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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齡資訊講座

長照 2.0 今年已經開跑，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家屬的權益，家長是一定要知道的，藉由參加資 訊講座

來認識長照 2.0 所提供的服務內容，更新自己對於自身所能使用福利的了解，除此之外，更可以為

往後的照顧上增添一分力量 ( 圖一、圖二 )；另外，有調查指出，國內逾六成中老年人罹患「三高」，

也就是說現在 40 歲以上的成年人，有半數以上飽受高血糖、高血壓及高血脂所苦，由此可知，三高

問題確實對於健康造成嚴重的危害，儼然已成為現代人的健康隱憂，除了家屬本身未來將會邁入老

年，身心障礙者多數也進入中年的年紀，俗話說預防勝於治療，聽完講座後將所學的資訊落實在日

常生活，調整生活上的習慣，讓自己身體更健康，也是大家樂見的 ( 圖三 )。

家長來參加資訊講座時，除了吸收知識外以外，也有動態的活動，讓自己的身體動起來，使筋

骨放鬆，舒緩平時因照顧而緊繃的身體；奧福老師利用音樂作為基礎，變化出各種不同的活動，例

如帶動唱、玩遊戲、節拍樂器合奏等等，過程中大家臉上都充滿笑容 ( 圖一 )；體適能老師讓大家一

起舞動身體，跟著老師的口令，即使到後來覺得有點喘也是盡力跟上，運動完流汗的感覺好舒服 (

圖二 )；謝老師教導大家利用簡單的手勢及工具，平時在家也可以自己按摩穴道或是幫家人刮痧，用

簡單的保養方式來排除身體毒素，加強體內的循環，解除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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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社工員．夏聖齊

端午節活動如期於 5 月 26 日辦理，感謝！集集鎮大家長陳鎮長、蕭議員、國民黨

縣黨部謝總幹事、謝秘書、衛生局林個管師及南投特教學校王社工師…等多位來賓，

共同一起歡慶端午佳節。

隨著音樂律動 ~ 踩踩踩，家長及來賓們也一起跟著音樂擺動舞姿，活絡了現場氣

氛。就像音樂歌詞裡面說的：" 踩的渾身自由自在，所有不爽不快，全都一腳踼開 "，

歡樂氣氛渲染著現場，讓大家忘掉所有的不愉快。

我們特別安排瑜珈融入活動，舒緩家長身心放鬆，〝瑜珈〞幫助大家在忙碌與放

鬆間找到平衡點，是居家就可運動的簡單動作，讓我們隨時就可以伸展，不管是坐著、

站著、親子 ( 雙人 ) 合作，都可以簡單的完成動作。透過生活中周邊的工具如桌子、椅

子、牆壁及彈力帶，做一些簡單的伸展運動幫助我們，並舒解日常累積的壓力。例如：

肩頸、背部、腰部，都是容易運動不到的部位，隨著年紀增加，就容易有駝背、骨盆

移位及退化的跡象，尤以心智障礙者來說，更要常常活絡筋骨，減緩身體的退化。家

長們更要保健身體、舒解壓力，因為，你們是孩子的靠山。

多元豐富的活動，有麻糬 DIY，親手體驗捏麻糬，把麻糬捏成小塊後，沾上自己

喜愛的材料 ( 芝麻花生粉 ) 就大功告成，過程中還可一邊做一邊吃，不僅玩的開心；吃

的也開心。我們也規劃了一系列簡單又好玩的親子闖關活動有：天旋地轉、許願池、

我的好朋友 ... 等，每一個關卡都要二個人一起參加，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來闖關，增

加親子互動的機會。

活動尾聲，穿插了衛生局及國稅局的宣導活動，透過有獎徵答的互動，讓大家參

加活動有吃、有喝、有玩、拿禮物；還能長知識，大伙都非常開心。

濃情相約 ~ 慶端午

1	 濃情相約 ~慶端午

2		 天使農夫容顏

3		 我與天使農夫太鼓隊

4	 天使農夫 ~蔬菜的家

5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知能研習

6	 照顧憨兒，從珍愛自己做起

8		 戒慎恐懼，如履薄冰 ~家訪初體驗	

9		 不再自我設限，給自己一個機會

10	愛心園地

12	工作紀要

13		活動花絮

●用心做公益，國際獅子會

感謝國際獅子會300A1區的贊助，

於 106.01.05 捐贈貨車給園區做為

資源回收車使用，讓我們在平日工

作添力量，在資源回收時載送更加

方便，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全體

員工及天使們由衷感激您 !!!

● 0423 草屯國際同濟會至生態家園參訪

南投縣草屯同濟會至家園關懷，

參觀家園的生態環境，了解協會

成立的理念以及我們的服務內容，

並且捐款，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

會全體員工及天使們感謝南投縣

草屯同濟會的愛心。



01社團法人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C
O
N
T
E
N
T
S

目錄
 文 / 社工員．夏聖齊

端午節活動如期於 5 月 26 日辦理，感謝！集集鎮大家長陳鎮長、蕭議員、國民黨

縣黨部謝總幹事、謝秘書、衛生局林個管師及南投特教學校王社工師…等多位來賓，

共同一起歡慶端午佳節。

隨著音樂律動 ~ 踩踩踩，家長及來賓們也一起跟著音樂擺動舞姿，活絡了現場氣

氛。就像音樂歌詞裡面說的：" 踩的渾身自由自在，所有不爽不快，全都一腳踼開 "，

歡樂氣氛渲染著現場，讓大家忘掉所有的不愉快。

我們特別安排瑜珈融入活動，舒緩家長身心放鬆，〝瑜珈〞幫助大家在忙碌與放

鬆間找到平衡點，是居家就可運動的簡單動作，讓我們隨時就可以伸展，不管是坐著、

站著、親子 ( 雙人 ) 合作，都可以簡單的完成動作。透過生活中周邊的工具如桌子、椅

子、牆壁及彈力帶，做一些簡單的伸展運動幫助我們，並舒解日常累積的壓力。例如：

肩頸、背部、腰部，都是容易運動不到的部位，隨著年紀增加，就容易有駝背、骨盆

移位及退化的跡象，尤以心智障礙者來說，更要常常活絡筋骨，減緩身體的退化。家

長們更要保健身體、舒解壓力，因為，你們是孩子的靠山。

多元豐富的活動，有麻糬 DIY，親手體驗捏麻糬，把麻糬捏成小塊後，沾上自己

喜愛的材料 ( 芝麻花生粉 ) 就大功告成，過程中還可一邊做一邊吃，不僅玩的開心；吃

的也開心。我們也規劃了一系列簡單又好玩的親子闖關活動有：天旋地轉、許願池、

我的好朋友 ... 等，每一個關卡都要二個人一起參加，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來闖關，增

加親子互動的機會。

活動尾聲，穿插了衛生局及國稅局的宣導活動，透過有獎徵答的互動，讓大家參

加活動有吃、有喝、有玩、拿禮物；還能長知識，大伙都非常開心。

濃情相約 ~ 慶端午

1	 濃情相約 ~慶端午

2		 天使農夫容顏

3		 我與天使農夫太鼓隊

4	 天使農夫 ~蔬菜的家

5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知能研習

6	 照顧憨兒，從珍愛自己做起

8		 戒慎恐懼，如履薄冰 ~家訪初體驗	

9		 不再自我設限，給自己一個機會

10	愛心園地

12	工作紀要

13		活動花絮

●用心做公益，國際獅子會

感謝國際獅子會300A1區的贊助，

於 106.01.05 捐贈貨車給園區做為

資源回收車使用，讓我們在平日工

作添力量，在資源回收時載送更加

方便，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全體

員工及天使們由衷感激您 !!!

● 0423 草屯國際同濟會至生態家園參訪

南投縣草屯同濟會至家園關懷，

參觀家園的生態環境，了解協會

成立的理念以及我們的服務內容，

並且捐款，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

會全體員工及天使們感謝南投縣

草屯同濟會的愛心。



02 03社團法人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我與天使農夫太鼓隊
某日的午後接到一通來自智障者家長協會潘老師的電話，希望，我能到園區指導

