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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的第一件好事：
  成為弘道的定期定額捐款人
  2016年的第一件好事：
  成為弘道的定期定額捐款人

臺中服務處主任  劉培菁

　　從102年2月開始，每月在月中時，總會收到化名「我願」

的捐款人，透過郵政劃撥6,000元捐款，很想打電話謝謝他，但

這位捐款人沒留下任何個人資料，就是很低調的持續以這樣的

方式支持著我們的服務工作。

    弘道的服務多數是常態性的，特別是像送餐服務、居家服

務這些社區照顧服務方案，絕不能因為資源沒有到位而中斷，

雖然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因著社會責任願意給予社福團體經費

贊助，但企業關注的社會公益議題很多元、變動性也大，若社

福團體過於依賴企業資源，一旦企業不再提供贊助，對社福團

體而言，反而是更大的危機。

　　為了使服務不因企業喜好而中斷，定期定額的捐款才能支

持弘道永續經營，服務更多孤單體弱長輩。新的一年開始，請

大家一起來響應，成為弘道的定期定額捐款人！

　　春節即將到來，感謝您長年對助老公益的支持，在此也以

臺中市南和社區長輩聯合創作的作品：「賀新年　團團圓圓」

，預祝大家新的一年都平安順心。

南和社區長輩聯合創作：賀新年　團團圓圓（繪者：

黃阿敏、林清合、謝富美、陳翠玉、江秀英、莊綉尾

、楊金枝、冀玉桃、劉麗）



10 臺中市大雅區 大雅志工站-寒冬助老圍爐餐會

17 臺中市南屯區 南屯志工站-寒冬助老圍爐餐會

17 彰化縣員林鎮 員林志工站-寒冬助老陪購物、圍爐餐會

17 南投縣埔里鎮 埔里志工站-寒冬助老陪購物、圍爐餐會

20 臺中市南屯區 紅玉圍爐敬老餐會

22 嘉義縣大林鎮 大林志工站-寒冬助老圍爐餐會

23 彰化縣和美鎮 和美志工站-寒冬助老陪購物、圍爐餐會

23 臺中市北屯區 北屯志工站-輝瑞藥廠陪購物活動

25~29 嘉義縣大林鎮 大林志工站-寒冬助老陪購物

30 臺中市太平區 太平志工站-羅氏藥廠陪購物活動

06 彰化縣員林鎮 員林志工站-春季敬老旅遊

25 嘉義縣大林鎮 大林志工站-春季敬老旅遊

下旬 彰化縣田中鎮 田中志工站-春季敬老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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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月   臺中市西屯區   福氣長青快樂學堂招生中



