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美智執行長

組織調整

107年第一社福做了不少的組織服務調整。首先，面對少
子化的趨勢，我們將內湖小博愛發展中心幼兒和第一兒童發展

中心合併，房舍還給台北市政府；並且逐步減少中和發展中心

的早療班數，騰出有限的空間給大排長龍的成人心智障礙服

務，預計108年7月和板橋愛智發展中心合併，成為完整的成
人中心，空間也調整以更符合高頭大馬或坐輪椅的心智障礙成

人的身心功能所需。

又，為了讓行政管理更為整合及有效率，我們也在107年
略裝修第一家園的三和四樓住宿空間，將夜間住宿型的象山和

楓橋二個團體家庭和五、六樓的日間服務型之永愛發展中心

整併為一個全日型機構－永愛發展中心，108年2月1日正式掛
牌。

另，為了因應長照法的規定，且更有效營運、發揮本會

輔具助人的長才，我們將原先由輔具中心兼顧的輔具租賃和清

潔消毒事業由轉給第一社會企業公司經營，然後增加承接圓山

花博園區的合宜輔具中心，並將強化市面上較為忽視兒童輔具

專業評估諮詢服務；這樣一來，無論是輔具評估、維修、清潔

消毒以及租賃給身心障礙及長照服務需求者，第一能夠有完善

的團隊來提供服務。

獎項不斷

107年，第一共有50多名服務對象因美術、音樂、律動表
現優異而獲獎；2位家長因克服萬般困難照顧孩子而獲獎；10
位員工因服務專業與熱忱而獲獎。此外，以對於身心障礙和多

類弱勢就業族群營造融合及友善職場深具口碑的第一社會企業

也在107年獲得《遠見雜誌》首次針對社會企業舉辦的社企之
星獎，這不僅擦亮第一社企的招牌，也引起各界開始關注台灣

的社會企業發展。面對獎項殊榮，第一社福仍要更謙虛的學

習，提升自己的服務專業與態度，維持第一的專業領航屹立不

搖。   

籌募善款

107年對於第一社福，也是艱困的一年。隨著經濟的不景
氣，因應企業募款漸增難度，我們也增加了Line pay募款管
道，希望便利的捐款方式能吸引多一些捐款的挹注。但，也很

幸運的，一些企業愛心夥伴依舊不吝提供支援，例如，富邦集

團107年初為第一社福舉辦公益高球球敘募款，108年又在1月
8日更盛大再度辦理，還安排服務對象和知名的運動明星一起
作畫。非常感謝富邦集團幫助有點焦慮的第一社福在108年初
有一個美好的開始。

迎接40年生日
第一社福來將在108年邁入成立的第40年，同時也有旗下

單位的10、20、30周年慶，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紀
念性的里程碑。管理階層已規畫出108-110年的策略藍圖，讓
第一社福在往前邁進時方向明確、按部就班到位。也預計規畫

系列性的慶祝活動，讓社會大眾更加認識第一社福。

面對越來越多的社會期許與責任，我們希望所有的工作

夥伴都能在身心平衡的狀態下陪著第一社福往前行，所以108
年我們將會更重視同仁的職場友善化，盼望每個在第一社福服

務的夥伴都能健康又快樂，充分發揮出助人的能量！

祝福您

新年快樂 諸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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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福基金會附設各單位

機構：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

・博愛發展中心

・中和發展中心

・崇愛發展中心

・恆愛發展中心

・愛智發展中心

・愛立發展中心

・三興團體家庭

・永愛發展中心

・愛新發展中心

・三重五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社政方案：

・臺北市南區輔具中心

・臺北市合宜輔具中心

・臺北市信義南港區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新北市遲緩兒童個管服務

・ 新北市樂智身心障礙者家庭
資源中心

・新北市偏鄉早療服務

・第一行為工作室

・社區大學健樂營

職重方案：

・第一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中心

・第一清潔社會企業

・第一物業管理庇護工場



2019新年伊始，富邦金控再次攜手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舉辦
「讓愛轉動 為你加油」公益球敘活動，富邦贊助的體育選手齊聚響
應，包含富邦悍將副領隊陳金鋒、球星林哲瑄、胡金龍、林益全、