孩子們打鼓，當下有點惶恐，因為從來沒有教過特殊孩子的經驗，心想如果有機會

能為這些孩子出一點心力也是好事，憑藉著當過幼稚園老師 15 年的經驗應該應付得

了這些孩子，我向潘老師說讓我試試看，就這樣我們便結下了太鼓之緣。

第一次上課從握棒、站姿 ( 弓箭步 )、基本定點打法就花了整整一節課，一個太

鼓曲目最基本會分為三部，這三部會有各自不同的打法，組合起來成為完整動聽的

太鼓曲目，太鼓純粹是由鼓聲呈現不搭配音樂的，就像合唱團一樣有分為高、中、

低三部。

第二節課開始進入課程，孩子們連一部要打整齊都很困難更不用說三部了，傷透

腦筋不知如何是好，幾個夜晚絞盡腦汁我要如何讓這些孩子也能打鼓，最後不得不

說服自己用音樂來引導孩子的節拍，後來與協會的老師們商量，他們也同意用音樂

的方法讓孩子們打鼓，如此，我們便開始了「音樂太鼓課程」，幾次課程之後孩子

們漸漸適應我的教法，我也學會與孩子們的溝通模式，我們互相找到了平衡點！

第一次的成果展看到孩子們站在輔導員及老師們面前相當有自信的把老師教的

「紅紅青春敲呀敲」和「男兒當自強」呈現在大家面前，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鼓

棒就開始亂敲到現在，有的孩子學習比較快可以把老師教得完全記住；有的孩子雖

然無法完全記住老師教的，但他也會握緊鼓棒跟著節奏一拍一下的打，更有孩子從

一開始完全拒絕拿鼓棒到現在可以拿起鼓棒敲幾下，就這樣兩年後天使農夫太鼓隊

成立了，連續兩屆在中區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中勇奪「冠軍」，也開始有一些

外場演出的邀約。

協會工作人員及老師們努力幫孩子們找表演舞台，孩子們也努力的練習，而我每

次到協會上課老遠就聽到孩子們：「老師好」的招呼聲，下課後還會有孩子過來說：

「老師你累了，我幫你按摩」貼心的舉動讓我好感動。我儼然已把自己當成協會的

一員，感謝協會給我這樣的機會！為這些孩子們服務，讓這些孩子們有機會接觸到

太鼓！

天使農夫的容顏
人類食用所需均來自植物，不管是飯菜、水果、

點心、粽子或蛋糕…均是植物提供給我們的美食，甚

至肉類、牛奶、雞蛋等，亦是牲畜食用植物，也許是

牧草；也許是麥片，飼料成長之後提供給人類食用。

植物是人類最好的朋友，種它只需要給水；給肥

料及適當的日照，它盡責的成長；開花結果。它們從

來不跟我門計較甚麼？只是盡力的活著，努力滿足人類對它們的索求，該開花該結

果的，從來不懈怠，默然盡力又生機蓬勃，愛「植物」是對另類生命的一種鍾情。

除了，提供人類飲食資源，當我們酒足飯飽之餘，還可以種花蒔草，怡情養性，

為生活憑添許多情趣！

家園的孩子「天使農夫」，讓孩子接近土地；接近植栽，讓孩子在大自然的田園

中過每一天，這是孩子很大的福氣。雖然，天使農夫學不會整套的農法，譬如 : 種菜，

種個四季豆，從鋤地、整畦、埋種子、測間距、施肥澆水…，待發芽長到一定高度後，

架設攀爬網架，等待它開花結果到可採收這一過程的判別，對孩子來說是太繁複了，

他們記不住；學的慢，但是沒關係，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引導。這樣！

他們就可以做得很好，很快樂的做。雖太陽炎炎，汗流浹背，亦不抱怨，甘之如飴，

這是一群如實生活快樂的孩子。

讓孩子學種花，先教他們認識花名，如圓仔花、指甲花、長壽花、沙漠玫瑰…都

是些最常見；最常種；最熟悉的花，他們記得住嗎？沒有啦！他們很容易隨教隨忘，

他們腦子裏對花的區分，並沒那麼清晰，但是，他們很樂於種花，且會運用圓中的

植物，泡出香香好喝的花茶。

孩子記不牢那麼多的花名沒關係，這其實是他們快樂的秘訣，大人們學不會「放

下」，什麼事不管大小、好壞或順逆的事，都抓得緊緊不放，所以，都活在煩惱中。

然，家園的孩子，隨做隨忘，都是活在當下的智者。也許，上天給他們某些缺陷，

抑或是缺憾，但是，家園提供給孩子的生活模式，周邊的老師；工作伙伴給他們最

友善的態度，讓這些孩子在家園無憂無慮的當個快樂的天使農夫。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先天的他們雖有缺憾，但是又何其有幸能在社區家園學習，

在大自然的環境生活。

文 / 簡麗莎志工 / 蔡瓊珠

抬頭挺胸，步伐踩穩，打太鼓最重

要的就是站姿！

老師正在示範打鼓的節拍，

學員也認真的學習。

經過老師個別動作的指導後，

學員動作整齊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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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簡麗莎志工 / 蔡瓊珠

抬頭挺胸，步伐踩穩，打太鼓最重

要的就是站姿！

老師正在示範打鼓的節拍，

學員也認真的學習。

經過老師個別動作的指導後，

學員動作整齊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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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開心，透過台新銀行慈善基金會辦理的第七屆「投您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活動，得到許多民眾的支持與評審委員的肯定，獲贈 10 萬元的公益基金，給予我們實

質上的幫助，讓我們有了修建溫室硬體設備的經費；讓心智障礙者有更好的學習場域。 

   「生態社區家園」位於南投縣的集集鎮，是以農業、觀光為主要經濟發展，在

地氣候適中，是發展農業的好地方。生態社區家園與在地連結，從事無毒健康蔬菜水

果的種植，除了讓心智障礙者有學習農作的機會，也可訓練身體的肌耐力，更從團體

的活動中促進人際互動及團隊合作，增進適應社區生活的能力。簡易溫室已搭建完成，

則能大大增加心智障礙者學習的機會！ 

     

  網室施工的速度很快，第一天的施工就幾乎快完成主體骨架的搭建了，另外還要

幫我們在網室接近地面的部份做圍邊設計，以減少螞蟻及害蟲的入侵（螞蟻會搬運蚜

蟲破壞農作物），最後裝上拉門及網布，便完成簡易網室的搭建。

有了溫室後，只要排水良好，就能減少惡劣氣候對種植菜的影響，不管是晴、雨

天都能在網室裡工作及學習。天使農夫對新網室的搭建也非常期待！我們相信在從事

農作的同時，常能與大自然生態環境接觸，親自接受大地的恩惠，並有療癒身心的效

果，使心智障礙者得到最大的幫助。

文 / 潘貴真

透過二天的課程研習，讓我更明確瞭解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所安排的各項活動，提

供心智功能障礙者社區化、小型化的日間活動場所，培養其自立生活、自我決策及

維護自我權利的能力，並學習人際關係、促進其社會參與及增進社會融合的目標。

而本人也因研習增進許多新知，對於工作之助益以及人生之觀點將會更確實更有意

義。人活到老學到老，又可將所學用之於社會，亦是人生一樂事。

在作業活動中 ( 綠商品服務組 )，對我而言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天使農夫們針對

鬆土、整地、挖溝渠、種菜、撥種籽、澆水及社區銷售等技能，須依據實際需要彈

性調整工作內容，讓服務使用者先看再做，並利用工作分析來教導技能。首先，必

須站在服務使用者的角度來審視，並且從最親近的事物開始，培養安全感和良好的

習慣，給予最少的限制和協助；並適時給予適當的刺激和增強來鼓勵。讓服務對象

去嘗試，並允許錯誤的發生，再逐步達到作業技能、相互合作與自我肯定的提升。

我們最常碰到的問題是「擔心」，因為，擔心讓他們錯失學習、提升自我的機會，

在整個過程中，最害怕的是沒有持續執行，我們都知道他們「學得慢，忘得快」，

這會讓已經養成或熟悉的事，很快的歸零，如果沒有持續練習變成習慣，將會是很

可惜的一件事，

這兩天的知能研習對我幫助很大，老師的說明很有邏輯及清楚，讓我在執行實務

上更有方向，也是收穫很大的一塊。學海無涯，期許自己能學有所用，在職場上發

揮自己的價值。

文．社工員 / 夏聖齊

天使農夫 ~

 蔬菜的家

施工前 - 蔬菜網室

施工中 - 搭建主體結構

施工前拆除石柱

施工後 - 蓋上網布後完工

身心障礙者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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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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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下製作步驟，深怕遺漏了某項步驟，就會前功盡棄！「園藝治療」，顧名思義，就

是藉由園藝活動來改善人的身、心、靈狀況，老師告訴大家：園藝治療不單單只是一

種活動，更可以達到彼此情感的交流，且激發每一個人創作的能力！每位家長先靜靜

觀賞老師示範後，皆躍躍欲試，搭配老師所準備的小玩具：彈珠、彩色碎石粒、鋁線等，

大家所呈現的盆栽各有特色，甚至還有家長在盆栽附近放上餅乾造型，讓在場的人哈

哈大笑！由此可見，每位家長都很樂在其中，且心情是愉悅、放鬆的。

活動過程中，彼此可以分享照顧上的經驗，就算是吐吐口水也好，有一個傾訴的

對象和管道，這些都是舒壓放鬆的方式。我們希望在活動結束後，彼此之間也能夠互

相協助、扶持，有需要幫助的地方，協會也會儘可能的提供協助，因為在照顧這條路上，

家長們並不孤獨，有著你我的陪伴，相信未來一切會更好，加油！

照顧的路，是辛苦且漫長的，但我們相信，「愛」，讓人不孤單！家庭照顧者都

需要一個喘息的時間及空間，讓自己好好的放鬆並靜下來思考過去及現在的照顧歷程，

是否有需改變或是繼續維持的地方，甚至藉由家長與家長之間的互動、交流，分享彼

此照顧的經驗，互相給予支持及打氣，進而提升彼此照顧的品質。

協會在 6 月份舉辦了四場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課程包含了從食安出發的「健康

飲食」、打造無毒生活的「手工皂 - 液態慕絲」、心靈療育的「園藝治療」以及分享

彼此照顧心得的「家庭暖心守門人」。在這四場的活動過程中，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

家長們臉上透露愉悅、開心的表情，還有不求甚解的求知態度，在每一次活動結束前，

都會預告下次的活動內容，並請每位家長準時參加，家長們都非常期待每一次的活動，

因為這些課程內容對於大家而言，都是非常輕鬆、對生活是有所幫助的，也有許多家

長希望以後能多舉辦這類的活動，真的受益良多！家長們從一開始對彼此不熟悉，漸

漸地，會互相問好、閒話家常、關心彼此以及分享照顧的經驗，甚至有些家長們還會

問道：「某個家長今天怎麼沒有來？」由此可見，家長們儼然成了一個小團隊，只要

有某個成員因故請假，便會詢問、關心！

「哇！今天的東西怎麼這麼澎湃！」原來是老

師準備了一大堆五顏六色的蔬菜，正所謂色香味俱

全，在滿足大家視覺之餘，也要符合今天的主題「享

瘦又健康」，家長們各各是廚藝高手，在老師先行

示範後，無不摩拳擦掌、撩起袖子料理食材去，就

連從來沒有廚藝經驗的老爸爸們，也是小心翼翼地

拿起菜刀，照著老師的指示，一刀一刀地將食材做

初步處理，而爐火的部分，當然是交給家長媽媽們

啦！在料理的過程中，可以看見大家分工合作、沒

有人是閒著的，彼此也互相分享廚藝心得，在家長

們熟練且精湛的廚藝之下，一道一道的特色風味料

理陸續完成，真的是「色香味俱全」！連南投仁愛

之家的員工也跑進來問道：怎麼如此的香，在外頭

就可以聞到！酥皮藏椒、客家小炒 ( 蒟蒻 )、義式沙

沙醬沙拉、紅蘿蔔小黃瓜盤式料理及養生菇菇湯，

在家長們大快朵頤之下，劃上完美的句點！

「純手工、天然」的產品最受大家喜愛，如果能讓家長們自己動手做，更是一大

樂趣！大家對於香皂的印象，都停留在固體皂，而對於液態皂是比較陌生的，老師特

別準備了一份紀錄非常仔細的講義，讓每位家長們回家之後，也能自己準備材料、自

己動手做。家長們發揮不求甚解的精神，有的抄了滿滿的筆記、有的則是拿起手機狂

照顧憨兒，從         做起！ 文．社工員 / 連家偉珍愛自己

2017 第 11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活動時間 2017年 11月 11日 ( 星期六 )、2017年 11月 12日 ( 星期日 )

比賽項目 田賽、徑賽、桌球、籃球、游泳、趣味競賽、家長競走接力賽

活動地點 國立屏東大學林森校區（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1號）

參加資格

凡滿 8 歲以上，西元 2009 年 ( 民國 98 年 ) 以前出生（含），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之心智障礙者（自閉症、唐氏症、智能障礙、多重障礙等）均

