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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贈單位 物資名稱 / 數量 收據編號

108.01.04 清華大學元門太極
學員

有機糙米60公斤 990607

108.01.04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日用品,食品各一批 990608

108.01.08 王秋燕 衣服一箱 990609
108.01.09 物資銀行 床墊8張
108.01.14 柳念慈 米10包/2斤 990610
108.01.14 蘇瑋彤 米20包/2斤 990611
108.01.21 網銀基金會 棉被16條,衣服一批 990612

108.01.21 點線麵餐飲有限公
司

麵條20斤 990613

108.01.24 嘉鎂獅子會
血壓計2台,白板3組,LG
冰箱一台, 990614

108.01.28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
福利基金

沐浴乳42瓶,洗衣粉80
盒,洗髲精60瓶 990615

108.01.28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
福利基金

米30KG10包/米
3KG100包 990616

108.01.31 福智文教基金會 物資一批 990617
108.02.12 善心人士 茭白筍一袋 990618

108.02.14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日用品,食品各一批 990619

108.02.14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
藏佛教會埔里彌陀
共修會

物資一批 990620

108.02.22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
藏佛教會埔里彌陀
共修會

物資一批 990621

108.02.25 東寧五金生活館 衣服一箱 990622

108.02.26 點線麵餐飲有限公
司

麵條20斤 990623

108.02.26 中華存善慢飛天使
關懷協會

NISSAN車一台 990624

108.03.05 泉美食品公司 鮮乳一批 990625
108.03.11 林美滿 物資一批 990626
108.03.12 互助互動一起發 尿布2箱.尿片2箱 990627

108.03.12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物資一批,食品一批 990628

108.03.28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
福利基金

米30KG10包/米
3KG100包 990629

日期 捐贈單位 物資名稱 / 數量 收據編號

108.04.08 張月雲 粟子地瓜一袋 990630

108.04.09 甘霖功德會
粽子2箱,糖一批,饅頭3
箱

990631

108.04.09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
福利基金

沐浴乳42瓶,洗衣粉80
盒,洗髲精60瓶 990632

108.04.11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物資一批,食品一批 990633

108.04.25 泉美食品公司 鮮乳一批 990634

108.04.29 點線麵餐飲有限公
司

麵條20斤 990635

108.05.03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物資一批,食品一批 990636

108.05.21 泉美食品公司 鮮乳一批 990637
108.05.24 甘霖功德會 粽子60個 990638
108.06.03 批發王 色鉛筆一批 990639
108.06.05 徐碧霞 粽子60個 990640

108.06.06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物資一批,食品一批 990641

108.06.10 點線麵餐飲有限公
司

麵條20斤 990642

108.06.14 謝麗梅 尿布一箱 990643
108.06.14 賴奕如 尿布一箱 990644
108.06.14 劉宥妘 尿布一箱 990645
108.06.14 李婉如 尿布一箱 990646
108.06.14 林繁榮 尿布一箱 990647
108.06.14 張妤雯 尿布一箱 990648
108.06.14 陳安妮 尿布一箱 990649
108.06.14 陳岳良 尿布一箱 990650
108.06.14 陳淑嬌 尿布一箱 990651
108.06.14 黃珮菱 尿布一箱 990652
108.06.14 楊銘芬 尿布一箱 990653
108.06.14 溫怡善 尿布一箱 990654
108.06.14 戴彗紋 尿布一箱 990655
108.06.14 陳婷 尿布一箱 990656
108.06.14 鐘宜華 尿布一箱 990657
每季 可迪麵包坊 十吋蛋糕一個

每日 可迪麵包坊 新鮮麵包一批

從事服務生命的工作，隨時隨地都必須要慎重，而且更

必須要有道德良知，才能得到天主的心，服務生命不僅可以

提升自己的生命價值，同時可以得到天主在品格、膽識、良

善及忠信的稱讚，同時聆聽天主的話也可以得到幸福及永遠

的賞報。

長久以來教區的長上不斷提醒身心障礙照顧服務工作的

同仁，身心障礙的照顧服務工作～是天主的事業，也就是為

天主做工，在主面前所做的工，所積存的產業在天上，相信

當我們每一個人因著天主的賞賜，全力以赴不斷地在這一份

工作上努力耕耘，運用天主所給的才能，帶著尊重天主、尊

重服務對象的工作態度，心存感恩，讓這群天使們的生命得

到激勵，我們也同時獲得了激勵，讓忠信的我們在本份的工

作上努力不懈怠，殷勤地侍奉天主就會得到天主愛的心。瑪

竇福音第 25 章第 21 節「主人對他說 : 好 ! 善良忠信的僕人，

你既在少許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

的福樂吧」。

曾在多年前參加身心障礙教保人員研習，受教於特殊教

育界前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許天威教授，授課的

過程中告訴與會的學員，用簡單明瞭的一句話，道出從事身

心障礙服務工作的價值觀，他說「特殊教育是一份很好混；

也是一份最難混的工作」，而這是一句一體兩面的話，要看

每個人如何去看待及定義身心障礙這一份服務工作的使命和

價值，如果願意承受挑戰的人，會努力不斷去了解每一位服

務對象的需求，進而不斷地創新服務方法，想辦法解決所有

的困難，提高服務效能；而另一面可能是消極的面對及看顧

而已。

多年後的我，蒙受天主的恩典，雖然面對各種不同的挑

戰和職務的調整，而卻依然堅守耶穌基督特別賞賜給我的，

這一份服務生命的工作上，更應該成為忠信良善的好管家，

能繼續陪伴這群天使們及照顧服務工作者的生命能得著亮

光，更能討上主的喜悅。

如何能成為一位忠信的僕人，瑪竇福音第 16 章 24-27

節，教導我們「於是，耶穌對門徒說 :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

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

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

性命，必獲得性命。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

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 ? 或者，人還能拿什麼作為自己靈魂

的代價 ? 因為將來人子要他父的光榮中同他的天使降來，那

時，他按照每人的行為予以賞報。」也就是承受天主所賞賜

「塔冷通」的我們，天主賜給我們每個人不同的能力，更應

該懂得欣賞自己的才能也懂得欣賞別人的才能，進而為基督

作見證。而天主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天主對我們的賞賜並

是不看我們的地位高低、學問和才能的多少？

 而做一位天主忠信的僕人，是看我們如何運用祂所賜予

給我們的能力，和如何彰顯祂的光榮，而最大的獎賞就是永

遠的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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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月行事曆
行事曆

