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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與落實失智者人權
古梓龍 / 本會顧問

在整個人類歷史中，身心障礙者往往受到殘酷與不人道的對

待，被視為次等人類，普遍遭受到歧視與敵意，甚至是要被隔

離。這種偏見與刻板印象，隨著身心障礙者運動以及人權保障的

宣示，已經有所改善，但是要努力改善的空間仍然很大。

一、國際人權保障與身心障礙者權利

回顧人權保障的歷史淵源，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1628年的權利

請願書、1689年的權利典章。

法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宣示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價值。

法國1793年的雅各憲章，強調社會全體成員之生存保障優於一切。

美國1789年頒布憲法，人權保障更具體明確。

聯合國1945年簽字生效的「聯合國憲章」，承認人類大家庭所有

成員之固有尊嚴與價值，以及平等與不可剝奪之權利，是世界自

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

1948年12月10日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全文三十條，第一條：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

知，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第二十五條：「人人有權

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與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

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

身心障礙、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抗拒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

時，有權享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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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1971年發布「心智障礙者權利宣言」，強調應顧及心智

障礙者與他人平等享有相同權利；享有適切醫療、衛生、物理治

療與使之發揮潛能的福利；享有經濟安全保障，可參與不同行

業；以及與親人同住，若居住養護機構，則生活環境應盡可能一

如常人等重要權利。聯合國1975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宣言」，宣

示身心障礙者具有人類尊嚴，生而受人尊重的權利，不論其障礙

原因、特質及程度，均與同年齡的一般國民享有相同之基本權

利；強調身心障礙者不限於政治經濟活動之參與，也具有參與所

有社會性活動、創造性或休閒娛樂活動之機會。

 聯合國1992年通過訂定每年的12月3日為「國際身心障礙者

日」，喚起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問題的重視，呼籲去除身心障礙

者人權之障礙，進而促進全體障礙者人權，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充

分且平等的參與社會。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包括：公民權、參政

權、經濟權、社會權、文化權、發展權與教育權。1994年公布

「聯合國障礙者機會平等準則」，促使世界各國制定政策與行動

綱領，使身心障礙者皆能成為社會的成員，享有同樣的權利與義

務，預防、復原能力與機會平等。

 此外聯合國1969年生效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1976年生效的兩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81年生效的「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87年生效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90年生效的兩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

公約」。
 
聯合國2006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CRPD)，2008年正式生

效。我國於2014年12月3日正式施行CRPD，落實身心障礙者之人

權並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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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運動：從個人模型、社會模型到人權模型
    
•身心障礙個人模型包含悲劇模型和醫療模型。悲劇模型帶給

人罪惡感和恥辱；醫療模型，專注在一組互不相干的身體機能

限制，要求技術性的干預和個別調適，認為身障人士遭遇的困

難是個人損傷或失能直接造成的結果。專業的功能是將個人調

整到最佳狀態，與他的障礙共存，調整是透過復健計畫和心理

調適使其接受身心上的限制。                                                                                                                                                                                                    
    
1976年身體損傷者反隔離聯盟(Un ion o f t he Phys i ca l l 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 UPIAS)發表一份聲明，指出現

行社會組織完全不顧或很少顧慮身體損傷者的需要，以及社會

所造成的行動不便或限制，從而排斥身障者參與主流社會活

動，因此身體殘障是一種特定形式的社會壓迫。這是身心障礙

社會模型的第一份清楚和原則性的聲明。
    

•身心障礙社會模型認為要調整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在一

個由非身心障礙人士安排，替非身心障礙人士準備的社會裡，

障礙乃根源於社會。身心障礙人士所遭遇的不便或限制，實際

遍布在社會環境各處：態度、制度、語言、文化、組織和提供

服務的方式，以及構成社會的權力關係和結構。社會模型產生

自信和驕傲，鼓勵身障人士團結奮鬥，爭取社會改革、平等待

遇、社會正義及完全參與的公民權利。這是出自身心障礙人士

集體的經驗，挑戰操縱身心障礙政策的專家，限定和管控他們

的做法。身障者的障礙來自外部環境的阻礙，包含歧視和壓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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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模型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精神，有感於社會模