蔣智賢、高國輝；還有台灣舉重女神郭婞淳；高球選手潘政琮、徐

薇凌、姚宣榆、盧建順、李旻、陳宇茹、葉昱辰以及富邦勇士隊球

星張伯維等都共襄盛舉，以「正向的力量」讓愛持續轉動！

富邦力挺雙老化家庭服務  呼籲大眾一起支持
在第一社福所照

顧心智障礙學員中約有

20%的服務對象超過
40歲，年邁家長照顧
中高齡憨兒的案例愈趨

增加，因此「雙老化家

庭支持服務計畫」成了

基金會的重點工作，每

年皆需募集龐大經費支

應專業人力及更新設備，急待社會善款支持。去年富邦集團所贊助

的高球好手潘政琮跟蔡明忠董事長提到，希望邀請富邦一同關注心

智障礙者的「雙老化議題」，促成了第一次的公益球敘活動，今年

富邦再次攜手第一社福舉辦公益球敘，是希望能讓更多企業及社會

大眾來共同關注這議題。特別感謝富邦集團中的momo購物網後續
也將協助販售選手們與第一社福學員創作的商品，希望募集更多善

款，為心智障礙者雙老化家庭打造更好的未來。

momo購物首度加入        
  協助選手創作商品上架籌款

「讓愛轉動 為你加油」公益球敘活動由憨兒高球體驗課程揭
開序幕。教練群為台灣高球夢幻陣容，由現任台灣長春高爾夫球協

會理事長盧建順領軍，與在PGA創下台灣男子選手最佳排名的潘
政琮，還有高球好手姚宣榆、徐薇凌、李旻、陳宇茹、葉昱辰等，

帶領第一社福的學員們一同進行高球初體驗。第二年教學員打球的

潘政琮說，學員們雖然反應較慢，但是他們心智純真且樂於學習，

只需要多一點耐心指導，他們也都可以表現得很好；在練習場帶孩

子們擊球的盧建順老師則是驚訝唐寶寶阿倫的擊球表現，當社工跟

盧老師說明阿倫的眼睛不好，盧老師展現他資深好手的技巧，示範

一次後帶著阿倫的揮桿擊球，沒想到阿倫幾乎桿桿都擊中，老師大

呼：打的真好！

結束憨兒們的高球體驗後，接著登場的公益球敘活動，由台

北富邦銀行董事長陳聖德、富邦悍將副領隊陳金鋒、舉重金牌選手

郭婞淳以及潘政琮一同開球後展開。而蔡明忠董事長則因運動過

度、肩膀反覆受傷沒有開球，雖然醫生叮囑他要暫時休息，但因為

關心雙老議題，他還是親自到場為大家打氣。本次參與公益球敘體

育選手皆是台灣體壇各項目的好手，平日都忙於賽事與訓練，為了

公益活動，選手們紛紛排除萬難，到場共襄盛舉。富邦悍將副領隊

陳金鋒及球星胡金龍、高國輝都是第二年連續參與，今年更加入蔣

智賢、林哲瑄、林益全，將球棒換成球桿，一起揮出愛心。而甫在

卡達盃國際舉重賽以舉奪下三面金牌的舉重女神郭婞淳、富邦勇士

張伯維、以及高球好手陳宇茹也用行動支持公益，在下午的公益繪

畫活動中，與第一社福學員們一起作畫同歡，郭婞淳一筆一畫細心

畫出葉子，還加上一顆小愛心，她說，看到第一社福的學員們雖然

有些障礙，但在某些方面可能真的比一般人還要強，就像她看到學

員小庭的畫作，讓她非常驚艷，不只是輪廓、色彩用色上都非常厲

害。現場的體育選手小心翼翼地跟學員一起創作，因為完成的作品

將授權給第一社福製作愛心商品進行義賣。

富邦媒體科技(momo購物網)董事長林啟峰表示，聽到選手們
將與第一社福學員共同創作，並將作品授權做公益募款，實為一件

美事，高興也能盡一份心力，提供最好的管道作為公益善款的橋

樑。後續公益商品上架

時，歡迎民眾多多支

持。第一社福呼籲社會

大眾小額捐助，一起支

持雙老家庭，讓老憨兒

能被妥善照顧，也讓老

父母得以安心。

陳金鋒、郭婞淳、潘政琮揮桿獻愛心 力挺雙老化家庭服務

富邦金控再次攜手第一社福

『讓愛轉動 為你加油』

▲ �參與公益球敘的球員在晚宴上致贈簽名合照給富邦銀行董事長陳聖德及第一社福執行

長賴美智。

▲ �台灣美巡選手潘政琮與第一社福童心

寶貝開心擊掌。

▲ �台灣職業高球女將姚宣榆親切指導第

一社福童心寶貝如何推桿。

▲ �富邦勇士籃球選手張伯維與第一社福童心寶貝一同

創作。

▲ �台灣職業高球女將陳宇茹開心的拿起與第一社福童

心寶貝們的畫作。

▲ �台灣舉重金牌女神郭婞淳與第一社福

童心寶貝一同位公益義賣商品作畫。

▲ �台灣職業高球選手葉昱辰與第一社福童

心寶貝一起粘土創作。

2 服務第一線



光寶創立於1975年，是臺灣第一個上市的電子公司，產品主
要聚焦在核心光電元件及電子關鍵零組件之發展，致力在資源整合

與管理最佳化建立量產優勢上。光寶提供產品廣泛應用於電腦、通

訊、消費性電子、汽車電子、LED照明、雲端運算、工業自動化及
生技醫療等領域，其中旗下產品包括光電產品、資訊科技、儲存裝

置、手持式機構件等皆居全球領先地位，是世界知名的電子大廠。

和第一社福的緣分

為了促進心智障礙青年（以下簡稱智青）的社區融合，也為了

能讓他們多出來走動，從民國97年開始，第一社福和光寶文教基
金會承辦的信義社大合作，為智青開辦2-3門「健樂營」的課程，
如陶藝、基礎籃球、有氧律動、攝影班等，讓智青踏入社區大學修

課，建立規律性的休閒嗜好和運動習慣、也拓展人際，更進而與參

與社會及社會融合，合作迄今10年了，信義社大的課程已經變成許
多智青最期待的周末活動。102年光寶員工簡惠美小姐還主動為智
青開立夜間的「天使花園」課程，服務住宿在機構中的智青，透過