P. 3健康小學堂

冬季早晚溫差大，中老年人較不宜晨練，

因為清晨寒意尚濃，加上大幅度運動，神

經興奮性突然增高，易誘發腦心血管疾病

。最好等太陽出來、氣溫回升後再出門運

動；建議結伴運動，並要先暖身。若運動

中有任何不適現象，如頭暈、胸痛、心悸

、盜汗等情形時，應立即停止。外出活動

時尤要重視手部、頭部、面部的保暖，宜

戴口罩、手套和帽子。因這些部位受寒易

引起末梢血管收縮，使心跳加快或冠狀動

脈痙攣，發生供血不足，可能導致栓塞。

美商健康講師              
黃湘寧 護理師

規律生活、注意保暖

A . 2A . 2
緩慢起床

早晨清醒後建議先在床上緩和5分鐘後再

起床活動。因清晨人體血管的應變能力較

差，尤其是冠心病患者在睡眠醒來時，須

先在床上躺一會兒再起床，避免發生心絞

痛及中風。

老人冬季
心血管保養

A . 1A . 1

進補要適度

民眾素有冬令進補的習慣，運動量減少加

上增加熱性食物和滋補藥酒，很容易造成

血壓、血脂增高，誘發腦心血管疾病，冬

季進補一定要根據個人的體質進行。

A . 3A . 3

心態平衡

情緒激動是腦心血管疾病的大忌，冠心病

、高血壓患者更要放寬胸懷，不要讓情緒

起伏太大。

A . 4A . 4

適當營養

飲食宜清淡、戒菸酒、多低脂低鹽飲食。

宜多食魚類、豆類、雞蛋、牛奶、瘦肉等

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的食物及新鮮蔬菜水

果，這些都是預防心血管疾病之優質保健

素材。少吃動物油、糖、奶油及咖啡，切

忌辛辣、油膩。

A . 5A . 5

冬季氣溫持續下降，又進入心血管疾病發病的高峰期，尤其是每年11月到隔年3月，是

一年中腦心血管病猝死最高峰的月份。因天氣驟冷，血壓突然升高，使原來硬化脆弱的

小動脈，承受不了強大的壓力而發生腦出血；或血液黏稠來不及自我調節，血液在粗糙

、細小的動脈內流速減緩，形成小血栓，造成腦血管堵塞或心肌梗塞。到底該怎麼做才

能減少寒冬中發病的危險呢？   

             