型欠缺討論身障者個人損傷經驗所經歷的外部障礙環境的差異，

沒有深入分析不同損傷經驗的個體差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在

解決身障者外部環境與制度障礙是採取社會模型的制度結構觀

點，但對個人損傷經驗的詮釋卻採取差異觀點，政策上反映出個

別化支持服務的強度與密度。

人權模型之下，無論個體損傷程度與類別，只要是人，無論其條

件與狀態，都享有基本的人權。權利的主體，不以損傷狀態為

主，強調個體損傷經驗的差異，需要不同程度的外部支持與協

助，讓身障者即使彼此之間因為損傷狀態與程度的不同，但仍有

相同的權利基礎。損傷經驗是多樣與多元的，如聽覺、視覺、移

動、行動、認知、心理等。例如肢體障礙者、聽覺障礙者、視覺

障礙者與心智障礙者，他們要外出參與社會活動，所需要的外部

支持不同且程度不一。肢體障礙者需要輔具、交通設施改善或無

障礙設備。聽覺障礙者需要視覺提示系統。視覺障礙者需要語音

提示系統。心智障礙者需要簡單易懂之指引系統。不同損傷或障

礙經驗者，需要的支持與協助都不相同且程度不一，但是這些差

異與需要支持的程度，並不減損身障者作為權利主體之可能性。

以人權作為身障者權利基準，它是無條件且不侷限損傷程度與類

別。

108年失智者人權與友善台灣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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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智者權益倡導與CRPD

國際失智症協會(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簡稱

ADI)於1994年9月21日在英國愛丁堡舉行第十屆年會開幕時，訂

定每年9月21日為「國際失智症日」。自2012年起延長成為一個

月的「國際失智症月」活動，提供全世界的失智症相關協會有更

長的期間來提升對失智症污名的覺察和挑戰，今(2020)年已經是

第九屆的國際失智症月了。

全球每三個人中就有二個人，在他的國家內，不知道什麼是

失智症？國際失智症月的衝擊在逐漸增加中，但對失智症的污名

化和誤解，仍然是全球性的問題，這需要全球性的行動。

 有一個全球共同意識到的失智症月和日，送出強烈的訊息給政

府和政策制定者，提醒他們一個事實，失智症是一個嚴重的健康

議題，特別是世界人口老化，這有嚴重的服務和健康體制的意

涵。同時每年強調不同的訊息，整個月者可以用來教育和挑戰人

們對失智症的錯誤觀念。

九月提供全世界各地的失智症協會一個機會，讓她們所做的

工作和努力可以獲得承認和信任，將她們置放在一個強而有力的

位置上，去影響意見領袖和政府。失智症月也是一個有趣味活動

的好機會！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失智症月的活動，越多人參加對失

智症的覺察就越能擴散！失智症月團結了各界的意見領袖、失智

症者、他們的照顧者和家屬、各類專家、研究者和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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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國際失智症協會 (AD I )的國際失智症聯盟 (Demen t i a 

Alliance International，簡稱DAI)，是由不分年齡的失智症患者所

組成的全球性非營利組織，以失智症患者為主體，由失智症患者

帶領，為失智症患者代言和服務，並針對患者的個人自主權與生

活品質提出團結一致的主張、賦權與支持。

D A I現任主席、執行長及共同創辦人凱特.斯沃弗 ( K a t e 

Swaffer)於2015年3月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瑞士日內瓦舉行的失

智症第一次部長級會議中，要求加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訴求失智者與他人享有相同的人權，失智者被賦予行

使公認的權利。

失智症患者被納入CRPD的定義範圍內，CRPD第一條：「身

心障礙者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其損傷與各

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

有效參與社會」。

CRPD一般原則有：尊重個人的尊嚴、自主、選擇的自由與獨

立性；不歧視(含身心障礙、性別、種族、年紀等)；充分地參與

和融入社會；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是人的多樣性的一部分；

機會平等；可近性；男女平等。

CRPD條款中日常生活重要層面的相關指導方針包括：生命

權；各種層面上的無障礙和可及性；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免

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免於剝削、暴

力與虐待；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尊重居家與家庭；健康權；復

健權；工作與就業；適足的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參與政治與公

共生活；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閒與體育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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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為中心的照顧

