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節關懷系列活動

愛的傳遞，幸福延續
原文 / 社工員 黃碧偵

重陽節（又稱敬老節或踏秋節），農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故稱「九九」。「九九」諧音「久
久」，有長長久久之意又有敬老崇孝的傳統。在這充滿愛與祝福的日子裡，除了以往的到養老院
進行關懷活動外，今年也特地在院內辦理一場屬於服務對象的重陽節，邀請庄內的長輩、新橋國
小師生，還有長久以來關心與照顧我們的團體，一同來參與，傳遞愛與延續幸福的重陽節活動，
讓這份愛繼續轉動。

身心障礙者生活
用專業服務陪伴

在活動當天，服務對象和庄內的長輩陸續來到會場，每個人都帶著愉快的心情來參加活動，
在心德慈化教養院這個大家庭裡，生活滿 20 年以上的服務對象逾 70 位，

不論是院內服務對象的鞋盒鼓表演還是新橋國小的武術、直笛演出，都吸引著大家的目光，在愉

整體的平均年齡已達到 45 歲，隨著服務對象年齡的逐漸增長，各項生活需求

悅的氣氛中來到了活動的重頭戲 -「接受花朵祝福」，邀請庄內的阿公阿嬤上台，並讓院內的服

也隨之改變。為了給服務對象有一個舒適的空間及安全的環境，院內規劃了一

務對象跟新橋國小的同學們拿著祝福的花朵，一一送給今天參加活動的長輩，小小的花朵包含了

系列延緩老化計畫，包含提升輔具設施、多元療癒課程、專業物理及職能治療

對於長輩們的尊重與祝福，特別的是院內也有十位六十五歲以上的服務對象，在機構已經住了幾

師、精密健康檢查 ... 等等，而在人員培訓方面也導入 TTQS 人才發展訓練課程，

十年，也上台接受大家的祝福，希望他們可以開心、健康的過每一天。

提升工作夥伴們的專業能力，讓機構的各項服務更能符合服務對象的需要，使
服務對象的老年生活更有品質。

而除了院內的敬老活動外，我們還安排服務對象一同到養老院進行關懷，服務對象到了養老
院，沒有表現出害羞而是開心的跟每位阿公阿嬤打招呼，機構的阿公、阿嬤似乎也感受到他們的

然而，心德慈化教養院內多數為重度與極重度的身心障礙者，口語能力及

熱情，紛紛揮手致意，到養老院關懷前，服務對象們認真練習了很久的鞋盒鼓，在活動幾天前就

溝通能力也相對較弱，為了改善溝通不良而造成的困擾，院內舉辦了溝通輔具

一直詢問工作夥伴「什麼時候要去打鼓給阿公、阿嬤聽 ?、要跟阿公、阿嬤一起玩遊戲」臉上帶

設計比賽，讓工作夥伴根據觀察與服務對象的需求，設計出符合生活化溝通的

著期待和認真的神情，到了活動當天為了將最好的一面呈現，他們也賣力的演出。在熱鬧且愉快

輔具，在成果發表時看著服務對象對溝通輔具使用展露滿意的笑容，無非是給

的氣氛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是件很開心的事，對於努力練習的服務對象們也是一種肯定，過程中

