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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果簡述 

一、成果簡述 

一年之中寒冬的早晚溫差大，最容易引起心腦血管疾病發作或復發，尤以獨居的長

輩更發危險，不僅照顧需求相對較高，加上獨居無人照顧以及身體退化導致不便等因

素，讓長輩們多數只能長居在家，面對過年節期間的歡樂與家庭團圓氣氛，使獨居長輩

們更顯得的落寞與孤寂。 

  因此，弘道每年在長輩最容易好發慢性疾病的寒冬時節推展『寒冬助老』關懷方

案，提供除舊佈新、辦年貨、送年菜、圍爐餐等服務，關注獨居、弱勢長輩生理安全與

心理適應，結合志工關懷訪視，讓長輩安心過好年，同時也透過一整年在地服務及社區

志工長期的陪伴，讓長輩生活不再感到落寞孤寂，能夠走出家門與社會接觸，參與社區

活動，勇敢活出自我，展露笑容。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辦理第四屆「打『包』愛心『衣』起助老」二手精品義賣會，

透過義賣會募得經費，並將其投入『寒冬助老』獨居弱勢長輩關懷計畫，獨居弱勢長者

與身心障礙者照顧生活上的需求，透過服務過程陪伴長者，並將服務延續至整年獨老關

懷服務，讓服務永續不間斷，共同正向迎接「超獨居社會」的來臨。 

（一）透過義賣會拋磚引玉，邀請民眾共同響應，關注弱勢長者生活。 

（二）本次活動總共募集 64 萬 2,288 元義賣所得，投入『寒冬助老』獨居弱勢長輩關懷

計畫，讓服務永續不間斷。 



 

4 
臺北服務處 黃懿慧社工師 (02)2322-1735  0961-523916  chulotte0310@hondao.org.tw 

貳、打「包」愛心「衣」起助老 

打「包」愛心「衣」起助老活動，自 2015 年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與凱麗乾洗共

同發起，至今已邁入第四年，邀請民眾將自己狀況良好、可再次義買使用的二手衣包捐

出來，透過義賣活動，將二手衣包轉換為服務經費，三年來，活動共募集 783,650 元投

入服務。活動主要分為兩大期程，第一階段為衣物募集、第二階段為活動義賣，搭配宣

廣計劃，廣邀民眾、名人共同響應活動。 

一、二手衣物募集 

弘道透過與特定單位合作募集良好的二手衣物，包括凱麗乾洗、「SparKlean 絲碧淨」

連續四年向會員募集二手衣、精品包; W Taipei、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

中華許許願展夢文教協會、新光保全關懷社會福利基金會、傑仕堡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詩蘭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等員工募集，成人衣物以上半身衣著為主，包括上衣、

外套、連身裙類、配件、包包等，童裝類募集以各年齡層衣物，包括上身類、下身類為

主。2018 年募集眾多精美服飾、包包、美妝商品總數達 6,000 件，國際精品品牌包括

BANANA REPUBLIC 、BURBERRY、CHANEL、GIORGIO ARMANI、Sisley 等 

另外，2018 年邀請到丁噹 Della Ding 擔任活動代言人眾藝人們共響應，響應藝人

及主播共 15 位，包括小禎、小嫻、朱海君、周曉涵、佩甄、郭采潔、莎莎公主(鍾欣瑜)、

游皓婷、黃馨儀、鼓鼓 呂思瑋、鄭元暢、劉奕兒及蕭秉治(廷廷)(依筆畫順序排列)等各

家藝人朋友捐出了近 250 件衣物及包包。 

二、義賣會活動 

今年活動辦理於 12/1（六）、12/15（六）、12/16（日），辦理 3 天義賣會。2018 年

共辦理 3 場義賣活動，誠品敦南場於 12/1（六）假誠品敦南店 1 樓大廳、臺北館前場於

12/15（六）~12/16（日）假亞洲廣場(五鐵秋葉原 1 樓戶外廣場)及新光樂活未來館辦理、

2018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 月 4 日於弘道臺北辦公室，活動共募集 642,288 元。 

(一) 誠品敦南場：146,750元 

(二) 臺北館前場：314,850元 

(三) 弘道臺北辦公室：180,6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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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誠品場人潮滿滿 圖二 誠品場 

  

圖三 誠品場 圖四 臺北館前場 

  