1.認識罹患失智症的這個人

失智這個人比失智的診斷，其意義是更多更大，認識這獨特的、

完整的人是重要的，包括他/她過去的和現在的價值、信念、興

趣、能力和其所喜歡的、不喜歡的事，這個訊息必須要告知在每

一個互動和經驗中。

(1)蒐集這個人的過去和現在的了解知識。

(2)跟其他工作人員分享這個人的了解知識。

(3)將這個人的了解知識編進每一個互動和經驗中。

2.認知和接受這個人的現實面

從失智者這個人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是很重要的。這樣做可以

認知到這個行為可以作為溝通的一個方式，因此提升有效的和同

理的溝通，來證實感受和連結個人的現實面。

(1)與這個人的現實面相遇，不要期待他們進入我們的現實面

(2)焦點放在感受，不要放在事實。

(3)維持在目前的狀況。

3.確認和支持現行機會予其有意義的參與

每一個經驗和互動可以被視為一個參與的機會。參與可以對失智

者有意義和有目的，它會支持興趣和喜好，允許選擇和成功，同

時認知到即便失智很嚴重，他/她也能經驗到生活中的喜樂、舒

適和意義。

(1)將每一個互動視為一個參與的機會。

(2)尋找對個人有意義和目的的機會。

(3)尋找例行活動之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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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和培養真確的、照顧的關係

失智者應該是關係的一方，要以尊嚴和尊重對待他/她們，還有

他/她們的個別性要經常被支持。這個照顧關係的形態要被呈現

和集中焦點在互動，甚於工作任務。這是有關「與他們一起做」

甚於「為他們做」作為一個支持的和互利關係的一部分。

(1)焦點要在「一起做」取代「為他們做」。

(2)與他人的連繫要在當下。

(3)實施「照顧他」時要「在乎他」。

5.為個人家庭和工作人員創造和維持一個支持的社區

一個支持性的社區允許舒適和創造成功的機會。這個社區重視每

一個人和尊重個別的差異，慶祝成就和特殊事件，同時為自主性

參與和分享經驗，提供管道和機會。

(1)提供現行各種機會做選擇。

(2)鼓勵家屬的參與。

(3)一起慶祝特殊的節日。

6.規律的評估照顧措施和做適當的改變

有幾個工具方便用來評量失智者個人為中心的照顧措施，定期的

評估這些措施和模式是很重要的。分享你的發現，需要的話在互

動方案和措施上做改變。

(1)執行再評量和調整照顧計畫。

(2)在工作人員會議上討論個別的改變。

(3)需要的話，對照顧途徑和方案做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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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失智症者的聲明

1.我們有權被認知到我們是誰，我們有權選擇我們的生活，包括

冒風險和貢獻社會。

2.我們的診斷不應該用來界定我們，我們也不應該為這個診斷感

覺羞恥。

3.我們有權持續每一天和家庭的生活，沒有歧視，也不必付出不

公平的成本。

4.我們有權被接納和融入我們的社區，而不要生活在孤獨或寂寞

之中。

5.我們有權得到早期的和正確的診斷，和從受過訓練的、了解我

們和了解失智症如何影響我們的人之中，接受以證據為基礎

的、合適的、有同情心的和適當財務負擔的照顧和處遇。

6.不管我們住在哪裡，這要迎合我們的需求。

7.我們有權被尊重，和在照顧上被認知為夥伴，提供教育、支

持、服務和訓練，使我們能對未來做計畫和決定。

8.我們有權知道和決定，是否我們想要被參與和被支持來參與在

研究之中，來關注失智症的原因、治療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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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庭與社區中失智者人權議題的幾個實例

