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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報馬仔 弘道訊息  101年 9月號 

 

弘道最新活動Ⅰ 

「老」是生命的過程，關心現在的老人就是關心未來的自己。台灣已邁入老年化社

會，為了讓更多銀髮長輩受到社會的關懷，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台灣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聯合舉行祖孫三代健走活動，同時將結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學生志工

與企業志工，帶動獨居長輩參加健走。另外也結合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愛心行動家」

公益撲滿認購，邀請祖孫三代一起存零錢，幫助弱勢或失能長輩就醫接送補助，並協

助獨居長輩添加「行」的安全輔具，打造「行無礙」的生活品質。 

活動對象：社會大眾 

活動時間：101年 10月 6日(六)7:30-12:30AM全台十縣市 同步展開 

活動內容： 

1. 三代同堂萬人健走活動： 

短程 2~4km不分齡健走，結合祖孫共同參與的闖關遊戲。在主持人的引導

下，共同一起鳴槍，宣佈祖孫三代快樂行，正式起步走！  

2. 「愛心行動家」撲滿認購： 

為協助弱勢長輩改善就醫、外出等「行」的不便，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

會」現場舉行「愛心行動家」愛心撲滿認購活動，幫獨居長輩打造「行無

礙」的生活品質。 

3. 活力銀髮健康操： 

示範「活力銀髮健康操」，推廣適合銀髮族的健康操，讓長輩可以安全健

康運動。 

4. 阿公阿嬤活力秀： 

透過社區「阿公阿嬤活力秀」，讓更多人看到銀髮長輩的活力，同時也鼓

勵獨居長輩共同參與社區活動。 

5. 三代同堂趣味比賽： 

祖孫三代組隊現場報名參加祖孫丟丟樂、祖孫腳力九宮格 、三代默契體力

大考驗…，藉由趣味比賽交流全家人的感情。 

6. 有獎徵答與摸彩： 

用有獎徵答方式，提醒大家關懷家中的長輩及運動、健康的重要性。 

7. 祖孫同樂遊園活動： 

健診量血壓、健康 Q&A、嚐老體驗活動、親子 DIY… 



1人 1個微行動 力挺【不老騎士電影上映】 

  
弘道最新活動Ⅱ 

想知道一群上了年紀的年輕人如何地作夢；如何

地用他們青春燦爛的激情向世界展現永不老去的追夢

心願；又是如何堅定勇敢地築夢過生活呢？ 

 

這些精彩又有趣的銀髮故事，正悄悄的上演在一

趟勇敢追夢的公益之旅中~這群不認老的年輕人，期望

改變社會對老人的刻板印象更期盼用老人的力量鼓舞

著老人；他們用正向的角度讓大家看見更深一層的銀

髮社會，就讓喜愛不老騎士的我們力挺不老精神，為

不老精神喝采！~ 

 

他們平均 81歲，心裡卻住著 18歲的夢。 

他們用一輩子的經驗告訴你：只要有夢，就有奇蹟！ 

 

他們勇敢追夢的精神感動了無數台灣人，如今這

段熱血上路的旅程，以及爺爺們近期的生活記錄，即

將於 2012年 10月 12日搬上大銀幕，旨在鼓舞更多

人：追求夢想，永不嫌晚！ 

 

2012年不老旋風再起~ 

9月中旬，繪本、書即將上市。 

10月 12日，電影長片全台上映。 

《不老騎士》捐款、電影包場等相關問題，請您來電詢問 

02-23221735 李若綺執行秘書、柳佳汶企劃助理 



 

  

弘道最新消息 

為什麼有些阿公阿嬤的動作都這麼緩慢？ 

為什麼有時候跟阿公阿嬤說話他們都不理我？ 

你是否曾想過 80歲時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世界?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邀請您一同穿越時空隧道，看見 80歲時的自己 

彭祖心身活－高齡者生活體驗」主要穿著「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與「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所研發的高齡者體驗裝備－「彭祖體驗包」，藉由一連串的體驗關卡與關主引導，模擬長輩

退化的生理狀況，誘發參與者的老化情緒，讓你能親身感受「老世界」。 

本會期待體驗者透過「做中學」的教育方式，將這些情緒與體驗內容連結至日常生活、工作領域

當中，以培養社會大眾對高齡者的同理心，提倡社會大眾敬老的文化。 

2012年本會與「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合作，全台預計進行 40場高齡者生活體驗場次，

歡迎有興趣之學校、團體機構等來電洽詢。 

公益場相關資訊： 

一、課程時間：約為 3小時/場 

二、參與人數：40人/場 

三、招募對象： 

1.國小至大專院校學生 

2.高齡照顧服務領域者（安養照護機構人員、居家照顧員、社工員等） 

3.公私立服務業者（醫療人員、大眾交通工具業者、郵局等） 

4.服務高齡者之志工 

四、連絡電話及區域負責人資訊： 

                台北服務處---江亞竹 企劃 (02)23221735  

負責區域:台北市、基隆及宜蘭地區 



 

  

活動花絮 

月圓人團員拉!中秋節到了~當然要應景一下拉! 

中秋節可是中國人傳統節慶中重要節慶之一! 