可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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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下製作步驟，深怕遺漏了某項步驟，就會前功盡棄！「園藝治療」，顧名思義，就

是藉由園藝活動來改善人的身、心、靈狀況，老師告訴大家：園藝治療不單單只是一

種活動，更可以達到彼此情感的交流，且激發每一個人創作的能力！每位家長先靜靜

觀賞老師示範後，皆躍躍欲試，搭配老師所準備的小玩具：彈珠、彩色碎石粒、鋁線等，

大家所呈現的盆栽各有特色，甚至還有家長在盆栽附近放上餅乾造型，讓在場的人哈

哈大笑！由此可見，每位家長都很樂在其中，且心情是愉悅、放鬆的。

活動過程中，彼此可以分享照顧上的經驗，就算是吐吐口水也好，有一個傾訴的

對象和管道，這些都是舒壓放鬆的方式。我們希望在活動結束後，彼此之間也能夠互

相協助、扶持，有需要幫助的地方，協會也會儘可能的提供協助，因為在照顧這條路上，

家長們並不孤獨，有著你我的陪伴，相信未來一切會更好，加油！

照顧的路，是辛苦且漫長的，但我們相信，「愛」，讓人不孤單！家庭照顧者都

需要一個喘息的時間及空間，讓自己好好的放鬆並靜下來思考過去及現在的照顧歷程，

是否有需改變或是繼續維持的地方，甚至藉由家長與家長之間的互動、交流，分享彼

此照顧的經驗，互相給予支持及打氣，進而提升彼此照顧的品質。

協會在 6 月份舉辦了四場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課程包含了從食安出發的「健康

飲食」、打造無毒生活的「手工皂 - 液態慕絲」、心靈療育的「園藝治療」以及分享

彼此照顧心得的「家庭暖心守門人」。在這四場的活動過程中，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

家長們臉上透露愉悅、開心的表情，還有不求甚解的求知態度，在每一次活動結束前，

都會預告下次的活動內容，並請每位家長準時參加，家長們都非常期待每一次的活動，

因為這些課程內容對於大家而言，都是非常輕鬆、對生活是有所幫助的，也有許多家

長希望以後能多舉辦這類的活動，真的受益良多！家長們從一開始對彼此不熟悉，漸

漸地，會互相問好、閒話家常、關心彼此以及分享照顧的經驗，甚至有些家長們還會

問道：「某個家長今天怎麼沒有來？」由此可見，家長們儼然成了一個小團隊，只要

有某個成員因故請假，便會詢問、關心！

「哇！今天的東西怎麼這麼澎湃！」原來是老

師準備了一大堆五顏六色的蔬菜，正所謂色香味俱

全，在滿足大家視覺之餘，也要符合今天的主題「享

瘦又健康」，家長們各各是廚藝高手，在老師先行

示範後，無不摩拳擦掌、撩起袖子料理食材去，就

連從來沒有廚藝經驗的老爸爸們，也是小心翼翼地

拿起菜刀，照著老師的指示，一刀一刀地將食材做

初步處理，而爐火的部分，當然是交給家長媽媽們

啦！在料理的過程中，可以看見大家分工合作、沒

有人是閒著的，彼此也互相分享廚藝心得，在家長

們熟練且精湛的廚藝之下，一道一道的特色風味料

理陸續完成，真的是「色香味俱全」！連南投仁愛

之家的員工也跑進來問道：怎麼如此的香，在外頭

就可以聞到！酥皮藏椒、客家小炒 ( 蒟蒻 )、義式沙

沙醬沙拉、紅蘿蔔小黃瓜盤式料理及養生菇菇湯，

在家長們大快朵頤之下，劃上完美的句點！

「純手工、天然」的產品最受大家喜愛，如果能讓家長們自己動手做，更是一大

樂趣！大家對於香皂的印象，都停留在固體皂，而對於液態皂是比較陌生的，老師特

別準備了一份紀錄非常仔細的講義，讓每位家長們回家之後，也能自己準備材料、自

己動手做。家長們發揮不求甚解的精神，有的抄了滿滿的筆記、有的則是拿起手機狂

照顧憨兒，從         做起！ 文．社工員 / 連家偉珍愛自己

2017 第 11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活動時間 2017年 11月 11日 ( 星期六 )、2017年 11月 12日 ( 星期日 )

比賽項目 田賽、徑賽、桌球、籃球、游泳、趣味競賽、家長競走接力賽

活動地點 國立屏東大學林森校區（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1號）

參加資格

凡滿 8 歲以上，西元 2009 年 ( 民國 98 年 ) 以前出生（含），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之心智障礙者（自閉症、唐氏症、智能障礙、多重障礙等）均

可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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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己 2 月中開始上班，但基於 106 年心智障礙者雙老服務方案尚未招標及執

行，因此先與執行中高齡家庭服務的社工，一同前往案家進行家訪。其實，對於身心

障礙者所涉及的相關資料及福利，自己真的是一知半解，雖然事先做了許多功課，不

管是身障生活補助、身障機構、身障能使用到的福利資源，或者是身障朋友們比較容

易遇到的問題及困難等，但是到了家訪的時候，腦袋完全一片空白，只能在旁仔細觀

察社工跟案家的互動，從中發現案家所遭遇的問題，以及社工當下能提供給案家何種

資訊，心想：這就是經驗的累積吧！

家訪前有許多前置作業要做，例如先依名單上的電話作聯

繫，確認案家當日是否在家、案家地址是否正確、案家是否有

案主此人等，而且部分案家地址比較難尋的話，可能要事先查

詢地圖或是詢問當地村里長，以節省尋找案家的時間。與案家

進行訪談的當下，也可從案家的生活環境看到一些端倪，如果

案家環境較髒亂，是否案家沒有能力整理？還是案家已經習慣

目前的生活環境？案家有無申請居家服務的需求？另外，也可

從案家的言詞和表情判斷一些事情，有些案家對於外界的人事

物較排斥，更何況是我們這些第一次就到案家的陌生人，因為

也曾在電話訪問的當下，產生直接被案家拒絕家訪的狀況。心

想：現今社會上，詐騙集團真的太多了，人往往多了一份警覺心，而願意讓我們到案

家訪視的，就是我們與案家建立關係的第一步，藉著彼此聊天的方式，慢慢了解案家

生活狀況，不過不要希望案家第一次就能夠將心中的問題丟出，這是需要循序漸進的！

前幾次家訪真的是很緊張，雖然自己只是陪同家訪，先觀察社工與案家的互動，

適時地做好紀錄，簡單的紀錄可以幫助自己回顧當下的互動狀況，並完成初訪表及服

務紀錄表，以利後續的追蹤及提供相關服務。儘可能將想要了解的資料，透過簡單自

然的聊天方式，慢慢地從案家及案主身上獲得，而這些資料往往可以和案家目前的情

況作連結，找出問題的癥結點，進而提供相關資訊和協助。

時間飛快，轉眼就到了 4 月份，自己負責的心智障礙者雙老服務方案開始推動，

除了服務智能障礙的案主之外，多增加了精神障礙、自閉症及含上述之一多重障礙者，

而且，我發現，方案服務中精神障礙者的人數竟然遠高於智能障礙者。資源盤點也是

提供服務重要的一環，我們必須了解資源在哪？資源的內容為何？社工是提供資源及

連結者，必須熟悉各類資源，依據案家的需求和狀況，提供適當的資源 ( 連結 ) 或是轉

介服務，這個部份是自己需要加強及努力的，可以針對案家較常使用到的資源，例如：

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照顧機構等，作深入的了解，以利我們在家訪的當下，提供案

家相關的資訊，若案家真的有此項需求，也可以協助申請相關服務。

      戒慎恐懼，如履薄冰

           ~ 家訪初體驗
不再自我設限，給自己一個機會

 社工員 吳映璇

「你都沒有做過，你怎麼知道自己不行 ?」這是當初總幹事在幫我面試時跟我說的

一句話，五月初，在鎮公所面試其他工作時，就業服務站的服務人員看到我的履歷，

得知我是社工系畢業後，他告訴我集集鎮上有個單位正在徵社工員，剛好我也在求職，

不妨考慮看看，他可以幫我媒合，後來得知徵才的單位是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我

一直知道協會有個生態家園，就在我家附近，然而，對於要當社工這件事情，在社工

系畢業以後，一直未曾出現在我的人生計畫之中，原因有很多，對自身能力的信心不

足、對社工職場領域的恐懼、以及在他人的經驗分享中告訴我這個工作有多困難 ... 等

等，還沒開始就覺得「我應該是沒有辦法」，以致於未曾踏入這個領域。

不過，大學四年的社工養成教育，真的就可以成為一個社工嗎？思考了很久，好

像也不盡然，特別是在實務工作上，一切都要從頭學起，面試以後，原先還是對自己

沒有信心，但是總幹事不斷的給我鼓勵以及非常願意給我機會，除了向親友詢問看法

以外，我也在內心與自己對話多次，終究覺得我應該要拋開自我否定以及沒來由的害

怕，不該自我設限，而是給自己一個機會嘗試，於是進入協會這個大家庭。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意在告訴大家做任何事不要不敢動手，敢做才會成功。起初

家訪時，大多數與案家對話時是講閩南語的，真的讓閩南語不流利的我感覺很頭痛，

有時腦中有問題想要提問，嘴巴卻翻譯不出來，只能小聲地拜託同事幫我詢問，加上

對於資源、福利、補助完全不了解，以致於在與案家談話時，怕自己造成冷場，打亂

家訪的步驟，總是不大敢開口，沒錯，我又自我設限，開始無謂的擔心，同事告訴我：

「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只要自己敢於開口，一回生二回熟，過程中也會慢慢學習了解，

若連自己表現出來的態度都畏畏縮縮，不夠大方，案家怎麼會覺得社工能夠協助他們

解決問題，要如何信任你？」這些話真的提供我許多思考的方向，也開始強迫自己，

逼自己要講一些話，雖然剛開始聲音太小，問題都要重覆兩次，或是國語閩南語交雜

這樣提問，然而在過程中，漸漸地我發現同事都會在旁給予協助，例如提詞、圓場，

讓我能夠更順利的表達，案家也可以在訪談中感受的到我的誠意，願意回應我問題的

答案，雖然說我依舊有許多要學習的地方，但是敞開心胸，勇敢去做，許多事情都沒

有自己所想的那麼嚴峻，現在去家訪時，雖不敢說得心應手，但是也算對自己有點信

心了。

雖然我的社工職涯才剛開始起步，在這兩個月當中，也了解到自己許多的不足之

處，未來還需要多加學習，但我為自己感到高興的是，現在的我突破自己的過去，不

再侷限於自己的舒適圈、不再時刻的自我否定，相信在單位給予的培養當中，能夠使

我成為一位優秀的社工人。

文．社工員 / 連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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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己 2 月中開始上班，但基於 106 年心智障礙者雙老服務方案尚未招標及執

