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不受語言及認知因素阻礙，心智障礙幼兒與成人都很享受美術課程。

經過美術老師用心引導，他們善用顏色、媒材和構圖來傳遞個人對於周遭

的認識及感覺，發現他們的觀察、構圖及用色的藝術技巧比大人讚，外加

純真童趣，所以畫作別有巧思，很討人喜愛。今年，我們用孩子們的畫作

設計了鐵製禮盒及提袋，希望支持心智障礙者的朋友們，除了細細品嚐孩

子們手作的糕點，以及精油手工皂，也欣賞他們的畫作禮盒。請您持續支

持第一烘焙屋的中秋禮盒、第一花緣手工坊香皂禮盒，多邀請親朋好友來

訂購，用行動讓童心寶貝們的生活自立跨出大步。

中秋特別獻禮 精美禮盒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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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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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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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前優惠價280元

‧  手工精油皂3入：   
100±5g

愛 . 幸福禮盒   
售價320元

9/18前優惠價280元

‧  手工精油皂3入：   
100±5g

向您推薦2020中秋好禮！

齊居 幸福禮盒   
售價700元　9/18前早鳥優惠價600元

‧  土鳳梨酥3入
‧  金沙鳳梨酥3入
‧  南瓜子金桔餅乾4入
‧  洛神杏仁餅乾4入
‧ 帝皇酥（綠豆、紅豆）各1入  
（與基隆老店連珍餅舖合作）

齊聚 幸福禮盒   
售價450元　9/18前早鳥優惠價400元

‧土鳳梨酥2入
‧ 金沙鳳梨酥2入
‧ 【Caffe Chat咖啡講】鑑定師莊園濾掛咖啡：中美非
洲、拉丁美洲各3包

齊遊 幸福禮盒   
售價450元　9/18前早鳥優惠價400元

‧土鳳梨酥2入
‧ 金沙鳳梨酥2入
‧ 手工餅乾：南瓜子金桔餅乾、 
洛神杏仁餅乾各1包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50巷342弄17-7號
電話：(02)2722-4136．傳真：(02) 2720-1932．www.diyi.org.tw．E-mail:service@diy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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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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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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賴美智

董事長：柴松林

總編輯：黃雯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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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惠筠．邱奕綺．劉承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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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啟航
邁向自己的花路

根據2019年衛福部統計處的個案通報概況數據顯示，0-6歲發展遲緩兒童約為25,443人，
而實際進入早療機構、幼兒園及托嬰中心者，接受或多或少的療育服務人數為3,172人，約佔
12.5%。其他則在家未使用早療資源、或到醫療院所接受復健治療。

第一社福自40年前創辦以來，一直有個核心價值的信念 「每一個生命都是平等的，心
智障礙的孩子應得到該有的尊重和受教育機會」，更重視學前階段的特殊教育介入，發展中

心裡除了教保員，還聘有物理、職能和語言治療師及社工員加入跨專業團隊，在孩子進中心

60天內，確實的評估其個別發展現況和家長的期待，訂定屬於他個人的年度ISP（Individual 
Service/Support Plan）個別化服務計畫，它具有獨特性、目標導向性、結構化、跨專業性、
有期限性的，讓孩子的成長不需與別人比較，而是依據其個人的發展能力和阻力，協助他們

發展，也隨著個別化的進展，滾動式地修正計畫和執行計畫目標的策略活動。

隨著畢業歌曲響起，「花開花謝又是季節的轉移，請你牢記這段記憶⋯我會在你身邊，

給你最多的鼓勵」，今年第一社福歡送36位早療兒童畢業生（愛智發展中心17位及第一兒童
發展中心19位)，其中23位入國小普通班與特教班，13位入幼兒園，早療團隊皆珍惜他們在早
療日子中留下璀璨又難忘的回憶， 更期待他們和其家人能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

驪歌初唱，今年第一社福共有36位早療兒童畢業生，其中來自愛智發展中心17位，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19位。畢業生中，23位小朋友進入國小普通班與特教班成為小學
生，另13位小朋友則進入幼兒園繼續學前教育之路。第一的專業團隊期待他們能勇敢
面對未來的挑戰，在學習路上有任何困難，回來找團隊老師們們討論，因為第一的大

門是永遠為他們敞開的。

▲ �恩恩在知動課練習用剪刀剪出線條的範圍。

▲

�第一兒童的畢業生開心接受賴執行

長頒發畢業證書。

▲

�容容在較老老師協助下，每日

進行右手被動關節運動，幫助

右手適當運動及避免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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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轉銜服務幫助家長和孩子