日期     工作紀要
1 月

108.01.01  元旦放假

108.01.02  佳、真、固口腔檢查；家園臨時會議9:00

108.01.08  草屯庇護職場關懷14:00(主任、琴、寒)；教保內督會議；9:30

                      諾亞家園家庭會議

108.01.09  10:00佳需求評估

108.01.10  祐賢家訪16:00(子婷、思婷)；身障休閒活動一籌身福大樓(子

                      婷)；資源回收

108.01.11  非營利組織論壇台中市政府集會所(主任9:00~16:00)；9:30埔

                      里分隊開會(白、緯)

108.01.12  草悟道義賣(秋琴、德華)開小白

108.01.13  金富銀樓寒冬送活動(思寒、思婷)

108.01.14  社區拿回收

108.01.16  存家訪15:00(秋琴、思寒、子婷、春香)

108.01.17  107聯合勸募(主任)借小白；社區適應(使用福祉車)；伯多祿家

                       庭會議(思寒晚班，家誼代理隨車)

108.01.18  思寒、秋琴至小作所；行政管理會議

108.01.19  台中慈愛捐贈儀式(獅子會)

108.01.21  早上中心周圍打掃9:30~10:30

108.01.22  中心管理會議10:00、家園內督9:00

108.01.23  佳神內回診14:00(子婷)；家園外督9:00

108.01.24  秋琴、思寒、○存彰慈載年菜(福祉車)；身障福利機構聯繫會

                      議縣府(9:00小白車)；技藝班9:30~10:30資源回收分類

108.01.25  聖家生活營開會(寒9:30)；秋琴、主任送○佳回竹山(小白 

                      車)；期末彌撒10:00

108.01.28  聯合主管會議(復活9:30)；社區拿回收整理分類

108.01.29  省親假，思寒陪同住民小作體驗營活動上班/支持達返家祭祖

                      (秋琴、思寒)

108.01.30  省親假，思寒陪同住民小作體驗營活動上班

108.01.31  省親假，思寒陪同住民小作體驗營活動上班

2 月

108.02.01  省親假

108.02.02  省親假

108.02.03  省親假

108.02.04  省親假

108.02.05  省親假

108.02.06  省親假

108.02.07  省親假

108.02.08  省親假

108.02.11  秋琴竹山載○佳(小白車)

108.02.12  中心管理會議10:00；家園內督會議

108.02.13  秋琴、思寒陪○呈到台中春天會館(小白)；資源回收整理義賣

108.02.14  教保內督會議

108.02.15  秋琴、思寒幸福山職場關懷(開小灰)

108.02.18  思婷至埔基(開小白)

108.02.19 淑鳳至埔基(開小白)；物理治療師入中心

108.02.20  佳埔基神內回診(子開小白)；職能治療師入中心

108.02.21  慶生會；小春義剪

108.02.22  社區家園休閒活動-澀水社區

日期     工作紀要
108.02.23  補上班

108.02.25  聯合主管會議-玫瑰(開小灰)；拜訪公所、衛生所(子開小白)

108.02.26  生活營二籌(西湖渡假村場勘)寒

108.02.27  教保外督行政會議14:00

108.02.28  秋琴、思寒送○佳回竹山(小灰)；樂活一班、技藝一班文華堂

                      社區適應

 3 月

108.03.04  支持性就業核銷送縣府(主任)；8:30竹山接○佳入中心；13:00

                      春天會館(小灰)

108.03.05  家園外督；諾亞家庭會議

108.03.06  社居工作坊研討-立達/主任,琴,寒；9:30宏,賢,豪B肝補打疫苗

108.03.07  水質檢測；AXM車保養；12:30日月潭活動行前說明；麒麟里

                      長來訪

108.03.08  埔榮○旺職前健檢，職前備物品；日月潭活動(因雨取消)

108.03.11  麥當勞埔里信義中心-午餐11:00入中心

108.03.12  9:30固,嫺,樺B肝補打疫苗

108.03.13  竹山新個案評估(璟,寒)；技藝班資源回收物整理

108.03.14   琴伯家晚班會(萍交通支持)；9:30殘福職重會議-主任,璟；14:00

                         殘福休閒活動二籌-子婷

108.03.15  服務管理課程-主任；14:00行政會議；家園/澎湖三日遊

108.03.16  服務管理課程-主任；家園/澎湖三日遊

108.03.17  家園/澎湖三日遊

108.03.18  教保評鑑資料檢核/寶珠老師

108.03.19  13:00職重個案研討,主任,璟；13:00陪同○旺至庇護工廠辦理

                       結案；10:00中心管理會議

108.03.20  9:00生活營三籌會議-寒；社區據點回收物整理

108.03.21  9:30鎮公所業務宣導/子婷,寒；12:30休閒活動行前說明；服務

                      管理課程-主任

108.03.22  寒伯家晚班；電梯保養；服務管理課程-主任

108.03.23  服務管理課程-主任

108.03.25  14:00就服個案研討會/縣府(小灰)璟

108.03.26  身障休閒活動-台中花博；13屇第10次董事會議/竹山

108.03.27  9:30教保內督會議

108.03.28  服務管理課程-主任；慶寶基金贈米；社區適應/慕懷愫社區

                      照護中心

108.03.29  服務管理課程-主任； 琴伯家晚班(萍交通支持)；消防研習-德

                      安/鳳,緯；中心消毒14:30

108.03.30  服務管理課程-主任

4 月

108.04.01  思寒諾家晚班(子婷隨家園車)

