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織四十年緣份不期而遇
四十年前，兩位在國外學習特殊教育的老師，在某次見面，只交談20分鐘就決

定創辦「第一」，這兩位就是賴美智女士跟張培士女士(人稱賴老師、張老師)。當
時，賴老師找了也是學特殊教育的曹愛蘭女士，並且邀請柴松林先生等社會賢達一

起創立了「第一」。四十年來，張老師跟賴老師貫穿了第一的服務(曹老師較早離
開，張老師於100年退休，目前擔任第一的董事長)，她們兩位各有所長，主責工作
也有所分工。她們個性截然不同；一位是慢條斯理型，一位是過動急驚風型；一位

是對事情常持保留態度，另一位是好奇寶寶喜歡嚐新；一位說話速度緩慢優雅，另

一位是說話連珠炮似的；一位需再三評估，一個錢打四個結， 另一位則喜歡採購新
的教學設備。

問她們這樣草創第一時都不會擔心害怕嗎？

賴老師說： 我要成立第一時，除了被媽媽念了幾句外，親友間沒人勸阻我，我是過
動兒，個性較為衝動，我要做的事，沒人能拉得住我。

張老師說： 我在美國教重度的孩子八年，外國人我都能教，我們自己國家的孩子為
什麼不能教呢？

問她們有擔心過募不到善款，服務被中斷嗎？

賴老師說：不擔心，我來寫計畫跟企業提案。

張老師說：別擔心，上帝會幫我們準備好！

謝謝老天爺讓她們相會，因為她們大膽無畏、天真浪漫、無私奉獻的精神，讓

許多心障礙者家庭的命運因此改變！

細數生命中無數個第一

1981年  出版臺灣民間第一本特教叢書《個別化教學課程綱要》，執行IEP個別化
教育計畫。

1984年  主辦「臺灣區第一屆中重度心智障礙運動會」，全台330餘名心智障礙者
參加。

1985年  臺北市政府委託辦理內湖區「博愛兒童發展中心」，成為全臺第一家公設
民營福利機構，後來臺北市和其他縣市陸續增設公辦民營機構和方案。

1986年  國內首次主辦「自閉症之認識與訓練」研習會，邀請旅美精神科醫師兼
自閉兒父親蔡逸周博士回台講授。

1995年  成立臺灣「第一復康輔具資源中心」，是台灣第一家展示輔
具、推動輔具概念，更成為台灣社家署在各縣市設立輔具中心

的濫觴。

2000年  成立「第一行為工作室」，邀請旅美教育心理學專家施顯烇
博士回台主持，帶領包括社工、心理師及特教老師的行為輔

導團隊，由本會與中原大學特教中心、臺北市教育局三個單

位共同合作，成為全臺首創專家走進教室，協助特教老師輔

導嚴重情緒行為個案的服務模式。

2018年  剛成立2年的「第一社企」榮獲第一屆「遠見社企之星」獎
項，2019年又通過英國SVI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認證，計算
出「第一社企」每投資1元可以產出6.32元的社會價值，創
造100多位身障員工就業。

▲ �台灣區第一屆中重度

心智障礙運動會。

▲ �

舊博愛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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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有福

華南銀行董事長 張雲鵬

恭喜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邁向四十周年的里程碑，衷心感佩第一社福一路陪伴心智障礙學

員取得平等教育和完善照顧的權利，讓心智障礙學員在人生各個階段，都充分感受到社會的疼

惜與關愛，能順利踏出成長之路。

今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許多社福團體在募款時遇到了不少困難，志工人

力招募也面臨了極度缺乏的窘境，感謝第一社福仍堅守崗位，竭力為弱勢族提供服務，讓他們

不致失依。

華南銀行自102年起與第一社福合作迄今已有八年之久，我們透過舉辦活動引導社會大眾
認識心智障礙者，進而接納、融合並付出關懷。我們也鼓勵同仁在工作之餘積極投入志工服

務，親身感受施比受更有福氣。

感謝第一社福，讓華南銀行有機會在心智障礙學員的成長路上盡棉薄之力，讓我們在創造

企業價值與利潤的同時，也善盡企業公民的角色與責任。未來，華南銀行仍將持續與第一社福

攜手努力，為心智障礙學員及更多的社會弱勢族群貢獻心力，讓寶島臺灣的未來充滿希望、更

加美好！

給第一的祝福

昱臺集團執行長 劉枋

首先，恭喜第一社福邁入愛心道路40週年，同時很榮幸能藉此機會向第一
社福獻上祝福。

與第一社福的結緣起始於公司成立數十年後，雖然篳路藍縷，但在創業伙

伴與所有同仁的努力下，公司業績逐年成長，成就今日在同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成績。為了回饋社會，我們因緣結識第一社福所屬「愛立發展中心」的莊碧環主