　　2009年，林邊鄉98歲的陳勝發阿公感念弘道在八八風災重建路上相伴的用心，老花的他顫抖著年邁的手，堅持親筆

寫下「寒冬助老　非你不可」的題字，呼籲大眾共同響應寒冬助老行動。歷經了七個嚴冬，寒冬助老依然是弘道每年冬

季全力投入的方案，而這八個題字，也年年陪伴大弘人們在助老的路上，不畏艱辛。

　　從多年來服務長輩的需求中發現，在寒冬中迫切需要被服務的項目，包含掃除、日常物資及食品補給等三大項目，

從2010年開始，為了讓募集更貼近長輩的需求，推出了「大掃除、送物資、送年菜」等方案，簡稱「大送送」，希望藉

由簡易好記的標語，拉近與捐款人的距離，募集更多的資源，溫暖長輩們的冬天。這些年，我們也不斷的修正執行的方

式，除將年菜送到長輩家中外，也積極與企業合作，藉由餐會圍爐的方式，讓志工陪同長輩用餐，感受聚餐的熱鬧與溫

馨。也轉換送年貨的方式，嘗試以陪同購物的形式，帶長輩到賣場購買他們所需的物品，沒想到卻引起極大迴響，許多

長輩感觸的說：這是多年來首次能夠再度踏出家門。原來除了受限於經濟因素及不便外出，他們也羞於麻煩別人，連最

簡單的外出購物，都無法達成，而這些心聲讓我們更加不捨。

捲動美好　力抗老化海嘯

　　熱心的役男們、參與圍爐及送物資的愛心企業志工們，和長輩的靦腆笑容，寒冬助老所捲動的能量讓人感覺如此

溫暖和美好，回饋的力量也常超出我們所預期想像，讓我們能繼續往前邁進，但在現今持續老化的社會結構下，據行

政院經建會提出的人口白皮書指出，2030年臺灣將有約458萬的獨居老人；預計到2025年，每5戶就有1戶住著獨居老人

，助老的路上，更需要你我的協助。

集結力量　守護長輩笑容

　　7年服務裡，長輩的回饋和笑容是我們持續前進的暖暖動力，寒冬助老方案看似平易

簡單，但實際施行發現，我們習以為常的掃除、購物和餐敘，對某些長輩卻是遙不可及

的想望。

　　87歲的林茶阿嬤是弘道長期關懷的長輩，喪偶及身體功能退化的她，每週須洗腎三

次，雙眼視力也受到影響，鮮少外出活動，在志工及朋友的鼓勵下，阿嬤參加了年末的送

暖餐會，林阿嬤表示：「平時住在清泉崗機場山上，要去市區買菜都很不方便，更不用說要

去餐廳呷飯了，真的很感謝大家對我的愛和照顧。」

　　78歲的伍奶奶是印尼華僑，遠嫁臺灣落地生根，膝下無子的夫妻倆相依為命。　

多年前伍爺爺突然中風，也開始有失智狀況，只能由伍奶奶單獨撐起家計，奶奶在96年時因雙眼視網膜剝離造成左眼

失明與右眼模糊，視力僅剩0.2度，奶奶在志工陪伴下，到久違的大賣場添購物品，非常的開心。伍奶奶說：「能夠與

老伴再一起到外面走走，而不只是前往醫院復健，我們都感到相當期待！」

　　83歲的周爺爺喪妻後獨自一人守著充滿回憶的房子，惜物的他撿拾資源回收物品，附近的住戶常將回收物推放在

爺爺屋外，爺爺年紀大身體狀況也不佳，日積月累下屋內的回收物凌亂不堪，臺中服務處媒合了5位熱血的替代役志工

，到爺爺家進行大掃除服務，志工們不畏已經陳腐的物品，或是突然大量竄出的「小強」們，努力的清理屋內及分類

所有將丟棄的物品，爺爺不好意思的看著志工忙進忙出，有時又忍不住偷偷想夾帶回清掃物品，讓人無奈又心疼。清

寒的周爺爺準備了一籃的汽水招待志工，雖是小小心意，但爺爺真摯的笑容，讓人覺得心頭暖暖的，而經過打掃震撼

後，本以為這些年輕的替代役男們會對助老退縮，沒想到他們還主動提出，希望能有機會到據點擔任志工貢獻所學。

P. 4封面故事

寒冬助老　非你不可
嚴寒中......他，冷飯夜菜、寒桌獨食，

在沿街團圓的氣氛裡，只有呼呼北風，伴他枯守老屋。