行，因此先與執行中高齡家庭服務的社工，一同前往案家進行家訪。其實，對於身心

障礙者所涉及的相關資料及福利，自己真的是一知半解，雖然事先做了許多功課，不

管是身障生活補助、身障機構、身障能使用到的福利資源，或者是身障朋友們比較容

易遇到的問題及困難等，但是到了家訪的時候，腦袋完全一片空白，只能在旁仔細觀

察社工跟案家的互動，從中發現案家所遭遇的問題，以及社工當下能提供給案家何種

資訊，心想：這就是經驗的累積吧！

家訪前有許多前置作業要做，例如先依名單上的電話作聯

繫，確認案家當日是否在家、案家地址是否正確、案家是否有

案主此人等，而且部分案家地址比較難尋的話，可能要事先查

詢地圖或是詢問當地村里長，以節省尋找案家的時間。與案家

進行訪談的當下，也可從案家的生活環境看到一些端倪，如果

案家環境較髒亂，是否案家沒有能力整理？還是案家已經習慣

目前的生活環境？案家有無申請居家服務的需求？另外，也可

從案家的言詞和表情判斷一些事情，有些案家對於外界的人事

物較排斥，更何況是我們這些第一次就到案家的陌生人，因為

也曾在電話訪問的當下，產生直接被案家拒絕家訪的狀況。心

想：現今社會上，詐騙集團真的太多了，人往往多了一份警覺心，而願意讓我們到案

家訪視的，就是我們與案家建立關係的第一步，藉著彼此聊天的方式，慢慢了解案家

生活狀況，不過不要希望案家第一次就能夠將心中的問題丟出，這是需要循序漸進的！

前幾次家訪真的是很緊張，雖然自己只是陪同家訪，先觀察社工與案家的互動，

適時地做好紀錄，簡單的紀錄可以幫助自己回顧當下的互動狀況，並完成初訪表及服

務紀錄表，以利後續的追蹤及提供相關服務。儘可能將想要了解的資料，透過簡單自

然的聊天方式，慢慢地從案家及案主身上獲得，而這些資料往往可以和案家目前的情

況作連結，找出問題的癥結點，進而提供相關資訊和協助。

時間飛快，轉眼就到了 4 月份，自己負責的心智障礙者雙老服務方案開始推動，

除了服務智能障礙的案主之外，多增加了精神障礙、自閉症及含上述之一多重障礙者，

而且，我發現，方案服務中精神障礙者的人數竟然遠高於智能障礙者。資源盤點也是

提供服務重要的一環，我們必須了解資源在哪？資源的內容為何？社工是提供資源及

連結者，必須熟悉各類資源，依據案家的需求和狀況，提供適當的資源 ( 連結 ) 或是轉

介服務，這個部份是自己需要加強及努力的，可以針對案家較常使用到的資源，例如：

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照顧機構等，作深入的了解，以利我們在家訪的當下，提供案

家相關的資訊，若案家真的有此項需求，也可以協助申請相關服務。

      戒慎恐懼，如履薄冰

           ~ 家訪初體驗
不再自我設限，給自己一個機會

 社工員 吳映璇

「你都沒有做過，你怎麼知道自己不行 ?」這是當初總幹事在幫我面試時跟我說的

一句話，五月初，在鎮公所面試其他工作時，就業服務站的服務人員看到我的履歷，

得知我是社工系畢業後，他告訴我集集鎮上有個單位正在徵社工員，剛好我也在求職，

不妨考慮看看，他可以幫我媒合，後來得知徵才的單位是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我

一直知道協會有個生態家園，就在我家附近，然而，對於要當社工這件事情，在社工

系畢業以後，一直未曾出現在我的人生計畫之中，原因有很多，對自身能力的信心不

足、對社工職場領域的恐懼、以及在他人的經驗分享中告訴我這個工作有多困難 ... 等

等，還沒開始就覺得「我應該是沒有辦法」，以致於未曾踏入這個領域。

不過，大學四年的社工養成教育，真的就可以成為一個社工嗎？思考了很久，好

像也不盡然，特別是在實務工作上，一切都要從頭學起，面試以後，原先還是對自己

沒有信心，但是總幹事不斷的給我鼓勵以及非常願意給我機會，除了向親友詢問看法

以外，我也在內心與自己對話多次，終究覺得我應該要拋開自我否定以及沒來由的害

怕，不該自我設限，而是給自己一個機會嘗試，於是進入協會這個大家庭。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意在告訴大家做任何事不要不敢動手，敢做才會成功。起初

家訪時，大多數與案家對話時是講閩南語的，真的讓閩南語不流利的我感覺很頭痛，

有時腦中有問題想要提問，嘴巴卻翻譯不出來，只能小聲地拜託同事幫我詢問，加上

對於資源、福利、補助完全不了解，以致於在與案家談話時，怕自己造成冷場，打亂

家訪的步驟，總是不大敢開口，沒錯，我又自我設限，開始無謂的擔心，同事告訴我：

「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只要自己敢於開口，一回生二回熟，過程中也會慢慢學習了解，

若連自己表現出來的態度都畏畏縮縮，不夠大方，案家怎麼會覺得社工能夠協助他們

解決問題，要如何信任你？」這些話真的提供我許多思考的方向，也開始強迫自己，

逼自己要講一些話，雖然剛開始聲音太小，問題都要重覆兩次，或是國語閩南語交雜

這樣提問，然而在過程中，漸漸地我發現同事都會在旁給予協助，例如提詞、圓場，

讓我能夠更順利的表達，案家也可以在訪談中感受的到我的誠意，願意回應我問題的

答案，雖然說我依舊有許多要學習的地方，但是敞開心胸，勇敢去做，許多事情都沒

有自己所想的那麼嚴峻，現在去家訪時，雖不敢說得心應手，但是也算對自己有點信

心了。

雖然我的社工職涯才剛開始起步，在這兩個月當中，也了解到自己許多的不足之

處，未來還需要多加學習，但我為自己感到高興的是，現在的我突破自己的過去，不

再侷限於自己的舒適圈、不再時刻的自我否定，相信在單位給予的培養當中，能夠使

我成為一位優秀的社工人。

文．社工員 / 連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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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紀要 106 年 1 月至 06 月
106.01.06 總幹事、賴理事及工作人

員家訪魚池里區中高齡智
障者家庭

106.01.11 南投愛心會來園 ~ 歲末關懷

106.01.13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南投特
殊教育學校適性安置委員
會會議

            總幹事、賴理事及工作人
員家訪魚池里區中高齡智
障者家庭

106.01.15 國際獅子會 300-A1 區捐贈
貨車儀式

106.02.10 辦理 106 年社區日間作業
設施 ~ 消防演練

            總幹事、賴理事及工作人
員家訪魚池里區中高齡智
障者家庭

106.02.14 社工陪同智青參加自我倡
導培力計畫自立支持會議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魚池
里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2.17 辦理心智障礙者社區適應
活動 ~ 參觀集元果工廠

106.02.21 辦理心智障礙者成長團體
( 一 )

            總幹事、社工員家訪魚池
里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2.22  106 年度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服務方案 - 外督

106.02.23 參加家長組織在地支持倡
權能量提升計畫 -106 年第
一次中部地區聯誼會

106.02.24 總幹事參加勞動條件檢查
宣導會

106.03.02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國姓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3.10 總 幹 事 參 加 106 年 運 動 i
台灣諮詢會議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國姓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3.14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埔里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社工陪同智青參加自我倡
導自立支持會議

106.03.16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中寮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3.19 楊錦良理事長及陳專員參
加智總 106 年度會員代表
大會

106.03.21 辦理心智障礙者成長團體
( 二 )

106.03.22 參加南投縣政府委案 106
年度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
家庭支持網絡服務計畫方
案簡報           

106.03.23 夏社工參加南投地方法院
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檢討
會議

            參加南投縣青年返鄉協會
志工聯繫會報

106.03.27 總幹事、專員參加 106 年
度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
個案管理業務第一次聯繫
會議       

106.03.28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集集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3.30 天使農夫太鼓隊參加永昌
宮節慶活動太鼓表演

            天使農夫太鼓隊參加 7-11
便利超商開幕 ~ 太鼓表演

106.03.31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特殊教
育評鑑行前說明會

             106 年「建構心智障礙者
雙老家庭支持網絡服務模
式」方案議約

106.04.11 社工參加 106 年第 3 次自
我倡導者實物工作小組暨
單位支持者交流會議          

106.04.14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學前教
育階段特教評鑑 ( 南投國
小 / 南光國小 )

106.04.18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南投
縣 106 年度優良特殊教育
人員評選」評選會議

106.04.19 天使農夫太鼓隊參加南投
縣地政士公會晚會 ~ 太鼓
表演

106.04.21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學前教
育階段特教評鑑 ( 雲林國
小 / 水里國小 )

             總幹事參加職業重建暨個
案研討會議

106.04.22 辦理 106 年中高齡智障者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 資訊
講座 ( 埔里 )

106.04.23 草屯國際同濟會參訪社區
家園

106.04.28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學前教育
階段特教評鑑 ( 草屯國小 )

             總幹事、社工、教保員參
加專業人員研習

106.0.5.03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鹿谷
區雙老智障者家庭

106.05.05 社工、教保員參加專業人
員訓練

106.05.06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南投特
殊教育學校適性安置第二
次委員會會議

106.05.08 嘉義縣自強殘障協會參訪
生態社區家園

106.05.10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名間
區雙老智障者家庭

106.05.12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南投
區雙老智障者家庭

106.05.13 社工參加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優先採購資訊服
務平台建置案教育訓練

106.05.16 總幹事、社工參加「建構
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服務
模式計畫」成果檢討會暨
教育訓練                

106.05.18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名間
區雙老智障者家庭

106.05.19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特殊教
育評鑑檢討會議

             總幹事參加 106 年南投縣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
畫」宣導說明會

106.05.20  辦理 106 年中高齡智障者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 資訊
講座 ( 南投 )

