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費說明：滿5000元免運費(限同一地址)，每多運送一個地點加收運費150元，離島或國外運費另計。

餅乾禮盒　訂購電話：恆愛發展中心（02）2763-4210、8787-7332

誠意十足禮盒   
售價600元　9/22前優惠價550元

‧  鳳梨酥：八卦山土鳳梨酥2入、金棗鳳梨酥2入
‧ 手工餅乾：地中海鹹餅乾(內含洋蔥)3片、紅藜
麥芝麻燕麥餅乾3片
‧ 黃金柚子餅：柚子豆沙餡餅3入(與基隆老店連珍
餅舖合作)
‧ 馬拉果茶包：     
洛神蜜桃白茶5包

滿心喜月禮盒   
售價480元　9/22前優惠價450元

‧  鳳梨酥：八卦山土鳳梨酥2入、金棗鳳梨酥2入
‧ 手工餅乾：地中海鹹餅乾(內含洋蔥)6片、紅藜
麥芝麻燕麥餅乾6片
‧ 黃金柚子餅：柚子豆沙餡餅3入(與基隆老店連
珍餅舖合作)

玉兔迎賓禮盒   
售價450元　9/22前優惠價420元

‧  鳳梨酥：八卦山土鳳梨酥6
入、金棗鳳梨酥6入

訂購單請上網下載 www.diyi.org.tw

中秋特別獻禮
一份禮盒二份愛   公平貿易 自食其力

 第一社福基金會與畢嘉士基金會再次聯手，邀請您支持台灣的心智障礙青年及馬拉威小農。
馬拉威的南部海拔約1000公尺，是非洲知名的優質茶葉產區。

傳承近百年的Satemwa茶園，是馬拉威第一個取得公平貿易認證的茶園。
因為您的支持，讓更多智青可獲得訓練機會，生活更有自信；

也因為您的支持，讓馬拉威小農感受來自地球另一端的關懷，也為他們帶來美好的改變。

今年就讓第一的中秋好禮為您傳遞這份誠摯的心意吧！

手工皂禮盒　訂購電話：博愛發展中心（02）8509-6395

花之戀禮盒   
售價399元

9/22前優惠價350元

‧  手工精油皂4入：   
花形皂2入，100±5g    
葉形皂2入，75±5g
‧  香皂玫瑰花瓣1朵

古典玫瑰禮盒   
售價320元

9/22前優惠價280元

‧  手工精油皂3入：   
100±5g

愛 . 幸福禮盒   
售價320元

9/22前優惠價280元

‧  手工精油皂3入：   
100±5g

2017中秋獻好禮 祝福您佳節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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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12月1日  忠實紀錄心智障礙者的訓練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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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福基金會附設發展中心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TEL: 2729-4304．FAX: 2758-0220
▎博愛發展中心(成人組)／TEL: 8509-6395．FAX: 8509-6962
▎博愛發展中心(學前組)／TEL: 2797-6606．FAX: 2798-7323

▎中和發展中心／TEL: 8226-3522．FAX: 8226-3475
▎崇愛發展中心／TEL: 2246-0820．FAX: 2247-0360
▎恆愛發展中心／TEL: 2763-4210．FAX: 2763-4219
▎愛智發展中心／TEL: 2968-8525．FAX: 2968-8527
▎愛立發展中心／TEL: 2954-1149．FAX: 2954-5614

▎永愛發展中心／TEL: 2720-8817．FAX: 2720-4472
▎三興團體家庭／TEL: 2739-1032．FAX: 2739-2920
▎楓橋／象山團體家庭／TEL: 2720-8817．FAX: 2720-4472
▎第一輔具資源中心／TEL: 2720-7364．FAX: 2723-9464
▎愛新發展中心／TEL: 2999-0258．FAX: 2999-0257