律動、美術和團康的整合，讓智青彼此之間有更佳的凝聚力，於是

「小美老師」成為永愛住民每周最期待見面的人了。

給予第一社福的智青滿滿的歡樂與陪伴

簡惠美小姐認為可以讓更多志工來陪伴智青，於是102年開始
先是舉辦健樂營和光寶科技籃球隊的籃球友誼賽，這一年兩次的

春、秋季健樂關懷盃籃球友誼賽，一直是智青們每學期最期待的正

式比賽，主辦單位幫孩子們製作正式的比賽姓名布貼，從熱身操開

始後的球賽，教練賽前苦口婆心地提醒：「等一下上場，就聽教練

的話，想盡辦法把球投進去籃框裡」，比賽時，阿鴻媽媽用熱切的

眼光緊追著阿鴻，阿鴻媽媽說，謝謝第一社福辦這個社團，讓社區

的孩子有機會出來活動筋骨；因為阿鴻的身體一直好好壞壞，有一

陣子住院幾個月，卻又一直心心念念健樂營的活動，媽媽鼓勵他要

努力讓自己好起來、回來打籃球，因為打球的動力讓阿鴻努力擺脫

病榻，現在場邊生龍活虎的樣子，跟幾個月前判若兩人，這些都要

謝謝信義社大願意配合才有可能實現。

其實不只籃球課，第一社福的智青們也選修了信義社大的烹

飪、拼布和塗鴉等一般課程，為了幫助智青適應，信義社大特別為

智青們找了小幫手協助他們參與上課，也為他們設計一套較簡單的

課程內容，激發智青們的潛能也建立他們的自信心。曾上過烹飪課

的阿帝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誰都沒想到上完烹飪課的阿帝回到家

後，竟然會煮菜給媽媽吃，有時候也會在三興團體家庭小試身手，

大家都說阿帝做的菜真的好吃，這對阿帝來說是莫大的鼓勵，讓他

對自己更有自信。

在光寶科技的志工

對機構的運作有一定的

認識後，發現到戶外進

行社會融合對智青很重

要，且住宿在機構內的

智青，平常比較沒機會

去較遠的地方走走，所

以光寶科技的志工決定

每半年一次，以志工和

智青1：1的人力比，帶
領參與天使花園課程的

學生坐遊覽車外出一日

遊。第一社福附設的永

愛發展中心是信義社大

鄰居，天使花園的學生

也幾乎都是永愛中心的

智青，和光寶科技志工

每半年的出遊對他們來說已經是每年必定的快樂行程，不過智青們

也希望自己能當主人來款待光寶的志工們，於是這樣的行程從一年

兩次的出遊改為上半年和光寶志工出去玩，下半年則由永愛中心的

智青當主人，以歡度聖誕節為主題，邀請光寶的志工和永愛智青一

起同樂，迄今已經有三年的聖誕節，都是永愛的智青邀請光寶科技

的智青一起同樂中度過。

光寶科技對於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非常的重視，這不是因為社

會趨勢所以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是因為覺得對社會環境有一份責任

心，也有能力持續回饋社會，甚至為此建立一份「光寶CSR行為準
則」，讓光寶集團在世界各地的同仁能有依據來為社會盡一分力，

光寶科技完全體現了「能力越強，責任越重」這句話。感謝光寶科

技願意深入了解第一社福智青們的需求，並提供協助，而這份善意

的助力將會是第一社福為了服務對象繼續精進專業，好讓他們生活

舒適的重要動力。

用心關懷，認真陪伴
光寶科技對第一社福智青的真誠付出

