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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贈單位 物資名稱 / 數量 收據編號

107.07.09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麵條20斤 990569

107.07.23 愛的分享物資銀行 罐頭15罐,玉米粒15罐 107.07.007

107.08.06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日用品一批,食品一批 990570

107.08.16 福智文教基金會 物資一批 990571

107.08.27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麵條20斤 990572

107.08.27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
利基金

米15包
30kg$16650/150包
3kg$17100

990573

107.08.27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
福利基金

沐浴乳42瓶/$7161、
洗髲精60瓶$10230、
洗衣粉80盒$10956

990574

107.08.28 彩虹大地 物資一批 990575
107.08.28 埔里果菜市場 蔬菜一批 990576
107.09.03 洪若鈞 物資一批 990577
107.09.04 正德大佛 物資一批 990578
107.09.10 林宗賢 食品一批 990579
107.09.09 勝幢淨苑 食品一批 990580
107.09.09 埔里鎮公所 物資一批 990581
107.09.12 善心人士 茭白筍二袋 990582
107.09.12 善心人士 香菇一袋 990583
107.09.17 張金泉 月餅一批 990584
107.09.18 芬園玄聖宮 物資一批 990585
107.09.21 詠隆興業有限公司 衣服一批 990586
107.09.25 塗苑紋 衛生紙二箱 990587

107.09.28 中華大悲佛教法藏
佛學會

物資一批 990588

107.09.28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
福利基金

沐浴乳42瓶/$7161、
洗髲精60瓶$10230、
洗衣粉80盒$10956

990589

107.09.28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
福利基金

米15包
30kg$16650/150包
3kg$17100

990590

107.10.03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日用品一批,食品一批 990591

107.10.03 天華宮 食品一批 990592

107.10.16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麵條20斤 990593

107.10.17 清華大學元門太極
學員

有機糙米90kg 990594

日期 捐贈單位 物資名稱 / 數量 收據編號

107.11.05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麵條20斤 990595

107.11.05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日用品一批,食品一批 990596

107.11.13 社團法人友愛行善
團功德會

電腦三台 990597

107.11.15 慢飛家族 額溫槍1支 990598

107.11.25 勝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園藝剪刀一批 990599

107.12.03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麵條20斤 990600

107.12.05 台灣大愛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日用品一批,食品一批 990601

107.12.12 兀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園藝水管3組 990602

107.12.12 李俊達 高麗菜3箱 990603

107.12.17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麵條20斤 990604

107.12.26 台中市噶陀十方尊
勝佛學會

白米100包/3kg 990605

107.12.26 甘霖功德會 高麗菜2箱 9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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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重道遠」這句成語，應該是近日最常聽到所有好朋友

們給予祝福和鼓勵的話，一直思索著這句話的涵義，因為太久

沒好好唸書，查了一下 Google，這句話的出處是：《論語·泰

伯》：「士不可以

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詳細閱讀整句話的解釋是 : 『曾子说：“有特殊

社會地位，以及有遠大抱負的人，不可以

剛强勇毅，因為他使命重大，路途遥遠。把實現仁愛看作

自己的使命，不也很重大嗎？到死才停止，不也很遥遠吗？”

釋義是 : 任：負擔；道：路途。 擔子很重，路很遠。比喻責

任重大，要經歷長期的奮鬥。但為了這句話讓我思緒翻騰糾結

了許久，我真的可以嗎 ? 論年資我是個應該退休的人 ? 我還能

再繼續為教區及慢飛天使們做甚麼 ? 常常這樣自問久久無法自

己。

來到教區身障機構之一〜聖家啟智中心為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工作了 30 年 3 個月，加上前一份身心障礙福服務工作 5 年

9 個月，總共在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工作中埋頭苦幹將近 36 年，

回想從 19 歲開始，一生中最精華的歲月都沉浸在身心障礙福

利服務工作上，難道還不夠嗎 ? 反省自己到底是否真的為了這

群天使們做了些甚麼 ? 真的需要一個說服自己接受新職務的理

由，想破頭唯一能給自己合理的理由，應該就是〜這是天主的

事業，我們應該做天主所喜悅，自己不去做，要如何邀請別人

參與這樣的服務事工。

108 年 3 月 1 日承蒙蘇主教的抬愛和賞識，任命為教區八

所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的執行長，雖然在形式上接受了這個

職務，但這個職務一直都不是我人生中的選項，唯一的想望〜

只是希望好好將聖家啟智中心的服務工作做好，然後完成傳承

的工作就可以功成身退，趁著身體還聽話時，能好好享受想像

中的退休生活，也一直思考為什麼是「我」; 我又沒有比其他

人優秀 ; 沒有比別人更能幹，只是盡本份地在位置上做好自己

應該要做的工作而已 ! 我應該怎麼做才能不違背天主的旨意和

主教還有所有長上的期待 ! 一直努力的祈禱和呼喚天主聖

神協助自己能做出比較適切的抉擇。

當蘇主教徵詢自己接任教區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工作的時

候，內心不斷地掙扎和煎熬，為了分擔蘇主教和教區長上的勞

苦，只能順服地承擔這份「任重道遠」的服侍工作，

教區附設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工作的責任一肩挑起，不過，

我也只是個微不足道且平凡的平信徒，個人能力非常有限，這

機構經營的千斤萬擔只能仰賴唯一信靠的天主，並誠摯地相信

天主必定會有最好的安排及賞賜所需要恩典，瑪竇福音第 11

章 28 節〜 30 節，教導我們「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

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罷！因為

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因為我

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透過天主這樣的呼喚，

不能逃避也無法退縮，因為天主永遠和我在一起，就毅然地挑

起教區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工作的使命。

感謝蘇主教及教區的長上給予學習和磨練的機會，感謝教

區顧問我最親愛的指導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系張英陣教授的勉勵，英陣老師告訴我〜「人家叫您做您