為了讓長輩深深的感受到節慶的氣息，自己動手做月餅及剝柚帽畫柚

子是最佳選擇，一開始的節慶介紹以及習俗的討論，長輩們都很踴躍

發言，再來長輩則分批進行活動，2 樓長輩製作蛋黃酥，3 樓長輩則

是剝柚帽畫柚子，兩邊個活動都很精采，長輩們也都很開心，長輩們

也分享了星期日中秋節的活動，大部分的長輩均是在家跟家人一起度

過，活動結束後整棟大樓瀰漫著蛋黃酥的香氣以及柚子味，真是太應

景了!長輩們吃到自己做的蛋黃酥都頻頻點頭道好吃，聽說有的長輩

還想再來一顆勒! 中秋節活動大成功!  祝大家中 秋 節 快  樂!! 

 

阿公戴上柚子帽卡哇伊 

中秋節活動作品 



 

 

  

教育訓練 

隨者高齡人口數的增加以及平均壽命的延長，使得高齡者有更多的機會面對生命重大

事件的衝擊。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健康是生理、心理及社會皆達到完全安適

狀態，而不僅是沒有疾病或身體虛弱而已」。更說明了，老年人的健康應從透過身體健康促

進、心理適應及社會參與等三方面一同並進。 

    老年人口的遽增意謂著需求的激增，對健康醫療和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的衝擊很大。近

年來，臺灣對於老年人的身體健康促進及社會參與等方面，投入很多的心力。在社區裡，

不論是在關懷據點、老人會及健康服務中心等，不定期地辦理健康講座、邀請長輩參與健

康促進活動；在社會參與部分，更積極鼓勵屆臨退休者或是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的行列，

部分縣市更推動了銀髮技藝傳承，使長者人力資源得以充分運用，能持續貢獻所長服務社

會，更提供讓長者能持續與社會互動的機會。檢視當前政策和服務體系是對於人口老化和

面對老化的需求有一些回應，但仍極為不足，在這有限的回應當中，對於老人的社會心理

需求滿足的回應則最為缺乏。 

    依據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第八階段的觀點：自我統合與絕望，認為老年人在

這過程中將經歷多重的失落，例如：面對失去配偶、手足及其他同儕的失落、面對生理的

衰退、新的家庭與社會角色的轉變等，當老年人在面對這些轉變時，若是未能有效的去適

應與調整，對於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將會有很大的影響。 

    緣此，本研討會主軸有二，其一，從現今社會問題來探討高齡者心理衛生發展狀況如

老人憂鬱症、自殺等；其二，邀請實務工作者分享高齡者心理健康方案的規劃及操作經驗，

期待讓社會大眾能重新正視老人心理衛生問題，為與會者帶來更多在實務工作中有新的省

思與發想，造福更多需要關懷的高齡者。 

參與對象: 對老人相關議題有興趣者，預計 150 人，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 E-mail 請寄至 takocheng@hondao.org.tw 或傳真至 02-89915512 。 

報名期間: 開始日期：2012-09-17，結束日期：2012-10-12 

教育訓練時間: 民國 101 年 11 月 09 日（五）08：30 至 17：30 

教育訓練地點: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大樓 B1 國際會議中心（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 號） 

洽詢人員: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張俞茹小姐 TEL: 02-8991-3925 分機 204 

 FAX：02-8991-5512 

詳細內容: 詳細內容下載 

http://www.hondao.org.tw/registration/files/1347960535g87P4k.doc


 

 

  

品名 數量 備註(容量、尺寸) 

腳熱墊 15 盒  

電熱墊 6 盒  

煎煮鍋 1 把  

放大鏡指甲剪 36 把  

熱水瓶 1 台 4.5L 

鍋寶 果汁機 1 台 1500C.C. 

多用途沖泡器 1 台  

透氣保潔墊 2 袋  

雙獅 雙人被套 2 件 72"x84" 

PVC 防水墊 10 件  

針織手套 24 雙  

圍巾 63 條  

防臭抗菌薄中單 1 件  

手錶 7 支  

愛心即時通 

   台北服務處可分享的物資清單(生活用品) 



 

  

品名 數量 備註(容量、尺寸) 

法蘭絨毯 1 件  

小手電筒 1 支  

鬧鐘 1 個  

隨行杯 1 個  

聲寶 手提式收音機 1 台  

舒網褲 1 盒 3 片/盒 

三洋電動牙刷 1 盒 5 組刷頭 

老人手機 9 支  

血壓計 10 台  

品名 數量 備註(容量、尺寸) 

四腳拐杖 2 支  

助行器 2 台  

腋下拐杖 1 雙  

便盆椅 2 台  

輪椅 5 台  

愛心即時通 

台北服務處可分享的物資清單(輔具) 



 

 

品名 數量 用途 

食用沙拉油 無限 

供松山日間照顧中心長者使用 抽取式衛生紙 無限 

14 吋桌扇 5 台 

健康油(沙拉油、橄欖油) 30 瓶 

宜蘭長青食堂長輩供餐使用 

醬油 10 瓶 

砂糖 10 包 

醋 10 瓶 

香(麻)油 10 瓶 

各色白板筆 15 支 

愛心即時通 

台北服務處需求物資清單 

如有物資需求 

也可告知帶站社工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