108.04.02  蕎璟下午草屯開案晤談；9:45、16:15支持魚池線交通(淑鳳、

                      子婷開小灰)；主任支持家園交通車；14點身福大樓開休閒活

                      動檢討會(子婷開小白)

108.04.03  蕎璟9:30炫寬、14點陳綢阿嬤；秋琴、思寒支持○佳回竹山 

                      開小灰；9點葛小姊至中心義剪

108.04.04  兒童節連假

108.04.05  清明節連假

108.04.08  11:30家訪○存(子婷開小灰)；8:30秋琴竹山接○佳開小灰；蕎

                      璟彰師大上課；9:30中心週邊環境清潔打掃

108.04.09  支持○宏、○豪施打B肝第二劑；子婷隨家園車；支持性輔導

                               查核縣府(蕎璟、主任、督導)；生活營四籌(思寒)；教保內督會議

日期     工作紀要
108.04.10  台北衛福部人事交通補助說明會(美雲)；諾亞家庭會議；

                      12:30日月潭活動行前說明；職能治療師入中心

108.04.11  主任研習課(草屯開小灰)；家園外督；太鼓活動(第一堂課)

108.04.12  主任研習課(草屯開小灰)；秋琴伯家晚班、亞萍支持家園交通    

                       車；戶外活動-日月潭

108.04.15  下午思寒、秋琴訪視○達媽媽(開小灰)；中心管理會議、家0

                       內督

108.04.16  上午○樺、○潔健檢追蹤(亞萍、子婷開福祉車)；下午18度

                       C、酒廠義賣物品補貨(秋琴、子婷開小灰)

108.04.17  9:30埔里就服站職業開發；9點○真看診(子婷開小白)；14點

                      ○佳埔基回診(子婷開小白)

108.04.18  伯家家庭會議；例行性口腔檢查：○麟、○珊、○維；14點

                          太鼓活動；社區適應使用福斯、福祉車；電梯保養；麒小停餐

108.04.19  子婷、德華、淑鳳在職研習；秋琴家園值班、主任支持開交

                       通車、家誼隨車

108.04.22  聯合主管會議(中慈) ；社區定點載回收、整理

108.04.23  思寒伯家晚班、春香隨家園車；技藝班下午回收義賣；物理

                      治療師入班

108.04.24  ○固、○賢、○凱埔基量體重(使用福祉車)；9:30社區適應使

                      用福斯車、福祉車

108.04.25  淑鳳、思婷在職教育研習使用小灰車；下午14點幸福山(蕎     

                       璟)；子婷隨家園車 生活營五籌會議(思寒)；14點太鼓活動；

                       9:30小春至中心義剪

108.04.26  家誼隨家園車；早上10點草屯鎮公所晤談(蕎璟開小灰車)；○

                      豪留宿

108.04.27  玫瑰義賣(思寒、春香)

108.04.29  主任、子婷、思寒在職教育開小灰(南投婦幼館)；思婷隨家園

                      車

108.04.30  德華、麗美、英慧在職教育研習；亞萍支持開家園交通車；

                      伯家個案研討(思寒)；教保外督會議；14點行政會議

5 月

108.05.02  13:30就業服務中心(蕎)；教保外督邀請信望愛主任性平教育  

                       分享；14:00防災宣導；〇仁、〇凱口腔檢查。

108.05.03  教保進階班(思婷)；14點殘障大樓晤談、研討(蕎)；09:30熊本  

                      部場堪(子婷)

108.05.06  秋琴竹山接〇佳；14點炫寬、鎮寶、幸福山、職場開發。(蕎)

108.05.07  12:30親子活動行前會議；教保內督

108.05.08  09:30-12:00淑鳳、賡緯參加觀摩德安示範消防演練；生活營 

                      籌會(西湖渡假村)(思寒)；送〇芬回竹山(琴、蕎)；家園晚上家

                      庭會議。

108.05.09  09:30 〇燕輪椅媒合(組長、子婷)；9點-11點殘福大樓個案晤

                      談(蕎)；運動i台灣(太鼓活動)

108.05.10  寒、琴送〇佳回竹山；親子活動(熊本部露營區)

108.05.13  家園內督；中心管理會議；行政管理會議

108.05.14  09:30輔具中心〇 輪椅媒合(組長、子婷)；運動i台灣(太鼓活動)

108.05.15  生活營籌會(西湖渡假村)(思寒)；送〇芬回竹山(琴、蕎)；慶

                      生會

108.05.16  生活營

108.05.17  生活營；教保進階班(思婷)

108.05.20  寒支持〇芬搭公車

捐款合計 18,055

捐款捐物

108 年度
『心手相連 ~讓愛延續之弱勢家庭支持服務』

之勸募活動

勸募許可字號 : 衛部救字第 1081361081 號

日期     工作紀要
108.05.21  教保進階班(思婷) 

108.05.22  台中世貿就業博覽會-就服、主任參加。

108.05.23  教保進階班(思婷)；晚上伯多祿家園家庭會議；運動i台灣(太

                      鼓活動)

108.05.24  教保外督會議

108.05.27  孫主任、亞萍組長參加聯合主管成長營(彰化)；秋琴炫寬上課

                       09:00-12:30(中高齡活動空間設計)"

108.05.28  孫主任、亞萍組長參加聯合主管成長營(彰化)；子婷、思寒帶

                       ○芬就醫後送回竹山

108.05.29  寒到安家拜訪；教保組上半年度教學觀摩

108.05.30  思寒聖嘉開生活營檢討會議；教保組上半年度教學觀摩

108.05.31  寒送佳回竹山；行政管理會議；運動i台灣(太鼓活動)