臺中服務處／陳姿吟　企劃

志工和役男們合力幫長輩大掃除，

讓居家環境更衛生舒適

封面故事封面故事

圍爐餐會中，志工當一日孫子，

陪同長輩開心用餐及玩小遊戲

七年嚴冬 有你助老相伴



在地青年 在地服務

　　微風徐徐吹來，照顧助理愛蓉推著坐輪椅的長輩，緩緩的走在鄉間小路上。路邊的稻田結實纍纍，隨風搖曳著，發

出沙沙的聲響，空氣中飄蕩的稻香，讓人心曠神宜。愛蓉不時低頭詢問長輩是否覺得太冷或太熱，也不斷地指著看到的

事物跟長輩分享，兩人一起笑著，在這個恬靜而和煦的午後，倆人的背影彷彿凝結成一幅畫。

長輩溫情 居服動力

　　雅偵畢業於弘光科大老人福利與事業系，個性開朗活潑，剛開始

服務就遇到居服三大棘手服務項目：褥瘡、疥瘡及管路，身為居服新

手的她，雖然有點害怕面對這些情況，但更讓她擔心的是，若因自己

服務技巧不佳造成長輩的不適，更會讓她感到歉疚。因此，雅偵不斷

精進及學習居家照顧技巧，遇到無法處理的問題時也會立即回報中心

，與護理師和物理治療師討論適合服務長輩的方式，再逐步去修正自

己的服務方式，期待能夠帶給長輩更舒適開心的生活。

　　而個性相對較文靜的愛蓉說，很多同學也都在第一線服務，如機

構、日照，但是都沒有像走動式照顧服務（All In One,簡稱AIO）一

樣，有較彈性的工作內容與團隊，雖然服務時常會有突發狀況，自己需懂得隨機應變，或是遇到脾氣不好、難以溝通

的家屬或長輩，更是考驗自己應對與解決能力；但多數個案與家屬都是客氣親切的，居家服務時也會噓寒問暖，關心

愛蓉的生活，甚至是牽著她的手捨不得離開，感覺上好像多了好幾位阿公阿嬤一樣，讓人覺得貼心又溫暖。

　　彰化福興，政府所認定的偏鄉，有一群年輕稚嫩的八年級女生投入家鄉的長照服務，照顧臥床長輩俐落而熟練，

靈活地將他們所學運用在服務長輩上，不為別的，只願長輩能在人生最後的這幾年，過得更舒適、活得有價值，長輩

的笑容與一聲「謝謝」，就是給投入長照行列的年輕人最棒的回饋與支持。

P. 5精彩人物

八年級照顧助理 用愛走進偏鄉長照 八年級照顧助理 用愛走進偏鄉長照 
「阿嬤，挖來服務啊！天氣很好，等一下洗完澡後帶你去外面走一走，好不好？」

「阿嬤，等等事情做完，跟你玩釣魚跟投籃喔！」

彰化服務處福興社服中心／許雅綸　物理治療師彰化服務處福興社服中心／許雅綸　物理治療師

AIO服務不只有老人，只要

有需求，照助經指導後都能

順利上手

八年級生用愛走進長照

（左：林愛蓉，右：柯雅偵）

精彩人物精彩人物

運用空班做復健及移位運動練習

　　彰服福興社服中心自104年8月成立以來，已有7位照顧助理，其中林愛

蓉與柯雅偵是大學相關科系應屆的畢業生，也是彰化在地人，畢業後立刻投

入了第一線的照顧服務工作。回想起當初應徵這份工作的初衷，他們不約而

同的說：「喜歡與長輩相處的感覺。」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老人服務需求

日增，兩人希望投入一線照顧服務，累積經驗。大學就讀老人服務相關科系

，也順利通過照服員訓練及丙級證照考試，雖然一開始實際服務技巧不夠熟

練，但從一次次的服務過程中累積、改善，並主動從服務中看見個案的需求

，與團隊共同討論如何提供最適切的服務。



　　李伯伯是屯區送餐服務的獨居長輩，平時喜歡騎腳踏車到處撿拾資源回收。年

底將近，為了讓李伯伯有個乾淨的居家環境好過年，屯區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媒合了