▲ �我們雖然是噗嚨共天團，但是打起球來一點都不含糊，學員們也會三步上籃，還有的

可以投三分線，也會搶籃板。

▲ �光寶的志工群與永愛的學員出遊。

▲ �光寶基金會執行長親率光寶志工陪伴永愛發展中心

天使花園的智青到石牌漢諾威馬場騎馬。

▲ �光寶的志工群們年年參加團體家庭的聖誕晚會。

3企業社會責任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榮獲

勞動部每年辦理「金展獎」，由各地方政府推薦進用身心障礙者達到一定比例或在提供友

善身障員工之職場環境、支持措施有特殊事蹟可作為他山之石的公、私立進用單位，並邀請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評定後頒發獎項，以表揚受獎機關對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努力，目前第一社

福清潔社會企業聘雇100多名身心障礙員工外，還雇用約500名中高齡、二度就業、單親或遭
受家暴婦女等社會弱勢族群，而這群社會的艱苦人也同時為身障員工的職場自然支持者，和身

障員工並肩工作。立法委員陳曼麗女士在金展獎頒獎典禮致詞時提到，每天在立法院看到第一

社企同仁認真工作，讓委員們能在乾淨的環境上班，也幫社企打了小小的廣告。謝謝勞動部的

肯定，頒發這座獎項給第一社福。

恭喜獲獎的團隊成員
從工作中學習付出 從付出中得到回饋
愛智發展中心陳怜婷組長－     
榮獲「107年度新北市早期療育專業服務人員」表揚

打開陳怜婷老師的工作履歷表，她在第一的早療中心已經待滿

三十三年了。念的是觀光科，怜婷老師說，她當年在旅行社工作，

旅行社的業務繁雜且自己也不習慣跟很多人接觸，所以覺得旅行社

的工作不適合自己因而有了轉換跑道的念頭。提到這一份從年輕時

代就開始的教保工作，是因為她在三十三年前受洗成為基督徒，同

為教友並在第一社福上班當教保員的朋友介紹她來第一工作，因此

可以說是神帶領她到第一社福服務身心障礙幼兒。

剛開始是擔任謝庭文老師的助教，因為謝老師精準、確實的教

學示範和工作訓練，讓她學習很多，也因此一開始有個好的工作典

範，讓她很認同這工作的價值。相對以前在社會面對成年人的人情

世故，特殊兒童的單純反而讓她覺得沒有壓力，也扭轉她原來討厭

小孩的想法。尤其第一次看到自己教導的孩子在眼前站起來，覺得

很驚喜，從工作中學習付出，也從付出中得到回饋。

怜婷老師非常喜愛這份工作，她覺得與家長同行，在親師共同

努力之下，不斷看見奇蹟∼看到家長由失望再燃起希望和笑容陪伴

孩子學習，透過專業團隊的支持和多元教學策略的應用，服務對象

的動作、溝通、自理、社會適應能力皆提升了，每個小小的進步皆

帶來無限感動，讓自己有更多的動力增強自己的專業知能繼續這份

有意義的服務。

幫孩子找到方法，解決發展問題，   
是最大的成就感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復健組副主任陳馨梅－   
榮獲「新北市響應2018年國際身心障礙日之績優身心
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獎