1.子女為了工作，防範失智媽媽亂跑，故將其鎖在房間裡，供應

食物和飲水。

2.學生放學，路上看到失智老翁，嘲弄並拿石頭丟他。

3.朋友問你：為什麼不考慮把你失智媽媽送到養老院去呢？

4.向失智媽媽說：妳不乖，我就把你送去養老院。

5.失智方案推動要租房時，房東說：失智者會暴力打人，玷汙房

子，不租給你。

6.外籍家庭看護工照顧失智母親，看護工和母親的人權是相同的

嗎？

7.載失智媽媽到養護機構參觀，媽媽說：我有兒子，為什麼要帶

我來這？

七、如何在家庭與社區中落實失智者人權

1.讓失智者參與決定有關他們的事，「我們的事，我們都得參

與」(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2.不歧視與平等，賦予失智者知道自己的權利和行使權力的能

力。

3.失智症者在確診前後，有權享有符合道德規範和一定水準的照

護和復健治療。

4.透過倡導與遊說，確保CRPD的原則與條款，確實反映在全國

和地方的失智症政策和計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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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同心守護失智母親
王盛德 / 失智症家屬

母親從小到大就與戲班演戲解下不解之緣，11歲時被祖父送

去學四平戲，16、17歲時一直在祖父的內臺班演戲，直到20歲與

家父結婚。婚後家母在「小榮鳳」演了很多年戲，1960年家母進

入新竹臺聲電臺的「牛車順」演了四、五年戲，之後又參加過不

少戲班，曾於1993年榮獲臺灣省客家戲劇比賽第二屆最佳配角

獎。

母親晚年父親離世後，平時因兒媳上班，孫子、孫女上學，

白天便一人獨居在家，甚少走出家門參加各種活動。失去往日演

藝生涯熱鬧光采的母親，精神行為及言談舉止漸漸地開始出現異

狀...，錢財、衣物找不到，就怪罪是媳婦偷拿的，懷疑東、懷

疑西，造成家人之間很不愉快，甚至翻臉、爭吵，鬧得家人生活

不得安寧。另外，母親時常煮東西忘記關火，為了避免釀成意

外，白天我們把天然瓦斯源頭關掉，不讓母親使用，只給予電鍋

煮食東西。

有一天夜晚，母親趁著大家不注意之際，跑到人家屋簷下停

放汽車的牆腳邊躲藏，後又跑出來一個人在馬路上行走，經家人

發現，全家總動員終於在馬路上發現母親帶回家，問其原因，母

親說是有位猙獰可怕的惡男要捉他做老婆，所以嚇得不敢住在家

裡，才會逃離家門。

王盛德與母親合影 11



還有一次深夜，母親偷跑到附近的停車場，比手劃腳對著一

輛空車吼叫謾罵，說些莫名其妙的話，吵到附近住家難以安眠，

經鄰居報警處理後，警察通知我們將母親帶回，但無論家人如何

勸說，母親都無動於衷不肯回家，因為隔天大家都要上班，如此

耗下去也不是辦法，不得已找小妹前來陪伴，慢慢引導才將母親

帶回家休息。經過幾次折騰後，我們帶母親就診，母親被診斷出

罹患失智症，為此家人有了共識，除了定期帶母親到醫院看診之

外，也商請小妹專職陪伴照顧母親，其他兄弟姊妹則從旁協助照

顧以盡孝心。
    

照顧失智者是件很辛苦的事，必需靠家人分工合作、同心

協力方能達成照顧的任務。在此一提家中長輩若是有使用安眠

鎮靜的藥物，劑量要視情況適度調整，不宜過多或過少。劑量

過多會影響思想行為、昏睡晚起，劑量不夠白天小睡，夜晚不

睡，吵得家人不得安眠。最好的辦法就是，白天不要讓長輩睡

太多，可以陪伴長輩出門散步走走、曬曬太陽，或是陪伴長輩