就做，或許因為在舒適圈待太久，似乎應該給予自己更多不同

的挑戰和歷練的機會，拋下所有的包袱努力和機構的夥伴一起

往前衝，相信教區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的所有夥伴，一定願

意和這位菜鳥執行長攜手共創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的新紀元，陪

伴慢飛天使們勇往直前，提供更優質專業的服務來提升身心障

礙者的生活品質及照顧服務水準，也能落實天主教會臺中教區

『因聖神合一』的使命及『聖神日新 愛德信仰 悅樂父心 主內

合一』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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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重道遠 ~執行長的話

7-12 月行事曆
行事曆

日期     工作紀要

7 月
107.07.02  春香特休
107.07.03  新北市貢寮區張簡宗親會機構參訪
107.07.04  春香特休
107.07.05  O珊、O潔、O豪例行性口腔檢查。游泳體驗營

(暨大)
107.07.06  蓮心關懷協會機構參訪
107.07.08  家庭照顧者照顧技巧研習
107.07.10  O佳埔基身障證明鑑定(子婷、思寒)、秋琴特休
107.07.11  教保內督、秋琴特休、O埔基回診(子婷)、行政

會議、伯多祿家園期中會議

 8 月
107.08.01  省親假
107.08.02  省親假
107.08.03  省親假
107.08.07  家園住民聰傑到庇護工場上班(思寒)
107.08.08  開學祈福禮、聯合週年慶籌備會議議(和美實驗

學校/亞萍組長)
107.08.10  益如家庭訪視與關懷(主任/亞萍組長/子婷社工)
107.08.13  行政會議
107.08.14  中心管理會議、家園內督會議
107.08.16  游泳體驗營
107.08.17  兩岸交流機構參訪
107.08.21  教保內督會議、愚人之友長照參訪與個案討論
107.08.22  至草屯庇護工場參訪(主任/思寒/麗美/淑鳳)、

快樂餐

107.08.23  社工督導專業課程、游泳體驗營、伯多祿家庭
會議

107.08.24  颱風天停班停課
107.08.27  教保員初級班實習日
107.08.28  教保員初級班實習日、社工督導課程、聯合主

管會議(中慈)、教保外督會議
107.08.29  社工督導課程、教保外督會議
107.08.30  游泳體驗營、義剪
107.08.31  行政會議、社工專業課程

 9 月
107.09.04  支持住民O彤房間整理(淑鳳督導/思寒)
107.09.05  專業研習課程婦幼館(思寒)、O加神經內科回診

(子婷)
107.09.06  專業研習課程婦幼館(思寒)、家園及中心維安

檢查(淑鳳督導)

日期     工作紀要

107.09.10  交通支持住民O旺至庇護工場(思寒)、新案祐賢
家庭初訪(亞萍組長/子婷社工)

107.09.11  家園內督會議、中心管理會議
107.09.12  春香特休、職能治療師入中心、安美水質檢測

(3F+水源頭)
107.09.13  彰慈領取中秋月餅(春香)、行證管理會議、中

心引水機換濾心、伯多祿家庭會議

107.09.14  雙老家庭研習課程、啟智聯誼活動(芳君)
107.09.17  教保內督會議
107.09.18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課程
107.09.19  消防演練、聯合周年慶籌備會議聖母聖心(亞

萍)
107.09.21  中心一季全面消毒日
107.09.25  聯合主管會議(聖家)、縣府轉銜會議(子婷)、接

O佳返回中心(淑鳳督導)
107.09.26  家園外督會議、教保外督會議、行政管理會議
107.09.27  家園督導工作坊、社區適應(埔里小德蘭堂)
107.09.28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課程、家庭照顧者照顧技

巧課程。

 10 月
107.10.02  思婷補休
107.10.03  O佳埔基回診(子婷)、稅務局查核特殊車種(賡

緯)
107.10.04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上班日、淑鳳補休、郁凱口

腔檢查(秋琴)、物理治療師入中心、春香特休
107.10.05  全體師生健康檢查、中心建築物公共安檢
107.10.06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上班日、聯合周年慶活動
107.10.07  台中觀心慈善基金會機構參訪
107.10.08  全體師生補休假
107.10.09  家園內督會議
107.10.10  國慶日
107.10.11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上班日、O佳埔基身障證明

