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中秋好禮 隆重登場！

有人攪拌麵糰，有人將麵糰搓圓，有人包餡，有人用模型壓麵糰成塊，餅

乾排入烤盤，有人小心翼翼的將餅乾送入烤箱，還有烤箱守門員看顧火

候，盯著烤箱，不讓餅乾烤焦。

這一切看似流暢的作業，全賴教保老師耐心訓練，以及中重度心智障礙青

年長期蹲馬步、培養出來的工作習慣和能力，終於克服了肌肉動作和認知

判斷能力的的弱點。簡單及重複性的工作成就了他們。今年還增加二款智

青與富邦明星選手共同創作繪畫作品，請您持續支持第一烘焙屋的中秋禮

盒，以及第一花緣手工坊香皂禮盒，用行動，讓童心寶貝們笑口常開。

中秋特別獻禮
傳統長銷款、復古美麗鐵盒任君選擇

訂購單請上網下載 www.diy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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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心誠意禮盒   
售價700元　9/4前早鳥優惠價600元

‧  土鳳梨酥4入
‧  手工餅乾：南瓜籽桔皮餅乾、焦糖核桃
餅乾、伯爵茶蔓越莓餅乾各1包
‧  蛋黃酥3入（與基隆老店連珍餅舖合作）
‧  帝皇酥2入（與基隆老店連珍餅舖合作）

滿心喜悅禮盒   
售價540元　9/4前早鳥優惠價470元

‧土鳳梨酥4入
‧ 手工餅乾：南瓜籽桔皮餅乾、焦
糖核桃餅乾、伯爵茶蔓越莓餅乾

各1包
‧ 棗泥小月餅3入（與基隆老店連珍餅舖
合作）

夢想出航禮盒   
售價450元　9/4前早鳥優惠價420元

‧土鳳梨酥4入
‧ 日月潭台茶18號／紅玉紅茶8包
＊ 「夢想出航」外盒由富邦悍將林益全及其
家人與第一社福童心寶貝共同創作

熱情仲夏禮盒   
售價450元　9/4前早鳥優惠價420元

‧  土鳳梨酥4入
‧  【Caffe Chat咖啡講】鑑定師莊園濾掛
咖啡6包：中美非洲、拉丁美洲各3包

＊�「熱情仲夏」外盒由富邦贊助選手郭婞淳與第一

社福童心寶貝共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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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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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前優惠價280元

‧  手工精油皂3入：   
100±5g

愛 . 幸福禮盒   
售價320元

9/4前優惠價280元

‧  手工精油皂3入：   
100±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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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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信義南港區早療

社區資源中心

・臺北市南區輔具中心

・臺北市合宜輔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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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物業管理庇護工場

社會企業：

・第一清潔社會企業

・第一輔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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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柴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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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奕綺．劉承薇



創意畢業典禮 家長師生留下難忘回憶
炎炎夏日伴著火熱熱的氣溫，第一家園裡也充滿了歡騰的氣氛，12位寶貝在「第一兒童發展

中心」的早療學習將告一段落，前往下一個人生階段--幼兒園及國小。用心的社工及教保團隊，發
揮創意和巧思，以The First Airline為主題，將畢業典禮會場佈置成機艙，每位畢業生都是最佳空服
員，期許第一寶貝們未來的人生旅程都能逆風飛翔，展翅高飛。家長會長優希媽媽向在場家長發表

感言，她說：「在人生當中，我們拿到了很不一樣的劇本，我們和孩子都是主角演員，很感謝第一

兒發的專業團隊，他們就像很好的演員訓練老師，當我們沒有辦法很好的把角色扮演好的時侯，他

們總是教導我們和孩子可以怎麼做。今天我們的小朋友在這邊畢業了，代表了人生第一部劇本的結

束，接下來還有第二部、第三部的劇本⋯」。

第一兒發畢業生諺諺原本是上一對一時段療育，剛開始無論是坐、站、爬都不會，必須包尿

布，老師也發現他自己玩自己的玩具，完全不理會外在環境，也沒有跟人眼神接觸。教保老師透過

與他一對一的互動，以及增加他參與同儕團體生活的經驗，從中發現諺諺喜歡音樂，對音樂特別有

反應，所以透過用音樂來誘發他的參與度。諺諺到日托班已經快要3年，為了即將上小一的諺諺，
教保老師及家長也做了許多努力，設計許多轉銜課程，包含如廁，透過溝通圖卡表達要上廁所，到