106.05.24 召開「建構心智障礙者雙
老家庭服務模式計畫」第
一次工作小會議             

             106 年度服務方案 - 外督

106.05.25 教保員參加社區作業設施
專業服務手冊說明會暨表
單研習

106.05.26 辦理 106 年度特殊需求者
家庭親職教育講座暨端午
活動

106.06.01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魚池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6.07 辦理南投縣心智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 一 )

            桃園智障者家長協會參訪 ~
「世外田園」社區日間作
業設施

106.06.09 參加物理治療工會南投輔
具資源中心成立 ~ 天使農
夫太鼓隊開場表演

            社工家訪鹿谷區心智障礙
者雙老家庭

106.06.12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特殊教
育諮詢會議 106 年度第一
次工作會議

106.06.14 辦理南投縣心智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 二 )

            社工家訪南投區心智障礙
者雙老家庭

106.06.21 辦理南投縣心智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 三 )

            陳專員參加南投縣身心障
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委員會
會議

            總幹事參加 106 年度運動
i 台灣 ~ 輔導訪視期中檢討
會議 

            社工家訪南投區心智障礙
者中高齡及雙老家庭

106.06.23 彰化啟智學校師生參訪生
態社區家園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中寮
區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

106.06.24  辦理 106 年中高齡智障者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 資訊
講座 ( 集集 )

106.06.28  辦理南投縣心智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 四 )

             社工家訪南投區心智障礙
者雙老家庭

106.06.30 社工家訪竹山區心智障礙
者雙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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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紀要 106 年 1 月至 06 月
106.01.06 總幹事、賴理事及工作人

員家訪魚池里區中高齡智
障者家庭

106.01.11 南投愛心會來園 ~ 歲末關懷

106.01.13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南投特
殊教育學校適性安置委員
會會議

            總幹事、賴理事及工作人
員家訪魚池里區中高齡智
障者家庭

106.01.15 國際獅子會 300-A1 區捐贈
貨車儀式

106.02.10 辦理 106 年社區日間作業
設施 ~ 消防演練

            總幹事、賴理事及工作人
員家訪魚池里區中高齡智
障者家庭

106.02.14 社工陪同智青參加自我倡
導培力計畫自立支持會議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魚池
里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2.17 辦理心智障礙者社區適應
活動 ~ 參觀集元果工廠

106.02.21 辦理心智障礙者成長團體
( 一 )

            總幹事、社工員家訪魚池
里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2.22  106 年度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服務方案 - 外督

106.02.23 參加家長組織在地支持倡
權能量提升計畫 -106 年第
一次中部地區聯誼會

106.02.24 總幹事參加勞動條件檢查
宣導會

106.03.02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國姓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3.10 總 幹 事 參 加 106 年 運 動 i
台灣諮詢會議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國姓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3.14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埔里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社工陪同智青參加自我倡
導自立支持會議

106.03.16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中寮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3.19 楊錦良理事長及陳專員參
加智總 106 年度會員代表
大會

106.03.21 辦理心智障礙者成長團體
( 二 )

106.03.22 參加南投縣政府委案 106
年度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
家庭支持網絡服務計畫方
案簡報           

106.03.23 夏社工參加南投地方法院
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檢討
會議

            參加南投縣青年返鄉協會
志工聯繫會報

106.03.27 總幹事、專員參加 106 年
度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
個案管理業務第一次聯繫
會議       

106.03.28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集集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3.30 天使農夫太鼓隊參加永昌
宮節慶活動太鼓表演

            天使農夫太鼓隊參加 7-11
便利超商開幕 ~ 太鼓表演

106.03.31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特殊教
育評鑑行前說明會

             106 年「建構心智障礙者
雙老家庭支持網絡服務模
式」方案議約

106.04.11 社工參加 106 年第 3 次自
我倡導者實物工作小組暨
單位支持者交流會議          

106.04.14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學前教
育階段特教評鑑 ( 南投國
小 / 南光國小 )

106.04.18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南投
縣 106 年度優良特殊教育
人員評選」評選會議

106.04.19 天使農夫太鼓隊參加南投
縣地政士公會晚會 ~ 太鼓
表演

106.04.21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學前教
育階段特教評鑑 ( 雲林國
小 / 水里國小 )

             總幹事參加職業重建暨個
案研討會議

106.04.22 辦理 106 年中高齡智障者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 資訊
講座 ( 埔里 )

106.04.23 草屯國際同濟會參訪社區
家園

106.04.28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學前教育
階段特教評鑑 ( 草屯國小 )

             總幹事、社工、教保員參
加專業人員研習

106.0.5.03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鹿谷
區雙老智障者家庭

106.05.05 社工、教保員參加專業人
員訓練

106.05.06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南投特
殊教育學校適性安置第二
次委員會會議

106.05.08 嘉義縣自強殘障協會參訪
生態社區家園

106.05.10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名間
區雙老智障者家庭

106.05.12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南投
區雙老智障者家庭

106.05.13 社工參加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優先採購資訊服
務平台建置案教育訓練

106.05.16 總幹事、社工參加「建構
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服務
模式計畫」成果檢討會暨
教育訓練                

106.05.18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名間
區雙老智障者家庭

106.05.19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特殊教
育評鑑檢討會議

             總幹事參加 106 年南投縣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
畫」宣導說明會

106.05.20  辦理 106 年中高齡智障者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 資訊
講座 ( 南投 )

106.05.24 召開「建構心智障礙者雙
老家庭服務模式計畫」第
一次工作小會議             

             106 年度服務方案 - 外督

106.05.25 教保員參加社區作業設施
專業服務手冊說明會暨表
單研習

106.05.26 辦理 106 年度特殊需求者
家庭親職教育講座暨端午
活動

106.06.01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魚池
區中高齡智障者家庭

106.06.07 辦理南投縣心智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 一 )

            桃園智障者家長協會參訪 ~
「世外田園」社區日間作
業設施

106.06.09 參加物理治療工會南投輔
具資源中心成立 ~ 天使農
夫太鼓隊開場表演

            社工家訪鹿谷區心智障礙
者雙老家庭

106.06.12 楊錦良理事長參加特殊教
育諮詢會議 106 年度第一
次工作會議

106.06.14 辦理南投縣心智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 二 )

            社工家訪南投區心智障礙
者雙老家庭

106.06.21 辦理南投縣心智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 三 )

            陳專員參加南投縣身心障
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委員會
會議

            總幹事參加 106 年度運動
i 台灣 ~ 輔導訪視期中檢討
會議 

            社工家訪南投區心智障礙
者中高齡及雙老家庭

106.06.23 彰化啟智學校師生參訪生
態社區家園

             社工及工作人員家訪中寮
區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

106.06.24  辦理 106 年中高齡智障者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 資訊
講座 ( 集集 )

106.06.28  辦理南投縣心智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 四 )

             社工家訪南投區心智障礙
者雙老家庭

106.06.30 社工家訪竹山區心智障礙
者雙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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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捐贈
感謝以下捐贈發票者，雖未中獎，仍非常感
謝您的支持！

蔡燦輝先生、白崇永先生、楊美姿小姐、吳
文中先生、張景明先生、張淑慧女士、簡靜
儀女士、楊錦良女士

電子發票捐贈
期別 中獎張數 中獎金額

106 年 1-2 月 0 0
106 年 3-4 月 4 1600

自 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4 月止，電子發票捐贈
張數共 786 張，感謝各方的支持！
愛心碼：5098( 我捐就發 )，購物後，將這組號碼
告知店員！邀您一起響應，愛心、環保 NO.1 ！

廢電池回收
回收單位 回收量

胡瑩 0.9 斤

沈英雪 1.5 公斤

資源回收
慈慧善行協會 - 健康活力站 富邑麵包店
集集成功路社區吳女士 阿娟快炒店
陳昭煜議員服務處 吃飯店
半路店蔬菜攤 全熱炒店
集集戶政事務所 永昌國小
香榭雅築民宿 林丙先生
彩虹田民宿 陳麗珠女士
昌憶素食店 劉朝宗先生
佳美自助餐 林淑宜女士

收支報告表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科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收入總額 : 1,720,232 
會費收入 25,000 
捐款收入 1,053,191 　

其它收入 430,386 　

補助收入 51,420
服務費收入 138,000
活動收入 3,000 　

利息收入 19,235 　

　費用總額 : 2,486,038 
薪資津貼 548,867 　

其他人事費用 283,010 　

旅運費 4,734 　

運費 17,880 　

郵電費 22,508 　

修繕費 8,760 　

水電費 26,316 　

保險費 154,863 　

租金費用 30,000 　

補充保費 8.146 　

伙食費 5,996 　

燃料費 25,226 　

書報雜誌 900 　

印刷打字 43,003 　

勞退基金 58,090 　

雜項購置    152,464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4,500 　

專案支出    792,781 　

雜項支出    118,841
職工福利 18,000
工作獎勵金 37,730
活動費用 123,423

　本期餘絀 : 765,806 

三月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20000 周淑玲 ( 會員大會活動摸彩品 )
10,000 宏欣工業社：林志宏

8,000 洪崇豪

5,000 楊鐘祥 楊錦良
集集鎮農會 ( 認捐會員大會摸彩品 )

3,000 張素春 王德名 + 王修元 慈光精舍

2,783 張淑慧

2,270 林惠芳

2,000 卓水未 李昀諭 李永輝

1,800 謝秀玉

1,500 陳 鵠 鄭雁文 陳衍銘

1,000

賴皓平 李木生 柳怡寧 何沐樺
廖素珍 賴麗雪 陳麗玲 曾振炎
曾庚妹 江淑珍 王人和 吳妙芬 
吳三平 + 林秀麗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800 林美齡 張大隆 侯月嫦 徐慧玲 
黃秀鳳 陳錳僅 林育瑛

520 徐梅芳

500
陳衍銘 蔡佩軒 蔡益相 楊錦娥
李俊翰 陳怡安 楊水壽 楊陳玉寬
吳麗卿

300 高秋桂 吳杉相 曾金松

200
白玉琴 鄧淑鳳 白崇永 白如妙 
白如悅 楊鈞貿 楊博軒 許秋玉 
簡玉貞 戴水池 蔡宜珊

100 吳振誠

二月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20,000 張淑慧 葉啟昌

5,000 梁豐收 楊錦良

3,000 楊鐘祥 徐旭賢 林南榮

2,500 簡世宇 陳榆枌

2,200 張玉雪

2,000 林群貴 + 陳怡伶 張玉珠 謝美惠
何沐樺 李昀諭 李永輝

1,600 黃柏霖 黃鈞劼

1,500 陳 鵠 鄭雁文 林佳樺

1,200 陳明俊 + 張秀花 莊念涵 張玉鳳
黃溫華美 

1,000

黃學魁 陳錳僅 賴皓平 許佩裕 周
兆璋 林秀月 安宏海 廖素珍
張吳三平 + 林秀麗 余秀珠 黃農
王德名 + 王修元 + 林怡辰
萬泰隆企業有限公司

520 徐梅芳

400 陳信仁

500

陳 蔭 張永興 郭佳臻 張任容
許麗惠 陳逸駿 黃愛家 陳翰辰 陳
翰廷 賴孟玉 陳衍銘 蔡佩軒 ｀
楊水壽 楊陳玉寬 吳麗卿 吳妙芬
蔡益相 楊錦娥 李俊翰 陳怡安

