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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志工夥伴好: 

      時序已邁入梅雨季，天氣的不穩定，早晚溫差大，最易感冒，請志工夥伴們多多照顧自己及長輩們的健     

  康情形喔!最後請大夥一起來欣賞這期的活動快訊吧! 

                                                    最後，祝各位志工媽媽，母親節快樂喔!                                                              

                 
 

【活動花絮】 

4/17(六)、4/18(日)志工標竿學習營 

   一年一度的志工標竿學習營終於來嚕！大家都非常

地踴躍參與，想必是志工們滿心期待地參加標竿營吧！ 

    活動第一天，由北中南服務處介紹目前志工站發展

現況以及未來規劃，我們特地邀請新莊志工站站長及龍

潭站志工來分享服務中的感動，執行長也向大家說明弘

道的三個願景且志工皆踴躍上台來做「弘道自我介紹」，

接著邀請各志工介紹站內提供的服務，完成弘道的遠

景。最後，進行了一場尋寶大作戰的遊戲，在遊戲的過

程中，激發了北中南志工團結合作的力量與精神，讓第

一天活動圓滿完成。第二天清早，則由北部龍潭站志工

帶領，全體志工一起做早操，讓每一個人都精神百倍！ 

 

 

每年的標竿營都希望志工們能在這短短兩天學習營中，

提升各站核心幹部溝通領導技巧，促使站務管理與帶領

更具系統，也藉由更多的交流與互動，激發團隊合作，

更透過分享以建立一個對話平台，促進對組織的共識與

認同。相信在這兩天積極的學習下，大家的功力都變得

更專業了！期待所有志工站，未來都能有更棒的發展！ 

  

 

 

 

＊ 大家都很認真地在思考討論 

   站內服務唷! 

    

 ＊ 標竿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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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新莊志工發放物資暨慶祝母親節活動  
   4 月 25 日趁著新莊志工站要集體發放物資的機會。新

莊站長寶鳳姐，暗暗準備了康乃馨及蛋糕，要給志工媽

媽們一個驚喜！提前為大家過一個特別的母親節！ 

夫妻檔志工，由志工爸爸們，人手一支康乃馨，要

獻給辛苦的老婆；母子檔志工，則由兒子拿著康乃馨獻

給親愛的媽媽！志工爸爸們掩飾不了害羞的神情，向老

婆表示感謝。志工兒子則是大方地向媽媽送上祝福！ 

另外未能參與金石獎表揚的新莊志工們，也趁著這

次活動，由站長及前任站長葉錦鐘大哥頒發獎牌給受表

揚的志工們！ 

     

 

 

 

 4/24飛利浦與內湖志工站一同居家掃除   

    多年前，獨居內湖的史奶奶因意外導致半身癱瘓，

須靠輪椅助行。故家中高處皆無法清掃，這常讓愛乾

淨的史奶奶感到困擾。 

    4/24(六)飛利浦熱血志工化身清潔達人，連同內

湖站志工一起來居家清掃。志工們協助整理家務、擦

玻璃及清掃高處灰塵，並將斑駁龜裂的房子”補土”。 

    貼心的志工一邊打掃時，亦與奶奶分享用電觀念

希望奶奶居住在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經過大家同心

努力，讓史奶奶的家煥然一新，讓愛乾淨的史奶奶笑

的合不攏嘴，跟大家不斷道謝。 

 

 
    

＊ 志工協助擦高處的電扇 

   讓長者不受灰塵之擾 

＊ 辛苦的老婆，母親節快

樂！ 

   

＊ 由寶鳳姐與葉錦鐘大哥， 

共同為志工伙伴們頒獎~ 

    

＊ 志工把斑駁的牆壁補   

   的跟新的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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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 第四屆全國現代優質孝行繪畫比賽 

 ◎主題：祖孫最幸福的時刻 

 ◎收件日期：4/20(二)-5/20(四)以郵戳為憑  

 ◎報名方式： 

   1.郵寄至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註明「繪畫比賽參  

     賽作品」(台中市 403 西區民權路 234 號 3 樓) 

   2.親送至弘道各服務處即可。 

 ◎活動詳情，歡迎上網 www.hondao.org.tw 或與帶站  

   社工洽詢 

◎ 感謝大家的參與，已拿圖畫紙者，提醒您在收件日

前記得要繳回喔! 