圖五 臺北館前場 圖六 臺北館前場 

  

圖七 臺北館前場 圖八 臺北館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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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工服務 

活動第一階段共募集 6,000 多件二手衣、精品包等項目，因捐贈數量及項目多，感

謝各家企業率領員工參與志工服務，於 10/1(一)至 11/29(四)，共招募 215 人次整理志工

服務，第二階段義賣會 3 天義賣會活動，共招募 69 人次整理志工服務，感謝 W Taipei、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美商英特爾亞太科技有限公司、恆隆行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星巴克、星展銀行、冠樺生活股份有限公司、葡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率領員

工，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法務部廉政署等役男參與二手衣義賣

會活動。 

 

https://www.epa.gov.tw/
https://www.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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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宣廣計畫 

一、名人響應 

為使活動更具號召力及影響力，活動邀請名人共響應，包括捐贈個人二手服飾或精

品包做為愛心義賣商品，協助平面宣傳照片拍攝、錄製 CF 短片及於個人臉書中分享活

動訊息，2018 年邀請到丁噹 Della Ding 擔任活動代言人眾藝人們共響應，響應藝人及

主播共 11 位，包括小禎、小嫻、朱海君、周曉涵、佩甄、郭采潔、莎莎公主(鍾欣瑜)、

游皓婷、黃馨儀、鼓鼓 呂思瑋、鄭元暢、劉奕兒及蕭秉治(廷廷)(依筆畫順序排列)等各

家藝人朋友捐出了近 250 件衣物及包包，並在個人臉書、粉絲團分享活動訊息，希望用

自己的力量投入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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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記者會 

活動預計辦理 2 場記者會，一場於 8/8（三）假新光樂活未來館（台北市忠孝西路

一段 50 號）辦理，作為募集二手衣物開跑，活動現場由代言人丁噹在現場與 6 位高齡

銀髮模特一起亮麗走秀，顛覆社會大眾對老的刻板印象，邀請大家共響應，共計 18 則

露出。，第二場記者會預計於 11/23(五)辦理，響應大使小嫻特別出席，並由 4 位 model

身穿響應大使捐贈的二手衣、精品包走秀展示，並特別邀請協辦單位陳麗卿形象管理學

院與現場貴賓說明如何用一件洋裝，透過不同的穿搭參與各種場合，當日共計 12 則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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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募集記者會新聞露出 

序 媒體 露出形式 露出內容/連結(建議放弘道官網) 

1 三立新聞網 網路 丁噹演出卡口水狂咳 他一句話神救援 

2 三立新聞網 網路 粉絲搶購宣傳服…到手做這事丁噹傻眼 

3 今日新聞 網路 丁噹再次挑戰極限 做完「這件事」連筷子都握不好 

4 
ET today 網路 

丁噹 18歲帶 100元離家出走！ 「2套衣服輪流穿」
駐唱 

5 聯合報 網路 弘道募二手衣義賣 盼給長輩溫暖 

6 公民新聞 網路 【弘道老人基金會】義賣+公益活動（不斷更新） 

7 壹週刊 網路 丁噹划水變變撲水 海水大口吞 

8 中央通訊社 網路 搭錯車父女情深感觸多 丁噹捐二手衣義賣助老 

9 大華網路報 網路 「全民情歌天后」丁噹攜手銀髮模特時尚秀 

10 中時電子報 網路 丁噹打包愛心 飛陸陪媽買菜 

11 TVBS news 網路 搭錯車父女情深感觸多 丁噹捐二手衣義賣助老 

12 鏡周刊 網路 《搭錯車》裡感受父愛 丁噹捐二手衣送暖銀髮長輩 

13 東網 網路 捱出頭！丁噹窮剩 1百蚊新台幣圓歌唱夢 

14 台灣醒報 網路 二手義賣邀長輩走秀 丁噹代言談親情(影) 

15 中嘉新聞 網路 丁噹擔任代言人 募集二手衣包關懷獨老 

16 人間福報 報紙 捐衣義賣 關懷身邊老人 

17 自由時報 報紙 丁噹打包愛心 飛陸陪媽買菜 

18 中國時報 報紙 丁噹 17歲帶 400元離家 兩件衣輪穿辛酸駐唱 

(二) 活動記者會新聞露出 

序 媒體 露出形式 露出內容/連結(建議放弘道官網) 

