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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志工夥伴好： 

 秋季終於來臨囉，雖然如此，可別忘了還有一隻秋老虎正持續發威，天氣多變化，要多注意身子喔！～最後，讓我們一起來

分享這期的活動快訊吧！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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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三峽志工站－前進埔里、GOGO桃米 
 第一站是「埔里志工站」，身為據點所以服務項目相當多元，

讓三峽站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嬤走秀」，這個活動猶如當下最夯

的節目「決戰時裝伸展台」，每位參賽的阿嬤打扮的妖嬌美麗，

埔里站還安排了俊俏的男儐相，由「他們」牽著「她們」的手走

進會場，看到阿嬤們嬌羞的樣子，彷彿回到 60 年前的青澀模樣！ 

 第二站為「桃米生態村」，這是個 921 的災後重建社區，入

園後由解說員介紹動植物生態及各建築物，當大夥兒看到最有名

的景點「紙教堂」時，驚嘆聲連連，無法相信如此美的教堂是由

紙建造完成的！藉由這次的行程，我們看見社區營造的力量，即

便是小小居民也能發揮大大力量，這也表示每個社區的潛在能力

不容小覷！ 

 這次的觀摩研習暨經驗交流僅有一天的時間，所以行程稍顯

緊湊，但大家都很用心參與，也希望未來能帶著服務的長者一同

到戶外走走、看看，見識弘道志工的熱情並認識臺灣的美麗景

點！ 

8/8新莊志工站－新莊長輩度過一個「顧健康」的父親節 

 遇到了父親節，新莊長者體能運動班還是沒有偷懶喔！一大

早，志工們還是帶著長輩賣力地進行課程。但是貼心的志工們也

沒忘記，今天是一年一次的父親節！今天有來參加活動的阿公們

及志工大哥們有福囉！志工排成兩列，展開了星光大道，讓阿公

及大哥們走過大道，接受志工的獻花與祝福~ 

 雖然只是小小的心意，但是阿公還是笑得很開心喔！反而是

志工大哥們太害羞啦！要大方接受身邊美麗老婆的心意喔~~

 雖然是慶祝父親節，但是參加活動的阿嬤們志工們也是每個

人為她們獻上一朵花，讓大家都能一起共度開心的節日！ 

《活動花絮》 

來，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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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雙和站-父親節敬老餐會 

 為配合溫馨的父親節，雙和站特地邀請教會一同來辦理一場

熱鬧溫馨的敬老活動。8 月 8 日的一大早，志工夥伴們就開始佈

置活動現場，可惜老天爺不太賞臉，給了一個時晴時雨的天氣，

本來擔心長輩會因為天氣不穩定而不出席了，但沒想到長輩們都

超級捧場，有些長輩更是在預定的時間前就已經在集合地點等待

了，可感受長輩是多麼期待今天的活動。 

 這次，別於以往的單純吃吃喝喝的敬老餐會，這次父親節活

動特別安排了多樣化的活動，如健康檢查，健康講座、大愛手服

務及義剪的活動，讓長輩參與活動時可多充實健康知識，為自己

的健康把關，也可享受到舒服的按摩，讓人可以振奮精神。此外，

這次也特別設計了一個象徵『爸爸』意念的領帶卡片，送給每一

位來參加餐會的長輩們，最後在溫馨愉快的歌聲中，為活動劃下

完美的句點。 

8/28樹林志工站邀請您來品嘗〝細漢ㄟ好滋味〞 
 這次，樹林志工站受邀至教育部辦理的『祖孫互動傳真

情，代代同樂學習趣』嘉年華活動設攤，為了因應教育部推

動的祖父母節，同時也推廣弘道的『阿公阿嬤節』，特別義

賣了古早味的美食－滷豆干及冬瓜茶，希望可以藉由〝古早

味〞來喚起民眾記憶中小時候熟悉的味道。 

 當天除了美食攤位外，志工更即興表演了一段二胡的演

奏，吸引不少顧客前來品嘗美食，但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雨，

趕走了人潮，但是，這是澆不熄志工們的熱情！在志工們同

心協力地努力叫賣聲下，產品全部都賣光光囉！活動順利圓

滿的落幕了，業績相當地不錯唷 

〝抓龍〞 

真是舒

服啦~ 
人客丫，緊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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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土城站－活力滿滿、健康滿分之養生素食餐 
這次特地挑選素食養生餐廳，為了讓辛苦的志工能有更多活