予工作夥伴最棒的認同。

也看到服務對象跟阿公阿嬤的互動是沒有距離的，而是帶著一顆真摯的心了解彼此。

趁著歲末年終之際，誠摯地感謝各界善心團體的關心與資助，還有在台新

在心德時常感受到大家的關心與愛護，更希望自己能有所付出，看著每個人臉上掛著笑容，

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協助我們投票的各大學校與

帶著祝福心滿意足，自己也覺得內心被裝得滿滿的，雖然活動總會結束但相信幸福會一直延續下

團體，也感謝一路走來不斷為心德付出的您們，與陪伴心德成長的工作夥伴，

去。

因為您的付出與支持，心德慈化教養院才能越來越茁壯，讓我們持續攜手打造
出最溫暖、最幸福的家園。

溝通輔具設計支持成效發表

製作小組 / 鄭美如 凃士傑
原文 / 教保員 凃士傑

從嬰兒無意義的哼唱，到老人家的歡唱，可以知道唱歌是可以滋養我們的身
心靈，唱出音符除了可以拋開煩憂，還能舒緩身體的壓力。透過我們對照顧樂齡長
輩們做過的觀察，發現他們最愛的休閒活動就是聽他們那個年代的歌，看著他們拿
著麥克風哼唱出歌來的那份神情，是喜悅的，是說不出來的感動，就可以知道音樂
對他們來說是最簡單又即時的放鬆良劑。
長輩隨著年齡增長，肢體開始受限，思考記憶力也退化，尤其對於口語表達
能力不足的長輩來說，選擇與自我決定更是困難重重，因為他們不知如何表達，
而照顧的人也不清楚他們要表達什麼，所以往往只能任由照顧人員幫他們做決定，
因為看到了這個問題，誘發我們想要針對他們的需求製做一本專屬他們的點歌本。
一開始我們撥放一首又一首的懷舊音樂反覆讓長輩們感受並用他們可以表達的方式
( 例如：語言、表情、眼神或肢體回應 ) 篩選出想要聽的歌星與歌曲，並將每個歌

溝通零距離

星與歌曲製作成單一圖卡並將之蒐整紀錄成歌本，以幫助長輩們使用，我們設計的
重點以易懂、易學、易即時選取的方式讓他們可以自我選擇。
製作這本「溝通點唱歌本」就是希望長輩可以用他們能理解的方式自己去選
擇想要聽哪位歌手唱哪首歌，藉由易讀的圖片讓長輩們自己去做選擇，不僅可以
讓他們聽到或唱到自己想唱的或想聽的歌，也讓他們知道自己在這裡的生活是有自
主權的，看到他們沉醉在自己的歌聲與情境中，雖然五音不全或只是隨著音樂搖擺
身體而已，但看到他們拿起麥克風的自信與享受的表情，就知道我們的努力沒有白
費。

生命教育課程

活出人生的色彩
原文 / 社工組長 殷南萍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一句看似很瀟灑的話
語，對真正遇到的人來說，又有誰真的看得開呢？
一直以來對於心智障礙者面對親人的離去，我
們往往因為他們的理解問題而忽略了他們的感受，一
般人可以透過明確的語言文字去傳達悲傷，但對口語
表達較弱的心智障礙者來說，情緒行為可能就是他們
傳達給我們的訊息，如果照顧者第一時間能發現服務
對象的異常狀況及時給予協助，也許能幫助他們走出
悲傷；但如果沒有發現就有可能被當作是行為問題或
情緒問題處理，但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有感於現在雙老家庭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死亡與
悲傷輔導也是機構面臨的重要課題，所以機構今年特
別邀請到生命教育的老師到院帶領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陪心智障礙者進行生命教育團體課程。課程中除讓服
務對象透過製作生命樹了解死亡的不可逆性外，也透
過影片與故事繪本解說生命及死亡的概念，並讓他們
試著抒發面臨親人往生時的情緒，讓他們說出自己與
親人在世時開心的回憶，有些服務對象提起長輩的離
去仍眼眶含淚，有些則表示親人在天上當天使不會消
失，有些則開始擔心現在的家人也會離開。
死亡雖是生命的一個過程，但曾經有的美好回憶
仍停留在大家的心裡，雖然生命無常，但我們希望藉
由適當的引導，能為服務對象在生死過程中建立一些
正向的觀念，期望他們在面對親人離去時情緒能得到
紓解，更重要的是希望他們珍愛身邊的人，珍重擁有
的一切，珍惜現在的自己，因為只有活在當下，才能
活出生命的色彩。