可撤掉尿布、自行吃飯，以及從牽著走到放手自己走一段距離。現在諺諺跟其他小朋友的互動變多

了，甚至會跟同儕搶玩具，這對諺諺來說都是很大的進步。

恭喜早療畢業生 
帶著滿滿的祝福 步向人生新旅程
根據衛福部統計處統計107年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人數顯示，全台灣0-6歲及6歲以上通報人
數約為36,680名，而實際有進入機構接受早期療育服務的有1,926名。今年第一社福3個早療中心共
38位畢業生，入國小計25位，入幼兒園計13位。為了協助幼兒順利進入一般幼稚園或國小就讀，第
一社福從年初就設計許多轉銜課程，包括：幼稚園半日融合活動、參觀國小⋯等等，並開辦親職座

談邀請國小老師來介紹國小教育方式，還提供未來學校完整的個別化學習紀錄，也為多重障礙生的

未來教室中的輔具需求多做準備，畢業後亦持續追蹤輔導至少半年，減輕家長們的擔心和焦慮。

▲ �第一寶貝在老師的祝福下，就要展翅高飛。 ▲ �第一兒童的畢業生跟老師、貴賓合影。

▲ �透過創意活動安排，社工跟教保老師用音

樂唱跳，帶領小朋友環遊世界。

▲ �畢業生諺諺從許淑華議員手中領到人生第

一張畢業證書。

不能開口
也能說出感謝

透過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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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溝通器說出感謝 不怕未來挑戰多
「我們有爸爸媽媽滿滿的愛、有老師們的耐心教

導、有醫生叔叔阿姨們的細心照料，不論遇到了多大

的困難，我們都能安然的度過⋯」，認真地看著前方

的溝通器，專注的控制著自己的手不要按錯位置，讓

溝通器代替自己說出畢業感言。有別以往的畢業生致

詞，雖然不是由3位畢業生從嘴巴「親口」說出，但
每一句話都代表他們在「中和發展中心」這2-4年的成
長及感謝。這次「中和發展中心」共有3名小朋友畢
業，7名結業，中心仍為他們精心準備了十分豐富的
畢業典禮節目。除了學前班級畢業生帶來的可愛音樂

表演外，同為「中和發展中心」的心智障礙成人學長

姐們，也為這些小小學弟妹帶來精彩的現場演唱『心

肝寶貝、幸福的臉、祝你幸福』及太鼓表演『沖繩之

歌』，希望這些心肝寶貝們，帶著師長的祝福和叮

嚀，揮動信心的翅膀，勇敢再出發。

「中和發展中心」的畢業生宣予，1歲前的發展
都和一般孩子一樣，在牙牙學語時期第一次癲癇大發

作，嚇壞了爸媽，接下來的日子就是從1次到100次
不斷的癲癇發作。最後爸媽聽醫生建議，讓她動手術

切除右半腦放電的部分，也因此術後宣予的左半側癱

瘓，步上了漫漫復健之路。術後的宣予癲癇發作暫時

控制住，在配合藥物服用下，發作次數已降低許多。

因癲癇發作嚴重影響進食及其體力，剛開始以鼻胃管

來維持基本營養，宣予媽媽說本來自己在家教宣予吃

飯一年都失敗，但教保老師運用孩子喜歡的食物，並

給予適當的觸覺刺激，讓宣予練習咀嚼吞嚥，3個月
就成功地讓宣予拿掉鼻胃管，這是媽媽最意外，也是

最大的收穫及感動。經過2年多的訓練，宣予原本左
半側幾乎癱瘓，也在中心實施引導式教育的訓練下，

且耳提面命的提醒宣予身體左半側仍要努力復健，從

撐手訓練到貼地爬、扶著重重的梯背架走路，再到使

用一般的助行器移行。宣予媽媽說： 假日弟弟到公園

練習溜直排輪時，宣予同時練習扶著外圍欄杆走路。

從短短的1公尺，現在可以走到10公尺以上，也因為
宣予對於日常作息中練習意願很高，爸媽也不用特別

找時間復健，相對地減輕家人非常大的負擔。 

▲ �愛智寶貝們，未來的人生或許不平坦，但老師祝福你們都能勇敢追

夢、希望無限。

▲ �中和發展中心畢業生表演-babyshark。

▲ �中和發展中心畢業生運用溝通板溝通器發表畢業致詞。

▲ �愛智發展中心畢業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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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勤勞基金會