力照顧長輩之外，同時也兼顧志工的健康；透過這次難得的

聚餐，讓志工們有機會可以分享彼此的服務心得；同時，也

藉由這次的聚餐，彼此訂了下次聚會的時間，也希望能夠盡

快帶土城的長輩到附近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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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第 16屆三代同堂孝親表揚 

 本活動為徵選表揚三代間之互動與照顧的感人事蹟

之溫馨家庭，以具體的肯定，鼓勵其孝親家庭，藉以教

化社會人心，弘揚孝道，期待透過三代同堂表揚活動，

將這些樸素的深情傳遞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活動日期：10 月 9 日(六) 
活動地點：臺北市育樂中心 3 樓臺北演藝廳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7 號) 

❤2010年北區站長會議 

透過輕鬆學習相互交流，為未來許一個夢！ 

參加對象：站長、副站長及幹部最多 3 名 

會議時間：10 月 2 日(六) 

詳情請洽各帶站社工 

❤9/14(二) 南港與內湖合併舉辦小型敬老旅遊 

 預備上午前往大湖公園散心踏青，下午前往美麗華

搭乘摩天輪~享受豪華一夏！ 

各位夥伴們， 

您們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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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六) 三峽站-長者健檢活動 

  為了讓三峽地區的長輩們更加健康，特別與

恩主公醫院合作，希望透過健康檢查，志工能更

了解長輩們的身體狀況，提供最適當的服務！ 

活動日期：9 月 25 日(六) 
活動地點：臺北縣三峽鎮長泰街 100 號 7 樓 

❤10/12(二) 新店站-九九重陽一日遊 

 預約翡翠水庫水源巡禮導覽行程，盡覽水庫

浩瀚風光。享用完美味午餐後，前往木柵動物

園，由志工陪同老人重點欣賞熊貓館、無尾熊

館、企鵝館…等等，共渡快樂的午後時光。 

《課程預告》 

❤ 課程名稱：99 年第七期志工基礎訓練 
課程日期：9 月 27 日(一)-9 月 28 日(二) 
課程地點：松山區 三民國小 
聯絡電話：請向帶站社工報名 

❤桃園縣護國宮愛心基金會辦理社會福利類「志

工特殊教育訓練」 

課程日期：10 月 2 日(六)-10 月 3 日(日) 
課程地點：北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桃園市公園路

129 號) 
聯絡電話：請向帶站社工報名 

《生活小撇步》 

❤塑膠小吸盤能貼得更緊不易掉 

將肥皂沾些水塗抹在吸盤的背面,再用手抹勻,用些力緊壓

黏貼在想吸附的平面上,待乾後掛上吸盤可承受的克重量

物品。 

❤把衣服洗得更乾淨 

1.將寶特瓶放入洗衣網袋,在一般洗衣時將之置於最上層,

便可加強扭力而使衣物更潔白。 

2.在放入衣物及洗衣粉時先加入溶解過的小蘇打粉,按照

正常洗衣程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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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夥伴們，

您們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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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志工站物資「愛心即時通」 

99 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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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11 2台 特製輪椅(小孩) 

A0080 2附 腋下拐杖 

 

99 年 9月北部服務處有需求的物資清點單 

 

物品名稱 數量 
新舊情形/品名/容

量、尺寸 
用途 

使用

單位 

手術用 PE 手

套 
不限、全新可持續提供更好 供居家服務

長者使用 

北部 

服務處 

02-232

2-1735 

呂姵儀

行政助

理 

亞培安素 10 箱 管灌專用 

四角平口褲 3 件 XXL / 全新 
給居家服務

低收入戶長

輩 

純棉內衣 3 件 XXL / 全新 

豐力富奶粉 六罐 最大罐 

奶粉 不限、全新可持續提供更好 供松山日照

長者使用 沖泡式麥片 不限、全新可持續提供更好 

家用吸塵器 1 台 不限 
供松山日照

使用 

 

如有物資需求，也可告知帶站社工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