身心障礙者的交響曲
國立體育大學與

文 / 國立體育大學適應體育學系 黎育攸

在這個倉促的暑假行程，前往台南的路上當天遇上颱風過境，就算火車停駛，
也無法阻擋我前進心德實習的心，肩上背起行囊，心繫著在心德實習的夥伴。在安
全抵達後，聽已實習一周的同學們分享對服務對象的了解及活動中要注意的事項
後，便著手開始修改原先的教案，但還是深怕自己沒辦法帶起活動氣氛。
在心德的生活真的是緩慢悠閒，看著周圍農村氣息與田間小路交錯，好像回
到過去小時候住家附近的環境一般，熟悉的景色在腦中浮現。踏入心德服務對象居
住環境，揮別我過往對於教養院昏暗的印象，這裡的環境是明亮乾淨的，每一位院
生都有專屬的住宿空間與乾淨舒適的大廳，同時也是我們帶活動的空間，除了大廳

體適能競賽大挑戰

外，室內活動場地還有餐廳、體適能教室、活動中心與戶外的中庭，依照天氣狀況
我們活動場地也會有所調整，看到機構為我們安排這麼多活動空間，真的是由衷感
謝。

從教學中學習 適其所能
文 / 國立體育大學適應體育學系 黃柏叡

這個暑假我和同學們到了心德慈化教養院進行實習活動，和之前的學校實習不同的是，這次
我們要準備兩個禮拜的教案，對於平常就在帶國小羽球校隊訓練的我來說，帶學生們進行活動並
沒有太大的困難。但是因為這次所要面對的學生不是國高中生階段的身心障礙者，而是年紀偏年
長的爺爺奶奶們，心裡還是有點擔心，考量到他們的行動力，教案的難度也只能到現場去調整，
為了認識教養院的環境以及勘查可教學的場所，我們決定提前一天報到。看到農田的環繞還有點
不習慣，離教養院最近的便利商店開車也還要 5-10 分鐘，不過好處是可以迫使我們不會到處趴
趴走，晚上還可以早一點睡。
第一天的自我介紹除了要讓爺爺奶奶知道我們是誰之外，也讓我們了解個案的能力。然而，

先觀摩了一天後，終於到了我主要教學的日子，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場地
佈置好後一再模擬教學內容，知道全程要用台語教學對我來說真的是大挑戰，因為
連國台語交雜的教學我自己都霧煞煞了，還好有心德的教保員從旁協助。到了當天
教學的課程，令我驚喜的是原本動作緩慢的「溪松哥」竟然也能完成課程中每一項
動作的指令。再看著「嘉萍姊」從輪椅上站起來後，由我們的攙扶並引導前進完成
丟球的動作，她的臉上只有滿滿的笑容而不是一臉無趣的樣子。可愛的「竹生姊」
完成投球動作後，給予拿著目標框的實習夥伴一個讚，而行動力較佳的夥伴 -「阿
文哥、阿釵姊、阿華哥、梅英姊、阿忠哥」在活動中也是最佳的示範者，他們積極
的參與活動，讓我知道我所設計的教學活動內容是可行的。
到了下午課程參與人數較多也相對活潑，所以課程上因應參與人員做了調整 !
有了上午的經驗，到了下午的課程大家比較快進入狀況，在課程中加入繩梯的訓練
動作，即使服務對象無法快速理解或看懂動作示範，但從旁透過口令指導和一對一
帶領操作，一樣可以熱絡地進行。讓身體動起來是我給予他們的課程目標，在課程
中間我還加上分組競賽模式，但我發現根本沒人在意是否輸贏，反而他們用行動來
告訴我們好玩、有趣，還會想再玩，同學間也會互相指導，就像在活動中我看見「美
麗姊」主動引導「修宏哥」完成正確路線的方向指導，讓我知道他們有進入狀況，
並參與其中了。很快地，一天的主要教學日就結束了，收到的回饋是自己流了滿身
汗，但看著參與者的笑容我也感到很開心。
雖然我只待在心德一週，但實習過程回憶點滴在心頭，很謝謝心德願意給我
們機會實習，也很謝謝組長、老師和隨班教保員的照顧，讓彼此間有所交流，帶給
我們不一樣的知識，互相學習成長，希望在未來有機會可以再回到心德服務。

