倫總經理Jalan入社：K.P.
△ 感謝PP James邀請CP Kelly蒞社演講：Patrick
△ 上週Ladies’Night，Bruce社長賣力賣命演出精彩踢踏
舞，神乎其技！讓社友大飽眼福，開心度過難忘的女賓夕
晚會：Terry
※ 獎助金捐款：
△ 祝大家聖誕快樂：Gene（NT$1,000）

△ 祝各位社友聖誕快樂：John（NT$1,000）
△ 52週年，所謂“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如今歲月生
活的足踏痕跡，內心深處自然呈現“有妳相隨，希望成
真”。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感恩！謝謝大家的祝
福！K.P.（NT$10,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歡迎CP Kelly蒞社：Bruce T（NT$1,000）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們生日快樂及結婚紀念日快樂！
Casting（NT$1,000）
△ 祝全體社友聖誕及新年快樂！！George（NT$3,000）
△ 今天晚上是聖誕夜，送走2020不平安的一年，祝福大家平
安喜樂！Hank（NT$500）
△ 幸福巴士二天社區服務圓滿成功，感謝社長、秘書長招待
午餐、晚餐、客家美味，好吃！Jake（NT$500）
△ 祝福社友們聖誕節幸福、健康、平安、喜樂：Jake
（NT$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