發展遲緩或多

重障礙的幼兒因為先

天生心理的限制，在

學習的路程上總比一

般幼兒辛苦，一般幼

兒在二歲以前大都能

發展粗大動作如坐、

爬、站、拿取等，也

開始牙牙學語，但是

許多發展遲緩或多重

障礙的幼兒在二、三

歲接受早期療育時，

才開始學吃飯、說

話、站起來或走路。

今年第一社會福利基

金會「快樂童年，展

翅飛翔」第一家族聯

合畢業典禮，歡送接

受早期療育的30名
發展遲緩及身心障

礙幼兒進入國小或幼兒園就讀，展開人生的新頁。不同以往的是今

年的畢業生致詞由四位可愛的小朋友瑞安、品宏、子暄、彥霆一起

上台，小朋友們因為怕怯場，所以決定手拉手壯膽一起上台謝謝老

師，大聲說：「老師我愛你！我會加油！」，這四位愛智F4天真的
模樣讓在場老師與家長都笑開懷，在感傷的離別氣氛中，讓老師及

家長們會心一笑，因為這群孩子們初到第一接受早療時，可不是這

模樣呢！

一直是第一好朋友的臺北市社會局副局長黃清高也到場祝賀，

他十分肯定第一社福在早期療育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他強調不僅

是第一社福，政府及教育局也能成為孩子及家長的後盾，永遠和家

長站在一起，提供無障礙及融合教育的照顧，也預祝第一今年畢業

的小寶貝新的旅程順利美好。

106年有30位孩子從第一社福畢業進入國小及幼兒園就讀，邁
向他們人生的另外一段旅程；30位小朋友中有17個人將進入國小
就讀，另外13位則進入幼兒園。其中6位小朋友因為學習和復健狀
況良好可以進入一般幼兒園就讀，1位小朋友進入國小普通班，其
他23位小朋友將進入特幼、普幼特教班、國小特教班就讀。為了讓
小朋友們未來的老師能夠更加了解孩子目前的狀況，第一社福的老

師會和家長連同孩子未來學校老師一起開會討論，除了提供畢業生

的完整學習紀錄，更讓學校了解學生需要甚麼樣的輔助器具及環境

動線需要如何規劃才方便安全進出，避免孩子進入學校後產生無法

適應校園的狀況。賴美智執行長說，若學生畢業之後家長在孩子的

適應或學習上碰到困難都可以回第一諮詢，第一也會提供協助，讓

學生和家長都能好好的度過這個過渡期。第一社福很高興有機會可

以為這些孩子服務，賴執行長

說，理論上雖是教保老師、

治療師、社工在服務孩子們，

其實，這群孩子更像第一的老

師，因為要因應這些孩子不同

的身心功能和服務需求，讓第

一社福研發出更多專業方法來

滿足需要，在第一，孩子跟老

師是一起成長的。

第一社福基金會也感謝台

北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西柏

科技、曜翰有限公司、衛福部

社家署支持早期療育，贊助這

次活動舉辦。

「快樂童年，展翅飛翔」
恭喜第一寶貝們勇敢走向新人生

根據衛福部統計處統計105年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
通報概況顯示，全台灣0-6歲及6歲以上通報人數約為21,749名。而
研究發現，發展遲緩兒在3歲前接受早療，療效是3歲後的10倍，
所以第一基金會的早療日托組設立幼幼班，療育年僅一歲半左右的

幼兒，時段組更是從零歲開始服務，每年第一家族畢業典禮，除了

離情依依的氣氛外，也展現第一寶貝們經過早療之後驚人的進步成

果，所以建議家長們一定要掌握早期療育黃金期。

▲ �

畢業生開心上台

領畢業證書。

▲

�愛智F4瑞安.品宏.子暄.彥霆
謝謝老師的教導與照顧，可

愛模樣沖淡離別的氣氛。

▲ �在課堂上運用呼拉圈做拔河遊戲，訓練手部肌肉亦可

跟其他小朋友增進互動。

▲ �臺北市社會局副局長黃清高說政府也

能成為孩子及家長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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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就是激不得」，為了參加活動常常激發

瑞安行走的企圖心。

接受早療 跟著老師一起哈韓     
腦麻兒翔翔換上西裝要變帥歐爸

將滿7歲的翔翔是腦性麻痺兒，5年前開始到第一社福附設的第
一兒童發展中心接受早療。翔翔來到第一之前沒辦法自己坐著，在

家中都是躺著，僅剩左眼尚有一點視力，可以看到大概直徑5公分
大小和距眼睛30公分內的物品；認知不是很好的翔翔一開始沒有什
麼口語能力，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為了幫助每個幼兒進行早期療