重鑑(子婷)
107.10.12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上班日、行政會議

107.10.13  地板滾球比賽
107.10.15  諾亞家庭會議
107.10.16  秋琴補休、麗美請喪假
107.10.17  麗美請喪假
107.10.18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上班日、聯合主管會議(聖

家)、義剪、O仁口腔檢查、麗美喪假、伯多祿
家庭會議

日期     工作紀要

107.10.19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上班日、親子戶外活動(台中
科博館)

107.10.22  諾亞社區活動家庭電影院
107.10.23  董事會會議(彰慈)
107.10.25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上班日、家園外督會議、O

佳埔基身障證明重鑑(子婷)
107.10.26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上班日
107.10.29  英慧特休
107.10.30  O達身障證明重鑑、外督會議

 11 月
107.11.01  主管成長營:主任、組長、口腔檢查:文宏、郁凱
107.11.02  主管成長營:主任、組長
107.11.03
107.11.04  草屯文化公益嘉年華:主任、亞萍、思婷、私

寒、子婷

107.11.05  技藝班上午至天主堂載回收
107.11.06  惠麟家訪
107.11.07  社區家園國際研討會(淑鳳督導/思寒)、文宏、

俊賢家訪、技藝班樂活班社區適應

107.11.08  周維、婉佳家訪、09:00埔基0佳身障鑑定 子
婷、13:00諾佳評估個案、教保內督、麗美特休
半天

107.11.09  中心施打流感疫苗
107.11.10  國際身障日
107.11.13  南投開會(寒) 、0嫻家、14點0彤家訪、18點0霈

家訪

107.11.14  啟智聯誼(白) 
107.11.15  啟智聯誼(白) 、0華、0凱家訪、14點運動I台灣

(婷)、 0宏口腔追蹤治療
107.11.16  啟智聯誼(白)、 09:30職場訪視(寒)、 行政會議0

安、0峰家訪
107.11.17  台中感恩餐會(萍)

107.11.20  14:00埔基身障鑑定(白、寒)、1.09:00家園內
督、0仁、0凌家訪

107.11.21  13:00就服員(寒)、思婷休假、麗美休假、新家0
存參訪、背架廠商來訪

107.11.22  09:00 0達身障鑑定(子婷)、聯合主管會議聖母
聖心、下午伯家家庭會議、0珊、0燕家訪、一
班二班社區適應

107.11.23  春香休假10:00電梯保養
107.11.24  09:00優採查核入中心

捐款合計 17,6029

捐款捐物

107 年度
『讓愛延續 ~ 守護慢飛；守護生命』

之勸募活動結案報告

勸募許可字號 : 衛部救字第 1071360807 號

日期     工作紀要

107.11.25  捐贈儀式09:30(主任、組長)
107.11.26  諾家家庭會議0如、0潔家訪(開小白)亞萍特休
107.11.27  英慧特休
107.11.28  0900 0佳埔基回診(子婷開小白) 淑鳳休假職能

老師入中心

107.11.29  彰慈年菜會議(二)開小白(秋琴) 09:00家園外督0
宏、0豪家訪英慧特休

107.11.30  衛道中學拜訪(主任)早上、0真、0達家訪、淑
鳳特休

12 月
107.12.03  芳君休假
107.12.05  教保內督
107.12.06  身障資源聯繫會報-主任、甫凌/秀燕/正峰口腔

檢查、麗美休假

107.12.07  1.年菜記者會-亞萍/秋琴參與2.身障資源聯繫會
報-主任3.縣府送成果-思寒下午補休

107.12.08  火雞肉記者會(淑鳳督導)
107.12.09  主任/亞萍組長彰化教育研習
107.12.10  主任/亞萍組長彰化教育研習
107.12.11  ○呈期末期初會議、2.○佳○維期末期會議
107.12.13  ○固○樺期末期初會議、麗美休假、臨托輔導

查核-子婷
107.12.14  春香休假
107.12.17  1.報佳音活動2.○麟○賢期末期初會議3.○霈期

末期初會議、飲水機檢測 
107.12.18  小作參觀-淑鳳/思寒、○仁○珊期末期初會

議、麗美休假

107.12.20  督導工作坊-淑鳳、報佳音活動、○嫺○凌期末
期初會議、明潭國中校長/主任場地場刊

107.12.21  身障小組推動會議-主任、○彤期末期初會議、
○峰○安期末期初會議伯多祿家園會議、春香

休假

107.12.22  炫寬活動、報佳音活動、中心消毒、思婷補
休、思寒補休

107.12.24  報佳音活動、○凱期末期初會議、麗美補休

107.12.25  報佳音活動、明潭國中吉他表演

107.12.26  ○佳埔基回診-子婷、家園外督會議、家園歲末
感恩

107.12.27  資源回收/義賣、○豪○真○宏○如期末期初會
議

107.12.28  家園內督會議、○達○潔期末期初會議

107.12.29  年菜宣導活動-秋琴、09:00義剪(葛小姐)、春香
休假

日期 收據編號 捐款名稱 金額

107.06.04 1110 林德旺 2500
107.06.04 1111 廖慶順 1000
107.06.04 1112 吳麗雪 500
107.06.04 1113 李炳煌 500
107.06.04 1114 張萬權 500
107.06.04 1115 板橋愛心慈善會 10000
107.06.04 1116 紀素滿 500
107.06.04 1117 黃麗珠 500
107.06.04 1118 林大謙 2000
107.06.04 1119 林瑞娥 500
107.06.04 1120 許時造 200
107.06.04 1121 洪秀珠 1000
107.06.04 1122 詹清泉 1000
107.06.04 1123 黃政順 1000
107.06.04 1124 許鎮安 500
107.06.04 1125 名德塑膠廠 5000