任，並經由她的聯繫，昱臺連續九年參加第一社福的「健康走愛長久」活動，雖

然我們每年提供一些物資的捐助，活動當天昱臺同仁們亦到場共襄盛舉，與第一

的服務對象共同度過一段溫馨快樂的時光，但心中對於第一社福的柴松林董事

長、三位創辦人、所有的老師與同仁長期的付出一直充滿無限感佩，並自我期許

未來能更密切地一起走在愛心的道路上。

隨著第一社福40年來秉持仁民愛物的精神，熱忱提供專業服務給身心障礙
者，使他們獲得尊重、成長，並與社會融合，第一社福協力同心的付出對社會的

貢獻卓著。除了感謝第一社福給予昱臺回饋社會的機會之外，在此我也祝福第一社福，未來在

持續獲得更多企業及善心人士的協助下，將所擁有的溫暖持續分享給更多需要的人，讓愛心傳

到世界每個角落。

讓孩子的努力被看見

信邦電子董事長 王紹新

2014年，信邦電子捐助第一部交通車給第一社福基金會，讓行動不方便的學員們，也可以
安全、穩定地出門學習、拓展視野並與社會接軌。2017年，信邦電子提出創新的想法，信邦的
同仁與第一社福的老師孩子們一起合作，完美呈現2018年桌曆，讓孩子們的努力被看見，也從
一張又一張的精彩的畫作中，讓大家認識他們。

感謝第一社福在台灣持續的深耕，對身心障礙的學員們視如己出，不辭辛勞的帶領著學員

們體驗生活、學習技能，並協助他們走入社會，讓他們有勇氣創造未來的可能性。我們真實的

看到基金會所付出的一切，其中種種不為人道的辛苦，難以細數，長期默默奉獻的心力，著實

令人動容。我個人也特別對於基金會所有的服務老師，四十年來將生命投注以如此高度的熱情

深表敬意! 讓我們一起持續努力，給予心智障礙的孩子們應得的尊重和受教育機會。
謝謝有你們，讓我們知道這些孩子與你我並沒有不同，他們的努力該被看見，也值得被尊

重與細心的對待!
第一社福 生日快樂！

四十守護 愛是第一
企業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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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福40週年祝福
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 陳藹玲

1983年，台北市信義區楓橋新村居民抗拒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在社區中設
置，引發了一連串風波，這就是所稱的「楓橋新村事件」。

當年我擔任記者，前往採訪了張主任等老師、家長，還有居民。深深感受

到一般民眾因為不瞭解、因為誤會身心障礙兒童會影響居住安全、生活品質，

對這群特別的孩子及教育工作產生極大的排斥。也就希望透過我的報導，增進

彼此認識、減少摩擦！

稍後有幸被推薦為董事，也更了解第一在台灣特殊教育的發展上，有多少

舉足輕重的貢獻！命運是非常奇妙的，從採訪、擔任董事、到成為家長，我和

第一結下一段近三十年的緣份。

我因為結婚懷孕離開記者工作，緊接著生了4個孩子。老四在懷孕五個月
左右，被看出有腦部發展缺陷。從那時開始的驚慌害怕，到孩子生下來的前1、
2年的手足無措，進出醫院頻繁、數度陪伴孩子在生死邊緣徘徊。直到孩子3歲
多健康好轉，才有心情跟餘裕的時間計畫孩子的教育！這時我第一個求援的就

是第一！從張培士主任、賴美智老師、楊美凌老師，到所有上過課、陪伴過的

人，都給我和翰翰最重要、最專業的協助。不論是個人發展規劃、輔具設計、情緒支持⋯，有

第一作後盾，讓我們一家都能擁有強健的心態和方法，陪伴翰翰一起長大，同時享受生活！

也因為受專業特殊教育的極大幫助，在因緣際會之下，有機會邀請第一與對岸的社會機構

對話並合作。讓第一的專長可以造福更多的人。身為近身觀察的記者、基金會的工作者、特殊

兒的家長，我打心裡敬佩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及其中所有老師和工作人員。你們的奉獻，讓這群