300 謝慶和

200 楊鈞貿 楊博軒 簡玉貞 許秋玉
黃國禎 黃瑞堂 謝雅婷 陳來旺

五 月 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6,300 廖惠如

6,000 林聖良

5,000 楊錦良

4,000 李孟勳

3,000
王德名 + 王修元 + 林怡辰 
蕭志全 陳鵠 + 鄭雁文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783 張淑慧

2,000 林惠芳 李昀諭 李永輝 江宇凡
江順發 梁振鵬 李文瑞

1,000
賴皓平 張玉雪 廖素珍 何沐樺
吳妙芬 張吳三桂 + 林秀麗 許文章
曾振炎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800 曾麗香 盧秀轉

520 徐梅芳

500
熊顯鋒 陳衍銘 蔡佩軒 楊水壽
吳麗卿 蔡益相 楊錦娥 李俊翰 
陳怡安 張大隆 楊陳玉寬

300 湯正隆

250 王玉貞

200 蔡宜珊 楊鈞貿 楊博軒 許秋玉
簡玉貞

100 吳振誠

元月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20,520 徐梅芳
15,0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集集教會
12,000 楊錦瑛
10,000 藍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6,400 許義郎

5,000 高亞君 許維恩 陳榆枌 楊錦良
李婕閩

4,000 李孟勳

3,000 楊鐘祥、蔡銘常

2,000 陳美麗 李昀諭 李永輝
李美靜 張永州 廖又漢

1,500 陳鵠 鄭雁文 蔡蕙聲 蕭世仁
王德名 + 王修元 + 林怡辰 楊錦娥

1,000
張玉珠 蕭睿廷 謝念恩 謝明倫
蕭誠佑 賴皓平 廖素貞 陳衍銘
張吳三平 + 林秀麗 陳怡安 陳名星

600 曾金松

500
洪壁言 田錦菱 林貞敏 蔡佩軒
楊水壽 楊陳玉寬 吳麗卿 吳妙芬
蔡益相 李俊翰 紀政良 高信憶

200 白崇永 蔡宜珊 楊弘宇 楊鈞貿 
楊博軒 許秋玉 簡玉真

四	月	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10,000 衍鴻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5,000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 楊錦良

4,800 7-11 集利門市利欣商店

4,000 李孟琴

2,500 羅惠美

3,000 林東彩 林南榮 林聖良

2,000 王德名 + 王修元 莊乃姿 江順發 李
昀諭 李永輝 余秀珠 黃瑞雯

1,600 林惠芳

1,500 陳鵠 鄭雁文

1,200 洪佳琳

1,000
張玉雪 賴皓平 何沐樺 李文瑞
李文英 潘進淵 吳妙芬 廖素珍
張吳三平 + 林秀麗

750 蘇裕文

520 徐梅芳

500
徐顯鋒 許文章 陳衍銘 菜傑宇
楊水壽 楊陳玉寬 吳麗卿 蔡益相
楊錦娥 李俊翰 陳怡安 愛心人士

200 蔡宜珊 楊鈞貿 楊博軒 許秋玉 
簡玉貞

元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60,000 風城永恆之友
23,300 林文聰 + 黃正經 謝承宗
20,000 黃詠傑 阮文光
13,030 陽光有氧舞蹈社團
10,000 南投愛心會草屯分會
5,000 徐施澄枝
3,000 徐士傑 莊彩芬 愛國國小

2,500 林吳小玲 + 林文川 + 林文彬 + 林雅蘋
+ 林雅芳

2,400 簡正閔 洪瑪莉 (1-12 月 )

2,000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陳紹裘 盧月霞

1,500 孔繁甄 孔繁齊

1,200 陳 妙 (1-12 月 )

1,000

林 滿 張富南 陳坤元 張達夫 何依珍 
蘇王藝子  
瑞鵬企業社 ( 認捐學員學費 )
陳榮企業社 / 陳榮鈞 / 陳榮霖
( 認捐學員學費 )

628 姜侑廷

610 陳洲良

600 徐淑芬 黃國禎

500
張家豪 李瑞晃 李瑞芬 呂金蓮 
黃英俊 林麗桂 紀小姐 余承�
王淑琴 魏碧馨 ( 認捐學員學費 )

400 蔡孟倫 + 陳侑鋮 黃畇旗

355 愛心人士

200 黃瑞堂 吳國銓 吳方琴

100 吳瑞誠 葉承林 葉貴萍 
羅淑鈴 葉家卉 葉佳頤

83 愛心人士

二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12,000 玄奘寺
10,000 郭秀琴
6,000 李玉琴 陳明豐 陳阿英

2,000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曾俊彥

1,500 孔繁甄 孔繁齊

1,000
林 滿 許雅筠 洪麒邯 何依珍
瑞鵬企業社 ( 認捐學員學費 )
張家豪 (2-3 月 )

600 徐淑芬

500 魏淑慧 / 魏碧馨 ( 認捐學員學費 )
林麗桂 黃英俊 紀小姐 李瑞芬 李瑞晃

400 蔡孟倫 + 林侑鋮

200 黃瑞堂 吳國銓 林柏均

100 葉承林 葉貴萍 葉家卉 葉佳頤 羅淑鈴

三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20,000 蕭志全

8,500 呂漢民

2,799 竹塹社區大學投資理財班

2,000 林淑麗 陳尚仁 張麗英 程敬哲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1,500 孔繁甄 李貞德 孔繁齊

1,000

林  滿 游瑞彰 + 游林美幸 林春美
呂金蓮 童丙居 何依珍 洪麒邯
新北市淡水區松鶴長青促進會
陳榮企業社 / 陳榮鈞 ( 認捐學員學費 )

600 徐淑芬

500 林麗桂 黃英俊 紀小姐 沈淑珠
魏淑惠 / 魏碧馨 ( 認捐學員學費 )

400 蔡孟倫 + 陳侑鋮

200 劉美瑤 吳國銓 黃瑞堂

100 王怡郁 王眙莆 葉承林 羅淑玲
葉貴萍 葉佳頤 葉家卉

四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12,000 吳劉毅 + 吳奕承 + 吳方琴 +
謝廷 ( 認捐學員學費 5-10 月 )

6,000 南投縣草屯國際同際會

3,000 陳祥麟

2,000
新北市滬尾傳統文化發展交流
協會  湯聖程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1,200 王鏈榮 ( 認捐白米 3 斗 )

1,000

林滿 洪麒邯 何依珍 洪世全 
洪志明  陳榮裕 洪楙濱 洪宜
欽 李建和 黃景煌 林慶仁 
鄒來振 洪榮彬 洪國勝 朱家
瑩 張偉程 陳立德 
陳財吟 洪明祥 蘇柏諺 愛心
人士 富邑麵包坊 陳榮企業社 /
陳榮鈞 ( 認捐學員學費 ) 瑞鵬
企業社 ( 認捐學員學費 )

700 許東寧

610 陳洲良

600 林淑芬 徐淑芬

500

黃英俊 林麗桂 紀小姐 張家豪 
紀政良 蘇王藝子 蘇裕文 
魏淑惠 / 魏碧 / 魏增典
/ 郭哲榮 ( 認捐學員費 )

400 蔡孟倫 + 陳侑鋮

300 王  豪 黃國禎

200 吳國銓 吳淑慧

130 愛心人士

100 吳振誠 葉承林 葉貴萍 
業佳頤 葉家卉 羅淑玲

五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3,000 陳月昭 陳佳蕙

2,000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楊
添木 賴妙華

1,500 孔繁甄 孔繁齊

1,000

林滿 童丙居 呂金蓮 洪麒邯  何依珍 楊
葉千美 陳坤元 廖素珍
陳榮企業社 / 陳榮鈞 ( 認捐學員學費 )
瑞鵬企業社 ( 認捐學員學費 )
陳楠榮 / 沈鳳山 / 吳榮志 / 陳坤隆 / 鄧碧
惠 / 魏國洲 / 陳榮森 / 蔡志哲 / 廖光華 /
吳大村 / 陳玉花 ( 認捐絞肉機一台 )

610 陳洲良

600 徐淑芬

500

余承燁 張家豪 黃英俊 林麗桂 紀小姐 王
淑琴 葉承林 + 羅淑鈴 + 葉家卉 + 葉佳
頤 + 葉貴萍
魏淑惠 / 魏碧馨 / 葉增典 / 郭哲榮 ( 認捐
學員學費 )

400 蔡孟倫 + 陳侑鋮

200 吳國銓

感謝集集鎮店家及熱心協助回收的志工，

因為，有您們一路的支持與陪伴！讓社

區的垃圾減量；同時讓它變黃金。更重

要的是，它讓弱勢公益團體有了微薄的

收入，做為基金的運用。

1-6 月物資捐贈
贈者 捐贈物資 捐贈者 捐贈物資
麗珠 牛番茄 3.5 斤 詩凡媽媽 羊奶 12 瓶
胡瑩 廢電池 0.9 斤 和風山寨 麵線 30 斤
阿棋 青椒 3kg 集集國中 長袖上衣 39 件
含笑 餅干 3 包 廟祝阿木 饅頭 3 包

出外人 白米 140kg 集集婦聯會 香蕉 6 串、粽子 30 顆、番茄 5 盒
賴麗雪 洋蔥 11.8 斤 社區黃小姐 香腸 3.5 斤
白如月 水餃 11 盒 水里柯先生 吳郭魚 35 斤
楊添木 饅頭 40 顆 竹山愛心人士 包心菜 1 箱
蔡瓊珠 多肉植物土壤 1kg2 包 陳老太夫人 飲料一批、蘭花盆栽 21 盆
江明俊 薑種 24 斤 老李牛肉麵 麵條 11.5 斤、水餃 9.5 斤、餛飩 1 斤
高淑慧 牛番茄 9 斤、茄子 5 斤 集集美又美 礦泉水 600cc15 箱、飲料 5 箱
邱進益 餅干 6 斤 鹿谷鳳凰山寺 白米 360 公斤、餅干 9 件、麵 2 件
廖敏宏 白米 24 公斤 WT 婚里企劃 番薯片 380g 5 包
陳昭煜 八寶粥 10 罐 集集上帝公協會 高麗菜 54 斤
楊美姿 青椒 5 斤 南投愛心會 糖果 3 斤白米 44 斤