育，由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及教保員、社工組成專業團隊，按

照每個小朋友的情況訂定個別化服務計畫(ISP)，像翔翔這樣的腦性
麻痺兒，適用國外引進的「引導式教育」。這是透過特殊傢俱、輔

具和活潑有趣的音樂等，將復健和特殊教育整合，用遊戲、唱歌的

方式引導，小朋友常常不知不覺中，在日常情境裏自然而然的達到

復健功效。透過引導式教育，藉由音樂活動和輔具的幫助，運動翔

翔的四肢、訓練他的肌肉外，老師每天中午還幫他拉筋，現在翔翔

已經可以自己獨立坐著，也能推著助行器慢慢走。

翔翔的口語方面從原本的單音，受到哈韓族老師每天都播放韓

文流行歌的影響，開始對發音感到興趣，漸漸模仿說一些疊字，加

上認知的提升，會在對的動作、指令下，主動說出符合情境的詞彙

及短句，例如他第一次主動對老師說的話是在拉筋時，對著老師大

喊：「放開」，翔翔雖然對老師撂狠話，但老師絲毫沒有不悅感，

反而大驚喜，因為這代表孩子對於語言的表達性變得主動。翔翔在

畢業典禮當天特地換上帥帥的西裝，問翔翔以後的目標是什麼，他

很大聲地說：「變瘦瘦！」，老師笑說，因為翔翔想當「帥歐爸」

啦。

為了追媽媽 老師用激將法讓瑞安勤練走
「謝謝老師們在愛智給我的教導與照顧讓我成長很多，我愛老

師~老師我愛你！我會加油！」台上的瑞安剛來到第一附設的愛智
發展中心的時候還不會開口說話，畢業典禮當天，瑞安跟其他小朋

友一起上台致詞，台下的老師，心裡有滿滿的感動。

瑞安剛來第一時才剛要滿3歲，此時大部分同齡的幼兒已經會
跑會跳，也已經能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瑞安還不會說話，

只會用手指比劃，且需要大人一直抱著。瑞安是早產兒，患有周腦

室白質軟化症（ 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 ，簡稱 PVL ），在
媽媽肚子裡才七個月就提早到這世界報到，當時出生體重只有700
多公克，全身插滿管子。老師說，第一眼看到瑞安就覺得他是個很

聰明的孩子，剛到中心時一雙靈動的大眼就一直轉來轉去的，還會

用手指來指去，好像在觀察這個環境。瑞安剛到中心沒有口說的能

力，老師們運用引導式教學，慢慢引導他開口說，從能開口說：

「爸爸、媽媽」到「車車」等其他的字彙，到現在已經可以完整地

敘述句子還能跟老師分享假日去哪裡玩，甚至頂嘴等等。

過去，瑞安常脹紅著臉大哭（因為媽媽要回家了），老師對

他說：「媽媽已經回家了，你要找媽媽，你就自己用助行器走過去

追，你自己去追！」瑞安就推著他的助行器一步一步慢慢地追過

去，直到確認媽媽真的已經回家了，瑞安才放棄。老師說他就適合

激將法，藉此也可以讓他練習使用助行器，老師也說他對助行器使

用能力也很好，當他在練習轉彎時，他會懂得要喬角度把助行器拿

起來，不像別的小朋友卡在轉彎處。瑞安從沒有口語能力及不會用

助行器，到現在從醫院回來即使生氣也不再大哭而會用語言表達，

老師跟他說道理他還能回嘴，已經慢慢追上一般同齡的孩子了。老

師也說瑞安對於引導式教學的接受度還有他的認知能力都很不錯，

接受早療才兩年多，進步非常的多，已經滿5歲的他，今年也即將
進入公托普通班就讀，老師有信心，相信瑞安一定能適應得很好，

在未來的人生，這只是個起點，瑞安寶貝，加油哦！

▲ �

想當帥歐爸的翔

翔上台接受畢業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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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愛發展中心教保組長  平心怡
榮獲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績優工作人員「育智獎」