早療兒童即將要邁向下一階段，第一社福了解家

長的擔心及焦慮，從年初就規劃一連串的轉銜服務，包

含：每周去一般幼兒園做半天的融合教育加強模仿學

習、參訪國小、辦親職講座請國小老師來介紹國小上課

方式、轉銜會議和家長確認離校前一年要加強準備的議

題。確定未來的學校或幼兒園後，和該校老師開會提供

孩子的早療內容和特殊注意事項、為多重障礙生未來教

室中的輔具需求多做準備，以利師生和家長都能盡快的

適應，再加上離校後的半年追蹤輔導等服務，冀望有助

降低家長的壓力及孩子的學校適應。

在第一經過訓練 進步有目共睹
第一兒童的容容，右半邊肢體癱瘓，所以她習慣

用左手完做許多事情，但團隊希望能訓練她的右手有功

能，每天安排右手被動關節運動，讓右手也有適當的伸

展，降低攣縮度。感統課時，利用平衡板運動提升她身體動作的協調性與平衡感，再加入丟沙包來訓練手眼協調能力。剛

開始在做穿衣訓練時，總是不順手又不熟練，加上挫折容忍度低，因為耗時仍無法完成，生氣、哭鬧乃是兵家常事，教保

老師會等待她發完脾氣，冷靜下來後再跟她好好地說，漸漸的也較能控制自己的情緒，現在已經可以自己穿衣服了。雖然

她在第一兒發中心的時間不算長，但各方面進步卻是有目共睹。團隊也期待容容上小學後，能夠學習更獨立，情緒控制得

更好。

在愛智很開心 謝謝老師照顧
「我在愛智上課很開心，謝謝老師們的照顧及教導⋯」小小的身體站在台上，聲音卻是平常的3倍大聲，代表著有大

大的勇氣面對未來的挑戰。恩恩還在媽媽肚子裡時，醫生就從超音波發現他有橫膈膜疝氣，出生7天就進了手術室，媽媽
說：因為橫膈膜的洞太大，導致器官都往上跑了，醫生形容，身體的器官就像一串葡萄被提起放在不正確的位置，而手術

就是要把它放回原來的位置上。教保老師說，恩恩剛來的時候很愛哭、依附性很強，因為生理關係，恩恩比一般同學來得

嬌小，身材矮小、聲音小，擔心他體力及肌耐力不夠好，團隊除了加強他的體適能，下課媽媽還帶他去跑步，從剛開始的

1圈到現在的體力已經能跑4圈了。恩恩學習力很強，也不會抗拒，認知能力不錯，但有時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感受及意見，
例如：在練習寫字時受到同學的干擾，但他不會反抗，而是靜靜的看著同學。教保老師表示他在受到誇獎及有外人在時比

較會增強他的表現，希望可以訓練他多說出自己的感受，尋求協助主動表達，也要懂得保護自己，就好像他在講畢業致詞

時一樣的大聲說出來。

註：「走花路」就是祝福對方「以後都很順利、只發生好的事」！這是老師對孩子們的祝福。

▲ �扮演森林小精靈的第一兒童畢業生展現「加賀

谷音樂照顧課程」的成果。

▲ �恩恩代表愛智畢業生致詞，平時不善表達的他，今天大聲說出對師長的感謝。

▲ �愛智的畢業生開心的從師長手中的領到畢業證,勇敢迎接下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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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宇，31歲，重度多重障礙，會說話，但說不清楚，剛跟他接
觸的人需要一點時間相處才能理解他在說什麼，98年來到第一社福
辦理的愛立發展中心接受服務。