在第一天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教案需要修改了。在上午課程的松柏組，有少數需要坐輪椅也有人需
要攙扶，像是淑枝、嘉萍、清三，而海湖則是需要老師們的幫忙，才稍微有辦法達到活動指令。
比較要注意的是幾堂的戶外課，像是足球、體適能，因為天氣炎熱，使得他們的活動力下降，影
響了原本的教案，便改成讓他們唱歌跳舞。下午的樂活組就不一樣了，他們的認知和行動能力比
松柏組好很多，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佛賜，他很喜歡跳舞，所以我每次都會 CUE 他出來跳舞，旁邊
的人也會一起加入，讓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兩周下來可以看到，第一個禮拜因為不熟悉，所以活動並沒有很順利。畢竟他們是第一次上
我們所規劃安排的活動課程，而到了第二個禮拜後，他們熟悉了活動流程，馬上就知道這個活動
該怎麼做，活動也進行得相當順利。這次在心德也讓我增加了不少經驗以及回憶，謝謝心德給我
們這個機會，也謝謝組長老師們的協助。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基金會
全聯物資銀行 」
實物捐贈
「

支持身心障礙者作業活動

福憨兒烘焙坊為培養院內服務對象製作西點烘焙基本
能力而成立，目前除了應景節慶推出中秋節系列產品外，
同時也於平日產出台式麵包、蛋糕、吐司、餅乾各類餐盒
及西點餐盤以供機關團體訂購與選擇。

原文 / 教保員 康家棻

物資支持 身心滿足

小中是一位腦性麻痺重症輪椅使用者，日常生活皆於輪椅上執行，小中於輪
椅上幾乎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肌肉僵直出現自己無法控制的張力，也因為全身
一直持續性出力，導致他每日消耗的熱量遠遠超過其三餐所攝取的熱量，不論小中
每餐的飯量吃得再多，他還是瘦骨如柴，雖然營養師建議要多攝取蛋白質來補充養
『烘焙點心訂購』
訂購洽詢電話：
電 子 信 箱：
聯絡人：社工組

分，但無奈家屬經濟有限無法給予額外的援助。
今年度院方考量院內多位經濟困窘的服務對象都有補充牛奶的需求，而向「財
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提出申請補體素方案，所幸全聯也看見了心德的
需求，共捐助了 216 罐補體素奶粉讓院內經濟弱勢的服務對象飲用，終於小中也
開始能夠每天都喝到熱呼呼的牛奶了。小中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工作人員泡一杯熱騰
騰的牛奶給他喝，茶水時光不僅是他補充營養的時間，也是他聽工作人員一起分享
生活中點滴事情的時間，尤其是喝完牛奶後再來一份點心是最幸福的事了 !

清潔工作隊
清潔工作隊為培養院內服務對象日常生活清潔環境之能力而設立。根據服務對象能力狀況，

每個月底是服務對象測量體重的時間，小中在飲用牛奶及飲食的增量後，明
顯的增加 3 公斤體重，工作人員和護理師都露出歡呼聲，因為這意味著小中的

分為「院內清潔」與「到宅服務」兩部份。除持續加強服務對象使用清掃工具的能力外，同時並
提供外界民眾、機關團體到宅清掃之服務。

BMI 值已慢慢的朝向標準邁進中。
雖然一罐奶粉價錢是一般民眾
皆可以負擔的起，但對弱勢的服務對
象或家庭來說，能夠購買奶粉是一件
奢侈的事，畢竟溫飽三餐已經不容易
了，更不敢奢望能有牛奶可以喝。因
此，真的非常感謝全聯能夠給予他們
飲用牛奶的機會。再一次的說聲「全
聯，謝謝您！」