暨南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四年級

／朱潣 汮

我在中和發展中心工讀四個月，學習到細心、耐心、包容很重

要，細心的注意每個學生的需要，耐心的重複教導他們完成任務，

包容學生們的不同特質。還有就是真心的去了解學生們，他們很獨

特，也值得好好的被看待，對於這一點，我認為很重要。我在工讀

期間，心境上有個很大的轉折，一開始接觸心智障礙者，對於他們

很陌生，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沒辦法勝任這份工讀，無法跟他們一

起工作。但是相處的時間多了，慢慢地了解每個學生的特質，最大

的轉折就在這裡，因為了解，慢慢地看到學員們可愛的一面，覺得

他們更值得被好好的呵護跟照顧。走出機構大門，看到門旁邊的海

報寫著，「身心障礙者的家長，心裡只想要多陪你們一天」。當我

看到這樣的話，覺得與身心障礙者工作，對他們的了解與接納很重

要，他們不能選擇自己出身的模樣，但我們卻能選擇如何給予他們

關懷。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陳沛妤

以往接觸及實習都是以小學生與兒童為主，第一次接觸成人

身心障礙者，充滿了擔心及不安，但實際接觸後，才知道每位「大

孩子」都相當可愛，我進入的班級成員幾乎是重度身心障礙者，除

了居家生活照顧的支持，還有社區適應、休閒經驗的提供..等，很
重要的目標是維持現有體適能並延緩老化，也看到班導師、社工及

物理治療師等人員的多方配合與討論，希望給予學員更好的服務及

照顧。與大孩子們漸漸熟悉，也更能知道大孩子們需要什麼，在面

對大孩子也不再擔憂，反而多了點自信及愉快，每天都會期待與他

們相處，看到他們更多的成長。很高興能夠來到中和發展中心，遇

到這些可愛的大孩子們，從原本的害怕不安到現在的開心安穩，即

將結束的工作，也帶來點感傷，但也從中學習到很多，從教保員角

度、社工角度，觀察到服務孩子們的方式有所不同，多方學習，讓

我之後能夠更加敏銳察覺個案的狀況，並且應對。

東華大學幼兒教育系四年級／杜吳瑪可

第一天有點緊張，但又有點期待，緊張是擔心自己無法勝任，

期待是我的初衷就是要學習這樣難得的經驗，希望在未來職場上能

用上並給家長建議，才決定暑假到特教機構。一周後果然是讓我學

到了很多新的事物和照護技巧，好多事情都令我大開眼界，同時也

有很多事情是我還需要改進學習的。學校學的東西若是沒有實踐、

都只是在紙上談兵，所以每件事都是我第一次實做到熟練。有次因

為我的疏忽，小孩把早餐翻掉，讓他沒得吃，我蠻愧疚的，但老師

沒有責怪我，只跟我說「孩子的能力還沒有這麼好，需要注意他們

離桌子的距離，而且要確保他們開始吃才能離開」。這真是讓我學

了一課，照護特教生是需要更多的細心和耐心，有很多細節需要注

意，是我想的太簡單了。這樣的學習機會讓我大開眼界，過去課本

上的例子如今我可以

實用並使用在其中甚

至學到更多課本上沒

有教的東西。如何與

特殊孩子對話、照護

清潔等等，雖然我還

是有許多不足也有困

難需要突破，但是這

樣充滿挑戰還有難得

的機會讓我很期待接

下來的日子，相信這

個暑假會過得很充

實。

▲潣 協助服務對象進行個人學習活動。

▲沛妤幫服務對象穿鞋。

▲ �

瑪可在老師指導下，學

習幫助學員使用吸管瓶

喝水。

暑期工讀
幫助大學生準備未來職涯

4 特別報導



經國暨健康管理學院幼保系三年級／臺允

昔日，陪同父母帶弟弟去第一兒童上早療課，時值國小的我

對這個地方充滿了好奇，國中時看到了第一兒發的廣告影片，又更

加的有興趣了，高中畢業後，如願的進入第一當志工及加入勤勞工

讀計畫後，一窺第一在我心中神秘的面紗。剛開始，不認識這些孩

子，有些束手無策，可是在老師慢慢的引導下，我發現他們都有明

顯的進步，如原本我以為安安靜靜的阿緹，經過了打字訓練後，才

發現她內心世界是這麼的豐富！還有一個剛拆鼻胃管的孩子，對吃

固體食物會抗拒，不過老師們就是有辦法讓他漸漸習慣，現在他已

經可以自己獨立吃一個便當了呢！ 來到第一，我看到許多，學到許
多，體會許多並且