冠宇非常愛畫畫，總是拿著鉛筆塗塗抹抹，畫著獨一無二的自

畫像，作品很多，愛立老師想為他圓夢，在中心為他舉辦了小型畫

展。冠宇在愛立的改變有目共睹，也讓他被推薦為第一社福40周年
的廣告主角之一，對大眾說他的故事。

從一開始就照顧冠宇的教保組長筱雯說，冠宇剛來時他情緒容

易激動，尤其在溝通上遇到困難時，就用上下跳動的激烈方式來表

達情緒，但因為他患有腦性麻痺，肢體運作較困難，這樣的跳動容

易摔傷，讓教保老師每次都捏把冷汗，要是再激動一點，冠宇甚至

會對人做出一些較劇烈的動作行為，讓愛立中心蠻感困擾。

冠宇其實是個很愛和人互動的人，在一起時深深讓人感受到他

的熱情。去採訪他當天，他一聽到公關組的老師來了，先是很開心

地打招呼，接著拿出教保老師幫他做的圖片冊子，把最近他喜歡的

圖片一一拿出來問公關是不是也喜歡？有沒有去過哪？整整近40分
鐘都不見他興緻稍減，足見他有多喜歡和人溝通，不過過程中只要

因冠宇表達不清而出現溝通障礙，他還是會有較激動的情緒產生，

但在老師的照顧下已不會做出自傷及傷人的舉動了。

教保老師說，冠宇剛來時，對消防演習時的火災警鈴聲和廣播

聲有高度緊張的反應，甚至會怕到哭泣，後來才知道，起因來自冠

宇小時候，隔壁鄰居家發生火警而產生的陰影。另外一個老師們努

力很久行為問題，就是冠宇只要看到綁馬尾的人，會衝去用力扯對

我是冠宇，我愛畫畫

▲ �大家都很高興看到冠宇開畫展。

▲ �冠宇坐彈力球復健。

方的馬尾，這讓許多留長髮

的老師人人自危，看到冠宇

都會警戒地不要背對他，以

免頭髮被扯，而這行為會產

生的原因，至今仍然不明。

即便不知道行為問題的

產生原因，但這些行為影響

了冠宇的人際關係，降低他

的生活品質，老師希望冠宇

能過得更開心，因此絞盡腦

汁幫冠宇調整他的行為，在服務過程中，教保老師們發現冠宇很愛

畫畫，畫畫時冠宇的情緒會變得比較穩定，同時老師發現即使口語

能力不好，但冠宇還是願意溝通，老師們除了用說的，也畫了很多

漫畫來和冠宇溝通。

慢慢地，教保老師和冠宇討論出許多約定，像是想抓人馬尾或

是害怕時，先讓自己深呼吸平定衝動與情緒，訓練一段時間之後，

冠宇已經學會想抓人馬尾和聽到警鈴聲的時候，先深呼吸來克制衝

動與不安，每當他這麼做時就可以集到一點，集到一定的點數之

後，老師會答應冠宇一件事情，有時候冠宇會要求給他一張同學和

老師的照片讓他畫畫，也有時候會要求玩戳戳樂或是吃點心，換的

獎勵五花八門，但老師們也盡力滿足他的願望。

當然，除了冠宇自己要努力之外，能刺激到他的物品也要盡

量排除，所以中心的教保老師們現在上班時，都會讓自己不要綁馬

尾這個髮型──排除刺激物，這也是讓行為問題不要發生的一種方

式。曾有老師一時忘記綁了馬尾，又剛好背對冠宇，當時無法克制

的冠宇也依循本能用力抓住，使得老師跌倒，事後老師覺得是她自

己沒注意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於冠宇也沒有任何責怪。

和冠宇10多年來的磨合，是一段考驗EQ和耐性的過程，對照
顧他的教保老師來說，即使冠宇的改變很微小，可她看到了，也在

那微小的改變中看到冠宇的可能性，她希望能幫助冠宇和他家人獲

得更好的生活品質，所以不管冠宇的改變有多少，她都願意為了這

小小的希望持續努力。

常覺得第一社福的教保老師們都有著「愚公移山」的精神，即

使剷掉的只是一塊小石頭都令他們開心異常，然後帶著這份喜悅繼

續努力下去，也因為這些老師為服務對象著想的心，讓很多參觀過

第一社福的人常說：在第一社福的孩子看起來都很開心。

第一40男主角冠宇影片連結：

▲ �媽媽來看畫展，可以感覺到冠宇的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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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發展中心家長張平華