6 月

108.06.03  思寒竹山接婉佳

108.06.04  新案評估(翁中正村)-主任、亞萍組長、子婷社工；教保內督

                      會議；服務對象印指紋

108.06.06  德華身障中心在職研習；1. 思寒送婉佳回竹山、2. 文宏、甫

                       凌、正峰例行性口腔檢查；消防演練

108.06.07  端午節連假

108.06.10  思寒下午至竹山接婉佳；周維、婉佳期中會議；技藝陶冶兩 

                      班級資源回收義賣

108.06.11  蕎璟置身障中心晤談；蕎璟至台中參加會議；昀潔 宛真 益如 

                       逸豪期中會議；家園外督會議

108.06.12  家園督導工訪至嘉義-思寒；婉佳埔基回診-子婷；友山尊爵- 

                      蕎璟

108.06.13  勞資會議課程-主任；蕙麟-俊賢期中會議；淑珍主任入中心性

                      平教學分享

108.06.14  支持淑芬至車站-思寒；婉佳本週留宿

108.06.17  郁凱 耀華期中會議；行政會議

108.06.18  正峰 璿安期中會議；十點中心管理會議

108.06.19  社區家園烏日社區適應活動 ；聖家聯合主管會議-主任；力

                      仁-秀燕期中會議；安美水質檢測

108.06.20  亞萍組長-日照機構參訪(愛心家園-信望愛沙發後花園小作所) 

                      ；身權委員會議制縣府-主任

108.06.21  思寒送婉佳回竹山；蕎璟魚池面試；思寒支持淑芬鎮寶面試

108.06.24  思寒至竹山接婉佳；珮珊期中會議；就服輔導委員訪視-主

                      任-蕎璟 

108.06.25  魚池經典飯店密急輔導-蕎璟；宏固 靜樺 藻嫺祐賢 甫凌期中

                      會議(物理至離燒參與會議)

108.06.26  宛真住家拜訪-子婷；伯多祿家園會議

108.06.27  就服支持縣府個案研討會-蕎璟；支持來旺返家-思寒；下午兩

                       點行政會議；小春義剪

108.06.28  思寒送婉佳回竹山；就服支持魚池密集輔導-易沙；中心四點

                      半消毒

日期 收據編號 捐款名稱 金額

108/05/07 1151 孫瑋嬨 1,828
108/05/07 1152 黃亞萍 635
108/05/07 1153 善心人士 1,901

108/05/07 1154 豕日式便當店 3,725

108/05/07 1155 善心人士 1,996
108/05/07 1156 善心人士 1,230
108/05/07 1157 孫瑋嬨 3,740
108/06/11 1158 9張桌子 2,133
108/06/11 1159 善心人士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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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日記《供應滋養生命的食糧》 當忐忑的心遇見溫暖的地方院牧 /楊志剛老師

復活啟智中心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紀易沙

最近在福音分享團體中，志剛特別聚焦
在以下這句福音的話語，就是耶穌對人們所
說的：「我就是生命的食糧；到我這裡來的，
永不會饑餓；信從我的，總不會渴。」( 若六
35) 我們都知道，為了維持生命，每天都必須
要吃，而且還會餓；每天都必須要喝，而且
也還會渴。那麼，為什麼耶穌會提到祂自己
是生命的食糧，而且可以使人永遠飽飫，深
深地滿足而不會再感到缺乏呢 ? 志剛問團體
的夥伴們：「耶穌究竟是怎樣的食糧 ? 為什
麼有這樣的食糧就會永遠滿足了呢 ? 那是什
麼 ?」感謝天主，在經過一段安靜沉思之後，
因著聖神的光照，即使是非基督信仰背景的
夥伴們也常能肯定地回答：「是愛 ~」「被
愛 ~」。那麼我們必須要吃到這樣的食物！
要怎樣才能吃到呢 ?

美國有一位心理學家哈里 . 哈洛 (Harry 
F. Harlow)，以母親與孩子的關係為例，他在
稱為「愛」的猴子實驗中發現，母親溫柔的
接觸擁抱孩子比只提供孩子奶水食物更重要。
甚至這位心理學家發現，親子關係中的親密
互動會深深影響孩子人際情感能力的發展、
歸屬感與安全感。志剛邀請團體夥伴們回想
自己被擁抱的經驗，試著體會當下的一些心

最過去的工作是社工員，轉換工作跑道已經

近三個月，起初會進來工作是因為離家近，其他也

沒有考慮太多，剛進來中心的時候其實有些許的害

怕與緊張，什麼都不懂，又怕做不來，還好中心的

同事有些認識，也願意耐心的給予我指教，現在對

工作項目及環境逐漸熟悉，也比較不會那樣緊張。

當時真的不清楚也不曉得 " 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 " 的意思？只知道就業服務員應該就是協助找工

作而已，不會有什麼困難性，但跟我所想的截然不

同，原來就服員的主要職責是協助身心障礙者工作

開發、陪同面試、密集輔導工作所需的技能，也因

為工作的性質常常外出接洽主管並與主要長官接

觸，時常可以從聊天過程中瞭解公司的發展或用人

的態度以及人力需求，其實我認為就服員的工作性

質有點類似業務員，常常推銷自己的產品或帶著手

邊的履歷表拜訪廠商，身障者本身的條件較一般人

缺乏，在工作開發的同時，所面臨的困難可想而

知，因此工作開發這一關時常被拒絕。

雖然才剛來接任就業服務員工作近三個月，

但同仁及工作環境的氛圍帶給我溫暖的感受，不吝

嗇提供能力給需要幫助的人，也嘗試將工作機會提

供給弱勢者，因為如此，我更加相信會有很多願意

理感受，大部份夥伴提到：「溫暖」、「安全」、
「被愛」、「接納」、「肯定」、「鼓勵」。
是啊，這些心中的經驗就是滋養生命最重要
的「食物」。但是我們長大了，常常抱來抱
去也覺得尷尬，我們要如何活在這種「被愛」
的環境中滋養生命 ? 我們能否有一個「擁抱」
的環境氣氛 (Holding Environments) 呢 ? 或
許，我們可以說是一種愛的態度與言語所建
立的互動關係與氣氛，這對我們的心靈成長
與機構服務品質將是多麼重要。耶穌說祂自
己就是生命之糧，看看耶穌的言行；醫治創
傷、滋潤憔悴、寬恕悔改，祂就是要來與人
建立更深愛的關係。