1 UDN噓新聞 網路 不知不覺已獨居一年 小嫻夜夜靠它們陪睡 

2 聯合新聞網 網路 弘道募二手衣義賣 盼給長輩溫暖 

3 Hinet生活誌 網路 不知不覺已獨居一年 小嫻夜夜靠它們陪睡 

4 Yahoo新聞 網路 小嫻 5P陪睡度寂寞夜 

5 三立新聞網 網路 小嫻悔斷長髮 揭心聲：我以為我灑脫 

6 中時電子報 網路 小嫻獨居一年 夜夜抱它們入睡 

7 
自由時報 網路 

（影音）小嫻後悔剪髮斷開過去！ 吐露心聲「我以
為我灑脫」 

8 蘋果即時 網路 小嫻獨居一年深夜空虛 5個枕頭陪睡 

9 蘋果娛樂 網路 小嫻失婚獨居 1年 夜抱 5枕安眠 

10 人間衛視 電視/網路 打包愛心衣起助老 寒冬關懷獨居老人 

11 大愛新聞 電視/網路 打包愛心 「衣」起助老 

12 新浪新聞 網路 購買二手精品寒冬關懷獨老做公益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1%E5%99%B9%E6%BC%94%E5%87%BA%E5%8D%A1%E5%8F%A3%E6%B0%B4%E7%8B%82%E5%92%B3-%E4%BB%96-%E5%8F%A5%E8%A9%B1%E7%A5%9E%E6%95%91%E6%8F%B4-054005265.html
https://www.setn.com/E/News.aspx?NewsID=413778&From=Search&Key=%E4%B8%81%E5%99%B9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808/2798503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230683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230683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297543
https://www.peopo.org/news/375081
https://www.nextmag.com.tw/realtimenews/news/435082
http://www.cna.com.tw/news/amov/201808080230-1.aspx
http://www.cntimes.info/docDetail.jsp?coluid=108&docid=104666290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809000807-260112
https://news.tvbs.com.tw/entertainment/970007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808ent015
http://hk.on.cc/hk/bkn/cnt/entertainment/20180809/bkn-20180809020528709-0809_00862_001.html
https://www.anntw.com/articles/20180808-YnHu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809411279
https://stars.udn.com/star/story/10091/3497215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297543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098896
https://tw.news.yahoo.com/%E5%B0%8F%E5%AB%BB5p%E9%99%AA%E7%9D%A1%E5%BA%A6%E5%AF%82%E5%AF%9E%E5%A4%9C-215009038.html
http://webtest2.sanlih.com.tw/e/News.aspx?NewsID=461002&From=Search&Key=%E5%B0%8F%E5%AB%BB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3002060-260404
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622076
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622076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123/1471727/
https://tw.entertainment.appledaily.com/daily/20181124/3818753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rwNv50ny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NL28kbpJjq42NM9XLN2R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YzcTy21N4&feature=youtu.be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124/28965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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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丁噹出席募集記者會響應活動 圖十二 小嫻出席活動記者會響應活動 

三、其他宣廣通路 

（一）弘道通路：包括弘道官網、臉書粉絲團、LINE 貼圖、電子報、老拾光等，弘道

官網瀏覽量每月 50,076 人次，粉絲團人數為 38,771 位粉絲、電子報發行量每月

34,000 封、季刊老拾光發行量為每季紙本 6,700 封、電子 2,000 封。 

（二）廣播電台專訪宣傳：透過廣播電台的專訪傳遞活動訊息，台北廣播《臺北社區好

鄰居》於 11/21(三)、11/28(三)節目播出。 

（三）宣傳海報/DM：張貼於凱麗乾洗各門市，活動前場地周邊 DM 發放，活動當天請

志工於周邊區域進行宣傳。 

 (四) 其他宣廣通路：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華南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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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2018 年義賣所得運用說明 

2018 年 8 月至 10 月中旬大規模展開年節前後的需求調查，從長輩身體狀況居家環

境以及生活經濟等層面評估獨居弱勢長者或身心障礙者需求，並於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03 月提供「除舊佈新｣、「辦年貨｣、「送年菜與圍爐餐｣的服務，另也在 2019 年初特

