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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週民國108年三月十二日第
1271次例會，邀請中山醫

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郭慈安老師做「愛的
接力棒」專題演講。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的講師 郭慈安老師蒞
社分享「愛的接力棒」，南門社
對社區服務一向不遺餘力，本年
度完成了十多項的服務計劃，與
中央社配合也是今年度規劃的社
區服務計劃之一，希望以後還能
有機會配合服務工作。

Packing社長報告，歡迎重
量級粉絲中央社Music及中央
社社長Lisa及台北明德社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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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Melon參與例會。
Packing社長報告，3月16

日(星期六)保羅哈里斯之夜，希
望捐獻保羅哈里斯之友的社友
能撥空參與。

Poster莊賜濱秘書報告，3
月17日(日)是第二屆地區年會，
早上8:00-8:30註冊聯誼，8:30-
9:10介紹總監團隊及各社社長
伉儷，下午1:00-1:30各社與總
監合照，5:15-6:25晚宴，晚上
8:00摸彩，地點：中興大學蕙
蓀堂，請著正式服裝，年度領
帶，鼓勵夫人踴躍出席。

3月份GOLF月例賽與台北
南門扶輪社聯誼，3月21日(四)
CCK球場(上午10:00報到、10:48
開球)，用餐地點：与玥樓。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社友
參加踴躍，成績也非常優秀並
獲得獎金，打的最好的是Bond
，依續為King、Packing社長、
秘書夫人、社長夫人、Rich、
Lapping、Catia。

成為勵志領導者

上週第1272次例會，配合「
3461地區第2屆地區年會」

，變更時間為民國108年三月十
七日，在中興大學蕙蓀堂舉行。

專題演講：科技菇蕈 ‧ 健康生活

主講人：方世文 社友  ( 蕈優生物科技 ( 股 ) 公司 總經理、台中東北扶輪社 社友 )



第1271次例會 主講人：郭慈安 老師

▲郭慈安老師演講：愛的接力棒

愛 的 接 力 棒

前週民國108年三月十二日第
1271次例會，邀請中山醫

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郭慈安老師做「愛的
接力棒」專題演講。

Faith介紹演講人郭慈安老
師，本社與中央社聯合舉辦社區
服務，郭慈安老師特別前來講解
服務的內容。郭慈安老師專長老
人福利與長期照顧政策、長期照
顧機構管理、高齡教育、老人活
動設計與評估、老年人力資源開
發、家庭照顧輔導、銀髮產業開
發與經營，老化體驗與生活品質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
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向上
文教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郭慈安老師說，目前全世界
正面臨著人口老化的問題，人口
老化產生的中生代挑戰～三愛難
平：對家庭的愛、長輩的愛、工
作的愛。

以前的照顧者順序為：媳婦
、女兒、兒子，現在是女兒、兒
子、媳婦，另外台灣還有一個特
別的照顧者是外籍看護。

如何去平衡這三種愛？郭慈
安老師以故事做為開頭，講述長
期照顧者所面臨的窘境。

《失智母親照顧者》你知道
嗎？好幾次，我只是出門倒垃
圾，短短十多分鐘，媽媽就不
見了！最後，我實在是逼不得
已，只好在門外再加裝一個鎖
。那天，我離開家，轉身拉上
門栓那一刻，眼淚忍不住一直
掉，我怎麼這麼不孝，竟把媽
媽鎖在家裡。可是，你告訴我
，我還能怎麼辦…？

《一對三的家庭照顧者》黃
大姊，14年前丈夫中風倒下，
一對兒女還就讀國中小，當時父
母還能幫忙照料。但父母6年前
也相繼中風、罹癌。照顧的前6
、7年，不曉得跟誰求援，她的
世界是封閉的……

悲情「流沙中年」！辭高薪
顧父母，卻葬送了人生，台灣
自2016年起，台灣勞動力每年
銳減18萬人1153萬就業人口中
，粗估231萬人受照顧責任影響 
因照顧「減少工時、請假或彈性
調整」約17.8萬人，因照顧「離
職」約13.3萬人。

根據2007年衛生署委託中
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所做
調查平均照顧9.9年，每天平均
照顧時間13.6小時，女性占7成
(配偶、女兒、媳婦)，51～60 
歲間最多，2成「老老伴」。

國外研究報告指出，家庭照
顧者有20%罹患憂鬱症、65%
有憂鬱傾向、87%罹患慢性精
神衰弱；家庭照顧者死亡率比非
家庭照顧者高出60%。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



家庭照顧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責任與義務，儘管很多家庭照顧
者無怨無悔地為所愛的家人付出
她的青春歲月，但我們也看到家
庭照顧者在經過長期照顧工作之
後，面對健康惡化，身無積蓄， 
又因為沒有一技之長而無法重返
職場的困頓與悲哀。

關於照顧，一般家庭的選擇
，利用長照資源佔一成五，家庭
照顧者占五成五，外籍看護工佔
三成，全國約有76萬失能、失
智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好，要共好！愛的勞務需要
突破框架，一個聰明的照顧者，
要去善用國家資源，郭慈安老師
分享長照四包錢：自107年1月起
，長照2.0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
」、「交通交接服務」、「輔具
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喘息服務」等四大類給付
額度，簡稱「長照四包錢」。