聊天、唱歌，白天盡量安排活動，晚上就會比較好睡。其次，

可藉由宗教信仰及親情互動使其精神行為穩定，延緩失智惡

化。
    

以上是我對失智症照顧的經歷與感悟，希望此文對所有與

我有相同經歷的失智症家庭能有所幫助。

王盛德 12



與失智共融

黃阿公／桌遊

羅文魁 / 桃園德來認知休憩站社工

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老人社會，首當其衝就是失智人口

的增加，如果有一個地方，照顧者可以很放心帶著失智家

人來休息，不用擔心旁人的誤解。甚至，失智者本身也可

以自在的待著，與別人互動，一起悠閒地喝飲料、用餐，

或是愉快的參加課程、活動。您可能不知道，『認知休憩

站』，正是為此而設立的！

目前桃園市已經有9間認知休憩站分布在各行政區，這

些失智友善宣導的餐飲服務空間，外觀上是一間普通的咖

啡廳，服務目的則是提供失智者、家屬及照顧者休憩(簡

餐、咖啡)及資源交流之場所。位於桃園區的『德來認知休

憩站』服務社區已有兩年，除了餐飲服務外，每週四有健

康促進的課程―動腦桌遊，透過各種桌上遊戲一起來活化

大腦，課程進行中常常可以聽到滿滿的歡笑聲。

93歲的黃阿公和87歲的伍

阿嬤是每週四桌遊課都會來

參加的成員，起初也是感到

陌生，但現在兩位長輩已經

很熟，還會常常關心對方是

否來上課，兩個家庭也因此

培養出很好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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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失智者本身外，照顧者也是需要更

多關注。因此，每個月也會不定期舉辦照

顧者可參與的紓壓活動或各式主題講座，

地點常會在有特約合作關係的店家，活動

內容包含有手作烘焙、繪畫紓壓等；或是

生活健康講座、失智及長照相關醫療講座

等。讓辛苦的照顧者們可以得到一些紓壓

調劑以及加強知能的方式，好來面對每日

的照顧工作。

陳小姐是每個月特約店活動的常客，母親在平鎮的日照中心接

受白天照顧服務，有空時就會安排自己參加各種紓壓活動和健康

講座，不斷充電自己，保持適當的心態與母親的失智症相伴共

融，當一位健康的照顧者。

為了推廣更多失智友善空間，積極連結桃園區內有合作意願的

場所也是重點項目，今年本站有3間特約店，分別是：幸福咖啡廳

(南豐街185號)、黛彼美式餐廳(大有路59號)，以及聖三堂活動中

心(永樂街147號)。這些店家和場地可以說是失智友善服務的延

伸，提供各式活動舉辦的優化空間，很感謝他們的熱心支持。

雖然許多人都覺得，失智症這個名詞並不陌生，但是真正了解

失智症的有多少？當家人開始出現一些症狀時，能否有基本的敏

感度？所以，社會大眾對於失智症的友善認知變得日益重要。認

知休憩站除了提供失智家庭的各式協助資源外，還有更重要的任

務，就是宣導讓廣大民眾更加認識失智症，建立失智友善的普遍

態度，不僅是大人需要瞭解，小孩也有義務得到失智症的基本知

能。

陳淑君/蛋糕慢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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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站組成失智宣導話劇表演團隊，將桃園市政府發行的