最後，志剛分享一個服務對象的改變歷
程，在這個當中志剛體會到愛的食糧的力量。
安安 ( 化名 ) 是一個來自情感關係很不穩定的
家庭，家中有一些情緒精神障礙的家人，家
人之間常常發生言語衝突及肢體暴力。安安
在機構的照顧中，情緒時常衝動不穩定且充
滿煩躁憤怒。隨著固定時間的相遇交談，同
理與聆聽。本來顯得木訥緊張的安安，漸漸
放鬆了。一開始，安安呈現許多的恐懼不安，
害怕自己表現不好，她認為老師生氣就會不
喜歡她。她常跟志剛說：「某某老師喜歡我，

回饋社會的企業家與廠商。

最印象深刻也最喪氣的事情，記得剛到職的

一個禮拜後，縣府職管員就派案，但他其實是位思

覺失調症患者 ( 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精神分裂 )，

當時進行個案晤談，心裡其實很緊張、害怕，很多

負面想法及思緒充斥腦海，深怕問了不該問的問

題，會不會發生突發狀況，還好有縣府職管員陪同

晤談，服務對象也很願意分享，如此，打消我最初

的負面情緒，也順利完成個案晤談。

嗯 ~ 原以為晤談結束，就可以開始找工作機

會了，當時找到飯店的洗碗人員、飯店公共清潔

員、包裝作業員等，都遭到拒絕，當時一股熱忱完

全被澆熄，工作看似簡單，卻比想像中還要困難，

遭遇許多的挫折，一次比一次還要失望，就服員還

要隱藏失落情緒，冷靜地向服務對象說明為何不被

錄用。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常常需要往返於職場之間，

職場來電告知服務對象有狀況需處理時，我們只能

盡快安排時間前往瞭解並進行處理，還有許多在服

務過程裡的酸甜苦辣，如何在工作中找尋樂趣，或

是種種的調適。

這份工作真的充滿挑戰性，但也讓我學習到

因為她看到我會笑 ~」、「某某老師今天看到
我沒有笑，好像很生氣，我也好難過害怕」、
「志剛老師，請你幫我跟某某老師說，我的
表現很好，好嗎 ?」看到如此驚惶不安，害怕
失去關愛與肯定的安安，志剛覺得很心疼。
當志剛每次同理安安的害怕擔心，並肯定老
師會知道她的「好」時，她也越來越表現出
對老師們的好感，甚至聽到機構老師回饋，
媽媽發現安安回家也會主動表達對家人的愛，
而這個舉動也影響了安安週遭的人。志剛想
到這個奇妙的變化也很感動：「主，感謝祢
如此先深深地愛了我們，願我們每個人都能
領受到祢在創世之初就賜與的愛的食糧，讓
我們的老師工作夥伴心靈得到滋養，更使我
們所服務的最小弟兄姊妹心靈得到平安滿足，
以 上 所 求， 因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之 名， 阿
們。」

不同的工作領域及性質，不管是面對個案、家庭，

抑或是公司主管，都讓我深深體會到極大的困難，

就服員的工作內容總會接觸不同的行業以及工作型

態。豐富的新鮮感也伴隨著有多變的挑戰，這些挑

戰和挫折，也讓我更深刻體會就業服務這份工作的

價值與成就感。

期許能夠為未來的自己設立目標，除了增加

工作經驗外，更希望能將所學的知識應用在實務工

作上，並從工作中學習更多的技能，不斷精進自

我、提升工作效能。當然也希望能克服自身的議

題，提升工作責任，同時，同儕與主管也會給予最

大的鼓勵與信心。最後，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

替慢飛天使們順利媒合工作還有穩定就業囉 !!!

慢飛天使的職場守護者 復活啟智中心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蔡蕎璟就服日記

 社工系畢業至今已有九年之久，卻從未實際踏入社會福利工作，一直以來都待在公部門工作的我，今年三月加入了復活啟智中心這個大家庭，開始了
我在職場上第一次的社會工作，但職務內容是我從未接觸也很不熟悉的領域－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我問了身邊的朋友是否聽過這個職務，幾乎沒
有人聽過也不了解這個工作在做什麼，當時也不曉得自己哪來這麼大的勇氣，還搞不清楚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是什麼就接下這份工作。

進入復活第三天，縣政府開始派案，什麼都不懂的我只能邊做邊學，而就服員的主要職責就是在晤談評估後即協助身心障礙者開發適合的工作，陪同
面試，順利進入職場後輔導必要的工作技能，穩定就業三個月後就服員才能退場結案。

身為就服員已有九個月左右了，在服務過程中發覺身障者就業困難重重，因條件與一般人不同，常常遇到雇主的質疑，加上大多數身障者對自己沒自
信，尤其常在開發客戶打電話這一關就遭受拒絕，個性原本就不善主動與人交際的我，一直碰壁，回到辦公室又要登打一堆記錄以及縣府不定期的各種會議，
剛開始除了壓力大外心情也很低落，每次開啟電腦總是眉頭深鎖的不自覺嘆氣，也許因為這樣被同事們發現，復活每一位同仁都能在不同的狀況下給予我適
時的支持，慢慢的我也學會調整自己的心情，在職場的開發下也逐漸學習到，為身障者找工作就是要讚揚他的優點，改善他的劣勢，盡量化解雇主因不熟悉
身心障礙者所產生的疑慮，並適當的運用就服站的資源，提供雇傭獎勵金的方案，以提高就業機會的可能性。

雖然開發職場，順利推介就業目前對我而言仍非常不容易，但這份工作讓我在短時間內學習很多，也獲得很多，工作過程中我學習到了願意主動才能
創造機會，認識很多獨特的朋友以及見識很多從未接觸過的職業類別，若未進入身障者就服工作，我根本就不會有這些特別的工作經歷，我自認自己有很大
的熱忱，但能力卻仍不足，期待自己能在往後的日子裡繼續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以達各項服務的要求。