成為家長可靠的支持

當過護理師的平老師，因為不喜歡護理工作需要輪班的工作

型態，毅然決然地拋下護理師的工作重新插班進入大學中文系研讀

（平老師跳tone跳好大），畢業之後考量到自己還是喜歡照顧人的
工作，看到報紙上第一社福徵教保員的廣告想說來應徵看看，沒想

到就在這個坑待了19年。
雖然平老師當過護理師，但是之前在醫院很少看到或照顧到

心智障礙者，其實對要怎麼跟第一的學生相處不是很了解，尤其還

是要到恆愛當烹飪班的老師，對於剛畢業連飯都沒煮過的平老師來

說真的頭很大，當時招募她的張培士老師反而老神在在的跟她說：

「放心，那些學生會教你的。」這讓她從不進廚房進化到煮了一手

好菜，也是一種出乎意料的收穫。雖然之前沒什麼接觸也不了解

心智障礙的孩子，但接觸之後，她發現這些孩子非常可愛，開心不

開心都很直白的表現出來，跟這些孩子相處其實很簡單一點都不複

雜，讓她開始愛上這樣的工作。

由於崇愛的學生年齡層大概落在中壯年，除了照顧學生外，很

多時候還要跟家長溝通孩子晚年後的規劃，包含怎麼讓兄弟姊妹接

手照顧、監護宣告⋯⋯為邁入「雙老家庭」的家長提供許多諮詢服

務，讓他們對於未來不再擔心惶恐。不過，這些年開始，家長的意

識抬頭，很多家長開始會對老師們提出較多的要求，但是老師要照

顧的一整班的學生，不太可能對單一學生特別照顧，所以要花一些

時間和家長溝通，這讓平老師覺得壓力很大，有時甚至會讓老師萌

生離開的念頭，只是學生們的可愛讓她走不了，她也只能試著和家

長建立關係，讓家長能放下心把孩子交給中心照顧。

當了這麼多年的教保員，看了許許多多學生的故事，她永遠忘

不了當初在CP班（腦麻兒）看到那些學齡前小孩努力的樣子，他們
每天辛苦的復健；學站、學走、學說話和學習運用手，每次遇到挫

折，她都會覺得自己不能因為這麼一點小事就低潮，因為比起來，

她的小挫折根本無法和這些孩子往後得面對的課題來的沉重。或許

就是這樣，平老師總是笑容滿面的面對學員，成為家長可靠的支

持，平老師，謝謝您！

博愛發展中心教學副組長  呂祥慧
榮獲106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績優工作人員「育智獎」