需要關懷的孩子及家庭有更多力量走下去。

祝福第一，繼續領導台灣、甚至其他國家地區的特殊教育發展，讓生來未必完美的、也因

為有第一而幸福溫暖！

透過創新方案與第一合作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瑞銀集團台灣區總經理 陳允懋

2006年瑞銀集團從商業週刊「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的宣導專案中發現同樣位在信義
區的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第一」），從此瑞銀與「第一」締結長達14年的友
誼。

陪伴第一的過程中，有幸親眼見證第一大樓落成，心智障礙幼兒與成人有了屬於自己

的家園；2008年持續至今的社區大學「健樂營」課程，從台北市一個據點到現在擴展到台
北市兩個據點及新北市一個據點，可見到社區大學上課已成為大台北地區很多社區中智青

朋友的生活重心；「第一」以愛在偏鄉、行動早療的運作模式，為目前仍無早療機構或提

供早療的醫療院所較不足的地區，提供該區家庭可以就近獲得療育服務的支持。

40年來，「第一」從60坪大的地下室訓練15位重度心智障礙孩子開始，到現在已陸續
成立11家專業療育服務據點的社福機構，提供了數萬名心智障礙0-6歲的早期療育、18歲以
後的生活訓練、就業輔導、住宿安養、輔具支持等服務。

瑞銀集團仍將持續與「第一」合作，透過創新方案提供特殊需求人士獲得公平的對待

及自我能力的提升，進而影響其家人和外界對他們的看法及態度，具體踏實的支持弱勢族

群，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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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治療師  席芸

口語溝通是人與人互動的最重要媒介，而心智障礙者卻

往往受限於認知、知覺動作等生心理因素，導致口語溝通能

力受限。因此，第一社福自20年前起即開始引進及應用「輔
助溝通系統(AAC)」(註一)，幫助服務對象透過手勢、手語、動

作、眼神、圖卡、溝通器或IPAD等，來理解溝通對象的內容，並藉
以表達他們的需求、想法及與他人互動，一方面也在過程中慢慢誘

發出他們的口語。

語言治療師在評估了解服務對象的口語溝通能力後，為他選擇

現階段合適的溝通方式、溝通輔具及溝通內容，與團隊確認後，在

情境中示範、協助、教導應用的時機與方式，由教保老師在每天的

課程活動中執行，並持續追蹤與依進度進行擴充、調整與修正。

從每天的例行活動如吃飯、喝水、睡覺、回家⋯⋯等需求的表

達，到各項課程或活動的理解與參與，從一個情境到多個情境，從

一個版面到多個版面，從詞彙到片語到句子，逐漸增加服務對象理

解及可以表達內容，除增進他們的溝通功能外，同時也減少許多情

緒行為問題的出現。而對於部分服務對象，特別是幼兒而言，更能

增進他們口語的發展。

例如，小宜是一位自閉兒，3歲剛進中心時，對於教保老師的
指令沒有反應，也不會主動表達自己想做的事。經過評估後，每天

老師拿著他有需求的物品與圖卡到他面前，應用圖片交換溝通系統

(PECS)(註二)的策略，讓他撕下圖卡跟老師表達需求，像是喝水、玩

玩具等，開始建立他的主動溝通意願與行為。

隨著認知的增進，小宜溝通的語彙與版面不斷擴充，語彙從需

求到跟人互動，如打招呼、問候、情緒表達等；版面則是希望建立

他語法上的概念，使用詞類分頁的編排方式，加上顏色的提示，讓

小宜學習慢慢自己將一個詞一個詞依照順序組成句子，如主詞、動

詞、形容詞，再加上時間副詞、情緒詞等；之後再依據他識字的程

度慢慢地從圖卡轉成字卡，接著小宜已經可以用全字卡的溝通本與

人溝通。

我不會說話，但我可以表達，
希望你能了解我 !!
－輔助溝通系統（AAC）在機構的應用
使用輔助溝通系統(AAC)的
價值  讓個人能在他有溝通

需求的時候能夠儘量使用清

楚、具體、有效率、獨立

完成且社會認同的方式來

溝通，來理解別人，也讓

別人理解自己(Goossens, 
Crain & Elder, 1992)。

▲ �依照詞性分類的溝通本，建立服務對象的

組句概念，再加上顏色提示。

▲

�小安在9句話溝通器上的的兒歌點
歌單。▲ �▲

成人組班級使用的圖片式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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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輔助溝通系統（AAC）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註二： 圖片溝通交換系統（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簡稱 