因緣，孩子安置在第一社福辦理的中和發展中心到現在2年半了。
話說我孩子每當在面對新的人事物時，他總是會習慣性的去測試

大人的標準底線能降到哪裡? 也順便看看大人的底線能不能一再退到他
滿意的地方，看著大人的手忙腳亂，再看看做為無助的父母親，該說

這是他的樂趣嗎? 唉，希望只是他一時興起的想法。
剛到中和時，我孩子當然也會使出他一慣的技倆來測試，只要稍

有堅持度不夠或是老師在忙亂之中，孩子怎麼可能會錯過能挑戰的機

會呢? 但在中和發展中心，我確實體會到親師間有效率的溝通與處理模
式，而這模式也一直會隨著成效去做微調，或再討論出新的對策來對

應。而我孩子的情緒與小聰明的搗蛋，從一開始的反覆周期到現在持

續的往穩定中發展，孩子也進步到能試著自己努力控制他不好的情緒

管理。

雖然我孩子完全沒有口語能力，但我從小就一直堅持要他使用的

隨身溝通圖卡，雖然圖卡沒辦法做到完全溝通無礙，但至少能讓孩子

與大人間有者基本簡單的溝通，也很謝謝中和班上的老師將圖卡融入

日常課程和例行作息活動中，讓孩子不至於因為無法溝通而影響到他

的情緒。

靠自己的力量賺到人生中的第一筆錢

另外，我孩子的精細動作比較差，能專注的時間也很短暫，總是

坐不太住，也不願意一直重覆做同一件事情。中心有拿一些廠商的代

工來給孩子們， 訓練獨立作業及耐心持續地做一件事之工作人格， 
也藉著依產能賺取獎勵金建立他們工作動機和建立自信心。我剛看到

時，我還回老師說：「我孩子怎麼可能有辦法做代工？」直到3個月後
的某一天，我要簽聯絡簿

時，看到聯絡簿裡夾了個

小密封袋，密封袋裡面裝

了41元，寫著: 這是3個月
來你兒子XX做代工的獎勵

金。雖然我孩子只是做代工中的其中一個小小環節，但我還是超級感動的，感動的是，我的孩

子居然也有辦法在老師的指導及輔具的幫助下，穩定的做重覆的事情，更感動的是，我孩子居

然能夠靠他自己的力量賺到他人生第一筆錢。

我孩子在中和安置的2年半中，也讓我看到了中和團隊許多的創新與勇於讓服務對象嘗試不
一樣體驗，例如107年04月26~27日2天1夜苗栗的春季旅遊。還有今年開辦第二年的一年8堂運
動中心的游泳課。2次板橋的秀泰影城包場看電影。我本來是認為看電影就是讓孩子有真實電影
院的體驗機會，但令我最感動的是，為了要前往電影院，要先從中心徒步近600公尺到公車站，
然後再坐14站大約30~40分鐘的公車才能到達，同行中還有坐輪椅的孩子，也要擔心孩子會不
會有情緒行為問題突發，我太欽佩中和團隊的勇氣與專業度。感動!

去年也開放家長參與中心優秀青年選拔的投票。其間也經歷了每學年、期中與期末的家

長會。期末是一家一菜豐盛且多到吃到撐，期中則是中心服務對象的精彩表演，還有母親活動

等。孩子也參與了多次的校外教學。

第一團隊的努力讓孩子越來越好

在中和，我看到了主任、社工、總務、老師群與行為輔導員的用心與團隊合作無間。我孩

子能安置在中和，除了緣份，也讓我感受到無比的驕傲。感謝中和發展中心的錦艷主任，讓我

拾回親師間能夠產生有效溝通的信心，並且與我一同堅持。感謝班導素玲老師，她的堅持與對

策，成就了孩子現今的穩定發展。感謝中和發展中心所有的，謝謝你們讓我在面對我孩子有狀

況時，知道我並不孤單。感謝〝第一行為工作室〞的老師們，謝謝你們提供的建議策略。更感

謝無數的貴人們，在我們一路走來所給予我們的鼓勵、打氣、幫助。無限感恩。

在中和我看到曙光

▲ �參加中心郊遊活動。

▲ �聚精會神做代工。

▲ �父子一起玩擂茶。

▲

�藉由好男人的策略，情緒控制越來越好。

父親節特輯 55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第一基金會許多活動都被取消或是延

期，終於，在疫情趨緩的五月底，「尋找1000個童心寶貝守護者，
1000個愛心缺”尼”不可」募款記者會在台北市長官邸隆重登場。
這是第一社福為了讓募款能夠細水長流、讓服務穩定持續，從去年

即開始籌備，並與誠品畫廊藝術家黃本蕊合作，推出捐款送「尼尼

愛心傘」，當天由氣質女神張鈞甯擔任愛心大使。

疫情衝擊捐款金額下滑  
40年專業服務受到挑戰

第一社福在40年前即發現，台灣有許多中重度心智障礙的孩
子，似乎沒有得到該有的尊重和受教育機會。因此自1980年，從30
個學生及地下室開始，隨著社會變遷，因應社會需求，陸續成立了

