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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1年度第 1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照站 

聯繫會議紀錄（路竹場次） 

時    間：111年 3月 31日（星期四）下午 1時 30分 

地    點：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6樓會議廳 

出席人員： 

貴賓及講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吳煜淼路老師、陳心褕、謝東宏老師 

公    所：高雄市田寮區公所 劉國斌 課長 

高雄市田寮區公所 陳貞伃 課員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楊雅云 課員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蔡美惠 辦事員 

高雄市阿蓮區公所 吳珮如 課員 

高雄市茄萣區公所 鄭淑心 約僱人員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 蘇欣婷 約僱人員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徐鳳嫺 課員 

高雄市橋頭區公所 孫靜渝 課員 

高雄市橋頭區公所 林玉琴 約僱人員 

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李子龍 課員 

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陳木村 課長 

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陳雅雲 課員 

社    區：高雄市大社區長老福利協進會 陳啟嘉 理事長 

高雄市大社區興農社區發展協會 張輝良 總幹事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社區發展協會 陳正利 理事長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社區發展協會 黃婧瑜 總幹事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社區發展協會 蘇雪花 志工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社區發展協會 黃瑞得 理事長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社區發展協會 林金會 志工 

社團法人高雄市田寮區山城農村發展協進會 連于萱 理事長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社區發展協會 方俐晴 志工 

社團法人台灣康復輔具及照護技術交流協會 許淨惇 生活輔導員 

社團法人台灣康復輔具及照護技術交流協會 蘇予萱 照顧服務員 

高雄市岡山區大後協社區發展協會 郭考椿 總幹事 

高雄市岡山區大後協社區發展協會 宋雅玲 理事 

高雄市岡山老人福利協進會  黃君禎 理事/督導 

高雄市岡山老人福利協進會  曾麗卿 總幹事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社區發展協會 王孟雅 督導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社區發展協會 黃素霞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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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岡山區本洲社區發展協會 黃阿涼 志工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社區發展協會 張秀美 志工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社區發展協會 吳秀美 志工 

高雄市岡山區筧橋社區發展協會 吳川城 理事長 

高雄市岡山區筧橋社區發展協會 蘇立志 總幹事 

高雄市阿蓮區中路社區發展協會 詹德芳 業務承辦人 

高雄市阿蓮區崙港社區發展協會 段普芳 總幹事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社區發展協會 呂雯玲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社區發展協會 戴來福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茄萣婦女工作協會 郭善 理事長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社區發展協會 曾隆盛 總幹事 

高雄市梓官區梓信社區發展協會 柯泰山 總幹事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老人健康促進會 吳文正 理事長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老人健康促進會 吳惠娥 總幹事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和平關懷協會 蔡敏良 總幹事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蘇福龍 理事長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鄭愛治 總幹事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劉秀麗 志工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林月員 成長班班長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林淑美 成長班副班長 

高雄市湖內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蔡碧玉 總幹事 

高雄市湖內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許月燕 志工 

高雄市湖內區田尾社區發展協會 葉秋彥 總幹事 

高雄市湖內區田尾社區發展協會 謝明豐 執行長 

高雄市湖內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 蘇如美 總幹事 

高雄市湖內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 黃勝華 專案人員 

高雄市楠梓區大昌社區發展協會 戴嘉育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楠梓區大昌社區發展協會 邱金月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楠梓區利河伯愛鄰協會 廖瑞欽 理事長 

高雄市楠梓區利河伯愛鄰協會 黃月琴 總幹事 

高雄市楠梓區利河伯愛鄰協會 何錦瑜 生活輔導員 

財團法人台福基督教會 沈惠卿 負責人 

社團法人高雄市路竹社會福利協會 曾泳蓁 總幹事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康庭琰 理事長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蘇吳冬梅 總幹事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洪秀杏 志工 

高雄市路竹區甲北社區發展協會 王昭勝 志工 

高雄市路竹區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呂秋美 總幹事 

高雄市路竹區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蘇福榮 生活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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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路竹區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高春桃 理事長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郭鴻豪 總幹事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林水 班長 