『到宅清掃服務』
洽詢電話：
電子信箱：
聯 絡 人：教保組長

心德大紀事

讓愛轉動社區關懷

專業課程研習與訓練

院內參與及舉辦活動

07/03 舉行員工內訓 : 中高齡智障者的生死教育與悲傷輔導

07/19 進行全院消毒作業

07/04 舉行員工內訓 : 工作夥伴關係與衝突化解

08/17 參加音樂無罪公益演唱會

07/09 舉行員工內訓 : 感官知覺刺激之調節及結構化環境與治療設施之安排原則

09/06、09/09、09/12、09/20、9/25 分梯舉辦歡慶中秋節活動

07/11 舉行員工內訓 : 工作者的性價值觀與態度

09/19 召開院內服務對象權益自主會議

07/14 參加『2019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牙醫師培訓課程』研習課程

09/20 進行全院消毒作業

07/17 舉行員工內訓 : 職場與職務之認知與溝通協調

10/05 舉辦「愛的傳遞，幸福延續」重陽節敬老活動

07/18 舉行員工內訓 : 生活自立支援照顧模式之導入應用 ( 一 )

10/07~10/08 舉辦「讓愛轉動」機構關懷活動

07/23 舉行員工內訓 : 輪椅族體適能帶領與執行

10/15 機構觀摩暨員工自強活動

07/24 舉行員工內訓 : 生活自立支援照顧模式之導入應用 ( 二 )

11/01~11/30 參加第十屆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07/25 參加『108 年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制度、內控與內稽制度之建立與
管理』研習課程

「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網路票選活動
11/02 舉行烏山頭親子一日遊活動

07/30 舉行員工內訓 : 智能障礙者性議題支持服務

11/30 參加 2019 年台南市政府國際身障日 & 幸福共好 x 公益野餐園遊會

07/30 參加『正向支持取向的情緒行為處理與輔導 - 基礎班』研習課程

12/11 舉辦「溝通零距離」溝通輔具支持成效發表

09/23-09/24 舉行員工內訓 : 行為問題處理與預防策略之執行

12/18 召開院內服務對象權益自主會議

10/02 舉行員工內訓 : ISP 實踐系列 - 服務策略撰擬與活動設計

12/22 參與萬安基金會公益市集

10/03 舉行員工內訓 : ISP 實踐系列 - 落實於日常生活的有效策略

12/25 舉辦聖誕節活動 & 服務對象自我倡議

10/15 參加『社區資源開發與連結』研習課程

12/30 進行全院消毒作業

溝通輔具成果發表

員工自強活動

10/15 參加『媒體公關技巧與因應』研習課程
10/18 參加『中高齡身心障礙者健康支持服務』研習課程
重陽敬老活動

11/06 舉行員工內訓 : 長期照顧機構傳染疾病管控措施與預防
11/12 舉行員工內訓 : 特殊需求者口腔預防保健及潔牙技巧訓練

外界團體愛心關懷

11/18 舉行員工內訓 : 心智障礙者人身安全保護防治與處遇

07/15 台南至善愛心協會蒞院進行義剪

11/10 台南神農愛心聯誼會蒞臨關懷

12/04 舉行員工內訓 : CPR 暨哈姆立克急救訓練課程

08/09 太子國中師生蒞臨關懷

11/18 海濤慈悲基金會蒞臨關懷

08/20 大台南美容美髮工會蒞院進行義剪

12/01 台中新民高中蒞臨關懷

08/25 向陽文教基金會志工隊進行團康活動

12/15 心空慈善會與環島饅頭夫婦蒞臨關懷

09/07 天乙功德會蒞臨關懷

12/17 大台南美容美髮工會蒞院進行義剪

10/22 大台南美容美髮工會蒞院進行義剪

12/21 善心人士到院煮薑茶與服務對象互動

11/03 台中市觀心慈善會蒞臨關懷

12/28 高雄市新吉莊北極殿北極會蒞臨關懷

11/05 台南至善愛心協會蒞院進行義剪

12/31 萬應公廟蒞臨關懷

生活自立支援照顧模式之導入應用

特殊需求者口腔預防保健及潔牙技巧訓練

CPR 暨哈姆立克急救訓練課程

行為問題處理與預防策略之執行

輪椅族體適能帶領與執行
向陽文教基金會志工隊團康活動

高雄市新吉莊北極殿北極會蒞臨關懷

新民高中來訪

心空慈善會與環島鰻頭蒞臨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