連家偉 吳郭魚 14 斤 社區愛心人士
白米 8 公斤、麵條 4 包、白米 4kg、玉米
濃湯包 5 份、米 4kg、紅龍果 10 斤

范國松 舒跑 4 箱、餅乾 4 盒 嘉義鎮安宮
餅干 10kg、米粉麵 4kg、泡麵 21 碗、
汽水 14 罐、醬油 7 組、米 21kg

永昌宮
甜糯米糕 10 塊、水果 5 斤、 西瓜半顆、
麵線 2.1kg、鳳梨酥 1.6kg

愛心人士

壽司米 3.4kg、白米 10.4kg、玉米罐 3 罐、
餅干 5.2 斤水果 9 斤、包子饅頭 5 斤、
地瓜 3.5 斤、蘋果 3 顆、高麗菜 45 斤、
鹽 3 公斤、糖 1.5 公斤、餅干 3 包、油 1.5
公升 3 罐、罐頭 7 罐、大燕麥片 800g3 罐、
醬油 870L3 罐、羊奶 180 毫升 15 罐、
青椒 4 斤、吳郭魚 26 公斤、茄子 7 斤、
冰糖 1kg、綠豆 0.5kg

武昌宮
麵線 55 斤、餅干 22 斤、果凍 34 斤、
白米 150kg

湘雲 蛋 3 斤、沙茶醬、高鮮各 1 罐、雞蛋 3 斤

沈英雪 痠痛凝膠 10 條、罐頭 15 罐

慈德寺
杏�菇 1.5 公斤、花生 0.5 公斤、素食肉魚
鬆 300g5 包、水果 1.5 斤、桂竹筍 8 斤

慈光精舍
玉 米 粒 6 罐、 奶 茶 250ml1 箱、 調 和 油
1.8L6 罐香菇素蠔油 1L2 罐、麵筋 4 斤、
糖果 3.8 斤、水果 10 斤集鮮超市 紅龜粿 2.8 斤、米糕 3 斤、糖果 4.4 斤、

ps: 本期因版面因素，捐款名單只刊登 1~5 月份，未登載部分於下期刊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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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捐贈
感謝以下捐贈發票者，雖未中獎，仍非常感
謝您的支持！

蔡燦輝先生、白崇永先生、楊美姿小姐、吳
文中先生、張景明先生、張淑慧女士、簡靜
儀女士、楊錦良女士

電子發票捐贈
期別 中獎張數 中獎金額

106 年 1-2 月 0 0
106 年 3-4 月 4 1600

自 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4 月止，電子發票捐贈
張數共 786 張，感謝各方的支持！
愛心碼：5098( 我捐就發 )，購物後，將這組號碼
告知店員！邀您一起響應，愛心、環保 NO.1 ！

廢電池回收
回收單位 回收量

胡瑩 0.9 斤

沈英雪 1.5 公斤

資源回收
慈慧善行協會 - 健康活力站 富邑麵包店
集集成功路社區吳女士 阿娟快炒店
陳昭煜議員服務處 吃飯店
半路店蔬菜攤 全熱炒店
集集戶政事務所 永昌國小
香榭雅築民宿 林丙先生
彩虹田民宿 陳麗珠女士
昌憶素食店 劉朝宗先生
佳美自助餐 林淑宜女士

收支報告表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科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收入總額 : 1,720,232 
會費收入 25,000 
捐款收入 1,053,191 　

其它收入 430,386 　

補助收入 51,420
服務費收入 138,000
活動收入 3,000 　

利息收入 19,235 　

　費用總額 : 2,486,038 
薪資津貼 548,867 　

其他人事費用 283,010 　

旅運費 4,734 　

運費 17,880 　

郵電費 22,508 　

修繕費 8,760 　

水電費 26,316 　

保險費 154,863 　

租金費用 30,000 　

補充保費 8.146 　

伙食費 5,996 　

燃料費 25,226 　

書報雜誌 900 　

印刷打字 43,003 　

勞退基金 58,090 　

雜項購置    152,464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4,500 　

專案支出    792,781 　

雜項支出    118,841
職工福利 18,000
工作獎勵金 37,730
活動費用 123,423

　本期餘絀 : 765,806 

三月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20000 周淑玲 ( 會員大會活動摸彩品 )
10,000 宏欣工業社：林志宏

8,000 洪崇豪

5,000 楊鐘祥 楊錦良
集集鎮農會 ( 認捐會員大會摸彩品 )

3,000 張素春 王德名 + 王修元 慈光精舍

2,783 張淑慧

2,270 林惠芳

2,000 卓水未 李昀諭 李永輝

1,800 謝秀玉

1,500 陳 鵠 鄭雁文 陳衍銘

1,000

賴皓平 李木生 柳怡寧 何沐樺
廖素珍 賴麗雪 陳麗玲 曾振炎
曾庚妹 江淑珍 王人和 吳妙芬 
吳三平 + 林秀麗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800 林美齡 張大隆 侯月嫦 徐慧玲 
黃秀鳳 陳錳僅 林育瑛

520 徐梅芳

500
陳衍銘 蔡佩軒 蔡益相 楊錦娥
李俊翰 陳怡安 楊水壽 楊陳玉寬
吳麗卿

300 高秋桂 吳杉相 曾金松

200
白玉琴 鄧淑鳳 白崇永 白如妙 
白如悅 楊鈞貿 楊博軒 許秋玉 
簡玉貞 戴水池 蔡宜珊

100 吳振誠

二月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20,000 張淑慧 葉啟昌

5,000 梁豐收 楊錦良

3,000 楊鐘祥 徐旭賢 林南榮

2,500 簡世宇 陳榆枌

2,200 張玉雪

2,000 林群貴 + 陳怡伶 張玉珠 謝美惠
何沐樺 李昀諭 李永輝

1,600 黃柏霖 黃鈞劼

1,500 陳 鵠 鄭雁文 林佳樺

1,200 陳明俊 + 張秀花 莊念涵 張玉鳳
黃溫華美 

1,000

黃學魁 陳錳僅 賴皓平 許佩裕 周
兆璋 林秀月 安宏海 廖素珍
張吳三平 + 林秀麗 余秀珠 黃農
王德名 + 王修元 + 林怡辰
萬泰隆企業有限公司

520 徐梅芳

400 陳信仁

500

陳 蔭 張永興 郭佳臻 張任容
許麗惠 陳逸駿 黃愛家 陳翰辰 陳
翰廷 賴孟玉 陳衍銘 蔡佩軒 ｀
楊水壽 楊陳玉寬 吳麗卿 吳妙芬
蔡益相 楊錦娥 李俊翰 陳怡安

300 謝慶和

200 楊鈞貿 楊博軒 簡玉貞 許秋玉
黃國禎 黃瑞堂 謝雅婷 陳來旺

五 月 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6,300 廖惠如

6,000 林聖良

5,000 楊錦良

4,000 李孟勳

3,000
王德名 + 王修元 + 林怡辰 
蕭志全 陳鵠 + 鄭雁文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783 張淑慧

2,000 林惠芳 李昀諭 李永輝 江宇凡
江順發 梁振鵬 李文瑞

1,000
賴皓平 張玉雪 廖素珍 何沐樺
吳妙芬 張吳三桂 + 林秀麗 許文章
曾振炎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800 曾麗香 盧秀轉

520 徐梅芳

500
熊顯鋒 陳衍銘 蔡佩軒 楊水壽
吳麗卿 蔡益相 楊錦娥 李俊翰 
陳怡安 張大隆 楊陳玉寬

300 湯正隆

250 王玉貞

200 蔡宜珊 楊鈞貿 楊博軒 許秋玉
簡玉貞

100 吳振誠

元月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20,520 徐梅芳
15,0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集集教會
12,000 楊錦瑛
10,000 藍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6,400 許義郎

5,000 高亞君 許維恩 陳榆枌 楊錦良
李婕閩

4,000 李孟勳

3,000 楊鐘祥、蔡銘常

2,000 陳美麗 李昀諭 李永輝
李美靜 張永州 廖又漢

1,500 陳鵠 鄭雁文 蔡蕙聲 蕭世仁
王德名 + 王修元 + 林怡辰 楊錦娥

1,000
張玉珠 蕭睿廷 謝念恩 謝明倫
蕭誠佑 賴皓平 廖素貞 陳衍銘
張吳三平 + 林秀麗 陳怡安 陳名星

600 曾金松

500
洪壁言 田錦菱 林貞敏 蔡佩軒
楊水壽 楊陳玉寬 吳麗卿 吳妙芬
蔡益相 李俊翰 紀政良 高信憶

200 白崇永 蔡宜珊 楊弘宇 楊鈞貿 
楊博軒 許秋玉 簡玉真

四	月	份				協會捐款名單
捐款金額       捐款者

10,000 衍鴻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5,000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 楊錦良

4,800 7-11 集利門市利欣商店

4,000 李孟琴

2,500 羅惠美

3,000 林東彩 林南榮 林聖良

2,000 王德名 + 王修元 莊乃姿 江順發 李
昀諭 李永輝 余秀珠 黃瑞雯

1,600 林惠芳

1,500 陳鵠 鄭雁文

1,200 洪佳琳

1,000
張玉雪 賴皓平 何沐樺 李文瑞
李文英 潘進淵 吳妙芬 廖素珍
張吳三平 + 林秀麗

750 蘇裕文

520 徐梅芳

500
徐顯鋒 許文章 陳衍銘 菜傑宇
楊水壽 楊陳玉寬 吳麗卿 蔡益相
楊錦娥 李俊翰 陳怡安 愛心人士

200 蔡宜珊 楊鈞貿 楊博軒 許秋玉 
簡玉貞

元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60,000 風城永恆之友
23,300 林文聰 + 黃正經 謝承宗
20,000 黃詠傑 阮文光
13,030 陽光有氧舞蹈社團
10,000 南投愛心會草屯分會
5,000 徐施澄枝
3,000 徐士傑 莊彩芬 愛國國小

2,500 林吳小玲 + 林文川 + 林文彬 + 林雅蘋
+ 林雅芳

2,400 簡正閔 洪瑪莉 (1-12 月 )