11個心智障礙服務機構，1個就業
服務中心，1個清潔社會企業，3
個輔具中心，數個社區資源服務

方案，每年為近2萬名身心障礙者

及其家庭提供全方位、全人關懷的服務，投入的時間，服務人力及

專業更是以幾十倍在成長。這次的募款計畫從去年就開始密集的籌

備，特地邀請了誠品畫廊藝術家黃本蕊，她也對第一的專業服務十

分認同，於是同意將其所創作的溫暖形象「兔子尼尼」作為本次捐

款禮物主角，台灣品牌雨傘王協助第一，製作這把高質感的晴雨兩

用傘。

長期支持第一社福的氣質女神張鈞甯擔任愛心大使，張鈞甯

毫不猶豫一口答應，硬是抽出拍戲的空檔時間協助拍照以及跟孩子

相處，十分的有心，卻沒想到今年受到疫情影響，社福捐款普遍低

迷，第一更是從年初捐款數字就節節下滑，上半年的募款著實受到

嚴峻的挑戰，因此期待社會大眾支持這個定期定額捐款活動。

懇請捐款支持 讓服務不間斷
在第一的心智障礙孩子們稱為童心寶貝，每一個初來到第一的

孩子，狀況都不太一樣，無法自己吃飯喝水、上廁所需要協助、學

習很費力、甚至不會走路⋯等，教保老師需要手把手的帶著練習及

訓練，讓心智障礙的孩子能夠慢慢地調整及適應。第一提供的不只

是照顧服務，而是依個人條件與需求訂定服務計畫內容，所以心智

障礙的孩子在這裡不只是得到被照顧而已，還能夠習得團體生活及

社交互動，以及多感官刺激及休閒才藝社團如：啦啦隊、加賀谷音

樂等，讓這些童心寶貝通過練習記動作及聽指令，訓練肢體、減緩

老化速度；生活及能力訓練如：餅乾烘焙、製作手工皂及環境清潔

等，以提升自立生活潛能。

尋找1000個童心寶貝守護者
月捐500送尼尼愛心傘

第一社福需要大家的支持，希望尋找1000位定期定額的捐款
者，成為童心寶貝的守護者，也為心智障礙家庭撐起遮風避雨的保

護傘。即日起，只要每月定期定額捐500元(持續一年以上)或單筆捐
款6000元，支持第一社福心智障礙者全人服務經費，並可獲贈由藝
術家黃本蕊創作的尼尼愛心晴雨兩用自動傘(雨傘王監製)一支，劃
撥捐款帳號：05175271捐款專線：02-27224136分機830-833。

疫情衝擊捐款 愛心大使張鈞甯
 邀請大家一起守護童心寶貝
  幫心智障礙家庭撐傘

▲ �請支持我們的六大訴求，早期療育、住宿安養、自我照顧、自立就業、輔具服務。 ▲ �嘉馨住在第一社福的團體家庭裡，白天有穩定的

工作，她也加入捐款人行列。嘉馨不是有錢人，

卻是慷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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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愛舞團應邀大直扶輪社社慶表演

第一社福辦理的恆愛發展中心應邀參加大直扶輪社社慶，由恆

愛的「動茲動茲舞蹈團」跟「閃亮亮擊鼓隊」十位團員演出多首組

曲，為了幫基金會推廣「尋找1000個童心寶貝守護者 缺”尼”不
可」的募款活動，老師精心安排將尼尼傘置入在演出中，童心寶貝

天真舞動尼尼傘，配合磅礡的擊鼓節奏，造成極佳的視聽覺效果，

也得到現場嘉賓熱烈掌聲。從黃啟恩前社長開始，大直扶輪社支持

第一社福的才藝計畫已經第10年了，之後加入圓山扶輪社、中正扶
輪社、華山扶輪社、關渡扶輪社、樂群扶輪社等友社一起行善，每

年社慶活動皆邀請第一社福參加，給童心寶貝們舞台，並向社員推

薦第一社福，謝謝大直扶輪社。

第一銀行永春分行捐贈護理車

第一銀行永春分行關懷在地的身障朋友，捐贈護理車、甦醒球

(急救用)和殺菌烘碗機，助本會永愛發展中心維護心智障礙服務對
象之健康。永愛中心有30位需長期服用癲癇和精神科藥物之服務對
象，護理車能幫助護理師更有效率和安全的做好藥品管理，紫外線