107.06.04 1126 美濃油漆工程有限公
司

1000

107.06.04 1127 粘聰仁 500
107.06.04 1128 捷敏法律事務所 2000
107.06.04 1129 張仁燊 500
107.06.04 1130 鍾祥明 3000
107.06.29 1131 孫瑋嬨 1828
107.06.29 1132 瑞珍 494
107.06.29 1133 敲敲木工房 8035
107.06.29 1134 善心人士 599
107.06.29 1135 善心人士 800
107.10.30 1136 善心人士 3684
107.12.14 1137 陳曉萱 11853
107.12.14 1138 陳素雲 20000
107.12.14 1139 林洪緯 20000
107.12.14 1140 徐世芳 20000
107.12.14 1141 林筱翎 8856
107.12.14 1142 林幸宗 30000
107.12.14 1143 嬌豐美品百貨 1137
107.12.14 1144 復活啟智發票箱 3409
107.12.27 1145 善心人士 1033
107.12.27 1146 善心人士 790

日期 收據編號 捐款名稱 金額

107.05.03 1101 善心人士/聖愛 1710
107.05.03 1102 慶逄商店 591
107.05.03 1103 9張桌子 3770

107.05.03 1104 善心人士/復活發票箱 350

107.05.03 1105 映函飯店 270
107.05.03 1106 善心人士/暨大發票箱 120
107.06.04 1107 鄭淑琴 1000
107.06.04 1108 羅純敏 1000
107.06.04 1109 楊陳春森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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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牧園地 《容緩》 院牧 /羅曉芬修女

耶穌講了這個比喻說：「有一個人曾將
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自己的葡萄園內。他來
在樹上找果子，但沒有找到，便對園丁說：
你看，我三年來在這棵無花果樹上找果子，
但沒有找到，你砍掉它罷，為什麼讓它荒廢
土地？園丁回答說：主人，再容它這一年罷！
待我在它周圍掘土，加上糞；將來若結果子
便算了；不然的話，你就把它砍了。」（路
加福音第六章第 6 至 9 節）

春節後開學時，慢飛天使們到社區適應，
我們今天要步行到綠原道賞櫻花。

沿路上，天主先讓我們看見了杜鵑花，
接著是炮竹花，還有九重葛。欣賞著盛開的
花朵，使我們的心情也隨之心曠神怡。

當我們正樂在其中時，有趣的天主開始
考驗我們。步行抵達目的地時，我們發現土
地上的草原枯竭了，而櫻花樹叢裏也只有兩
棵櫻花樹長出櫻花。哦哦。。。怎麽會沒有
櫻花可欣賞呢？看來櫻花樹也還沒能調適氣
候的變遷。

慢飛天使們雖然沒欣賞到櫻花，但他們
卻沒露出失望的表情，仿佛他們可以容許草

地上沒有綠草，櫻花樹上沒有櫻花的境況，
這讓我聯想到耶穌在福音中所提及的那位園
丁：“再容許它一些時間吧！”。

在我們當中，有一位慢飛天使腿長得很
長，我們常跟不上他的步伐，但他卻常常爲
了我們放緩自己的步調，這其實是在考驗他
的耐性。但最終，他還是想按照自己的步調
往前沖。幸好老師非常了解他，所以除了把
他牽在身邊，也和他一起哼起天主經。這位
富有智慧的老師不只是要轉移他的焦點，更
謙卑地祈求天主增加他的耐心包容別人的限
度，以使團隊同步前行。。。他們不只是出
發前祈禱邀請天主參與行程，更在適時的情
景時信賴天主！

所有的受造物都有自己的限度，今天就
發現草原上沒有綠草、櫻花樹該開花的時候
沒有櫻花、腿短的人步調比較慢。。。在慢
飛天使身上，我看見他們的彼此包容，他們
可以接納別人的不一樣，就算失去了耐心，
他們還會向天主發信德，求天主賞賜恩寵：
不嫌棄、不抱怨、不表現出不耐煩，而是去
包容和自己不同的部分。

“再容許它吧！”

我是否能接受自己和別人的不一樣？我
是否能容緩步調來聆聽内心的自己？我是否
願意為別人而緩和自己的步調？我的每一個
步伐是走向哪裏？是爲了什麽目標？

原來今天的社區適應，天主要我欣賞的
不只是美麗的花兒，也讓我發現步調的藝術，
更讓我感動於慢飛家族（服務使用者與老師）
的靈性回應：因著對天主的信德而結出的馨
香美果。