2,000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陳紹裘 盧月霞

1,500 孔繁甄 孔繁齊

1,200 陳 妙 (1-12 月 )

1,000

林 滿 張富南 陳坤元 張達夫 何依珍 
蘇王藝子  
瑞鵬企業社 ( 認捐學員學費 )
陳榮企業社 / 陳榮鈞 / 陳榮霖
( 認捐學員學費 )

628 姜侑廷

610 陳洲良

600 徐淑芬 黃國禎

500
張家豪 李瑞晃 李瑞芬 呂金蓮 
黃英俊 林麗桂 紀小姐 余承�
王淑琴 魏碧馨 ( 認捐學員學費 )

400 蔡孟倫 + 陳侑鋮 黃畇旗

355 愛心人士

200 黃瑞堂 吳國銓 吳方琴

100 吳瑞誠 葉承林 葉貴萍 
羅淑鈴 葉家卉 葉佳頤

83 愛心人士

二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12,000 玄奘寺
10,000 郭秀琴
6,000 李玉琴 陳明豐 陳阿英

2,000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曾俊彥

1,500 孔繁甄 孔繁齊

1,000
林 滿 許雅筠 洪麒邯 何依珍
瑞鵬企業社 ( 認捐學員學費 )
張家豪 (2-3 月 )

600 徐淑芬

500 魏淑慧 / 魏碧馨 ( 認捐學員學費 )
林麗桂 黃英俊 紀小姐 李瑞芬 李瑞晃

400 蔡孟倫 + 林侑鋮

200 黃瑞堂 吳國銓 林柏均

100 葉承林 葉貴萍 葉家卉 葉佳頤 羅淑鈴

三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20,000 蕭志全

8,500 呂漢民

2,799 竹塹社區大學投資理財班

2,000 林淑麗 陳尚仁 張麗英 程敬哲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1,500 孔繁甄 李貞德 孔繁齊

1,000

林  滿 游瑞彰 + 游林美幸 林春美
呂金蓮 童丙居 何依珍 洪麒邯
新北市淡水區松鶴長青促進會
陳榮企業社 / 陳榮鈞 ( 認捐學員學費 )

600 徐淑芬

500 林麗桂 黃英俊 紀小姐 沈淑珠
魏淑惠 / 魏碧馨 ( 認捐學員學費 )

400 蔡孟倫 + 陳侑鋮

200 劉美瑤 吳國銓 黃瑞堂

100 王怡郁 王眙莆 葉承林 羅淑玲
葉貴萍 葉佳頤 葉家卉

四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12,000 吳劉毅 + 吳奕承 + 吳方琴 +
謝廷 ( 認捐學員學費 5-10 月 )

6,000 南投縣草屯國際同際會

3,000 陳祥麟

2,000
新北市滬尾傳統文化發展交流
協會  湯聖程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1,200 王鏈榮 ( 認捐白米 3 斗 )

1,000

林滿 洪麒邯 何依珍 洪世全 
洪志明  陳榮裕 洪楙濱 洪宜
欽 李建和 黃景煌 林慶仁 
鄒來振 洪榮彬 洪國勝 朱家
瑩 張偉程 陳立德 
陳財吟 洪明祥 蘇柏諺 愛心
人士 富邑麵包坊 陳榮企業社 /
陳榮鈞 ( 認捐學員學費 ) 瑞鵬
企業社 ( 認捐學員學費 )

700 許東寧

610 陳洲良

600 林淑芬 徐淑芬

500

黃英俊 林麗桂 紀小姐 張家豪 
紀政良 蘇王藝子 蘇裕文 
魏淑惠 / 魏碧 / 魏增典
/ 郭哲榮 ( 認捐學員費 )

400 蔡孟倫 + 陳侑鋮

300 王  豪 黃國禎

200 吳國銓 吳淑慧

130 愛心人士

100 吳振誠 葉承林 葉貴萍 
業佳頤 葉家卉 羅淑玲

五月份 生態社區家園捐款名單
金額 捐款者
3,000 陳月昭 陳佳蕙

2,000 蔡玉娟 + 謝嘉偉 + 謝欣芸 + 謝欣廷  楊
添木 賴妙華

1,500 孔繁甄 孔繁齊

1,000

林滿 童丙居 呂金蓮 洪麒邯  何依珍 楊
葉千美 陳坤元 廖素珍
陳榮企業社 / 陳榮鈞 ( 認捐學員學費 )
瑞鵬企業社 ( 認捐學員學費 )
陳楠榮 / 沈鳳山 / 吳榮志 / 陳坤隆 / 鄧碧
惠 / 魏國洲 / 陳榮森 / 蔡志哲 / 廖光華 /
吳大村 / 陳玉花 ( 認捐絞肉機一台 )

610 陳洲良

600 徐淑芬

500

余承燁 張家豪 黃英俊 林麗桂 紀小姐 王
淑琴 葉承林 + 羅淑鈴 + 葉家卉 + 葉佳
頤 + 葉貴萍
魏淑惠 / 魏碧馨 / 葉增典 / 郭哲榮 ( 認捐
學員學費 )

400 蔡孟倫 + 陳侑鋮

200 吳國銓

感謝集集鎮店家及熱心協助回收的志工，

因為，有您們一路的支持與陪伴！讓社

區的垃圾減量；同時讓它變黃金。更重

要的是，它讓弱勢公益團體有了微薄的

收入，做為基金的運用。

1-6 月物資捐贈
贈者 捐贈物資 捐贈者 捐贈物資
麗珠 牛番茄 3.5 斤 詩凡媽媽 羊奶 12 瓶
胡瑩 廢電池 0.9 斤 和風山寨 麵線 30 斤
阿棋 青椒 3kg 集集國中 長袖上衣 39 件
含笑 餅干 3 包 廟祝阿木 饅頭 3 包

出外人 白米 140kg 集集婦聯會 香蕉 6 串、粽子 30 顆、番茄 5 盒
賴麗雪 洋蔥 11.8 斤 社區黃小姐 香腸 3.5 斤
白如月 水餃 11 盒 水里柯先生 吳郭魚 35 斤
楊添木 饅頭 40 顆 竹山愛心人士 包心菜 1 箱
蔡瓊珠 多肉植物土壤 1kg2 包 陳老太夫人 飲料一批、蘭花盆栽 21 盆
江明俊 薑種 24 斤 老李牛肉麵 麵條 11.5 斤、水餃 9.5 斤、餛飩 1 斤
高淑慧 牛番茄 9 斤、茄子 5 斤 集集美又美 礦泉水 600cc15 箱、飲料 5 箱
邱進益 餅干 6 斤 鹿谷鳳凰山寺 白米 360 公斤、餅干 9 件、麵 2 件
廖敏宏 白米 24 公斤 WT 婚里企劃 番薯片 380g 5 包
陳昭煜 八寶粥 10 罐 集集上帝公協會 高麗菜 54 斤
楊美姿 青椒 5 斤 南投愛心會 糖果 3 斤白米 44 斤

連家偉 吳郭魚 14 斤 社區愛心人士
白米 8 公斤、麵條 4 包、白米 4kg、玉米
濃湯包 5 份、米 4kg、紅龍果 10 斤

范國松 舒跑 4 箱、餅乾 4 盒 嘉義鎮安宮
餅干 10kg、米粉麵 4kg、泡麵 21 碗、
汽水 14 罐、醬油 7 組、米 21kg

永昌宮
甜糯米糕 10 塊、水果 5 斤、 西瓜半顆、
麵線 2.1kg、鳳梨酥 1.6kg

愛心人士

壽司米 3.4kg、白米 10.4kg、玉米罐 3 罐、
餅干 5.2 斤水果 9 斤、包子饅頭 5 斤、
地瓜 3.5 斤、蘋果 3 顆、高麗菜 45 斤、
鹽 3 公斤、糖 1.5 公斤、餅干 3 包、油 1.5
公升 3 罐、罐頭 7 罐、大燕麥片 800g3 罐、
醬油 870L3 罐、羊奶 180 毫升 15 罐、
青椒 4 斤、吳郭魚 26 公斤、茄子 7 斤、
冰糖 1kg、綠豆 0.5kg

武昌宮
麵線 55 斤、餅干 22 斤、果凍 34 斤、
白米 150kg

湘雲 蛋 3 斤、沙茶醬、高鮮各 1 罐、雞蛋 3 斤

沈英雪 痠痛凝膠 10 條、罐頭 15 罐

慈德寺
杏�菇 1.5 公斤、花生 0.5 公斤、素食肉魚
鬆 300g5 包、水果 1.5 斤、桂竹筍 8 斤

慈光精舍
玉 米 粒 6 罐、 奶 茶 250ml1 箱、 調 和 油
1.8L6 罐香菇素蠔油 1L2 罐、麵筋 4 斤、
糖果 3.8 斤、水果 10 斤集鮮超市 紅龜粿 2.8 斤、米糕 3 斤、糖果 4.4 斤、

ps: 本期因版面因素，捐款名單只刊登 1~5 月份，未登載部分於下期刊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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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齡資訊講座

長照 2.0 今年已經開跑，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家屬的權益，家長是一定要知道的，藉由參加資 訊講座

來認識長照 2.0 所提供的服務內容，更新自己對於自身所能使用福利的了解，除此之外，更可以為

往後的照顧上增添一分力量 ( 圖一、圖二 )；另外，有調查指出，國內逾六成中老年人罹患「三高」，

也就是說現在 40 歲以上的成年人，有半數以上飽受高血糖、高血壓及高血脂所苦，由此可知，三高

問題確實對於健康造成嚴重的危害，儼然已成為現代人的健康隱憂，除了家屬本身未來將會邁入老

年，身心障礙者多數也進入中年的年紀，俗話說預防勝於治療，聽完講座後將所學的資訊落實在日

常生活，調整生活上的習慣，讓自己身體更健康，也是大家樂見的 ( 圖三 )。

家長來參加資訊講座時，除了吸收知識外以外，也有動態的活動，讓自己的身體動起來，使筋

骨放鬆，舒緩平時因照顧而緊繃的身體；奧福老師利用音樂作為基礎，變化出各種不同的活動，例

如帶動唱、玩遊戲、節拍樂器合奏等等，過程中大家臉上都充滿笑容 ( 圖一 )；體適能老師讓大家一

起舞動身體，跟著老師的口令，即使到後來覺得有點喘也是盡力跟上，運動完流汗的感覺好舒服 (

圖二 )；謝老師教導大家利用簡單的手勢及工具，平時在家也可以自己按摩穴道或是幫家人刮痧，用

簡單的保養方式來排除身體毒素，加強體內的循環，解除疲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