烘碗機讓班級更方便為智青每天使用的牙刷、便當盒等物品進行殺

菌，感染管控再升級。感謝第一銀行永春分行的捐助善舉，使用永

愛發展中心有更完善的服務設備，為中心許多邁入中高齡和有服藥

需求的服務對象提供更優質的健康照護服務。

第一寶貝慶祝母親節向媽媽示愛

第一寶貝慶祝母親節，向媽媽示愛不落人後，打

卡板合照、打電話、寫卡片樣樣來。有服務對象打電

話對婆婆獻上祝福，說著說著想到在天上的媽媽就紅

了眼眶，寫一張卡片告訴天上媽媽 我會好好照顧自
己。也許第一的童心寶貝們不善於表達內心，但媽媽

對自己的付出和照顧，都點滴在心頭。

感謝信邦電子捐贈交通車

一台嶄新的八人座車，緩緩的駛入崇愛發展中心廣場，大家

目不轉睛的看著，「好漂亮的車子喔」、「好閃亮亮的車子」，大

家都希望能坐上駕駛座，感覺很威風；車身上，出現熟悉的字眼

「SINBON Electronics 信邦電子」。這部車子可以載著服務對象外
出工作、就醫、社區適應、車站接送等，謝謝信邦電子SINBON，
讓我們有更舒適的乘車環境。

疫情中的圓夢小旅行

第一社福辦理的「崇愛發展中心」一群老師為了一個固執每年

一定要春季旅行的學員，設計了一連串緩和的策略，讓學員只要達

成約定即可集點朝旅遊的夢想前進。老師將一天分早、中、晚三個

時段，指標有：表現好、笑咪咪(情緒緩和)、手放好(表示不會亂打
人)，只要這一天都做到了就可以集一點，三點可以換一張券，有
乘車券、午餐券、伴手禮券，所以學員要九天「好好表現」才能換

取旅遊三券。但是隨著疫情嚴峻，老師們不斷思考旅遊替代方案，

而且家長擔心外出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風險，所以，去或不去讓人

很為難。最後在符合家長的要求下完成一趟不一樣的春季之旅；這

趟VIP之旅，由總務老師開著中
心的車子、主任當導遊小姐開心

啟程，崇愛中心克服困難、千辛

萬苦達成任務。對一個不是大人

物的小願望，認真的設計與實踐

“任務”，不因人輕事小而不為

的完成託付，這波疫情讓人看見

的就是這樣的台灣精神，也是第

一的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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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05175271‧戶名：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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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定額月捐 元 /或單筆捐款 元，不索取贈品

 □  定期定額月捐 500元 (持續一年以上 )或  □單筆捐款 6,000元，索取尼尼愛心傘

  □  定期定額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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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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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雜誌尼尼愛心傘

歡迎愛心夥伴透過紙本振興券直接寄送、或是綁定數位券方式，

選擇「回饋捐贈」，支持第一社福童心寶貝服務不中斷~
振興券使用期間：7 月 15 日至12 月 31 日

振興三倍券也能作為捐款用途喔！

【紙本券 捐贈】
親送、郵寄：將您手中的紙本券，並書寫相關資料：捐款金額、收據姓名、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亦可在官網「下載三倍券捐助資訊單」，親送或掛號郵寄至本會。

郵寄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50巷342弄17-7號(公關組收)

【數位券 捐贈】
輸入第一社福捐贈碼51811：
至選定的數位支付方式網站進行綁定設定(信用卡/行動支付/電子票贈(三擇一) )，
回饋方式選擇「捐贈碼回饋」，輸入51811，消費累計滿額三千元後，將收到捐
贈回饋的簡訊或APP通知。 第一社福將於收到捐贈者資料後開立捐款送據予捐款
人。了解更多 https://www.diyi.org.tw/news/index/127

捐三倍券做公益~關懷第一童心寶貝

            尋找1000個童心寶貝守護者  缺 "尼"不可
第一社福的專業服務需要大家用力支持，今年，我們幸運地獲得誠品畫廊藝術家黃本蕊女士首肯，無償授權具有暖

暖形象的兔子尼尼為愛心傘的主角，氣質女神張鈞甯擔任愛心大使，一起攜手幫助第一社福尋找1000個定期定額的捐
款者，成為童心寶貝的守護者。

即日起，只要定期定額每月捐500元持續一年以上或單筆6000元，支持第一社福心智障礙者全人
服務經費，即可獲贈尼尼愛心傘一支。(晴雨兩用自動傘)
捐款方式：定期定額請使用下方的信用卡捐款單

單筆捐款劃撥帳號：05175271  戶名：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劃撥請註明：索取尼尼傘)。了解
更多&其他捐款方式 https://www.diyi.org.tw/npo/index/12/nini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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