服務過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成功推介的第二位個案，他是一位剛從高中畢業且非常安靜靦腆的男生，第一次帶他進入職場時由案母陪同，雇主
介紹工作環境時他突然走到角落，很沒自信的跟我說這份工作他覺得沒辦法勝任，簡短的跟案主溝通打氣，雇主願意給我們機會，希望案主也能給自己一次
嘗試的機會，案主同意後開始正式上班，而案母也不放心的陪同了整整半天後才離開。

在案主正式上班的第二天，高中學校老師來關心案主的工作狀況，也許是擔心案主做不到而一直在旁介入指導，發現案主不悅的表情後我將老師帶到
一旁以聊天的方式跟她溝通，特殊的孩子需要較長的時間讓他們學習，他今天才上班第二天，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接觸，所以不用急著要他馬上學會，目前
要學的就是熟悉工作步驟流程，他會越做越好的。

只是沒想到老師會直接找經理談，隔了幾天後經理找我，她說她覺得學校老師給她很大的壓力，逼她一定要用案主，這讓她感覺不受尊重，所以告知我，
就讓案主試做幾天，如果達不到雇主的要求就不錄用。

當下我內心感到很難過，因為案主工作第三天就曾跟我說，他喜歡這裡的工作，這裡的哥哥姊姊們也對
他很好，案母也很滿意這裡的職場環境，當時還不善溝通的我，心理只想到如果我不說話就這樣離開，那誰
可以幫案主說話，所以我鼓起勇氣表達自己以及案主這幾天工作的心情與想法，誠懇的拜託經理給我們時間，
如果月底還無法達到標準，我們不會為難雇主。

到了月底，再次與經理晤談後，經理說她看到案主的努力，雖然還達不到標準，但他有持續在進步，所
以決定繼續錄用，當下的心情十分感動，因為案主的努力及進步被雇主看到了。回到辦公室後，我思考著，
特殊的他們真的只能做簡單的洗碗、洗車這些工作嗎？我想他們只是沒自自信，也沒有人肯給予他們機會與
時間，如果願意給予他們一個機會，我相信他們也能做的很好。

服務對象的工作為房務人員，房務的工作步驟流程非常多，尤其又是在觀光地區的大飯店裡，更重視許
多細節，從剛開始的害怕及拒絕，到目前兩個多月的時間已能獨立完成，並達到一半以上的標準，也讓他從
毫無自信到充滿自信，這個過程除了要感謝雇主願意給予機會外，也要感謝案主自己的努力。

最後，期待雇主們能同理身障者的就業困境，逐步消除寧可被政府罰錢也不願意僱用身障者的心態，因
為只要雇主願意給予時間及機會，他們會做的很好而且很長久。

~ 懂得感恩、最是幸福 ~  教保員 /馬春香

小唯患有中度智能障礙，去年 10 月安置於中心，尚未安置在中心以前，曾待在南投縣內教養機構將近十年，在機構中培養出很多工作

技能，例如 : 農場作業，外場搬運工作等。因為個人因素而被迫離開原教養機構，小唯的父母在他仍待在教養機構時就過世了，所以家中生

活支持都由伯父和伯母負責照料。小唯學習能力佳，伯父伯母希望小唯能到機構接受職業訓練，期待學習到一技之長後能到社區工作，獨

立照顧自己生活，所以很幸運的來到中心。

小唯白天在日間照顧學習人際互動及培養工作技能，結束後回到社區家園，繼續學習社區生活適應，如此安排提供小唯更多時間去學

習獨立。日間的服務工作內容如；環境清潔，回收分類，農場工作、包裝工作等，對小唯而言，他能很快地就學會這些工作項目，但幾次

的從旁觀察，會發現小唯雖然很願意去做一件事，但卻容易投機取巧。有一次班上要進行教室玻璃清潔，每位服務使用者負責不同的區塊，

玻璃上黏貼著膠帶，需要想辦法將它清除，我示範了清除方法，請他依循著工作人員所指導的方法來進行，完成後服務人員要驗收檢查，

但他自己的部分並沒有做好，卻回答說沒有關係，這樣就可以了。這番情景讓我思考許久，或許工作態度、人際溝通、表達能力是讓小唯

無法長期待在同一職場工作的主因。我想，小唯並沒有錯，他只是因著環境上的差異，來提出自己所認為是正確的態度，我們應該去思考

的並非評價事件，而是思考為什麼小唯會出現如此反應，而我們又能陪伴他做些什麼努力呢 ? 

有一天他遞了一張紙條，內容寫著 : 伯父伯母您好 ! 記得照顧身體，從小到大是伯母把我撫養到成年，我會好好認真學習、工作。語畢，

教保園地

著實讓我非常感動，我用手機拍下，要與他的伯母分享，小唯確實有很多包袱，他急於想要

工作賺錢回饋給伯父伯母，但我告訴他不要著急，先穩定自己的情緒，好好的學習與練習各

項工作能力，在訓練過程也不要害怕錯誤，我們要從錯誤中去學習，中心的大家都會陪伴著

小唯走過這一切。

這幾個月的陪伴支持，小唯逐漸變得開朗，也願意接受服務人員的建議與指導，工作完

畢後請服務人員檢查，協助將一週重要工作內容登錄在白板上，也變得會主動關心同儕，增

進彼此情誼，小唯確實慢慢地成長，努力就有收穫，期待半年後能夠朝著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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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手札

社工實習生的奇幻旅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原住民專班 /馬嘉宜

我是暨大原住民專班馬嘉宜，一名社工實習生。兩個月的暑期實習已畫下休止符，第一次接觸身心障礙機

構、第一次與慢飛天使們互動相處、第一次翻轉自己的刻板印象。全台有許多社會福利機構，包含政府機關、

民間機構、醫院、學校等，而我毅然選擇民間機構來學習，正因為沒接觸過身心障礙領域，而且也想藉由學生

階段的能量，希望自己能夠好好的去了解陌生的族群，並從中獲取課本沒教過的實務經驗及知識。挑戰人生的

未知數，好好把握機會，親自去了解慢飛天使，因為如此，而選擇了復活啟智中心。

回顧當初，自己曾經背負著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進入機構實習，剛開始覺得與服務對象們有距離感，