求天主賞賜我融入團體的恩寵，與團隊
一起拼湊多彩多姿的生命旅程。

祝福大家常常沉浸在 
耶穌聖嬰的愛與恩寵中

捐款捐物

~ 復活小幫手 ; 生活雜記 ~ 技藝陶冶ㄧ班 :白淑鳳

服務對象每個人的個性都有不同，有些人內向、有些人活潑、有些人主動負責、

有些人只想引人注意，這些個性都跟我們都差不多，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的單純和

自然都是我們要學習的，他們會為了一件小事、一個小禮物而開心、心情不好時也

會有情緒，有些人直接哭、有些人則是悶悶不樂的或是不懂得表達情緒則是以發脾

氣來抒發，這些都是他們自然而然發生的。

活潑的小佳是個負責的小幫手，只要交代她要拿東西後，不管是多重的紙類回

收，還是要發給同儕的畫圖紙等，都會想辦法自己完成，如果其他同儕或老師想幫

忙時還會遭到她的阻止，並拍胸口說著「我」，表示自己能夠做到；她還是個最佳

女主角，喜怒哀樂的情緒都顯而易懂，會為了想念爺爺而哭泣、連假返家時看不見

同儕或老師而傷心、當家園室友太吵時自己受不了了，就會生氣地說對方「皮」，

也會因為自己完成多片的拼圖後，高興地向他人炫耀自誇地說讚，有時還會因為她

的表情、動作和聲音等而把簡單的事情變得誇大了；她也是個貼心的女孩，在同儕

或老師拿重的東西時會說小心、幫坐輪椅的同儕擠牙膏等等。

對於小佳在復活改變都是有目共睹的，原本的她只要情緒一激動就會大哭或大

叫，甚至咬手腕，參與活動時也常常不配合，雖然有提醒她要去活動的場地，但是

每次都要叫很久，有時還會固執地站在原地不動，常常讓老師不知如何是好，但隨

著相處和互動的時間久了、多了，就會了解她的習性，雖然有時會耍點小聰明，但

無傷大雅，只要不涉及到危險就好。

在十多年的服務裡，我在服務對象身上看到許多的故事和他們不同的優點，也

讓我不斷檢視自己。教保員的工作雖然是教導及陪伴，但其實是他們陪伴了我，與

我一同學習及成長。

新進人員報到

我是一位社工系學生，一位既專業又不太專業的大學生。因緣際
會下進入了位於南投埔里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 復活啟智中心，所有故
事的發生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毫無假設、毫無心機、更沒有先入為主
的眼光，踏進此處的源起，只為了將滿腔的熱血灑向所有辛勤生活的身
心障礙者，希冀運用己身所學與微薄的力量陪伴慢飛天使翱翔天際。

    截至 107 年底，台灣目前共計有 117 萬的身心障礙人口，其中
包含 23 萬的智能障礙及多重障礙者，占身心障礙總人口群的 20％。
而我所任職的復活啟智中心，正是服務南投大埔里地區及其他鄰近鄉鎮
地區心智障礙者的社會福利機構，我們將他們稱之為 - 慢飛天使。復活
位於埔里鎮近郊，一個毫不起眼的地方，一座乘載著 30 年前天主教馬
利諾會神父服務身心障礙小兄弟的初心，綜觀目前臺灣所有的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復活認真來說屬於中小型機構，但走進這裡，其背後所帶給
社會的意義卻可能不同凡響。

    在這段時間裡，我認識了許多心智障礙者以及他們的家人，也
對台灣給予身心障礙者的處境及態度有了小小的觀察及反思，寫這篇文
章的原因也只是為了拋出我的一點想法，希望能透過所學及所見帶給社
會大眾另一種想像，一同思考如何為身心障礙者、也為自己創造一個良
善且平等的社會。首先，我將就身心障礙者在台灣所面臨的困境，延伸
至這些日子裡在復活裡的看見，這一切的一切著實令我感到溫暖，而我
也認為自己正一點一滴地改變。

    回憶起尚未進入復活工作時自己對於心智障礙者的想像，其實
認真說來令人汗顏，當初在腦海裡所浮現的畫面盡是對心智障礙者的刻
板印象，難以溝通、偏執等負面的價值觀，課堂上所學習到的身心障礙
專業知識在此刻卻無法完全克制住如此偏頗的想法。我想，可能是個人
經驗使然，但更多的也許是社會大眾長期以來所賦予身心障礙者的價值
與眼光，間接灌輸我們如此歧視性的觀點，縱然台灣社會正逐漸改變對
於身心障礙者的看法，但卻在很多時候我們仍可以從小地方發現其中不
平等的代價。

    歧視，其實無所不在，身心障礙者之所以無法完全融入社會的
原因是因為主流社會價值對於他們的

瞭解，但我們是否曾經想過，我們一樣是人，是一個需要溫暖、
需要關懷、更需要尊重的人類，他們的生活或許比一般健康的人要來的
辛苦許多，但何不也認真努力地靠著自己完整了人生呢？我們何嘗不能
給他們作為一個「正常人」該有的尊重

