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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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場次） 

時    間：111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旗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2 樓演藝廳 

出席人員： 

貴賓及講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賴祈延科員、謝東宏老師 

公    所：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謝幸蓁 課長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蕭文明 課員 

高雄市彌陀區公所 賴美娥 課長 

高雄市彌陀區公所 吳新美 辦事員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陳玉寀 課員 

高雄市大樹區公所 謝素紋 課員 

高雄市桃源區公所 黃怡諠 辦事員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林靜芳 課長 

社    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孔秀蓮 行政人員 

高雄市大社區長老福利協進會 陳啟嘉 理事長 

高雄市大社區長老福利協進會 李美英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社區發展協會 簡正芳 總幹事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社區發展協會 蘇良村 志工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樹長青會 陳秋對  專職人員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樹長青會  吳茂瑞 理監事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社區發展協會 張慈惠 總幹事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社區發展協會 簡銀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社區發展協會 唐美玉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社區發展協會 楊桂桃 志工 

高雄市大樹區和山關懷社區發展協會 吳順治 理事長 

高雄市大樹區和山關懷社區發展協會 陳莉穎 志工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社區發展協會 林秋梅 理事長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社區發展協會 潘玲屏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內門老人福利協進會 陳宥安  志工 

高雄市內門區三平社區發展協會 洪清池 總幹事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社區發展協會 許愷麟 總幹事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社區發展協會 陳昱齊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社區發展協會 薛財 理事長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社區發展協會 李小霜 會計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蔡瓊鳳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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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內門區木柵社區發展協會 温主平 總幹事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社區發展協會 林彥莆 總幹事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社區發展協會 黃來好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社區發展協會 謝順達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鄭慧端 專職人員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社區發展協會 蔣昭貴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社區發展協會 魏英達 理事長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社區發展協會 郭三和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社區發展協會 鍾張秀英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社區發展協會 鍾瑞瓊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六龜新開部落發展協會 潘怡禎 督導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黃秀美 理事長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周唐伃 社工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社區發展協會 張琪 理事長 

高雄市甲仙區關山社區發展協會 潘忠興 理事長 

高雄市甲仙區關山社區發展協會 柯又銓 總幹事 

高雄市甲仙區寶隆社區發展協會 連英朱 理事長 

高雄市甲仙區寶隆社區發展協會 林得勝 總幹事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社區發展協會 陳國忠 理事長 

高雄市杉林區上平社區發展協會 張慈芬 總幹事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社區發展協會 張達星 總幹事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社區發展協會 陳劉貴娣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社區發展協會 鐘榮妹 總幹事 

高雄市美濃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鍾森松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美濃區清水社區發展協會 黃月仙 行政人員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社區發展協會 李瑞芬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區發展協會 劉蘭英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區發展協會 盧鳳美 會計 

高雄市美濃區瀰濃社區發展協會 鍾仁振 理事長 

高雄市靈雲功德會 楊惠評 行政人員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社區發展協會 鄭金鳳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社區發展協會 鄭麗雯 志工 

社團法人台灣活力社會福利協會 陳玟君 照顧服務員 

社團法人台灣活力社會福利協會 薛美芳 社工 

高雄市旗山區大山社區發展協會 陳梅開 會計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社區發展協會 莊柏松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社區發展協會 宜錦茂 總幹事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社區發展協會 羅素玉 會計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社區發展協會 鄭淑娟 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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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旗山區大德社區發展協會 曾慶義 里長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社區發展協會 謝玉貞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鍾吳灴香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郭正德 總幹事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張秀香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鍾秀鳳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潘菊花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鍾秀菊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社區發展協會 蘇淑玲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社區發展協會 鄭麗雲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中寮社區發展協會 林啟禎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中寮社區發展協會 林建置 總幹事 

高雄市旗山區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李永豐 總幹事 

高雄市旗山區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施韋伶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社區發展協會 鄭嘉筆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社區發展協會 邱美英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社區發展協會 葉錦美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社區發展協會 陳豐珍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社區發展協會 陳啟勳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南勝社區發展協會 陳春月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宋怡賢 照服員 

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郭鳳英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勝湖社區發展協會 吳翠雲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勝湖社區發展協會 陳珍惠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湄鼓社區發展協會 林夏秋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社區發展協會 林雅蘋 社工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社區發展協會 陳映雪 會計 

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陳仲彬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趙鄧富蓮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李國銚社工員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郭泰志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曾渝媗 執行長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陳惠娟 工作人員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潘美華 工作人員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林玉蕊 工作人員 

高雄市大愛生態社區關懷協會 白麗娜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社區發展協會 邱坤妹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社區發展協會 邱緣妹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社區發展協會 邱孟羗 生活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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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杉林區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林鈺曄 社工 

列席人員：沈惠貞、李文伶、謝安虹、吳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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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賴祈延科員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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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肆、 提案討論：無。 

伍、 臨時動議： 

案 由 一：業務費中，雜支項目全年最高核銷金額上限為六千元，不敷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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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高雄市六龜新開部落發展協會】 

決    議：依據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11 年度一般性獎助計畫

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2)點說明

「業務費：項目含水電、……、雜支(每年最高新台幣六千

元)……」，請各據點參酌。 

案 由 二：薪傳教學服務方案，是否能提供師資名冊？ 

【提案單位：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決    議：有關傳承大使薪傳教學服務方案相關問題，可洽長青中心服務

課 07-7710055 分機 3335 陳社工。 

案 由 三：有關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新的檢測內容執行起來有難度，且有

操作上的問題。 

【提案單位：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決    議：長青中心將適時向中央反映據點執行端的困境，現階段仍請據

點協助。 

案 由 四：本次會議未提供「健康久久」補助案內容？ 

【提案單位：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決    議：111年度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健康久久」活動實施計

畫將於近日公告，並會通知各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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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