在中和發展中心服務滿十年的陳馨梅職能治療師當初是毛遂自

薦來到第一社福的。馨梅老師回想當初，提到因為之前做的是研究

工作，缺乏跟人互動，也因為工作陷入瓶頸，想換個工作，打聽到

中和發展中心缺治療師，就直接打電話給中心毛遂自薦，就這樣順

利的進入中心服務，因為有研究的工作當底子，加上擅長分析問題

的能力，所以在中心的工作得心應手。

馨梅治療師職能治療專業底子雄厚，平日在專業評估及進班

指導時，非常熱忱且細心，會耐心的說明並示範指導教保老師，在

了解教保員的問題後能提供解決的辦法，在專業上給教保員很豐富

的資源，會為班級規劃應添購的新進設備儀器，以及工作時的職務

再設計。有趣的是，有個班級老師陳報學員在廚房工作時常常彎腰

駝背，擔心長期下去會影響學員的健康，但很奇妙，馨梅老師屢次

到教室觀察孩子，就發現孩子不但沒有問題，有時候反而表現得更

好，甚至還發現有些本來不會的動作也被引發出來了；原來，因為

有人在一旁觀看，孩子會因此表現較平時好，她戲稱：以後在教室

放人形立牌好了！也因為這樣，她學到了，當有特殊問題要進班觀

察學員，就會先請老師拍影片，藉由影片分析出問題點，再發展解

決策略。

 在中心多年，馨梅老師看到中心每年來來去去很多小朋友，而
且多半是非常重度的幼兒，從坐站姿都不會，更遑論走路了。然而

靠老師和治療師一起努力，看著孩子一點一滴的成長、蛻變，走到

生涯的下一階段—入小學，因此每年的畢業典禮，都讓她很感動，

也很開心自己的工作幫助孩子找到方法，解決家長的困擾。這也是

工作最大的成就感。

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

第十六屆「金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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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孩子是我的老師∼
崇愛發展中心凌佩慧教保員－     
榮獲「新北市響應2018年國際身心障礙日之績優身心
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獎