尊嚴呢？主流價值教導我們平等相待，但我們卻自以為是的將身
心障礙者歸類為不幸的代表，在自顧自的秉持我族中心主義的憐憫與不
切實際的語言來對待身心障礙者，他們並沒有錯，但卻無辜的必須承受
這些華美包裝下的歧視，我承認，沒有一個人應該為這樣的社會所負
責，主流價值綁架了所有人目光，在認為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有任何不
一樣的同時，其實就是歧視，我們可能有意、無意，但都助長了他們的
自卑感，並阻斷他們參與社會的契機。這並非我們樂見的境況，聯合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為社會立下了前瞻性的人權目標，每個人都身為台
灣社會裡的一枚螺絲釘，沒有誰該被排除在外，我們常常極力追求自由
與平等，換個方式思考，這也許是普世人類都在追求的價值與信仰，然
而身心障礙者也是，他們也渴求一份平等、一個希望，障礙或許拖慢了
他們築夢的路，但並非毫無前進，他們只是照著自己的步調慢慢實踐生
命。

    社會大眾所能為身心障礙者做的其實很簡單，盡我們所能將自
己的善心化作實際行動來陪伴他們走過低潮，有時候徒有愛心是不足
的，仍需要一點點的衝動，謹慎地思考同理心的真正意涵，並設身處地
幫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融入社會，以實際行動來實踐公民責任，也
為我們的周遭增添多點小幸福。

    再者，真正進入復活後，除了增添我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認識，
學習到更多的是從實務場域中看見最真實的自己，什麼是所謂的專業服
務 ? 而什麼又是身心障礙者真正需要的服務 ? 這個問題不停迴盪在我的
腦海中，直到我走進這個地方，疑問終於得到解答。

一位社工系學生看台灣身心障礙服務 勤勞基金會工讀生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朱家誼

   台灣目前共有 271 間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先不論位
於城市及資源豐饒的大型機構，小型機構在承接政府委外方案上
原本就較為不容易，機構服務縱使頗具專業度及完整性，卻常常
因為地域性及傳播性不足而不為人們所知，自然阻礙了資源輸入
的媒介，而社會也就較不容易注意且重視這些小型機構裡所服務
的身心障礙者，在復活，我看見了專業且溫暖的服務，每一段互
動都是人與人之間最原始的感動，每一個感受也都是人與人之間
最單純的美好，這裡沒有誰比誰來的更加優越，取而代之的是親
人的愛與關懷，每一位服務對象都如同我們的孩子，盼望有一天
這群慢飛天使能夠獨當一面，即使很多服務對象無法直接用言語
與工作人員溝通，工作人員也沒辦法第一時間知道究竟服務對象
需要什麼，還記得曾有一次與中心老師討論到他們是怎麼知道服
務對象需要什麼的，他們回答道，其實他們也不知道，我們所能
做的就僅是透過長久累積的經驗法則來進行服務，一段關係的建
立與維持必然會為其中帶來連結與情感，此時心境已超越憐憫，
而是感同身受，我想，要做到如此並非容易，也並不是所有機構
都能深入的走進每位服務對象的內心世界，在這裡我感受到了，
專業學習強調績效與責信，這是現今體系的趨勢與發展，但似乎
讓服務提供異化成了機械，但我們何曾思索，我們辛辛苦苦奔波
出的這些服務內容，真的是眼前服務對象心底所想要的嗎 ? 隨車、
餵食、陪伴、支持等都是我在復活的點滴，我發現，他們要的或
許很簡單，慢飛天使會因為一點點小事而開心一整天，也會因為
一點點脾氣而生氣落淚，所有反應的背後都代表著你所帶給他們
的感受，與他們對你的想法，而每位服務對象也都是不一樣的個
體，他們有著自己的個性、脾氣、成長歷程、人生經驗，我們又
怎麼能奢望用一樣的方式對待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呢 ? 而我認為身
心障礙服務機構固然要帶給服務對象具專業性的服務提供，但我
覺得更重要的是認識服務對象，是能設身處地走入每一位服務對
象的生命之中，這是責信與績效指標所測量不出來的部分，但卻
是人與人之間是否能成為親人最重要的關鍵，我認為這比任何量
化指標更來的貼近身心障礙者的生活，也更能為專業提供充分的
溫度。

最後，我很珍惜與服務對象相處的每一個時刻，很多時
候並不是我帶給他們什麼，而是我從他們身上看見了自己不足
的地方，他們就像一張白紙，像一個孩子，從服務中我體會到
了反璞歸真，我們都曾經像他們一樣站在那裡，曾經單純、曾
經天真、曾經毫無心機，只是我們速度稍快了一點，領先了他
們一段距離，現在，該是我們重新回過頭協助那群兄弟姐妹們
奮力向前的時刻，相信如此，一個平等且自由的社會就再也不
是專屬於少數人所有，而是全體公民共同享有的尊重與包容。                                                                                                                                               
       一個社會的進步並不是一個人做了多少，而是每個人都做了
一點，相信如此能讓這個社會更幸福一些。致所有在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辛勤服務的工作人員，致所有身心障礙者，致這個人人平
等且自由的社會。

我是一位社工系學生，一位既專業又不太專業的小小學生。

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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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 豐富生命，接納生命的差異性 , 用愛灌溉 ~ 教保組長 /黃亞萍