早療療育的不只是孩子，在過程中也
療癒了家長和老師

會進到第一社福來工作是因為張培士老師的延攬，即使跟自己

所學的不同，但喜歡跟孩子相處的祥慧老師還是毅然決然的踏入早

療這個領域，轉眼即將邁入在第一的第30個年頭。雖然老師已到
可以退休的年資，但她依然堅守岡位，為需要早療的孩子們服務。

熱情開朗的祥慧老師說，其實這中間她也遇到過低潮和瓶頸，想過

要離開第一，但第一這個大家庭太溫暖，加上自己對孩子有種使命

感，讓老師即使萌生過這種想法也離不開。

很難想像愛笑的老師也有低潮的時候，不過，會接受早療的

孩子跟一般孩子是完全不同的，一般孩子很容易學會的事情，接受

早療的孩子可能要花到5倍甚至是10倍以上的時間才能做到，有時
候會因為進步不明顯，讓家長容易出現挫折感，而這些挫折感也容

易變相施壓在老師身上，讓老師忙於孩子的早療規劃外，更要忙於

應對家長強大的期待。面對這樣的壓力，祥慧老師調適自己學會和

家長溝通方式，她認為這也是一種學習，逼迫自己不斷成長，讓她

和家長們開始建立了似師似友的關係。跟著孩子一起開心一起哭，

即使只有一點點的進步都給祥慧老師帶來很大的成就感，對老師來

說，早療療育的不只是孩子，在過程中也連帶療癒了家長和她自

己，這也是為什麼她離不開這份工作的另外一個原因。

當然，家人的體諒也是老師能繼續做早療這份工作的重要原因

之一。從家人出國還會幫老師注意有沒有適合早療的遊戲就可以知

道，家人真的非常支持祥慧老師，讓老師非常感謝。目前老師除了

在小博愛進行早療之外，也會支援巡輔去幼兒園或是其他有需求的

單位服務，其中有個案例讓她印象非常深刻；跟中心的孩子不同，

這個孩子很正常，只是有「語言緘默症」（就是不開口說話），祥

慧老師接手輔導

之後，這個孩子

從不說話，到幼

稚園畢業時成為

畢業生致答詞的

代表，轉變之大

讓幼兒園的老師

和家長都很驚

訝，這，就是祥

慧老師成就感的

來源。

賀~
恭喜獲獎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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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組主任  呂雅嵐
榮獲106年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

努力讓社工夥伴在工作的每一天都覺
得很棒

大學社工系畢業之後，因為希望從事跟孩子相關的工作，考量

本身的專業和工作環境之後，雅嵐老師選擇加入提倡早期療育的第

一社福基金會，這一做，就是15個年頭。雅嵐老師覺得第一不但讓
她實踐了夢想和信念，更讓她能照顧自己也有餘力去照顧別人，是

社工們很有力的後盾，不管有什麼想法，只要提出，都有實踐的機

會；組織的支持讓社工們擁有更好更彈性的工作空間，時時能吸收

新知，跟上世界的步伐。

進入愛智中心開始社區服務之後，雅嵐老師發現原來臺灣還是

有很多家庭生活得如此辛苦與不容易，每次看到這些家庭，雅嵐老

師都覺得自己應該要更努力幫他們，這些弱勢家庭彷彿是福利制度

裡的棄兒，他們不被社會信任，也因此無法信任這個社會，所以容

易被忽視，甚至被排拒在社會網路之外。但經由社工們的陪伴和溝

通，漸漸地，這些家庭願意打開心防，願意開始和這個社會重新建

立信任關係，對於雅嵐老師來說，這些成果是她能堅持社工這份工

作至今的原因。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輔導都有完美的結局。對於她曾輔導的一

個家庭，案家小朋友因腦傷而導致肢體障礙，她與年邁外婆及精障

的舅舅同住，在這種環境下，孩子對於陌生的雅嵐老師還是願意露

出她甜甜的笑容。由於社會局委託樂智中心協助這個家庭，由雅嵐

接手探訪案家的狀況，接觸的同時老師也了解了這個孩子令人心疼

的故事，即使盡全力想幫助這個家庭完整，但隨著舅舅時好時壞的

狀況，加上外婆後來罹患癌症，最終，孩子還是得離開這個家到其

他機構生活。雅嵐老師難過失信於孩子，但是之後去探望這個孩子

時，她的開心微笑，她努力復健和學習走路的精神，都讓雅嵐老師

從這個堅強的孩子身上得到許多。

社工的工作並不輕鬆，我們很慶幸像雅嵐這樣熱情的社工能堅

持15年，也恭喜雅嵐老師榮獲106年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希望
她能達到「讓夥伴在社工領域的每一天都覺得很棒」的這個心願。

