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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109年非�利�織�出貢獻�揚活��109年10�17�在

��市政府B2大禮�舉�。此次共有51�NPO���名�加，�

���出���3名特優�、3名優等�，地��8名特優�、14名

優等�，本會榮�「地��優等�」，���理��葉麗�女士代

���。

此次本會�此�榮，非常感��

委��本會的��與�定。本會��

會以�已逾10年，服�過許多失智症

���家庭。在服�的過程中，��

許多失智�在病程進展中��經身�

的失落，以�失智症家�、�顧�的

辛�與無助。因此��的願景就是�

��提�失智症�顧��失智症��

�護的知�。�失智症家�、�顧�了�失智症的病程、症狀��

護的�巧，以因應失智症帶�的�活��，�給予失智症�顧�情

�上��的力量，陪�家�走過失智症�護的漫漫��。

隨�高��會��，預�失智症人口只會越�越多，失智�人

權等議題�年�越�越���會大眾的重�，����有�多人�

���重�這�議題，�愛

與包容接�失智��家

�，共同為打造失智�

善���努力，�失智

���顧�都�得��

懷與��，���安�

地�活。

打造「失智友善環境」

你我一起來!

                                                       

理��葉麗�女士與鄭��市���有���合影

理��葉麗�女士代���

本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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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融合•力量無限」
桃園市國際身心障礙者日表揚大會

                                                       
本刊主編

��市��身��礙���揚大會�11�22�上�在���鉑

宴會館舉�，今（109）年以「平等�合．力量無限」為主題，�

揚市府��的「�範身��礙�」、「�範身��礙家庭�顧�」

�「�範身��礙服�人�」共計30名，以�11���市108年身

��礙�利績優��。

此次本會榮���市108年身��礙

�利服���查��等�，���常�

理�蘇�貞女士、理�陳��女士、常

������女士、����爽女士�

總幹�代�出席�揚大會，��常�理

�蘇�貞女士代���。

此 次 � �

揚�中，身���遇逆�，仍�克服�

礙，�向人�挑�，�努力不�的�

神，�得����。家有身��才�真

�了�身��家庭的��，除了沉重的

�顧負�之外，外�的歧�、不�善，

身��的家���顧�，大多只�默默

��，�沉重的�顧壓力非筆墨��

容，因此家庭�

顧悲歌不�在�會各�角落發�，因此

��身������顧�，���會大

眾多點�懷與同理�，大家一起��造

一���善的身��礙��。

常�理�蘇�貞女士、理�陳��女士、

常������女士、����爽女士�

總幹�代�出席�揚大會

常�理�蘇�貞女士與鄭��市��

�有���合影

常�理�蘇�貞女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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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深�臺灣逾�年，��「�之��會，�之

��會」的�衷，落��業�會責�不�餘力。今年因�情嚴

重，�外銷�果大�影響，香蕉產地��崩跌，許多農��本

無歸。為幫助台灣蕉農�過��，�南��以�������

產香蕉，�送各縣市弱���等����同�，��弱�家庭

���健康又��，同��助�內香蕉��回穩。

此次本會��2箱香蕉，�將香蕉�送給本會服�的��，

���收�香蕉�都非常開�。感�「�南��」����公

益，�懷弱������，��散播愛�，�遞��量，��

會�祥和�好。  

"散播愛心，傳遞正能量"

 讓社會更祥和美好!

                                                       

本刊主編

「�南��」致�本會2箱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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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又�了一年一�的聖�節，

為了給��一���的回�，大家經過討��，今年決定��

「耶���party」。

活�前理��率�說要��魔女，身�高

挑的�紋則說要�蚌��，����決定走童

�故��異�風，為了挑��服��可是費了

不�工�。12�24�活����然��不作

�，下��雨，卻絲毫不影響大家興�的�

情。8:00過�，��、�工陸��達�會，便

開始換�打�。理��的�魔女��，一出現就�豔��，�紋

�演��人也是��的活�主�人，高挑身��上粉��公主�

非常漂亮，��的愛麗絲��也好可愛，許久不見的政軒�成�

咪超卡哇�。害�的徐會�姨�上和服�像�本���，清平伯

伯非常適合��服，��就像��人一�。英雄伯伯�成鬥�

士，英�不��年，靦�的�雲�上卡�的�服，簡直�了�人

�的。�柔��的���上�仙���得��出眾，靖家�上清

�的貴妃���人都�了，�有��、次珠、�珠�的仙女婆

婆，��可愛又逗�，大家���己的��既興�又高興，��

合影留�，好不�鬧。

�魔女理��、��人�紋、

魔法紫女小�、三�仙女婆婆

耶誕化裝

                                                       