改變許多，我與這

些孩子一天一點的

一起成長，我非常

感動，也慶幸自己

能接觸這個領域，

更慶幸自己進入這

個領域；堅定了志

向，我將努力走完

這條路。

明志科技大學化工系四年級／郭芮辰

身邊的朋友知道我在發展中心工讀，都會露出不可置信的表

情。短短四個月的經歷非常珍貴充滿喜怒哀樂和挫折，很謝謝愛智

草原2班的孩子們可以信任我，更謝謝老師們的教導；這不是每個
人都能有的際遇，真心感謝勤勞基金會提供給我這樣的工讀機會。

文化大學社工系四年級／林琬淇

我曾經的志願是幼保科，覺得很幸運在大學最後半年完成了

這項小確幸。謝謝勤勞基金會，更謝謝愛智給我這個機會！這真的

是一個很棒的工讀計畫，讓我學到很多一般人沒有機會學習到的東

西，可惜今年我就大學畢業沒辦法再參與，但是四個月在愛智累積

了好多回憶，為我的大學最後半年生活畫下美好的句點。

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三年級／邱言純

這幾個月下來，我慢慢學會觀察自閉兒的行為舉止，可能一點

點細微小事，他們就會有特殊反應。真心佩服綿羊三班老師的耐心

以及願意為小朋友們持續付出的真心。在一堂課中，或許看不出小

朋友的改變，但幾個月相處，便知道他們真的都有進步，看到星兒

們一點點的進展，連我都替他們開心，相信每天和他們相處在一起

的家人應該更感到欣慰。

▲芮辰學習用引導式教育，引導腦性麻痺幼兒手部動作。

▲琬淇每週四協助愛智寶貝到板橋幼兒園和平分班進行融合活動。

▲
�允 指導孩子玩拼圖。

▲ �

言純協助指導即

將轉銜到幼兒園

融合的侑侑學前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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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愛的這個美術社團成員包含各種障別和嚴重程度不一的學

員。美術老師說，重度的孩子不見得不能上課，在課程中，美術老

師會握著孩子的手，慢慢畫出線條，比較困難的角度，就由現場支

援的教保老師幫忙移動畫紙，就這樣，再嚴重的孩子也全程參與了

繪畫課。這個社團16個學員有16種進度，只有一位美術老師，搭
配一位社工、三個教保老師協助課程進行，課堂中每位老師都非常

忙碌，但是看到參與的學員們專注地投入畫作並露出開心滿足的笑

容，大家都覺得很值得。

第一社福基金會辦理10家心智障礙服務機構，共計服務近1000
名中重和極重度智能障礙、自閉症和多重障礙幼兒與成人。這群重

度心智障礙者因為先天表達溝通能力受限，常常難以完整表達自己

心中的想法，溝通障礙造成負面情緒的累積，外顯出不少深具挑戰

的行為問題。近年來在專業服務歷程中，發現透過藝術性的媒介，

例如繪畫，可以幫助他們抒發壓力、滿足多元感官刺激的需求、表

達情緒和感覺，且藉由美術投入，建立自己的興趣，而照顧者更可

藉非口語的藝術活動和他們互動及支持他們；就此角度而言，美術

等藝術陶冶可發揮出輔助治療的功能，但是這些美術專業人員通常

是以較高昂的價格提供個別治療，對於無口語能力、認知功能偏

低、手部動作困難的重度障礙者則較無法介入服務。而坊間充斥兒

童美術才藝課程，但老師因不了解心智障礙者的特質和互動技巧而

心生畏懼、拒絕接受特殊生，或是因為心智障礙者理解及學習速度

較慢、肢體動作不夠靈巧，導致無法安靜待著或不易配合老師指

令，當然也常因為家庭經濟因素而無法讓子女報名美術才藝課程。

從100年起，基金會開始募款，也得到台北大直扶輪社及友社
長期支持，邀請專業美術老師進入中心，讓有興趣和有潛能的服務

對象獲得美術陶冶課程，逐步提升美術創作能力，從漫無章法的塗

鴉逐漸到自己

仿畫或創作，

完成一幅約50
公分大小的美

術作品，不僅

增加心智障礙

者的定性，更

奠定他們的成

就感及自我信

心。進行美術

陶冶社團的中

心也從初始的二個中心，到107年擴展到7個成人中心了，本會也曾
用作品製成筆記本、在幾家醫院展覽畫作，107年度中和發展中心
還集結學員作品出版掛曆，並獲得不錯的回應。