踏入復活大家庭服務，已有七年之餘，親近、陪伴、支持大小天使是我最喜悅的事情，來到復活第一份工

作就是接觸早期療育與安親課輔工作，當時的早療收托對象不多，班上僅有 1-2 位，因為是僅有的，因此讓我

更加投入在每一位小慢飛的陪伴與訓練，0-6 歲的小慢飛著重於粗大精細動作發展與語言學習等各項感官統合

治療，每週固定一、三、五陪同小慢飛至埔基做復健，治療師在一間空盪的復健室，透過冰冷的輔具

儀器協助小慢飛進行復健治療，看見小慢飛因為疼痛而哭泣甚至抗拒的模樣 , 著實讓我心疼不已，卻又五

味雜成，因為我知道這是必要的治療 , 我也只能內心吶喊著加油！再一下下就好………。服務到一個階段小慢飛

也踏入了國民義務教育的學習，我的早療服務也因此告一段落。因為少子化及早療個管中心的設置 , 早療服務

也就此結束。

   早療服務的結束讓我進入到成人心智障礙的服務領域，也因著服務從身為一線教保的我承擔起中心給予

的新職務教保組長的角色 , 代領著教保團隊為成人慢飛服務，服務的過程中值得分享的服務來自於教保一線服

務的經驗分享………

   珊珊無口語表達及生活自理能力，因此生活起居之食衣住行需由他人完全支持，珊珊參與各項團體活動

時，總是喜歡站或坐在牆角柱子邊，幾次嘗試著調整珊珊的座位，觀察到珊珊透過她個人摸索，感受到不是她

所想要的，就會出現坐立難安、四處跑跳尋找牆角柱子。珊珊不是家中唯一的障礙者 , 珊珊媽媽智能輕度平時

與外祖母至紙廠打零工 , 平時在家主要照顧者是外祖父 , 外祖父母在家照顧的模式，都是習慣性的主動餵食 , 也

因此讓四肢健全的珊珊習慣飯來張口 , 看著年邁的外祖父母如此辛勞心感不捨 , 於是思索著如何減輕外祖父母

在家照顧的辛苦 , 與老師討論著珊珊擁有健康的雙手 , 如果可以透過支持讓珊珊自己吃飯而不是飯來張口 , 是不

是就減輕了外祖父母在家照顧的壓力…………, 於是因著這樣的想法為珊珊擬訂了目標能獨立進食。訓練過程中

珊珊多次的排斥，不願意配合抓握湯匙，甚至動怒不肯張口進食，一天天的訓練與不放棄的陪伴，珊珊從觸碰

湯匙、鬆手放下湯匙 ( 飯菜灑落滿地 )，珊珊是抗拒的，但我們知道秉持著永不放棄的念頭 , 持續支持著，相信

珊珊是會有所改變的。

   一年過去了，午餐時間的某日老師一樣照著訓練目標執行，用湯匙將飯菜舀起，將珊珊的慣用右手觸摸

湯匙，珊珊開始能獨立抓握湯匙，將飯菜送入口中，再將湯匙放入碗中 ~~ 直到口中飯菜吞嚥，老師再支持舀

飯菜，透過每日不間斷的循環訓練珊珊學會獨立進食了，我們將珊珊的進步分享給外祖父，外祖父疑惑且訝異

的回應老師說 : 她會自己吃嗎 ? 在家裡拿湯匙她都不願意。用愛服務 , 用心感受 , 珊珊的成長與進步 , 是我樂在

服務的動力 , 我們滿心喜悅的分享體驗生命的美妙 , 並樂在其中，復活是個提供大小慢飛成長與快樂生活的地

方，更重視服務對象的自主，因為他們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我們謝謝你107 年 07 月至 12 月

姓名 金額

新北市貢寮區張廖簡
宗親會 5436 

3,000

徐世芳 5437 7,2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
會 5438 

5,000

區善積 5439 1,000

許月盞 5440 1,000

黃聖棻 5441 1,000

江豈峰 5442 1,000

徐素琴 5443 3,000

林芳如 5444 1,000

吳順利 5445 1,000

王月寶 5446 2,000

林金英 5447 500

鄧國興 5448 500

賴秀暖 5449 5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
會 5451 

11,700

黃琪惠 5452 1,200

張桂珠 5454 5,000

畢復芸 5455 2,500

發票中獎 5464 600

粱美惠 5457 1,000

許思齊 5456 600

范佳惠 5458 8,000

林英枝5459 2,000

潘乙維5460 1,000

9張桌子 5461 500

劉影雪 5462 10,000

道明高級中學國三 11
班全班 5463 

700

洪頌凱 5465 1,000

蘇偉誠 .蘇威銓 ,蘇麗
君 5466 

6,000

林竹華 ,魏吉祥 ,魏安
生 ,魏玉 華 5467 

1,000

邱淑君 5468 1,000

張憲銘 5469 200

林秀蓮 5470 5,000

溫文成 5471 100

邱淑伶 5472 2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
會 5473 

5,000

陳椀玲 5474 300

劉桂英 5475 2,000

徐世芳 5476 11,200

道明中學高三 4全班 
5477

700

邱來順 5478 1,200

台中慈愛智能發展中
心 5479 100,000

陳秀蓉 5480 3,000

魏長義 5481 1,000

潘韻如 5482 2,000

許羽謙 5483 600

金寶國際旅行社 5485 3,000

蔡茉莉 5486 5,000

道明中學國三 11班 700

道明中學高三 4班 700

許昭美 5489 3,000

徐世昭 5490 10,000

吳侃穎 5491 2,000

陳學云 5492 2,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
中教區 附設台中私
立慈愛智能發展 中心
5493 