Party 本刊主編

��大合�「耶���party」

古顧��演聖��公公

��清平伯伯、陳香�姨、

�安大��妻

04



耶誕化裝

                                                       ���為了這次活�上台�演，平��了�多�間練�。�

�伯伯的一��搭配���姨的�袖舞作為開��演，茂穗伯伯

�徐會�姨的��歌曲�演，台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英雄伯伯

的口琴吹奏�是���演的�高�，活�壓軸是��會的古顧�

�演的聖��公公，發給現�每���、家�聖�禮物。

這次�與活�的��、家���工，從他�臉上洋溢的笑

容，可以�出他���的�情。特別是����一次�上各��

各�代的服�，在他�人�中留下��的回�，這也是��舉�

這�活�的�大�的。

Party 本刊主編

�本/茂穗伯伯、徐會�姨

仙女婆婆 /

   ��、次珠、�珠

�班�/

英雄大�、�雲

各�代/��伯伯、麗雲�姨、

       益平、��、靖家

范姐與政軒

���合�

愛麗絲�遊仙�/

  ��、��、玫�、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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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非失�」，透過適合的活�可�失智����現存的

�力，��緩失智退�。包��，是一項�平常的家庭活�，�若

是一群��聚在一起包��，就是一項�特別的活�了。��包�

�活�除了���訓練�眼��之外，一�面也可以���連絡感

情，增加����互��會。

為了�������包�子的��，也��

��活���，促進大腦活�，因此除了��是

�工作人���之外，�他��������，

�工只是從��範��。��在�流�高麗�

�，平常靦�的徐會�姨，�起��絲毫不馬

�，�速又俐落，贏得大家一�讚�聲，�男�

��大多���敬�遠之，只有�育伯伯�告�

勇，���育伯伯�過廚師的����，��刀

工�有大廚的風範。��工�姨�餡��好，�

向���說�包��的�法�，�����躍躍

��的�情溢�言�。

�然���包出�的���式千姿�態，�態各異，有人包得

像元寶，有人則包得像一艘�，大家一�包��，一�閒�家常，

經過一陣�忙腳�之�，��包好�子大功完成了。�工�姨將�

�下�煮��與���一同��，���品嚐�己��包的�子，

�得滿滿的成就感，�展露��的笑顏。

從��臉上洋溢的笑容可以�出，他�的��是多�的開��

�，�����臉上流露出開�的笑容，�工�姨也笑了。這�笑

容，�是�工�姨��以��情�與服�，付出愛與�懷的��

力。

包水餃活動

                                                       
本刊主編

�育伯伯�過廚師的����，

��刀工�有大廚的風範!

���包出�的���式千姿�態�態各異 ������包�子的�� 06



台灣冬�通�「冬節」，�主要的�俗是搓��祭�家中�奉

�神和地�主。��象徵�滿、��，因此冬�吃��有��、�

滿之意。12�24�是冬�，因為��另有�程安�，因此提前在

12�16�為��過冬�搓��。搓��除了可以�起��年輕�的

記�，也�趁�訓練���部力量。
    
��會冬�要帶��搓���，�

珠、��、次珠、��就��回應要�

幫忙帶��搓��。12�16�一早，�

珠、次珠、��就��大包、小包��

會，好像要���的，��一聽說要搓

�����頸��，興�不已，英雄伯

伯�開玩笑地說他不敢吃��，理�是吃了��就會多一歲。
    
活�一開始，是���、次珠將��「粿�」均�小�，再�

�������搓��的��。搓����多男����言是��

�，�是搓起��也是有�有�，���男

���，�姨�就��駕輕就�許多，像�

��姨是外�人，做�食�不�她，搓的�

�大小均一，果然是有���子。大家一�

搓��，一�閒�家常，現�充滿���鬧

的�氛，就連在一�陪���的外籍�護也

躍躍��加入搓��的�列。就在大家通力

合作下，不一會�功�，一�������搓好了，�然每���

�狀大小不一，�都是����搓的，�買現成的��意義大不

同。
    
��工���烹煮好了之�，�

為����上一碗���的��，

���有�工�滿滿的愛�，��

吃得開�，大家也覺得�開�。

�������搓��的��

�然每����狀大小不一，�都是��

��搓的!