替代役男到伯伯家進行大掃除，李伯伯滿屋子凌亂的資源回收物品，堆積如山，甚

至有些霉味瀰漫空氣中，屋內角落不時出現老鼠的身影，還有許多蟑螂從一堆堆的

紙箱中竄出，因此這次大掃除也是一項極富挑戰的任務。

　　幸好在熱情的替代役男幫助下，協助將李伯伯平時撿拾的回收物歸類好，然

後一袋袋放在推車上，屋內的回收物逐漸被收拾整齊，在打掃的過程中，伯伯搔

著頭直說：「哎呀！年輕人，真是不好意思阿，這就一個人住，屋內小，東西多，年紀大

了要整理真的不太容易，還讓你們來幫忙，真的很謝謝你們！」看著李伯伯不好意思又頻頻道謝的靦腆笑容，讓辛苦打掃志工們心

頭暖暖的。

　　服務中，也發現伯伯屋內牆上寫著許許多多的字，紀錄著對朋友、家人的想念，也寫著那些離世親友的故事；原來，平時臉上

掛著笑容的李伯伯在獨自一人的時候，是非常孤寂的，也時常掛念著那些親友，他說：「很感謝有你們的關心，讓我一個人住也不

會太孤單」；弘道在周一至周五中午由送餐員提供熱騰騰的午餐，在送餐過程中，也不忘關心李伯伯，讓李伯伯感受有許多人關心

著他。這次的大掃除也是如此，李伯伯不斷地道謝我們對他的好，離開時還目送著辛苦打掃的志工，長輩給予的溫暖頓時湧上心頭

，讓服務更為加值。

P. 6服務手札

寒冬掃除送溫暖，李伯伯心歡喜 寒冬掃除送溫暖，李伯伯心歡喜 

清水學堂　長輩的樂遊殿堂清水學堂　長輩的樂遊殿堂

臺中服務處／曾莉婷　社工員臺中服務處／曾莉婷　社工員

臺中服務處／邱韋德　照顧助理臺中服務處／邱韋德　照顧助理

臺中服務處／曾煒鏵　組長臺中服務處／曾煒鏵　組長

協助清掃的替代役男，與李伯伯的回憶之牆

　　一個體育出身、家庭背景與社福毫無關係的我，怎麼會想來做照服員？我想，大家都會提出這

樣的疑問吧！

　　在瞌睡蟲正肆虐的週六清晨，我跟著許多熱愛服務的同伴搭上公車，前往萬華某養老院，不

一樣的流程、不一樣的同伴，卻有著同樣一群滿懷期望等待我們到來的長輩；聽著他們述說過往

，讚嘆他們的事蹟、也憶起兒時的種種。服務中看似簡單的律動、微笑與擁抱，卻讓他們高興

的像考試拿100分一樣，也因為有他們，讓我立定了畢業後的就業方向。

　　正式踏入弘道照顧體系之後，深刻體會教科書內容與實際照顧的差別，空間環境的限制與

　 個案及家屬的磨合，甚至醫療知識的建立都會影響到服務品質，時常告訴自己：投入才會深入、付出才會傑出，

用心在哪裡成就在哪裡，對我來說每個長輩都像一本獨特的繪本故事，要用專屬於他的閱讀方式，才會發現每個細節都藏有深奧

的道理，而每個道理中又有不同的解讀方式，這使我融入其中、樂此不疲。

　　在學期間我喜歡服務、熱愛服務，因為長輩的需要，我踏入服務志業；現在畢業的我要大聲的說：他們不僅需要服務、而且

內心想要我們服務，所以我一定要去服務！沒錯，我是個大學畢業、剛服役完的社會新鮮人，也是最專業熱情的照顧助理！

看似平
常的陪

伴和傾
聽，

卻是長
輩們最

期待的
時刻

　　12月5日這一天，清水區清海國中校園裡，沒有因為是週末假日而顯得安靜無聲，一群志工忙進忙

出的在教室中打掃、佈置、擺桌椅、設茶水，準備迎接清水長青快樂學堂開辦以來，第一個成果分享

暨家屬座談會，學堂於104年10月開辦，是臺中市第一家利用學校閒置空間所設置的長青快樂學堂，

由弘道承辦，提供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到下午3點的服務，長輩在學堂裡除了健康促進課程外，也結

合了趣味桌遊、美術創作等課程題材，讓清水區有一個友善且富有多元課程的地方，讓長輩能夠走

出家門、活躍老化。

　　活動當天來了許多家屬，長輩們興高采烈的與子女介紹在學堂的生活，做了哪些作品、交了哪

些朋友；其中一位高齡94歲的李睿豪爺爺，女兒亦是學堂的志工，爺爺從一開始對於學堂提不起興

趣到實際參與活動後，交了需多新朋友，也因學堂豐富的課程，讓李爺爺不論是在精神或是體力上都有很大進步，現

在每天都期待著到學堂「上學」呢！

　　分享會中，除了長輩們精心準備練習好幾週的帶動跳之外，所有的長輩都寫了感謝卡，除了感謝弘道開辦學堂，社工、志工

、講師們的認真付出之外，也感謝自己的孩子願意鼓勵他們走出家門，現場氣氛溫馨感人。

學堂最高齡的94歲李爺爺，從沒興趣到每天都期待上學

創造長輩需要與想要的服務創造長輩需要與想要的服務



　　在雲林縣麥寮鄉的海豐村裡有一個充滿歡樂的小角落─海豐日托據點，

裡頭有一群活潑可愛的長輩，平日週一∼週五會在據點上課，才華洋溢的他

們不但會唱歌、跳舞還會打鼓，每日都充滿歡樂，但我們也發現在海豐村的

另一端，有一群獨居失依的長輩，他們平時幾乎都待在家裡，在他們臉上

找不到一絲笑容，海豐日托長輩表示：「這些長輩個性較封閉，平時除了

到醫院拿藥外很少出門，所以我們不定時會到家中關懷訪視，或是送物資

，但還是希望這些獨居長輩能有機會走出家門。」於是，服務處決定將今

年寒冬助老─陪購物的活動帶到海豐村，讓海豐日托的長輩陪著獨居長輩到市區賣場購買所需用品。

　　雲林縣麥寮鄉104年推出了幸福專車，是為住在偏鄉而想到市區的長輩，所設計的免費專車，這次陪購物活動結合在

地資源，讓長輩們搭著幸福專車到市區賣場購物，解決最困擾的交通問題，海豐日托長輩扮演志工角色陪著這些獨居長輩

挑選所需用品，其中有一位阿巒阿嬤，丈夫剛過世不久，阿嬤已經悶在家好幾天沒出門了，藉由陪購物活動讓阿嬤出門散

心，希望幫阿嬤走出悲傷。

　　活動結束後，社區表示很意外這些不愛出門的獨居長輩，在日托長輩的邀約下竟願意走出家門，購物過程中也不會因

有旁人在而感到拘謹、不敢選購自己所需的商品，因老友陪伴老友就像是自己的好朋友、好姊妹陪伴自己一樣自在。日托

長輩也跟其他長輩分享到日托的課程活動，並鼓勵他們可以多到據點走走，看著長輩們燦爛的笑容，我想日托長輩已經成

功將歡樂的氣氛傳染給其他人了。

P. 7服務手札、榮譽榜

阿公阿嬤開心購物趣阿公阿嬤開心購物趣
彰化服務處／陳俐穎　社工助理彰化服務處／陳俐穎　社工助理

日托長輩擔任一日志工，陪伴長輩選購物資

榮　譽　榜榮　譽　榜
臺中市政府－104年社政類照顧服務績優人員表揚
　　照顧服務員特殊貢獻獎／西屯社服中心　洪淑惠

　　照顧服務員特殊卓越獎／屯區社服中心　賴壽農

　　督導人員資深敬業獎／屯區社服中心　陳怡君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104年彰化縣志願服務獎勵
　　金牌獎／和美站－李金葉、林錦秀