誰可以申請長照四包錢？經
醫師評估，失能、失智或身心障
礙狀況，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
月以上者。

資源快通法-找到有效的方
法，郭慈安老師提供三支電話：
※長照專線：1966
※照顧者專線：080-50-7272　
（有你-真好真好）

※失智者專線：080-474-580　
（失智時 我幫你）

郭慈安老師說，透過社團的
贊助，我們開始辦理接力棒的活
動，有照顧者喘息讀書會、失智
影片首映會、家庭照顧者紓壓團
體課程、Respite Café喘息咖啡，
希望愛的接力棒，讓我們瞭解需
要，並以集體行動來改善目前與
未來家庭照顧者在社會的處境。

最後，郭慈安老師感謝南門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2月26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吳為楨
出席：陳俊清、莊賜濱、陳慶榮、林耀清、邱啟成、張東霖、陳國輝、吳騰彥
　　　何志修、林啟聖
列席：柯富揚、謝慶祥、陳重光、張廖萬煌、林振楨、廖進聰、張光瑤、林洽鑫
　　　陳向榮、周鴻仁、張國洋、江輝雄、馮賀欽、陳榮鍠、賴文瑞、湯富淳
　　　黃吉隆、黃木村
議題：

一、1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Peter報告。
決議：通過1月份財報。

二、Kaepa社友提出資深社友申請。
　　Kaepa社友扶輪年資：83年11月15日入社(25年)、年齡62歲。
　　南門內規規定：A：資深社友認為(社友年資+年齡≧85以上)，即可以向社
　　　　　　　　　　　內理事會提出申請。
                　 　　　　  B：資深社友可免計出席(連續幾年出席100%資格照計算)
                                                  ，年度表揚大會以資榮耀獎勵。
說明：請 秘書 Poster報告。
決議：通過申請，並依照南門內規規定辦理。

三、台中家商法治教育宣導活動預計訂於108年4月10日(三)下午1:30。活動地點
　　：台中家商大禮堂。
說明：請 服務計劃主委 Faith 報告(秘書代理報告)
決議：台中家商法治教育，已安排在4/10(三)下午1：30大禮堂舉辦，屆時由台
中家商扶少團團員與台中家商學生共同表演『反詐騙、反霸凌法治教育戲劇宣
導』

四、臨時動議。
1.資深社友名牌辯識。
決議：待由4/30(二)社務討論/會員大會討論此案。

108年二月份理事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8~2019年度

點滴

社今年的補助，希望未來能繼續
合作！

邱啟成扶輪之子活動通知
服務計劃主委Faith誠摯邀

請大家踴躍參加4月10日的台中
商家法治教育社區服務。

報告出席率
Sugar代理出席報告前週出

席率62%，社長抽出出席獎，恭
喜Rudy、Denture獲得玉溪米
一包。

糾察時間
Surgeon代理糾察報告，

感謝PDG Music紅箱1,000元
、中央社社長Lisa紅箱1,000
元及Packing社長、Doctor、
Concept CP、Rudy、King分
享並歡喜捐款。

▲節目主委 E-Style 感謝大家踴躍出席
新春女賓夕活動，特捐獻 10,000 元作
公益，由南門社代捐私立惠明盲校。



下週 例會

第1272次例會 中興大學惠蓀堂

3461地區 
第 2 屆地區年會(上)

上週第1272次例會，配合「
3461地區第2屆地區年會」

，變更時間為民國108年三月十
七日，在中興大學蕙蓀堂舉行。

3461地區第二屆地區年會
由Mintong張光雄主持，以年度
Slogan「文藝饗宴，運動強身」
為主軸，呈現歡樂、知性又具豐
富內涵的活動，聽取國際及地區
扶輪的最新現況和展現，了解地
區及各社今年度有意義的活動表
現，觀摩分享服務經驗及作法，
找到老朋友、認識新朋友，這也
是地區年會最大的用意。

第 二 屆 年 會 ， 本 社 社 友
Doctor與King、Surgeon更被遴
選為第一全會司儀及第四全會的
主持人，Doctor介紹地區團隊
及各社社長出場台風穩健，有條
不紊；King及Surgeon擔任扶輪

之夜主持人，兩人默契十足，幽
默逗趣，現場笑聲不斷；南門舞
蹈團更不是蓋的，代表B區表演
伍佰＆China Blue，由Daniel
夫人帶領Packing社長夫人、
Innovation夫人、Polo夫人、
Sugar夫人、Gary夫人、Rich夫
人、Onsen夫人、Faith夫人及社
友Polo、Onsen、Daniel等人精

108年4月2日(二)             【 4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

采熱舞，華麗又吸晴，前台社友
賣力演出，後台社友加油相挺，
再再體現我們台中南門社的友愛
精神。

在完成一連串的節目最後進
行摸彩，非常恭喜Lawyer社友
及Yoke社友抽中第三獎獲得禮
券各壹萬元；Fumin夫人抽中第
四獎獲得禮券貳萬元整。

▲ Doctor 擔任第一全會司儀

▲南門舞蹈團代表 B 區表演伍佰＆ China Blue

▲ Surgeon、King 主持扶輪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