從幼保科畢業的凌佩慧第一份工作就在第一。高三時在第一實

習，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是特殊教育，沒想到實習一年後，竟順理

成章留在第一當教保員，投入心智障礙領域的工作，從兒童早療做

起。之後完成幼保系的二專學歷，持續投身在早療及學齡前服務，

多年來深受家長的認同與肯定。即便帶過的孩子已長大，還是與家

長保持良好關係，於民國100年轉戰心智障礙成人的服務，讓兒童
專業經驗轉換為成人服務。

進入崇愛發展中心初期，跟學員關係尚未建立時，對於學員

常自傷及哭鬧的行為感到懊惱，曾有一次，看著自己所帶的孩子一

直咬自己、傷害自己，佩慧老師崩潰大哭，除了很氣餒外，也希望

找到幫助這孩子的方法。原來，這孩子根本不喜歡出門、不參加課

程、走幾步就賴在地上滾來滾去、不開心就大叫和自我傷害。她跟

主管討論後，將孩子轉介「第一行為工作室」請求協助，也用一些

服務策略，比如頻繁使用視覺提示，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提前告知，

帶她出門會幫她準備活動椅子，以防耍賴時可以坐著而不至於躺在

地上。大家花了2年時間一點一點的改變，現在，這位學員可以跟
同學們參加社區適應課程出門用餐，還參加一整天的生活營。佩慧

老師說，我很希望他們有更好的生活品質，所以對孩子們但求「盡

心盡力」來服務。

從事教保工作快30年，曾經被心智障礙孩子打、罵、咬過，
問她介意嗎？她說，這些情緒行為反應都是因為孩子不舒服、不會

表達，當教保員的工作就是要安撫他們，也唯有真心認同、完整接

納這群孩子，反而可以從這群孩子身上學到更多。我把他們當成家

人，同樣他們也是；難過陪他們哭，開心陪他們笑；當我難過時，

他們還會拿衛生紙幫我擦眼淚，抱抱我，安慰我，真的很貼心。

她說，這群孩子是我的老師。

恭喜獲獎的家長
中和發展中心家長江雪芬女士－    
榮獲「新北市響應2018年國際身心障礙日之模範身
心障礙者家

屬」表揚。

崇愛發展中心家長陳碧玉女士－    
榮獲「新北市響應2018年國際身心障礙日之模範身心
障礙者家

屬」表揚。

恭喜學員榮獲心智障礙者 
才藝獎項
恭喜永愛發展中心何秀珍、吳延逴、李明娟、戴暐

勳，崇愛發展中心劉宗奕等五位學員參加2018第九屆
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視覺藝術)，勇奪特優獎；
永愛顏宏文，崇愛董祐源、李翰庭、呂俞賢，恆愛方

文源、趙威寯、李美華、章碧涵等八位學員得到優等

獎；永愛張員榮、陳樹生、鄒雨瑄、譚中奎，崇愛林

奕辰，恆愛陳佑齊、鄭景元、方馨儀、林依樺等九位

學員得到佳作獎。 ▲ �恭喜永愛中心得獎學員。

▲ �恭喜崇愛中心得獎學員。 ▲ �恭喜恆愛中心得獎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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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珍到第一社福辦理的崇愛發

展中心接受日托服務已經有13年，
由於父親早逝，家計由媽媽一肩扛

起，因為小珍畢業後無法進入職場

工作，媽媽也沒時間全天照顧她，

最後安排她進入崇愛接受日托服

務。而為了延緩小珍的老化速度，

中心幫她規畫了一系列的體適能和

健身活動，也安排她進入中心的清

潔隊外出工作，維持她的健康與肌

耐力。後來中心需要一位廚房阿

姨，小珍媽媽順利得到工作，母女倆每天一起開心結伴下班。從第

一社福開辦健走活動以來，她們母女每年都不缺席，一直用行動力

挺第一社福的健走活動，在中心接受訓練所以體力很好的小珍每次

都順利走完全程呢！

本次除了健走外，增加10個遊戲關卡，報名的民眾只要集滿6
個不同關卡的闖關印章就可兌換精美小禮。現場還有義賣攤位，希

望藉由愛心義賣的方式為基金會籌募心智障礙幼兒早療、成人日托

及住宿服務之經費，也讓大家在這個友善的環境盡情的玩樂、吃吃

喝喝。舞蝶館內舞台表演節目中還有難得一見的非洲鼓表演以及長

笛弄長笛室內樂團、擊星築夢打擊樂團、臺藝大彈撥樂團、博愛發

展中心響叮噹樂團、崇愛發展中心桶鼓社、先鋒搖滾樂團⋯⋯等多

個團體於舞蝶館中接力表演，讓民眾在活動之餘也能欣賞到精彩的

表演。許多家長覺得今年的形式很有趣，大家闖關走累了，可以買

義賣攤位的點心，並到舞蝶館內享用；一些第一次參加的志工看到

舞台上心智障礙者的演出，都說很感動啊。

女神加持  呼籲粉絲齊做公益
這已是第一社福第七次舉辦大型心智障礙者健走闖關活動，今

年邀請二位形象陽光的女藝人小豬-黃沐妍跟她的好朋友房子-房思
瑜一起來助陣，小豬連兩年參加健走活動，她在四年前認識第一社

福，深深被感動，去年中秋節還邀請好友房子到第一開直播，跟著

童心寶貝學習做鳳梨酥，扮演超級推銷員。兩位愛心大使帶領大家

做行前暖身操，台下的童心寶貝直呼，兩個姊姊好漂亮。二位愛心

大使在開幕儀式結束後，帶著粉絲及童心寶貝們一起闖關拿獎品。

活動當天華南銀行、昱臺集團以及輝瑞大藥廠等企業除了贊

助第一社福健走闖關活動經費外，還出動員工來當活動志工，負責

路線引導、維護參加者安全與協助闖關活動的進行。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給予補助與支持辦理融合健走闖關活動，鄒梅基金會、