美術老師吳乃萱說，在教學的過程中，她也學習很多，不管是

一般人或是特教生都需要時間，也渴望被鼓舞；她曾在不經意地情

況下誇獎一個重度的孩子，孩子回應她，「所以我跟某某人一樣棒

嗎?」，乃萱老師說，這個某某人是這位學員的同學，因為媽媽總
是對學員說「某某人好棒」，乃萱老師心疼的說，不要以為重度的

孩子什麼都不懂，他們也需要被理解、被鼓舞。她會觀察每個學員

的個性、喜好、專長，來給予畫具，像是唐氏症的孩子肌耐力差，

她給了一支像腮紅的刷子，學員只要將刷子沾顏料，像蓋印章一樣

蓋在畫紙上，簡單又有效果。

在專業老師的引領下，每個孩子不會因為自身的障礙而裹足不

前，事實上， 個個都可以成為匠心獨具的藝術家！

▲ �秀珍姐姐展現獨特的繪畫風格。 ▲ �喜歡我的畫嗎？ ▲ �蓋印章也能作畫。

▲  阿樹專心描繪背景線條。

週五上午8點50分，永愛發展中心的社工早已將繪畫工具準備好放
在桌上，美術社團的成員魚貫進入教室，大家滿心歡喜迎接一週一

次的美術課。阿樹正專心在畫紙上畫出圖案的輪廓，美術老師說，

阿樹可算是班上高材生，是少數可以獨立完成作品的學員，但是阿

樹有時候想跟老師撒嬌，就會在過程中一直呼喚：「老師，來幫

我」，老師會笑著回他：「自己來」。阿嘉是重度自閉症患者，

190公分大個子，平時表情嚴肅，但在美術課中非常享受繪畫樂
趣，露出難得的笑容。老師走到坐著輪椅的娟娟身邊，教她握拳，

並將拳頭沾滿顏料，老師將貼著畫紙的畫板拿起靠近娟娟，對娟娟

說，「娟娟，敲、敲、敲」，娟娟努力舉起手，配合老師的節奏

敲起畫板來，在一旁教保員積極的轉動畫板，有時幫娟娟沾不同顏

色，於是娟娟的作品像極一幅美麗的抽象畫。

美術輔療讓心智障礙者
用畫筆揮灑出生命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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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UBS愛無限小旅行
在6月舒爽怡人的季節，UBS瑞士銀行企業志工陪伴本會恆愛

發展中心的親子，開心度過了一日輕鬆愉快的宜蘭小旅行，他們一

起做水果醋，吃土雞大餐，以及參觀酒廠。UBS同仁親切熱情的陪
伴，讓智青們打開心胸，行程中一度上演了一場不插電的卡啦OK
演出，智青的演唱從流行歌曲、兒歌到老歌一應俱全，有夠歡樂，