國小繪本《誰讓阿婆傷腦筋?》改編成話劇表演給學童觀賞，以輕

鬆的互動方式來介紹失智症，108年

度已完成3場公開表演，預計今年更

擴大服務涵蓋區域，推展到8所偏鄉

國小及幼兒園進行宣導演出，從小扎

根，建立基本觀念，成為家中長輩及

父母的小幫手，一起學習用健康的態

度來正視失智症，將其融入生活日常

之中，奠定未來失智友善的普遍社會

意識。

認識我們：

財團法人天主教德來會於1929年在中國河北省安國縣，由會祖雷鳴遠神

父所創立，

1956年 在台灣復會並開始社會服務工作。

1958年 在桃園市三民路建立會院，並於1960年成立德來幼稚園迄今。

1964年 在新竹縣寶山鄉協助程萬里神父創辦德蘭兒童中心，收容因遭 

家庭變故之兒少協助發展生活。

1999年 成立德來人文藝術學苑，推動老人及家庭主婦之社會教育。

2013年 成立德來日間照顧中心，為失智失能者提供照顧服務。

2015年 成立德來樂齡健康活力中心，為60歲以上健康、亞健康者服務

健康自主管理。

2016年 成立C+社區關懷據點及臨時托顧喘息。

2017年 成立『德來認知休憩站』，為失智症者及照顧家屬提供新創

       服務。同年，家庭托顧輔導團成立，幫助照服員在家圓夢創業。

2019年 居家照顧服務也開始運作服務。

德來會以天主教的「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精神服務人

群，期望在德來共同學習的朋友們都能得到身心靈成長，讓我們的社會大

家庭更健康和諧。

德來話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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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

109年01月

109年02月

物資捐贈

108年12月 

葉麗華   園藝活動材料 10 份

周威克  12,000元

無名氏   7,000元

本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00元

李惠慈  3,000元

古梓龍 2,500元

張明珍 2,000元

吳麗美 1,200元

無名氏  6,474元
古桂鳳 1,000元
錢淑玲  1,000元
呂春燕  1,000元
徐淑貞  1,000元
謝明玲  1,000元
李惠君  1,000元
陳榮勝  1,000元

徐淑貞  1,000元

謝明玲  1,000元

熊齊治  830元

鄧麗美  500元

黃貴英  500元

蘇素貞  500元

賴益成 500元

劉思遠  10,000元

廖文璋  10,000元
財團法人桃園縣基督教浸信會

百年教會  5,000元

萬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元

歐陽芬  2,000元

鐘曾阿梅  2,000元

石觀音甘泉寺  1,000元

張次珠  1,000元

李家銘  500元

黃貴英  500元

戴興沼  500元

魏美華  480元

王淑如  369元

熊齊治  315元

林群皓  300元

陳璟漢  300元

黃高瑋 60元

張銘惠  1,000元

謝明玲  1,000元

徐淑貞  1,000元

無名氏  1,600元

邱月爽  910元

黃寶猜  500元

蘇素貞  500元

賴益成  500元

邱富美  500元

邱富美  500元

范玉蓮  500元

黃寶猜 500元

賴肇聰 351元

鄭香雲 300元

李家銘 200元

吳慧絹  796元
德康中藥行  600元
熊齊治  515元
黃玉鳳  500元
戴興沼  500元
張梅珍  500元
范玉蓮  500元
蘇素貞  500元

賴益成  500元
邱富美  500元
范玉蓮  500元
黃寶猜  500元
張蘭華  420元
潘筱雯  200元

109年1月  

程墩興業有限公司   高級毛毯 20 條

108年12月 109年2月 捐款芳名冊
~



捐款資料

£定�捐�：每次新台�         元�(�      年      �起) 

   ※定�定額每�中扣�，卡�有��限��，本會將會與您聯絡，如�停�扣���電。 

£�次捐�：新台�         元� 

£繳�入會費         元�     £繳�常年會費         元�(      年�) 

收�寄發：£免寄  £�寄  £年寄 

�卡人聯絡電�：(�)             (夜)              (��) 

收�寄達地址：£££ 

 備註： 1. 填妥捐款授權書，請傳真或寄回本會，我們將儘速為您辦理捐款事宜。

       2. 傳真：03-3696232，並來電確認 03-3698518#13

       3. 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000號1樓之2  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收

社團法人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信用卡捐款權書

1.郵政劃撥捐款

  帳號：50180839
  戶名：社團法人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2.郵局匯款捐款

  帳號：(700)0121101-0526459
  戶名：社團法人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備註：匯款完畢，請將匯款日期、姓名、金額E-mail 至 socialwork254@gmail.com，
         以利郵寄捐款收據。

3.信用卡捐款

  請掃描右側QR code，列印後並填寫完畢，

   請E-mail至 socialwork254@gmail.com

   或寄到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000號1樓之2(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收)
   我們將為您處理捐款事宜。

持卡人姓名:

卡別:         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發卡銀行: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月/    年

信用卡卡號:

持卡人聯絡電話:(日)                 (夜)                      

持卡人簽名:(需與信用卡相同)

捐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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