吳氏基金會、南山人壽也慷慨贊助這次的健走闖關活動經費，此外

臺北市信義區三犁里里辦公室也熱心協助第一社福處理場地承借

事宜，安奎（股）公司、路益（股）公司、udn買東西、旺德電通
（股）公司、可樂果、永朔實業有限公司、幸福台灣、味覺百撰、

肯邦國際（股）公司、哈瑞寶、野獸國（股）公司、第8口鳳梨
酥、翔盛美業國際

（股）公司、滿天

星、樺達喉糖⋯⋯

等企業大力贊助抽

獎禮品，馨朵拉親

子肌膚護理以及中

華絹繡植睫協會於

會場設立愛心攤

位，並將所得回捐

予第一社福，讓第

一社福能為更多的

心智障者服務。許

多參加的家長說，

這次活動遊戲多

元、義賣攤位琳琅

滿目、摸彩獎品豐

富，讓每位參加者

都滿載而歸，大家

也相約隔年再見。

「健康走 愛長久」 心智障礙者  
   社會融合暨健走闖關活動

兩大女神－黃沐妍、房思瑜邀請社會大眾破除偏見與身心障礙者健康同樂

一年一度盛會「健康走 愛長久」心智障礙者社會融合暨健走闖關活動，在去年
12月8日上午熱鬧展開，12月份陰霾的台北市，難得在圓山花博公園美術園區陽光普
照，現場超過2000人熱情響應活動。

基金會非常鼓勵心智障礙朋友走出戶外及適當的運動，平時就積極規劃適合學員

的體能活動及社區適應。心智障礙者或身心障礙者較一般人缺乏休閒和運動的機會，

常因著場地及身心狀況受到限制，心智障礙者的家庭要能夠共同出遊或是外出的機會

也比較少。舉辦戶外健走活動除了能讓心智障礙幼兒及青年的爸媽及手足，有共同走

出戶外的機會，不但能舒緩平日的情緒壓力，更能促進親子關係和諧。

▲ �健康走　愛長久活動開始。▲ �感謝輝瑞大藥廠、華南銀行、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昱臺集

團、新光吳氏基金會贊助健走活動。

▲ �兩位愛心大使和民眾一起跳熱身操。

▲ �柴松林董事長秀出他的闖關禮物。

▲ �第一社福柴松林董事長和兩位愛心大使黃沐妍房思瑜。

▲ �第一的孩子們開心的玩著闖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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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聯合勸募「愛心物資轉運站」   
          結合企業物資送愛第一

 謝謝 聯合勸募協會 United Way of Taiwan「愛心物資轉運
站」，結合佳格食品、聯合利華、康那香、台灣通用磨坊、嬌聯、

華強實業、台灣維達衛生用品、台灣雪印、利百美興業、寶德安、

金蘭、新竹物流、嘉里大榮物流等眾多愛心企業，讓企業提供自家

尿布、奶粉、沙拉油、衛生棉、醬油、玉米罐頭、洗衣粉等商品，

透過分配，送給各受贈團體。去年的物資捐贈，減輕不少我們採買

物品的負擔，謝謝聯勸送愛第一，我們祝福這些愛心企業，年年大

發、生意興隆！

UBS Relay Charity2018瑞銀益齊跑
 2017年，UBS瑞銀集團首次在台灣舉辦「瑞銀益齊跑 - 企業公益邀請

賽」，一塊為了孩子和弱勢朋友的未來而跑。2018年，瑞士銀行將這份溫暖擴
大、延續下去，邀請更多企業來參與這場很特殊的賽事，幫助更多服務弱勢朋友

的公益團體。 
第一社福很榮幸獲邀參

與這場公益賽事，向企業宣

廣心智障礙青年努力學習認

真製作的手作產品，同時受

贈善款，為第一心智障礙者

服務注入滿滿的服務能量。

天冷心不冷，百泰齊慈善公益園遊會

位於新北市新莊區的百泰齊股份有限公司，於107年年終舉辦
公益慈善園遊會，廣邀供應商共襄盛舉來行善，第一社福三重五華

日間照顧服務中心，受邀販售兼宣傳智青手工製作的『好事花生

糖』，廣受好評供不應求，也讓我們收穫滿滿。感恩百泰齊股份有

限公司的年終善舉，讓我們感受到現場供應商滿滿的愛心及支持。

UBS瑞銀集團「白陶豬彩繪」活動
UBS瑞銀集團舉辦Taipei Dangdai 台北當代系列活動(公益場)