PECS）是一套功能性的溝通工具，最早是用於Andrew自閉症方案，目的是
教導自閉症兒童能夠透過圖片交換方式學習主動溝通。有許多文獻指出，使用

PECS對孩子發展口語有幫助，也可以減少發脾氣的行為，並增加了社會化功
能。（Bondy & Frost, 2002)

註三： PODD是一個已發展15年、有實證研究基礎且規劃完整，可使用於多模式、多
情境的圖文溝通系統，可做為低科技使用的溝通簿，也可應用在高科技的電腦

輔具上，自2005年澳洲Gayle Porter語言治療師研發出版後，目前應用於歐美
多個國家。

輔助溝通系統（AAC）的運用https://aac.diyi.org.tw/  

而當小宜開始組句時，他的口語也隨之發展出來，先會看著圖

卡仿說，慢慢到可以看著圖卡自己說出，再到他之後可以自己說出

口語，甚至發展到他能夠以口語為主要的溝通方式，而只是隨身帶

個小本子，請大人寫下他不會的語彙，他再學習應用。

除了個別化的設計，由於本會主要的服務對象多數是有複雜溝

通需求幼兒及成人，因此，在AAC的普遍運用上即更為生活化及
多元性，例如：在增進服務對象主動表達與參與方面，卡拉OK通
常是成人服務對象的最愛，對於較無法用口語表達者，之前較多只

是被動地聽歌，較少有表達機會，但自從有了選歌單以後，小安能

在圖卡找到最喜歡的歌曲，讓老師帶著她隨著音樂模仿動作；大宇

會主動指著選歌單告知教保員要聽「針線情」或是「月亮代表我的

心」。此外，他們也可以選擇喜歡的休閒活動、想吃的快樂餐、外

出地點⋯⋯等。

而在增加與他人互動的機會與內容方面，阿德用他的聊天本詢

問教保老師可不可以帶玩具回家玩，及分享他的假日生活。而婷婷

則會使用PODD(語法組織動態呈現)跟教保員訴說她的心情故事。
同時，在提升情緒穩定度和培養良好行為方面，亦可應用「因

果卡」讓服務對象知道行為的後果，如小正知道只要坐椅子上課，

下課後就可以玩他最喜歡的盪鞦韆活動。大逸也會努力管好自己的

手，因為集滿點數就可以獲得榮譽獎章。

在這些年點點滴滴的歷程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服務對象在

溝通層面上的成長，而更多的是他們在全人發展的進步，特別是在

自信心的建立與提升。如當腦性麻痺的黃妹妹聽完「大家一起做料

理」的繪本後，努力地用眼神從凝視架的四張圖片中選到她要加在

吐司中的起司片後，隨即展露出了開心又滿意的笑容，因為，即使

她的動作很困難，她還是能夠表達自己對於所要的選擇。

除了服務第一社福的服務對象外，本會亦積極對外推廣輔助溝

通系統的觀念，如在107年辦理「輔助溝通系統應用與設計研討會 
美國與台灣AAC之設計、應用新知與經驗分享」及108年辦理「澳
洲語用系統動態化陳列(PODD)溝通系統工作坊 輔助溝通系統種子
人員培訓」(註三)，邀請美國及澳洲講師前來辦理3天研習，皆獲得好
評。更在109年成立「AAC跨越溝通鴻溝平台」網站，感謝富邦文
教基金會的捐助，讓此計畫更順利推展。希冀成為有溝通障礙者、

其家人及其師長有助的服務資源，擴大培訓宣廣，推動AAC在全國
各界都能認同及使用，讓更多的心智障礙服務對象能夠更有信心地

表示出：「我不會說，但是我能表達！」。

    

▲ �婷婷用PODD跟教保員聊天。

▲ �阿德用他的聊天本詢問教保老師可不可以帶玩具回家玩。

▲ �因果卡：上課坐椅子

↑

下課可以玩盪鞦韆。 ▲ �坐校車保持心情愉悅

↑

到中心找周老師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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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臺灣特教仍在原地踏步

雖然時間久遠，但已從第一社福第一線退休的創辦人之一張培

士女士仍印象深刻，她出國唸書的那一年（民國51年），臺灣剛於
臺北市的中山國小成立全國第一個啟智班，當時入班的孩子多為輕

度及現在看來只是學習遲緩的孩子。

13年後張老師回國，那13年間她不只完成了特教專業的學業，
還分別在美國兩間公、私立機構教了7年書，她的美國學生都是所
謂的心智障礙者，年紀最小3歲最大到21歲，而且很多都是中、重
度的心智障礙者，甚至極重度的孩子也有，因為在國外見多了這樣