�珠在揉「粿�」

冬至搓湯圓

                                                       
本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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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做飯的�得

寫成�，��她的

����筆寫下�

�珠做的飯��香���

在�會狹小的廚��，有�身影��的在幫�

�做�餐，除了星�四之外，��吃完飯�開�，

她�一�人在廚��洗洗��，連有人從�經過，

她都沒注意，這�就是�會的�深�工-�珠。

�一次見��珠，是在103年�會�設在聖德

���院�，每���3�星�六的家�

����。�珠給�的�一印象是��

無�、沈默�言，總是����默默地

在做�。����的互�不多，直��

會搬遷����，��才有了�進一步

的認�。

�珠是��善良�貼的人，從�多

小�節就可以�出。有一次，�會的�

�身�不適�吐，�珠見狀毫不猶�即上

前�助��就�，�將�吐的穢物清洗乾淨。次珠姐獨居，�珠知道�

就常常為她���餐便�。前��子，�珠不�次珠姐一�人辛苦地在

幫��製作�餐，�是接下掌廚一職。��本����會的廚�狹小，

既沒窗�也沒�油��，爐�設�也不足，�珠會

不好施展身�，沒想她不�不在意，���在�

中，每�都����，��如�為��做出健康�

�的�餐，�����得寫成�，��她的���

�筆寫下�，從未見過如此「�在�中」的人，真

的�人���，有如此��的�工，���會之

�。

在這�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的�會中，�

底什�才是幸���的�呢？�珠�經��過:

「�然她的物��活不充�，�是她的�神�活卻

�富足」。每�人���幸�的定義不同，�像�

珠這���一���己��、有成就感的�，��

只是為��做�餐這��，就�她每�都沈�在�

�的氛�中，從�珠的身上��悟������簡

�，「知足常�」�已。

�珠沈默�言總是

����默默地在做�

快樂其實很簡單，

 「知足常樂」而已!                                                       本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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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11月捐款名冊(刊物)

                                                       
無名�  59525
蓮座山觀音寺
徐嵐�  20000

劉�英等17人  16300  

劉慶君等15人 15000

���  10000

徐�珠  8000

陳��與陳��榮 6000
財�法人苗�縣南�鄉�

頭山勸��  5000

��榮  3200

吳��  3000 

張�琴  3000

吳三雄  2500
葉英雄  2500

��� 2000

沈榮結 2000 

高    熙  2000

張世河 2000

趙秀娟 2000

蘇�貞 1500

��里健康�隊  1000
靚���
�術��會  1000
���雲林里
��業里�  1000

彭俊豪議� 1000

陳��議� 1000

��� 1000

徐淑貞 1000

��� 1000

�衍春 1000

范鈺� 1000

�益成 500

�富� 500

�寶猜 500

��� 500

�盛德 500

吳若瑄 500

蔡�� 500

陳�� 100

富邦人�保險��有限

公司  20,000
�陽���業有限公司 

15,000

��歌�班  5,500

無名�  4,200

吳��  3,000

鄧錦香  3,000
徐淑貞  1,000

���  1,000

��英  1,000

周麗�  523

熊�治  515 

蘇�貞  500

�益成 500

�富� 500

�寶猜 500

飛�發彩�� 450

徐�英 200

劉春玫 200

朱玫�  20,350

���  20,000

無名�  14,768

簡陳淑貞  5,000

簡春�  5,000

吳��  3,000 

陳��  2,000

趙秀娟  2,000

朱慶�  2,000

張��  2,000

徐淑貞  1,000

���  1,000

�運枝  1,000

���  848 

周麗�  800

熊�治 515

蘇�貞 500

�益成 500

�富� 500

�寶猜 500

陳�� 100

��無縫�隊  面�套 /   60�

吳三雄         ��口罩 /  1盒

�南��       香蕉 /      2箱

109年 9月

109年 10月

109年 11月

109年 11月
      捐物

09


	頁面 1
	頁面 2
	頁面 3
	頁面 4
	頁面 5
	頁面 6
	頁面 7
	頁面 8
	頁面 9
	頁面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