「Pig Up My Contemporary Style 妙筆生彩豬 - 畫出我的當代藝
術」，邀請瑞銀同仁親子和第一社福智青一起進行一場當代藝術的

創作體驗。30位智青彩繪陶豬樂在其中，感謝UBS瑞銀集團舉辦這
麼激發想像、令人難忘的公益活動。

榜生婦產聯盟望年會，加碼行善捐助第一

榜生婦產聯盟從104年開始支持第一社福，除了捐款給第一社
福外，也購買博愛和崇愛發展中心學員做的手工皂，送給在診所生

產的媽媽們當小禮物。聯盟執行長朱麗雯女士希望讓員工了解集團

行善的目的，選在望年會這天，邀請賴執行長跟學員吃尾牙，讓賴

執行長介紹基金會的服務，現場還加碼再捐款給第一。謝謝榜生集

團長期支持！

7推廣交流



捐款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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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 □捐款定期定額月捐 元 /或單筆捐款 元，不索取贈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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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定期定額月捐款，欲停止捐款請來電 (02)2722-4136#831

【贈品收件人資訊】： □同捐款人

 口另寄，姓名：    電話：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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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索取贈品，請註明索取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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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雜誌

一張發票，一個希望。

感謝每一位曾捐出發票幫助第一社福的好友們，金豬年第一社福希望能號召更多愛心夥伴捐贈發票給我們，

讓第一社福能有更多助力繼續提供給心智障者優質的服務，也讓您的大愛為新的一年招來更多的福氣。

2019 捐發票 幫第一

支持第一社福心智障礙者服務永續！

懇請捐發票、捐款幫助孩子們成長~守護童心寶貝~
ibon慈善捐款 邀請您支持   
★ 第 一 社 福 基 金 會 為 統 一 超 商

7-ELEVEN ibon 2019年1-6月慈
善捐款合作團體，歡迎愛心夥伴

透過此便利的捐款方式，一起來

支持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協助慢

飛的天使透過專業團隊的療育，發

揮成長的潛能。

★ 操作方式：到ibon選擇「繳費」→「慈善
捐款」→選擇「第一社福基金會」→輸入「姓名」「捐款金額」

「電話」「地址」→列印捐款代收單→至櫃檯繳費完成捐款。

★ 第一社福將於捐款每月的25日前，寄送上月的愛心捐款收據。
★洽詢電話：02-27224136#831

捐贈電子發票給第一社福 
★ 捐贈方式：請來電索取愛心條碼貼紙，至各大連
鎖店消費時供店員刷記或口述愛心碼「51811(換
色並加粗)」，即可捐贈
發票予本會。

★ 於「momo購物網」、
「D H C」和其他有開
放輸入愛心碼之網購平

台，結帳時選擇捐贈電

子發票予本會。洽詢專線：02-27224136#832劉
小姐。

其他捐款方式  

凡單次捐贈50張以上統一發票（可重複捐），
即有機會獲得《女人我最大》節目中彩妝大

師－小凱老師自創品牌，KAIBEAUTY瑰蜜持
色亮彩唇膏口紅一支（54緋聞）。

※本獎品為廠商捐贈，無法挑色。
※ 第一社福保留更改、暫停或取消活動之權力，如
活動有任何變動將公告於官方粉絲頁及官網。

※ 本活動配送地址僅限臺澎金馬，主辦單位不負參加人未填正確地
址導致贈品無法送達之責任。

※ 如未提供正確且完整之寄件或聯絡資料，則視同放棄抽獎資格。

活動辦法：

1.  剪下DIY紅包袋黏貼組裝，並填妥寄件人資料後將發票裝
入寄回，即可參加抽獎活動。

2.  抽獎發票收件期間：即日起至108年4月1日（以郵戳為
憑）。

3.  中獎公布方式＆時間：108年4月10日將得獎人名發布於第
一社福官方粉絲頁以及官網。

4.  獎品寄出時間：108年4月11日至4月12日，以掛號方式寄
出。

5.  詳細辦法請參閱官網：https://www.diy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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