博愛發展中心社工  余昌晏
榮獲106年度臺北市優良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

堅持專業 從小事累積工作動力
像許多不了解自己想做什麼事情的學生一樣，大學分發需要填

志願卡的關係而選擇了自己一點都不了解的社工系，退伍之後也沒

有刻意要選擇社工當職業，當時昌晏老師是到知名連鎖速食店當幹

部。不過，即便薪水跟福利都不錯，但是上下班的時間會因為排班

的關係時常變動，不習慣這樣的作息，也感覺自己的身體健康似乎

因為這樣變差，為了自己著想，昌晏老師毅然決然地離開連鎖速食

店，即使對於未來的工作抱持著開放的心態，但跟第一有緣分的昌

晏老師就這樣被錄取進入第一當社工。

目前昌晏老師是博愛發展中心的社工，服務對象主要是中心裡

面的學員及其家人。在第一社福的工作讓昌晏老師遇到很多學員的

家長，透過和家長的訪談，他得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經驗，這些家長

教給他非常多的東西。昌晏老師非常明白這份工作的界線在哪裡，

雖然和許多家長熟識，但該堅持的原則昌晏老師也不會退讓，這是

一個專業的社工該守住的，畢竟，光靠熱情是不夠的。也許世人會

從電視劇中塑造出對社工的刻板印象，有些人可能認為社工就是要

熱血到不顧一切才能幫助到人，但事實上，這種作法不僅會危害到

其他學員的權利，也會給其他社工同仁帶來麻煩，是一種非常不專

業的行為。

在第一工作10年，昌晏老師對於社工這份工作有了更多的體
認，從一開始的手忙腳亂只想把工作做完，到現在除了追求工作完

成外，昌晏老師更要求自己提高完成的質量。雖然社工的工作很辛

苦，但昌晏老師覺得在第一工作很快樂，而學員的天真也常常讓他

感到莞爾；像有學員開心向昌晏老師秀自己的新手機，卻在昌晏老

師警告會被沒收後人手刀消失。雖然都只是些小事，但這些每天發

生的小事卻是昌晏老師持續社工這份工作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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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特教系二年級  陳意晴

