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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0 年度第 4 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

照站聯繫會議紀錄 
(阿蓮場次) 

時間：110年 12月 16日(四)下午 1時 30分 

地點：高雄市阿蓮老人活動中心 2樓大禮堂(阿蓮區成功街 66號) 

出席人員： 

貴賓及講師：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阿蓮分隊吳懿芸教官 

公所：彌陀區公所 課長 賴美娥 

阿蓮區公所 課長 侯乃榕 

阿蓮區公所 書記 陳信宏 

社區：高雄市大社區保社社區發展協會 幹事 黃秋蓉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社區發展協會 生輔員 俞阿鑾 

高雄市大社區興農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張輝良 

高雄市左營區新福山社區法發展協會 理事長 黃國棟 

高雄市左營區新福山社區法發展協會 據點督導 蕭宜蘭 

高雄市左營區新福山社區法發展協會 據點班長 林玉秀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黃婧瑜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社區發展協會 隊長 蘇雪花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陳筱咪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黃麗秋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黃瑞得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李宗育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 理事長 黃秀美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 社工 周唐伃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社區發展協會 工作人員 方俐晴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志工督導 王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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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岡山區協和社區發展協會 監事 呂孟欣 

高雄市精障社區復健關懷協會 社工員 石宛婷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社區發展協會 督導 王孟雅 

社團法人高雄市照顧技術推廣協會 督導 陳玉蘭 

社團法人高雄市照顧技術推廣協會 志工 余仙才 

高雄市岡山區 後紅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許彩雲 

高雄市岡山老人福利協進會 理事 黃君禎 

高雄市岡山區筧橋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吳川城 

高雄市岡山區筧橋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蘇立志 

高雄市阿蓮區崗山社區的發展協會 總幹事 胡春福 

高雄市阿蓮區南蓮社區發展協會 幹事 陳惠娟 

高雄市阿蓮區崙港社區發現協會 總幹事 段普芳 

高雄市阿蓮區崙港社區發現協會 志工 陳麗娟 

高雄市阿蓮區中路社區發展協會 業務承辦人 詹德芳 

高雄市阿蓮區石安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武淑滿 

高雄市茄萣婦女工作協會 理事長 郭善 

高雄市茄萣婦女工作協會 志工 鄭淑心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隊長 呂雯玲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副隊長 戴來福 

高雄市梓官區梓信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柯泰山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翁德宏 

高雄市梓官區梓義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余煊昱 

高雄市梓官區梓義社區發展協會 副總幹事 劉美然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老人健康促進會 理事長 吳文正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老人健康促進會 總幹事 吳惠娥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蘇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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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教保員 鄭愛治 

高雄市湖內區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據點班長 林月員 

高雄市湖內區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生輔員 林淑美 

高雄市湖內區劉家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劉宏添 

高雄市湖內區劉家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劉美玉 

高雄市湖內區田尾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葉秋彥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和平關懷協會 總幹事 蔡敏良 

高雄市楠梓區金田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邱世宗 

高雄市楠梓區金田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張桂鄉 

高雄市楠梓區新廣昌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李惠子 

高雄市楠梓區新廣昌社區發展協會 常務監事 林坤明 

高雄市楠梓區新廣昌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 曾淑蓮 

高雄市楠梓區新廣昌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 潘美英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符進東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社區發展協會 監事 蔡景昌 

社團法人利河伯愛鄰協會 理事長 廖瑞欽 

社團法人利河伯愛鄰協會 總幹事 黃月琴 

高雄市路竹區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洪月桂 

高雄市路竹區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顏枝雄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高春桃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郭鴻豪 

高雄市路竹區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呂秋美 

高雄市路竹區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蘇福榮 

台福基督教會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負責人 沈惠卿 

台福基督教會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志工 王玉子 

高雄市路竹區甲北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陳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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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路竹區甲北社區發展協會 督導 王昭勝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吳冬梅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康庭琰 

高雄市路竹區竹園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林許珠 

高雄市路竹區竹園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江麗玉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許阿品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隊長 高素幸 

高雄市橋頭區三德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陳志忠 

中華恩感基督文化協會 秘書長 劉榮昌 

中華恩感基督文化協會 會計 楊秀菊 

高雄市燕巢老人福利協進會 總幹事 林秀枝 

高雄市燕巢老人福利協進會 志工 胡美珠 

高雄市燕巢區尖山社區發展協會 文書  郭秀春   

高雄市燕巢區尖山社區發展協會 出納 陳怡安 

高雄市燕巢區滾水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 戴明福 

高雄市彌陀區漯底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李秀金 

高雄市路竹區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林貞瑩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黃貴敏 

高雄市阿蓮區南蓮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林金霞 

高雄市楠梓區新加昌社區發展協會 隊長 陳鳳娥 

高雄市楠梓區新加昌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李龍英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曾隆盛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曾新順 

高雄市楠梓區興昌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方淑美 

高雄市楠梓區興昌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宋麗芬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隊長 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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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岡山區後紅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林麗妙 

高雄市楠梓區金田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劉足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趙滿足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社區發展協會 助理 王沛緹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 黃蔡幸 

 

主席：于主任桂蘭                                紀錄：陳欣琪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一、 110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純據點）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

長照站申請衛福部補助計畫報結說明。 

二、 111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純據點）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

長照站計畫撰寫說明。 

三、 111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純據點）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

長照站核銷注意事項說明。 

四、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巷弄長照站尚未上傳據點服務入口網站感動故

事或成果花絮之據點名單報告。 

   

參、教育訓練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阿蓮分隊吳懿芸教官，宣導用火用電安全、住警器

及滅火器認識與使用。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關懷據點入口網線上資訊化報到，網路費是否可以核銷？【提案

單位：高雄市和平關懷協會】 

   決議：網路費可於業務費項下核銷。 

案由二：今年度因為疫情沒有辦理關懷據點業務交流活動，經費是否可以

延續至明年辦理再核銷？【提案單位：高雄市永安區永華社區發

展協會】 

  決議：110年度市府相關經費將於 12月 31日關帳，本年度剩餘經費無   



6 
 

        法於明年度運用，請貴單位明年度提出申請。 

案由三：關懷訪視個案，取得身分證字號不易，無法將訪視資料輸入入口

網。【提案單位：高雄市楠梓區新廣昌社區發展協會】 

   決議：有關貴單位反應之問題，本中心將錄案辦理，並反應給中央知

悉。 

案由四：關懷據點入口網線上資訊化報到，但長輩的健保卡取得不易，有

時因為子女保管或是忘記帶到據點，可否有其他辦法報到？【提

案單位：高雄市路竹區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決議：若據點上課當日長輩未帶健保卡，單位可使用人工補登方式幫

長輩線上報到，若有需據點督導協助溝通，歡迎向本中心反應。 

 

伍、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