高雄市路竹區竹園社區發展協會 馬麗茹 志工 

高雄市路竹區竹園社區發展協會 林許珠 志工 

高雄市路竹區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周正忠 志工 

高雄市路竹區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洪月桂 理事長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圓明站) 朱俐縈 生活輔導員 

社團法人高雄市親愛的關懷協會 鄭雅敏 職員 

社團法人高雄市親愛的關懷協會 陳姿伶 志工 

高雄市橋頭區三德社區發展協會 陳志忠 理事長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社區發展協會 許阿品 總幹事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社區發展協會 蔡宜真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社區發展協會 陳喜玉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燕巢老人福利協進會  林秀枝 總幹事 

高雄市燕巢老人福利協進會  胡美珠 志工 

高雄市燕巢區尖山社區發展協會 葉金珠 總幹事 

高雄市燕巢區尖山社區發展協會 郭秀春 志工 

高雄市燕巢區尖山社區發展協會 陳怡安 志工 

高雄市燕巢區瓊林社區發展協會 黃素貞 志工隊長 

高雄市燕巢區瓊林社區發展協會 顏吟容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彌陀區漯底社區發展協會 李秀金 理事長 

高雄市彌陀區漯底社區發展協會 黃美花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湖內區劉家社區發展協會 劉美玉 志工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社區發展協會 陳雅雲 志工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社區發展協會 林武騰 志工 

高雄市湖內區湖庄社區發展協會 魏嘉葆 總幹事 

高雄市岡山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李玫 理事長 

高雄市路竹區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林貞瑩 總幹事 

高雄市路竹區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陳美妤 工作人員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社區發展協會 江國華 理事長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社區發展協會 李小臨 總幹事 

列席人員：沈惠貞、謝安虹、吳映璇、蘇靖閔、楊雅雰 

主    席：于主任桂蘭                                紀錄：林鈺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宣導主題：「高齡者道路交通安全」，交通局吳煜淼路老師主講 



4 
 

參、 業務報告 

一、 111 年度中央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照站計畫內容說

明： 

（一）年度補助計畫核銷期程、相關注意事項。 

（二）會計核銷錯誤樣態說明。 

（三）社區照顧關懷網平台及資訊化報到說明。 

（四）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長者健康評估問卷。 

二、 111年度市府補助計畫內容說明： 

（一）補助據點相關計畫說明 

（二）老玩童幸福專車 

（三）傳承大使薪傳教學服務 

三、 111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育訓練規劃。 

為強化據點服務品質，111年度據點工作人力培訓課程如下： 

（一）生活輔導員基礎訓練課程：分區開辦 5場次，預計 600名據點

志工取得證書。 

（二）據點專職人員培訓課程：為增強專職人員據點服務專業知能，

擬 111年度新增本項業務，現規劃中。 

（三）銀髮族體適能培訓課程：為提升據點工作人員服務品質，期據

點長輩身心機能老化延緩，現規劃中。 

四、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各行政區督導人員。 

肆、 提案討論：無。 

伍、 臨時動議： 

案 由 一：據點長輩疫苗若無施打 2劑疫苗是否可以來參與據點? 

【提案單位：高雄市田寮區西德社區發展協會】 

決    議：依據 111年 1月 23日市府公告，服務人員及服務對象須至少

施打 2 劑疫苗；建議可針對因上述無法來據點的長輩，加強

關懷訪視、送餐或電話問安，尤其是社區內獨居長者。 

案 由 二：據點依規定操作資訊化報到，常常因系統更新或維修而影響長

輩健保卡報到情形，是否可以建議中央資訊化系統維修時段

盡可能為下午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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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和平關懷協會】 

決    議：長青中心將適時向中央反映據點執行端困境，現階段仍請據點

協助。 

陸、 教育訓練專題：「一群人『據』在一起」，謝東宏老師主講。 

散會：下午 4時 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