這是第二

次在愛智度過

暑假，有別於

去年志工的身

分，今年透過

勤勞基金會的

媒合來工讀，

在熟悉的愛智

發展中心繼續

學習、認識特

教領域更多面

向。

不同於還

在學走路的CP
班，學前班的孩子每個會跑會跳甚至會飛，行動自如的他們卻還不

善於控制情緒、也無法適當的表達需求。例如自閉症的孩子常常會

待在自己的小星球裡，而外在的事物有時就像衝撞星球的隕石，一

旦小星球受到刺激亂了步調，便會天搖地動還有很大的情緒反應，

因此學習常規、接受刺激、處理情緒的課題，就好像有厚厚的大氣

層一樣，小星球可以抵擋隕石保護自己，才能在偌大的宇宙裡生

存。

在每天教學現場當中，都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狀況，最佩服的是

老師們也總有各式各樣的教學策略，行不通的方式就再換一個，能

從孩子的角度來考量，這樣的耐心和體諒，更是未來要成為特教工

作者的我所該學習的。

很謝謝愛智願意給我機會來學習，無論是在CP班或是學前班，
主任及老師們都很樂意無私的教導我，讓我獲得了很多學校課堂以

外的臨場經驗。

長庚大學保健營養系一年級邱言純                 

在愛智發展中心，常有機會看到默默行善的人，或許他們只是

用自己的專業來幫助身心障礙小朋友，卻在過程中帶給這些孩子不

一樣的愛。

那天，這位小兒科醫生和護士阿姨來到中心義診，看在我眼

中，他們小小的動作、簡單的話語都充滿著許許多多的愛與溫暖。

草原班的小一老師說，身心障礙小朋友在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如果到

一般診所就診，醫生可能按耐不住他們，通常都要到大醫院預約

門診，但這位陳醫生

卻親自前來幫小孩義

診；在小朋友熟悉的

環境中、加上老師的

專業能對每位孩子有

不一樣的協助技巧，

前來義診的醫生更容

易檢查到外面醫生所

不容易找到的病因。 
很高興這次能延

續著期中工讀，暑假

再次回到愛智草原班

協助服務這些特別的

孩子，更難得的是能看到醫生義診的情形。而這些默默行善的人，

也鼓勵我要更加努力，未來成為像他們一樣能用自己專業，默默行

善、熱心助人的人。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三年級蔡珮暄

在博愛發展中心工讀的這一個月，這裡的老師都非常和善親

切，遇到不懂的問題，老師們都會為我解答，在這裡我也學習到以

前沒接觸的，例如做小孩的教具，使用護貝機。在協助日托小孩部

分，一開始記不太得他們的名字，也比較不知道怎麼和他們互動，

後來老師跟我說，要多跟他們說話，雖然他們不一定都會回應你，

但也會聽你在講什麼，後來透過與孩子們遊戲互動的過程中，與他

們漸漸熟悉，他們也都很樂意跟

我玩，跟他們建立起關係，是讓

我覺得非常開心的一件事，雖然

有些小朋友比較沒有語言能力，

但只要能給予明確指示的話，他

們還是能夠理解，和他們相處在

一起，即使不是能和每位小朋友

都能言語交談，但看到他們的笑

容，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在博

愛發展中心為孩子們相遇，為他

們服務，對我來說是個很棒很難

得的體驗，也很感謝老師們的教

導，希望有機會能再來這個地方

做服務。

台塑勤勞基金會暑期工讀心得

恆愛榮獲第25屆台灣北東區心智障礙
啦啦隊比賽甲組優等獎，愛立榮獲乙

組優等獎

本會辦理的恆愛發展中心及愛立發展中

心，參加第25屆台灣北東區啦啦隊比賽，
皆得到「優等」的佳績。第一的童心寶貝們

已經連續參加好幾屆，每次比賽都需要專注

練習超過三個月，老師細心的教導學生們反

覆的練習，即使依然會忘記走位或跟不上拍

子，但參加一年一度啦啦隊比賽不是為了輸

贏而是那一份榮譽感，這麼精彩的演出是不

是更值得鼓勵呢！

“狂賀”

▲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陳意晴利用暑假在愛智發展中心擔任小助教。

▲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邱言純協助板橋佳禾小兒科診所陳

醫師在愛智的義診活動。

▲ �姐姐陪我套圈圈，我好厲害。

▲ �恆愛高跟鞋啦啦隊好讚！

▲

�看我們愛立啦啦隊的pose
是不是很厲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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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邦電子捐助交通車

中心交通車除了接駁學員到上下學之外，有些學員肢體行動不

方便，上下車都需要二個人手以上扶持或推上，這些中重度的孩子

屬於出門不易一族，但是中心仍然定期安排學員外出進行社區適應

活動，絕不因為肢體功能差而限制他們外出機會。中和發展中心交

通車已經是9年的老爺車(政府規定10年一定要汰舊換新)，車齡久，
司機叔叔開車無不戰戰兢兢的；加上冷氣壞掉，無論對開車的司機

叔叔或是搭車的學員都是辛苦的差事，謝謝信邦捐助交通車一部。

這部車，將是孩子們可以穩定離家學習、出門開拓眼界與社會接軌

最佳工具。

Google油漆志工服務讓三興團體家庭煥然一新
Google台灣員工趁著周末假期三興團體家庭的住民返家期間，

約40位同仁前來進行油漆志工服務，大家一起搬移家俱、粉刷、清
潔善後，對於只有女性教保員的團體家庭來說真是幫了好大的忙，

智青們返回三興看到煥然一新的團體家庭都非常開心。為了鼓勵員

工行善，總公司亦會依照志工人數進行相對捐款支持第一心智障礙

者服務，感謝

Goog le對本
會服務對象的

關愛。

UBS亞太區慈善保齡球賽
7月25日的夜晚，圓山保齡球館熱鬧非凡，UBS舉辦慈善保齡

球賽，六十多位志工朋友與第一的智青組隊競賽，有的智青一玩就

上手，姿勢一百、得分也精彩；有的智青在球道上琢磨著pose，慢
慢的沉思著出手的時機，莫名逗趣。感謝UBS志工熱情又耐心的陪
伴與指導智青，讓這群大朋友有了難忘的保齡球活動初體驗。