別推動了「走春迎新年」服務，讓獨居無依的長者能夠在新年的節氣裡，由著他最熟悉

的服務陪伴者到府拜年、外出祈福，感受得到有家人陪伴過年的溫暖與美好;並提供全台

灣 6,728 位長者助老服務，包括電話問安、關懷訪視、送餐服務、社區活動、陪同就醫、

物資提供等全年度關懷服務。剩餘衣物將於第五屆 2019 年「打包愛心 衣起助老」二手

精品義賣會繼續義賣使用。 

一、故事一：最怕有天走不動，就要給人添

麻煩了 

獨自坐在門邊的丁爺爺，今年 92歲了，操著濃

厚的外省口音說著：「不用麻煩了，大家都有事要忙，

不用特地過來。」但是每每看見志工的到來，臉上總

是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白天在租來的小套房中，收音機的聲音與爺爺的

呼吸聲，瀰漫在這孤獨的空間裡。「我不出去，膝蓋

不好，沒辦法走遠；碰到車，受傷了，更麻煩。」年

邁的身體，伴隨著曾因進食噎著，導致胸腔受傷，

現在每天需定時吃藥，「腳不好，走不遠」，常常是

爺爺不出門的原因。 

隨著天氣的轉換，微涼的秋意，更意味著一年一度的過年時分即將到來，大街小巷

漸漸的洋溢起年節氛圍，往年，爺爺只能獨自坐在小套房中，聽著收音機。但是，在弘

道社工與志工開始陪伴爺爺的這些年，雖然爺爺常說不要麻煩了，但是志工卻在與爺爺

聊天的過程中，發現爺爺的笑容多了，今年寒冬，我們會陪著爺爺採購年節需要的物資，

陪伴爺爺吃一頓溫暖的圍爐餐，還有，替爺爺添購一件羽絨外套，度過這寒冷的冬天。 

 

圖十三 丁爺爺感嘆的訴說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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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二：老了沒用了，只有孤單一人… 

90歲的王阿嬤自從老伴走了之後，便獨居到現

在，平時走路不太方便，所以只待在家裡幾乎沒有外

出，附近也沒有鄰居可以互相照應，王阿嬤無奈的說

著：「老了沒用了，只有孤單一人…」然而，弘道的

社工每每前往訪視時，阿嬤就多了陪伴和聊天的對

象，阿嬤總是會笑著歡迎我們的到來。 

因為阿嬤外出的不方便，平時是由大女兒買菜回

家，但女兒也因為忙碌無法時時照顧阿嬤，因此阿嬤

在家中的生活只能和電視相伴，平時僅靠著微薄的政

府補助度日，所以阿嬤總是省吃儉用，很多東西壞了

捨不得再買。 

弘道的社工替阿嬤申請了寒冬助老辦年貨服

務，希望在歲末寒冬之際，有人陪著阿嬤走出戶外，

能替自己挑選所需要的物品，讓阿嬤這個冬天有足夠的物資可使用。我們都很期待陪伴

阿嬤購物的那一天～ 

 

三、故事三：給長輩一個避風港，為他打造一個安全的家 

「生活再怎麼辛苦，以前還有人為我

撐起一片天，你走了之後，家中的天花板

就要塌下來，我卻無能為力…」78歲的

吳阿嬤，7年多來，獨自住在 4樓的老公

寓中，平時僅能依靠撿拾回收維生，拾來

的紙箱僅能換取微薄的幾十元，雖然不

多，但卻是維持生計的辛苦錢。 

居住許久的老房子，是吳阿嬤與阿公

的唯一回憶，長年日曬雨淋的情況下，天花板開始漏水，夾層木板慢慢的腐蝕，快要塌

圖十四 走路不方便的王阿嬤，總是

坐在搖椅上度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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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夾層，阿嬤只能用幾根撿來的木棍撐著，廚房更是堆疊著各種瓶瓶罐罐，不擅於訴

說家裡狀況的阿嬤，在弘道的社工進入訪視後，才發現阿嬤岌岌可危的家，有著需要整

修的急迫性。 

弘道為弱勢獨居長輩的家除舊佈新、打掃破舊髒亂的環境、修繕急迫需要的家，讓

家成為替阿嬤遮風避雨的地方，從此，不必再擔心屋頂漏水、燈光昏暗及沒有熱水洗澡

的困境，持續為長輩打造一個能一夜好眠的棲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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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由衷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