在他們的眼中，我或許是一個素面謀生的陌生人，而對我而言也是如此，要如何拉近彼此間的關係，是我不斷

學習的課題。每天與他們噓寒問暖、傾聽他們想說的話，甚至陪伴其左右，很多的情感都從小地方慢慢展開，

而我也願意花很多時間至教室協助、甚至無論身處何處，都會很開心的與他們打招呼。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

慢飛天使們會開始一直叫著我的名字、一步步關心我、主動跟我打招呼、也會開始與我分享生活瑣事，當我發

現彼此間的隔閡逐漸融冰時，我感到十分喜悅，他們讓我在這兩個月裡充滿著溫暖，且翻轉了我過去對於身心

障礙者的所存在的刻板印象。

我們常礙於媒體、周遭的眼光來定義每個人的價值，而身心障礙者在我的刻板印象裡，正是一群社會上的

弱勢者，且需要社會大眾透過許多管道及行動來協助他們、他們無法自行做決定的特質會讓我很排斥與他們一

起等待。但在復活，我看不見這些刻板印象，甚至改變我過去的想法，他們雖然是身心障礙者，但他們其實可

以運用自己的力量獨自去完成一件事，而我們只需要在一旁支持、陪伴，他們真的與正常人無異，或許需要輔

具、需要教導，但他們終究是人，是個能完成所有事的人，因為如此，我們為何不要在一旁靜靜地陪伴他們，

等待他們起飛翱翔的那一刻呢 ?

我眼中的他們是一群很可愛的慢飛天使，他們會說出自身感受，而沒有口語能力者也會用非口語方式來傾

訴。他們很喜歡唱歌、打鼓，也有人喜歡表演、畫畫、拼圖。瞭解每個人的過程很不容易，自我價值會不斷產

生衝突，而彌平衝突後，會讓我感覺到更有力量，也使我更想成為他們的陪伴者。

謝謝復活主任、行政人員、教保老師以及慢飛天使們帶給我的溫暖與感動，不厭其煩的教導我許多，且需

要親自去實踐才能瞭解為何而做的原因，也更懂得站在服務對象的角度去觀察整個活動內容與流程。兩個月的

相處不長也不短，復活帶給我最美好的實習經驗，讓我能夠不停的去體會、去摸索、去省思，無論是面對挫折，

或是面對服務對象，主任一步一步地帶領我，陪伴我完成許多未曾想過的任務，復活就像是我的家，很溫暖且

充滿著你我的笑聲及回憶，我不會忘記在這裡的點點滴滴，我仍會再回到這裡，不是以實習生的角色，而是以

志工的角色，打從心底很想繼續賴在這裡，更想持續陪伴這群慢飛天使，因緣份我來到復活，使我更加珍惜這

段時光，謝謝你們在這個兩個月裡的教導及陪伴，謝謝復活、謝謝慢飛天使。

我們謝謝你108 年 01 月至 06 月

姓名 金額

溫素雲 5662 6,000

張桂珠 5663 5,000

林宗賢 5665 3,000

張憲銘 5664 200

9張桌子 5666 500

潘乙維 5667 1,000

于貴真 5668 1,000

孫耀寶 5669 1,000

張慶禎 5670 1,000

邱嘉琪 5671 2,000

富駿工程 5672 3,200

許宏榮 5673 600

游芙蓉 5674 2,000

蔡玲雀 5675 5,000

郭淑清 5676 4,000

善心人士 5677 1,000

1月份信用卡捐款 /年度收
據

14,100

陳冠呈 5678 3,000

許南華 5679 500

曉明女中 5680 6,000

陳椀玲 5681 300

光仁小學 5682 8,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會5683 8,000

邱齊君5684 2,000

林竹華魏吉祥魏安生魏玉華 
5685

1,000

許貴美 5686 500

梁美惠 5687 1,000

邱彩鳳 5688 1,500

羅秀雲 5689 1,100

陳玲珍 5690 1,000

楊芳瑜 5691 1,000

李鴻祥 5692 1,000

李祐賢 5693 600

洪素雲 5694 1,000

林美惠 5695 1,000

王世貞 5696 1,000

林秀美 5697 500

洪綠薰 5698 2,400

卓素昭 5699 2,000

道明中學國三 11班 5700 1,400

徐浩文 5701 500

張憲銘 5702 200

王秀惠 5703 10,000

江惠心 5704 858

9張桌子 5705 500

潘乙維 5706 1,000

黃美丸 5709 2,000

陳學云 5710 2,000

道明中學高三 4全班 5711 1,400

林竹華魏安生魏玉華魏吉祥
5712 

1,000

王麗娟 5713 2,000

文德女中三年真班 5714 500

朱雅霆 5715 500

賴得心 5716 500

郵局捐款 1月 /年度收據 5,500

郵局捐款 2月 /年度收據 5,5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
/ 加菜金 5717 