的孩子，回到臺灣張老師最訝異的是  怎麼過了13年，臺灣對於心
智障礙者的教育還在原地踏步？

學校啟智班依舊只收教育界認為「可被教育」的孩子，中重度

的孩子依然無法進入學校甚至是社會，其中還有很多孩子被放在只

有收容照顧而無訓練的機構，當時臺灣也沒有任何學校或是機構針

對這些中重度的心智障礙者進行教育訓練。她曾問過當時執掌教育

相關的政府官員，為何學校不收中重度的孩子？對方認為，「擦屁

股」不是老師的工作，但張培士老師覺得「教會學生自己擦屁股」

就該是老師的工作，讓孩子透過教育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也應該

是教育的一環。

在一次聚會上，張老師認識了同在美國進修回國的賴美智老

師，因為賴老師也有在美國服務心智障礙者的經驗，兩人對於「臺

灣中重度的孩子去哪了？」都有一樣的疑惑，理念一拍即合的她們

決定合作，一起把臺灣中重度孩子的受教權找回來，於是和曹愛蘭

老師一起創立第一社福的前身第一兒童發展中心，並請柴松林教授

擔任董事長一職。

幫助弱勢生命，只是「該做的事」

當時他們集資60萬，買了一輛二手九人座的車子，找了一個位
於地下室，原本當乒乓球教室的空間，就這樣開始進行服務。那年

代沒有智慧型手機，

所以也無法使用社群

網路宣傳，不過即便

如此，靠著醫院醫生

的轉介，三個班到年

底就招滿近3 0位的
學生了，加上很多家

長看到第一兒童的訓

練效果，越來越多人

找上門希望能幫忙訓

練自己的孩子，為應

付與日遽增的需求，

基金會換了好幾次地點，空間也越換越大才得以容納越來越多的學

生。

張老師認為，第一社福能有這麼好的口碑，主要是因為以專

業為訴求，第一社福成立專業團隊為每個學生制訂個別服務計畫

（IEP／ISP），而非以套用模式的方式對待每個孩子，因為效果
好，還有學校啟智班的老師希望能來索取第一社福的教材或相關講

義，好利用在教學上面，之後成立的類似機構也都沿用了此一方式

來照顧心智障礙者。

第一社福為心智障礙者服務的堅持逐漸得到政府的重視，首開

先例與第一社福合作第一間公辦民營的機構，之後我們也向社會大

眾證明了中重度的孩子是可以被教育的，甚至在學校尚無能力接受

中重度孩子時，代替學校承辦啟智班，這些種種都為日後中重度孩

子進入校園接受教育鋪陳好了道路。

當初成立第一社福的時候張老師並沒有想太多，中途即使遭遇

到困難她也沒想過放棄，對張老師來說，她只是「做該做的事」，

更何況連外國孩子都能教了，教自己國家的孩子又有什麼難的？幫

助弱勢生命活得有價值的同時，也會讓自己的生命變得有價值──

這是張老師的信念，也是她希望在第一社福服務的大家都能明白的

道理。

▲

�至香港觀摩引導式教

育，是台灣首次對引

導式教育深入瞭解並

學習的契機。

▲ �創會第一班的老師們。

▲ �最早期的第一兒童發

展中心，像一座城堡

一樣讓許多中重度的

孩子得到幫助。

【聯合報繽紛版】

推動心智障礙者
權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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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Mart 全家便利商店     
中秋愛心款禮盒送暖第一

謝謝全家FamilyMart 的客人訂購近2000盒李亭香招牌小月
餅禮盒，溫暖分享給第一社福各中心的孩子們及社區的弱勢家

庭、社企清潔弱勢員工，讓大家提早體驗中秋佳節氣氛。中秋

節前幾天，時而下大雨時而放晴，

社工冒著風吹雨淋，帶著大家的愛

心送到社區的家庭中，望著沒有電

梯的公寓，手上還有整箱的物資，

社工夥伴戲稱：「剛好可以練腿

力」，無論大人小孩，看到禮物都

開心的笑了，連聲道謝，社工夥伴

說，雖然被淋成落湯雞，但是看到

大家開心的表情就釋懷了。謝謝全

家便利商店的客人，也謝謝李亭香

餅舖連續四年配合這個公益活動！

中華郵政連續兩年透過「i郵箱」傳愛   
守護弱勢兒童心願

中華郵政在全國各地布建逾2,000座「i郵箱」，結合物流及資
訊流，舉辦「郵遞i心，守護弱勢」公益活動，幫助8家公益團體，
募集超過1,600位弱勢長者及兒童許願物資，第一社福也受惠近200
個心願禮物。活動期間至活動網站註冊https://loveibox.tw/，可在
七日內透過全國任一「i郵箱」免費寄出捐贈物，將愛心化為實際
行動。活動期間，第一社福收到近200個心願禮物，包含保溫瓶、
運動鞋、音樂書等等，