 

※ 5/11（二）宜蘭志工站--節能減碳抗暖化講座   

     宜蘭站將於 5 月 11 日上午 9 點，愛海教育推廣中

心將於四結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舉辦一場節能減碳抗暖

化講座。將邀請社區長輩一同參與，共同了解如何透過

飲食的方式，抵抗全球暖化的危機！ 

 

※ 5/13（四） 南港據點~長者保養課程  

    誰說年紀大不用愛美，南港據點結合資生堂專業師

資，教導長者如何保有水噹噹肌膚唷！ 

※ 5/29 (六) 松山日照舉辦園遊會活動 

    當日上午十點至下午兩點將於日照旁的西松公園

舉辦。活動包括靜態攤位、動態表演，邀請您攜家帶眷，

前來為日照長輩加油打氣唷！ 
※ 5/30（日）新莊志工站--敬老旅遊活動 
   新莊站將於 5 月 30 日，新莊志工站將帶領所照顧

的長輩一同去桃園新屋、永安漁港、新九華山旅遊。簡

單的行程，給長輩們滿滿的快樂！ 
※ 6/24（四）阿公阿嬤健康活力秀-台北初賽 

弘道建構一個專屬長者健康促進的舞台，邀請社區

長者走入社區，踏上舞台，激發長者活力，再現生命力 

活動地點：台北縣政府行政園區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板橋市中山路一段 161 號) 

邀請親愛的志工夥伴前來協助活動進行，感染長者熱活

力唷！詳情請洽帶站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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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志工站物資「愛心即時通」 
 

99 年 5 月北部服務處可分享的物資清點單 

物品代碼 數量 新舊情形/品名/容量、尺寸  存放點 

A0070 1台 便盆椅六成新 

 松山日照 

A0091 5附 ㄇ字型助型器六成新 

A9990 1具 擔架 

B0040 1箱 相框 

B0040 1袋 橡皮擦 

B0040 3箱 貼紙 

B0040 1箱 15cm尺 

B0040 2箱 對杯 

B9990 1箱 聖誕襪 

A0070 1台 便盆椅八成新(無輪子) 

 北服處 
A0070 2台 便盆椅八成新(折疊無輪子) 

A0011 2台 特製輪椅(小孩) 

A0080 2附 腋下拐杖 

99 年 5 月 北部服務處有需求的物資清點單 

物品代碼 數量 新舊情形/品名/容量、尺寸  

A9990 1台 呼吸器(非氧氣製造機) 

A0042 4台 電子額溫計(松山日照、據點服務使用) 

E9990 1台 家用洗衣機(松山日照) 

 

 

【課程預告】 
＊ 課程名稱： 「社區創意的發想與實踐」 

 時間：5 月 29 日（六）、5 月 30 日（日） 

 地點：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 246 巷 10 號 1F）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18 日止 

 參與對象：(1)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活動據  

              點等單位負責人或志工幹部。 

         (2)臺北市各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志工   

           （針對以上對象，預計招收30人） 

◎ 有興趣的社區伙伴請上網下載課程簡章  

（www.cv101.org.tw，中心消息內）或撥打 

 （02） 2700─6363分機 12，聯絡陳國慶社工員！ 
 

＊ 課程名稱: 臺北市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時間：6 月 03 日（四）、6 月 04 日（五） 

 地點：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四維樓 B1 

       視聽教室（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 100 號） 

 報名日期：05/12（三）~05/14（五）16：00 止 

 報名方式：請 e-mail：cv101@hondao.org.tw 或 

           傳真（02）2700─6400 

 聯絡人：（02）2700─6363分機 14 方惠芳 社工員 

 

http://www.cv101.org.tw/
mailto:cv101@hondao.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