172,232

林秀蓮 5718 5,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會
5719 

5,000

2月份信用卡捐款入  /年度收
據

13,100

姓名 金額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龔振霖副
局長 5720 

1,000

道明中學高三 4全班 5721 700

潘乙維 5722 1,000

9張桌子 5723 500

道明中學國三 11班 5725 700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5727 

28,024

張憲銘 5728 200

張桂珠 5729 5,000

陳仁勇 5730 3,000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5731 

11,871

劉雪影 5732 10,000

邱嘉琪 5733 2,000

湯緗羚 5734 1,000

施綉華 5735 1,000

3月份信用卡捐款 /年度收
據 

13,100

林建德林佩俞林峻毅熊小惠
5736 

2,000

林秀蓮 5737 5,000

林竹華魏吉祥魏安生魏玉華
5738 

1,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會
5739 

5,000

潘乙維 5740 1,000

9張桌子 5741 500

道明中學國三 11全班 5742 700

林竹華魏吉祥魏安生魏玉華
5743 

1,000

道明中學高三 4全班 5744 700

游秀燕 5745 50

郵局捐款 /年度收據 5,500

中華存善慢飛天使關懷協會
5746 

100,000

美利達捐款 /年度收據 13,200

林罔市 5747 4,000

郵局捐款 /年度收據 5,500

4月份信用卡捐款 /年度收
據 

13,600

陳增蘭 5748 5,000

邱嘉琪 5749 2,000

許羽謙 5750 600

蔡玲雀 5751 10,000

吳庭安吳侃穎吳則賢吳威乾
5752 

4,000

張憲銘 5753 2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會
5754 

5,000

邱彩鳳 5755 1,500

周卿雲 ,潘阿月葉 5756 2,200

博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57 

55,000

林秀蓮 5760 5,000

張桂珠 5761 5,000

邱俊嘉 5762 1,000

洪頌凱 5763 1,000

曾翠鑾 5764 500

林謙君 5765 3,000

道明中學高二 4 全班 5766 700

張芳塋 5767 2,000

9張桌子 5768 500

潘乙維 5769 1,000

林竹華魏吉祥魏安生魏玉華
5770 

1,000

許宏榮 5771 600

姓名 金額

邱齊君 5772 3,000

5月郵局捐款入 /年度收據 5,500

5月份信用卡捐款 /年度收
據 

13,600

張憲銘 5773 200

邱嘉琪 5774 2,000

周育民 5775 500

林建德林佳塋林佩俞林峻毅
5776 

2,000

林秀蓮 5777 2,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會
5778 

5,000

謝佳蓉 5779 200

陳姘安 5780 3,000

林竹華魏吉祥魏安生魏玉華 1,000

道明中學高三 4全班同學
5782 

1,200

道明中學高二 4全班同學
5783 

700

劉影雪 5784 10,000

卓素昭 5785 2,000

林建德林峻毅林佩俞熊小惠
5 786 

2,000

洪頌凱 5787 1,000

石佩玲 5788 3,600

張憲銘 5789 200

6月份郵局捐款入 /年度收
據 

5,200

林秀蓮 5790 2,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會
5791 

5,000

6月份信用卡捐款入 12,800

捐款捐物

合    計 75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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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梅 250 元

手作精油皂 120 元

吊飾 10 元
幸運手環 50 元

財 團 法 人 天 主 教 會 台 中 教 區 附 設 南 投 縣 私 立 復 活 啟 智 中 心 直 接 轉 帳 付 款 授 權 書  

◎捐贈扣除額單據電子化

復活小舖

原鄉工藝串珠筆 150 元
書籤 50 元

環保筷 160 元

檸檬醋 300 元

活動花絮

捐款方式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南投縣私立復活啟智中心直接轉帳付款授權書捐助人資料 :
捐 助 人 姓 名 :               性 別 :         生 日 :        年      月       日  
職業 :            電子信箱 :                                          
聯絡電話 :                  分機       行動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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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月寄送    □不需收據    □其他                           

一、信用卡捐款

捐款日期 : 民國      年       月       日 ( 請填寫第一次捐款時間 - 與捐款時間相同 )
定期捐款 : 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信用卡卡別 : □ AISA □ MASTER □ JCB □聯合信用卡  □其他

信用卡卡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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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身分證字號 :                           
授權碼：                              ( 由復活啟智中心填寫 )

二、郵局劃撥

1. 郵局劃撥捐款帳號 :22085851
2. 戶名 :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南投縣私立復活啟智中心

3. 通訊欄處 : □無能力繳交服務費用且積欠費用之弱勢家庭□助學助養

           □支持多元化專業服務費師資投入□成人自我照顧訓練□由中心統籌運用 ( 請自行填寫款項用途 )

三、郵局存簿、劃撥定期自動轉帳捐款

1. 定期月捐金額 :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定期捐款 :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捐款扣款日期 : □每月 5 日   □每月 25 日 ( 請自行勾選 )
2 . 一次捐款金額 :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捐款日期 : 自民國     年     月     日 ( 請填寫扣款日期 )
  捐款人自動轉帳付款之類別 : 以立授權書人本人帳戶為限 ( 個人戶限用存簿儲金帳戶 )

3 . 存簿儲金局號 : □□□□□□ - □   帳號 :  □□□□□□ - □

  劃撥儲金帳號 :  □□□□□□□□

捐款項目勾選

1. □復活之友 : 每月認捐□ 200 元   □ 300 元   □ 500 元   □ 1,000 元   □其他     
2 . 用途 : □無能力繳交服務費用且積欠費用之弱勢家庭   □助學助養   □支持多元化專業服務費師資投入□成人自

我照顧訓練□由中心統籌運用

立授權書人               授權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南投縣私立復活啟智中心 ( 以下簡稱 : 本中心 ) 將捐款

款項，委由郵局自立授權書人在郵局開立之存款帳戶直接轉帳付款 , 惟當帳戶餘額不足支付帳款時 , 則不予轉帳。

取消或更改本授權書之任何通知，應於每月 5 日以前以書面通知本中心並通知到達之次月起生效。 ( 授權人同意

於郵局直接轉帳金額與應繳帳款金額不符時，自行向本中心查詢釐清，且授權書上屬於本中心與授權人間權利義

務之約定事項與郵局無關者，概與郵局無涉 )           
立授權書人簽名 :                           ( 本授權書係由帳戶本人簽署 )
          

1 . 為推動綜合所得稅捐贈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由國稅局主動蒐集個人綜合所得稅課稅資料，提供納稅民眾查
詢下載作為報稅參考以及稽徵機關扣除額資料查核自動化。
2. 請捐贈者提供身分證統一編號 , 可在下次捐款時填於匯款單上 ( 僅需提供一次建檔用即可 ) 或來電提供 049-
2927896  會計林小姐。

財團法人天主教台中教區附設南投縣私立復活啟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