感謝大直扶輪社長期贊助第一社福才藝社團

第一社福的歡樂敲打響叮噹樂團受邀參加大直扶輪社新舊任社

長交接典禮，賣力演出博得滿堂喝采。謝謝大直扶輪社長期贊助第

一社福才藝社團。在第一社福的實務經驗發現，心智障礙青年透過

適當的音樂、律動的訓練課程，不但能彌補缺損的認知和肢體動作

功能，也可放鬆其肢體和心情，在唱唱跳跳中，舒緩了其焦躁的情

緒，表演的成就感更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當天的演出，

團員們在滿場的掌聲中，依依不捨的離場，團長淵淵還多次帶團員

向現場來賓

彎腰敬禮致

意，風光場

面不亞於藝

人的演唱會

呢！

感謝新思科技志工社的同仁來到愛新幫忙     
愛新發展中心推廣的「魚菜共生」計畫有幸得到新思科技的贊

助，不只如此，新思科技志工社的同仁還很熱情到愛新去協助香草

的種植。炙熱的太陽在當天高掛，但沒有一個人因此退縮，志工和

學員在大太陽下合力拌土和移盆，讓愛新的屋頂變成綠意盎然的香

草花園！下次

路過愛新，大

家可以去喝杯

無農藥的香草

茶，一起品嘗

志工社同仁和

學員們的合作

成果唷！

Kevin老師與第一社福的媽媽彩妝午茶約會
 在母親節前夕本會舉辦母親節親子活動，特別感謝台北怡亨酒

店贊助場地及餐點等，也感謝BeautyMaker彩妝大師Kevin老師，
指導平時忙碌的媽媽們打亮氣色的彩妝，還贈送媽媽們一套彩妝，

當日孩子還跟媽媽一起DIY母親節蛋糕，最後再與媽媽一起享用下
午茶點，慰勞平時辛勞的媽媽，也呼籲大眾給心智障礙孩子及家庭

更多的包容及協助，支持第一社福「身心障礙者全方位需求支持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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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AAZE讀冊生活網路書店，不但可以買書，也
可以賣書，更可以將您的二手書義賣銷售所得，自由

選擇捐給自己關注的公益團體。今年開始第一基金會也

成為TAAZE二手書義賣捐贈的公益團體之一，我們也歡迎
大家加入TAAZE網路會員，上
架二手書申請義賣，並捐贈義賣

收入支持第一社福心智障礙者服

務，讓愛循環，也重拾閱讀的美

好時光。

~捐書義賣，永續傳愛~

TAAZE網路書店
二手書義賣步驟教學

邀您響應「捐款贈」活動

捐款方式
．郵政劃撥 05175271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請註名：索取 XXX門票或 XXX贈品）
． 信用卡捐款請填下列授權表並傳真至：02-27201932  捐款洽詢電話：02-2722-4136#831  或至本會官網 www.diyi.org.tw線上刷卡

姓名：  性別： □ 女   □ 男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分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收據抬頭： 　身份證字號／統一編號： （同意上傳至國稅局，採網路申報時免附收據）

收據寄發： □年度彙總 (隔年 3月寄發 )     □按月寄送（每月 27日扣款後寄發）    □不需收據                                 

【贈品收件人資訊】： □同捐款人

 口另寄，姓名：    電話：    地址：

我願意 □月捐 200元 (持續一年以上 )，或  □單筆捐款 2,000元，索取「OTG隨身碟」

  □  月捐 600元 (持續半年以上 )，或  □單筆捐款 3,600元，索取康健雜誌半年期（同意本會將收件人姓名、聯絡電話、寄送
住址等資料交予康健雜誌負責寄送。）

 □單筆捐款 600元或  □其他金額 元，索取絨毛玩偶

  □捐款定期定額月捐 元 /或單筆捐款 元，不索取贈品

 註：定期定額月捐款，欲停止捐款請來電 (02)2722-4136#831

信用卡卡別：□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卡號： - - - （美國運通卡不適用）

發卡銀行： 　　信用卡有效期限： 月 年 (西元 )

持卡人簽名： （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欄簽名相同）

 (本會將開立捐款收據，隨贈品一併郵寄到府 )

幫助第一社福基金會服務不中斷～

>>  即贈送「康健雜誌6期」
註：凡參與捐款送雜誌，即視為同意本會

將捐款人姓名、聯絡電話、寄送住址等資

料交予康健雜誌，由雜誌社負責寄送。

單筆捐款滿3,600元以上，	
或月捐600元	 	
（持續半年以上，限信用卡

方式）	

野獸國有限公司為數個國際知名收藏玩具品牌的台灣獨家代理商，

並固定於每年舉辦專業的大型收藏玩具展覽，同時取得許多官方

授權，如迪士尼、復仇者聯盟⋯⋯等產品授權，並推出授權系列商

品。感謝野獸國與第一合作，捐贈一批品牌正版授權絨毛玩偶，現

在只要單筆捐款600元
以上，即贈送品牌授

權4吋絨毛玩偶一隻。
（贈品採隨機出貨，

不挑款）。

>>  即贈送   
品牌授權絨毛玩偶單筆捐款600元以上

>>  即贈送16G OTG隨身碟 
（電腦、Android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皆可使用）

單筆捐款滿2,000元以上，
或月捐200元	 	 	
（持續1年以上，	限信用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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