每個禮物都是民眾依照

孩子的心願喜好精心挑

選，孩子們收到無不開

心得合不攏嘴，感謝中

華郵政將「i郵箱」打造
為公益服務平臺，凝聚

民眾愛心，將溫暖傳遞

出來。

第一家園節能燈具再升級

繼家園一、二樓的「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在企業的贊助下，全

面更換了LED燈具後，樓上的五、六樓「永愛發展中心」和七樓的
「就業服務中心」也在新的愛心企業支持下更換囉，整個空間的視

覺感受更明亮雅

觀。感謝台灣愛

丁頓寰盛洋酒股

份有限公司的捐

助，讓智青有了

更棒的生活學習

空間。

謝謝支持中秋禮盒全數售罄

今年第一社福首度

全面改用精美鐵盒做為

童心寶貝中秋獻禮，採

限量4500盒銷售，感謝
許多第一好友的支持，

讓禮盒上市沒多久就全

數售罄，這也讓童心寶

貝們可以安心的準備出

貨，再次謝謝支持！

信新公益信託挹注善款     
協助改善第一家園公共設施

第一家園的服務集幼兒早療、成人日托、夜間住宿等服務。自

98年籌建完成，這10年間，家園每年提供逾一萬人次的服務量，照
顧許多大小心智障礙者，服務量非常大，許多服務對象需要靠輔具

出入，導致地板磨損嚴重，需要更換以避免之後地板底部失去黏性

而滑動脫落，且地板破損的凹凸不平會造成肢體不便的服務對象，

在移行時產生危險。不只如

此，第一家園的電梯為載送

服務對象的重要工具，電梯

纜繩已經10年未更換，電
梯頻繁搭載，已達汰舊換新

的年限。感謝「信新公益信

託」，挹注善款協助改善家

園公共區域地板工程及電梯

纜繩更換，讓師生們有個整

齊、明亮、安全的環境。

「愛．與您有約」畫展    
 展現愛智寶貝多元才藝

音樂繪畫等相關課程，對於穩定心智障礙者的情緒，

提高他們的認知有很大的幫助，在台北大直扶輪社的支持

下，第一社福為各中心聘請美術老師進行教學，從參與

課程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他們不同的一面，童心寶貝透過

顏料、素材，展現出內心豐富情感，精彩的作品也屢屢得

獎。今年適逢「愛智發展中心」20週年，我們把為寶貝們
開畫展的夢想化為行動，延續愛智20週年美展活動，將展
覽推廣到社區內，現場展示多幅早療幼兒的畫作，提供民

眾觀賞，同時也舉辦多場體驗活動，由教保老師帶領社區

幼兒及民眾，

一起體驗美術

活動所帶來的

樂趣。

扶輪3490地區「扶輪回饋 讓愛加倍」   
振興三倍券助第一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扶輪3490區熱血關懷社會公益，
號召扶輪社友、眷屬及社會各界踴躍申購三倍券並捐出做公益。感

謝國際扶輪3490地區第九分區、五工扶輪社、泰山扶輪社、新北市
百合扶輪社、頭前扶輪社、新北圓桌扶輪社、百越扶輪社、福營扶

輪社，謝謝社友們熱情響應，溫暖展現扶輪精神，以實際的捐助行

動，助第一服務細水長流，永續扶助童心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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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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標期間】109年12月1日∼12月8日
【參與藝人】

JOLIN蔡依林、KEVIN老師、YUKI徐懷鈺、大S 徐熙媛、小S 徐熙娣、方馨、王瞳、王瀅、吳翔震、宋芸樺、侯佩岑、高敏敏、張鈞
甯、張瀚元、梁舒涵、莎莎公主(鍾欣愉)、陳孫華老師、陳珮騏、游小白、黃子佼、黃沐妍、黃韻玲、劉品言、劉香慈、鍾 、顏以娜。

活動詳情請見官網http://www.diyi.org.tw

第10屆名人愛獻館競標起跑~
邀請您一起守護童心寶貝

捐助第一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