謝謝UBS長期對第一社福服務對象之關愛，期待下次的相會，一起
創造更多美好回憶。

端午懸粽香∼端午節快樂

在連假前夕，貝萊德公司企業志工與永愛智青同樂，他們與智

青一起包粽子、幫忙手部功能不佳的智青做香包，透過節慶活動，

促進了這群來自企業的社會人士對公司鄰近的公益團體所服務的心

智障礙朋友的認識，智青們也開心與新朋友互動。

快樂午餐∼Happy Time
一群國泰世華銀行的企業志工在百忙中抽空來到恆愛中心支援

快樂午餐製作！

他們和心智障礙青年一起調製餡料、包水餃，在這群得力幫手

的協助下，當日順利包完450顆水餃。雖然大部份的志工表示不太
會包水餃，但成品卻是很漂亮。志工幫將水餃分裝至各班，也協助

善後，更主動找機會和智青聊天互動，感謝國泰企業志工付出寶貴

的時間和友誼，讓恆愛智青們度過了一個很開心又飽足的快樂午餐

日。

寶貝健康顧得好 媽媽少壓沒煩惱
第一社福一直很強調體適能對心智障礙者的重要性，除了減緩

心智障礙者的老化外，對穩定他們的情緒也有一定的效用，我們相

信，孩子顧得好，對於他們的主要照顧者媽媽來說，會減輕很多照

顧上的負擔與壓力。在母親節前，我們舉辦了一場與眾不同的「母

親節登高獻愛」活動，讓童心寶貝們從第一家園一樓爬到頂樓，以

展示第一社福長期訓練孩子們體

適能的結果，並且向媽媽獻愛致

意。當天雖然下著不小的雨，但

是大家依然開心的參與活動，無

論大朋友、小朋友都爬完8層樓、
141階樓梯，並獲頒獎牌及登高證
明。這次活動感謝山益麵包店、

星球爆米花、樂子餐廳和Maple 
Maple café這些愛心店家的贊
助，讓參與活動的家庭爬完樓之

後還有好吃的餐點可享用，一起

度過愉快的上午。

彩繪公益烘焙禮盒於富邦悍將主場首賣

「手握的不只是水彩筆，更是善待生命的希望!」由富邦金控
贊助選手與悍將棒球隊、勇士籃球隊聯手，為「雙老化家庭支持服

務計畫」募集善款獲得各界廣大迴響。而當時在「讓愛轉動 為你
加油」公益球敘上完成的藝術創作，更搖身一變，成了四款各具特

色、光彩奪目的公益烘焙禮盒，於7/5-7/7富邦悍將主場首賣，並於
momo購物網7月限量獨家販售。舉重女神郭婞淳、富邦悍將林益
全、富邦勇士張伯維化身最佳銷售員，向球迷大力宣傳禮盒義賣，

現場吸引超過

百位球迷發揮

愛心，購買童

心寶貝們手作

烘焙禮盒，更

有 3位購買套
組 的 幸 運 粉

絲，獲得禮盒

親簽並合影的

福利。

業成基金會捐贈行動玩具車

第一社福「愛在偏鄉 行動早療」的服務，在多年來和偏鄉居
民、幼兒園及之後的托嬰中心互動經驗中，發現無論是家長或保育

員，對於早療推動仍有不少的擔心和迷思。因此，第一社福希望以

遊戲介入的方式，來發掘更多可能被忽略但卻有需要接受療育的孩

子，讓早療服務能更及時及落實地介入到更多的鄉鎮，因而有此

「行動玩具車走透透」的計畫。幸蒙「愛台灣，關懷我們的下一

代」為宗旨的業成基金會，看見第一的努力及需要，支持贊助本會

添購行動玩具車及內裝玩具，能夠讓孩子及師長接觸到更豐富的學

習資源，以推廣早療觀念及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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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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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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信查詢 (捐款記錄 )：□願意公開     □不願意公開
    【註】：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條規定，除捐款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外，本會需主動公開前一年度捐贈者清冊，包括姓名、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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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雜誌

∼為憨兒及身心障礙弱勢家庭抓「住」幸福∼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提供140多位父母年邁或家庭照顧功能薄弱的成年心
智障礙朋友住宿照護服務，也將社工的家庭服務輸送至大台北地區弱勢身

障者家庭。

美麗的愛心大使 黃沐妍-小豬 長期關懷第一社福童心寶貝，將溫暖的友誼
帶來到永愛團體家庭，為智青加油，熱忱號召大眾一起響應公益。

邀請您捐助愛心物資，幫助這群弱勢的朋友補充生活基本之所需，安心生

活。

認捐公益平台：udn買東西公益雲集~ https://is.gd/6AhHMS 
  

待用物資「愛」相送

捐款送康健雜誌
★  郵政劃撥帳號：05175271 
戶名：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

利基金會 
（限單筆捐款，如欲索取贈

品，請於通訊欄空白處註明

「索取康健雜誌」）

★ 信用卡捐款：請填下列授權
表並傳真至：02-27201932 
或至本會官網線上刷卡

www.diyi.org.tw

用愛陪伴慢飛天使成長
愛心百元捐
即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參加
udn買東西愛心百元捐活動，單筆捐
款每滿500元即回饋udn 買東西150
元折價券3張，單次捐款最多回饋6
張。每一筆愛心捐款，都將協助第一

社會福利基金會早期療育服務，幫助

慢飛天使成長。

捐款公益平台：udn買東西公益雲集~ 
https://is.gd/W3DR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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