　　　　　　員林站－吳志勝、游桂柑、潘素貞、盧嘉勇、黃錫富

　　　　　　　　　　蘇吳美珠、雷鳴一、周阿伸、黃麗香

　　銀牌獎／田中站－陳秋蘭

　　銅牌獎／和美站－林元營、賴俐穎

　　　　　　員林站－張淑媚、賴淑妙、曾裕照



P. 8愛心即時通、哪裡找弘道

臺中服務處
電話：04-22060695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使用

長期募集：白米、糖、麵條、綠豆、紅豆

中途之家長輩使用

長期募集：助行器（四腳）、管灌飲品、紙尿褲（

M-XL）、替換式紙尿片（M-XL）

經濟及行動弱勢長輩使用

長期募集：三合一麥片、奶粉、保久乳

   屯區社服中心 
   電話：04-24071518
    居家服務使用

長期募集：成人紙尿褲（M-L）、替換式尿片（M-L）、

亞培營養飲品

老人送餐服務使用

長期募集：奶粉

西屯社服中心
電話：04-23505555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者點心使用

長期募集：餅乾、綠豆、麵條、香菇、醬油膏、砂糖

、玉米罐頭等乾貨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者使用

行車紀錄器1臺、筆記型電腦1臺、電腦螢幕（2組）、

喇叭（2組）、合板材質方桌（90公分×90公分）、

塑鋼材質方桌（90公分×90公分）、泡茶圓桌（直徑

約75公分）

居家服務個案使用

長期募集：人造膠手套（PVC手套M號）、家事手套（

7∼8.5號）、抽取式衛生紙、75%酒精（2桶）、氣墊

床（5床）

老人送餐服務使用

長期募集：白米、玉米罐頭等乾貨

彰化服務處
電話：04-7331585
日托點社區供餐使用

長期募集：白米、油、鹽、衛生紙

居家服務使用

長期募集：醫療口罩、無粉塑膠檢診手套

經濟弱勢長輩使用

長期募集：補體素奶粉

安素（237ml）5箱

個案餐食保溫使用（經濟弱勢及家中無冰箱、電鍋）

廣口保溫瓶2個

【總　　　　　　會】 
　403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4號3樓

　電話：04-22060698 傳真：04-22060701

 ﹝臺北資源發展中心﹞

　100臺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2巷3號4樓

　電話：02-23221735 傳真：02-23223867

【臺北服務處】
　100臺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2巷3號4樓

　電話：02-23221735 傳真：02-23223867

 ﹝松山日照中心﹞

　105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51巷46弄5號1樓

　電話：02-27616300 傳真：02-27617599

 ﹝宜蘭社服中心﹞

　268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2段7巷5號

　電話：03-9641823 傳真：03-9641732

 ﹝新北服務處﹞

　242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38號9樓

　電話：02-89913925 傳真：02-89915512

【臺中服務處】
　403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4號3樓

　電話：04-22060695 傳真：04-22060705

 ﹝西屯社服中心﹞

　407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199號2樓

　電話：04-23505555 傳真：04-23507001

 ﹝屯區社服中心﹞

　412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33號3樓

　電話：04-24071518 傳真：04-24063865

【彰化服務處】
　500彰化縣彰化市建國北路127號4樓

　電話：04-7331585 傳真：04-7357202

【高雄服務處】
　813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09號3樓

　電話：07-5563225 傳真：07-5563233

 ﹝前金活動中心﹞

　801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65號

　電話：07-2151115 傳真：07-2158630

 ﹝潮州社服中心﹞

　920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興隆路118號

　電話：08-7892331 傳真：08-7892361

發行所：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臺中服務處

發行人：王乃弘

電話：(04)22060695 傳真：(04)22060705

地址：403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4號5樓

網址：http://www.hondao.org.tw

E-mail：hondao@hondao.org.tw

郵政劃撥帳號：22411311

戶名：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臺中服務處

愛愛

即
時
通

即
時
通

心心

弘道要募集更多的愛心物資來關懷我們的長輩，

如果您手邊正好有這些資源，歡迎與我們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