4,000

姓名 金額

9張桌子 5494 500

潘乙維 5495 1,000

張憲銘 5496 200

善心人士 /發票中獎 
5497

1,200

林竹華魏安生魏吉祥魏
玉華 5 498 

1,000

邱嘉琪 5500 2,000

陳啟文 5501 3,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
會 5502 

5,000

林秀蓮 5503 5,000

高雄市地政局副局長
龔振霖 5 504 

1,000

劉影雪 5505 10,000

正峰之哥哥 5506 2,000

張桂珠 5507 5,000

吳侃穎 5508 2,000

道明中學國三 11全班
5509 

700

孫瑋嬨黃亞萍王賡緯
5510 

1,050

李昌榮 5511 2,000

善心人士 5512 1,200

許宏榮 5513 600

許貴美 5514 5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
中教區 5 515 

72,000

9張桌子 5516 500

潘乙維 5517 1,000

李玉惠 5518 2,000

陳椀玲 5519 300

黃秀梅 5520 500

路蓮婷 5521 2,000

林竹華魏吉祥魏安生
魏玉華 5 522 

1,000

道明中學高三 4班全
體 5523

700

張憲成 5524 2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
會 5525 

5,000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
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5526 

28,278

劉桂英 5527 2,000

侯廷輝 5528 10,000

林秀蓮 5529 5,000

邱淑伶 5530 200

賴羿秀 5531 3,000

黃徐梅 5532 100

黃逢榮 5533 100

張碧娥 5534 100

黃心怡 5535 100

黃郁雯 5536 100

9張桌子 5537 500

潘乙維 5538 1,000

陳椀玲 5539 300

道明中學國三 11班
5540 

700

陳瓊祺 5541 600

邱嘉琪 5542 2,000

劉易升全家福 5543 500

劉安祥 5544 500

魏淳吉 5545 2,000

道明中學高三 4班
5546 

700

林建德全家福 5547 2,000

姓名 金額

張憲銘 5548 200

林竹華全家福 5549 1,000

林秀蓮 5550 5,000

張如明 5551 4,500

敲敲木工房 5552 1,250

林茂盛 5553 2,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
會 5554 

5,000

生活重建協會 5555 1,750

道明中學國三 11全班
5556 

700

洪頌凱 5557 1,000

潘乙維 5558 1,000

9張桌子 5559 500

游振發 5560 10,000

善心人士 5561 340

徐爾優等 5562 12,000

邱嘉琪 5563 1,000

張桂珠 5564 5,000

吳林鈺 5565 1,000

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
中學 556 6 

80,000

劉影雪 5567 10,000

陳椀玲 5568 300

林謙君 5569 2,500

劉桂英 5570 2,000

劉櫻姿 5571 100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許鉗基 金會 5572 500,000

林秀蓮 5573 5,000

道明中學高三 4全班 
5574

700

蔡玲雀 5575 5,000

吳威泰 5576 1,000

張憲成 5577 200

林竹華魏安生魏吉祥
魏玉華 5 578 

1,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
會 5579 

5,000

徐靖怡 5581 2,000

光邦石膏股份有限公
司 5582 

2,100

道明中學國三 11全班
5583 

700

洪頌凱 5584 1,000

生活料理 5585 5,000

潘乙維 5586 1,000

9張桌子 5587 500

吳林鈺5588 300

翰生書局 5589 600

國棟五金行 5590 2,000

張憲銘 5591 200

邱嘉琪 5592 1,000

百佳泉股份有限公司
5593 

6,000

郭軒伶 5594 3,000

埔里獅子會 5595 20,000

林建德林佩俞林峻毅
熊小惠 5596 

2,000

陳盈蓁 5598 1,000

林竹華魏安生魏玉華
魏吉祥 5 598 

1,000

道明中學高三 4全班 
5599

700

劉櫻姿 5600 200

阮鴻文 5601 2,400

陳素梅 5602 600

姓名 金額

蘇一榮 5603 2,400

袁天民 5604 600

顏英杰 5605 12,000

林幸宗 5606 16,000

陳俊各 5607 18,000

曾錦宏 5608 6,000

許洪華 5609 6,000

李美淑 5610 12,000

賴宥閎 5611 5,500

簡素貞 5612 6,000

陳忠戊 5613 6,000

汪德永 5614 12,000

黃麗蓉 5615 2,400

曹仲鎧 5616 6,000

王詩涵 5617 2,400

謝旻姍 5618 12,000

李芳馨 5619 11,000

葛鳳塋 5620 18,000

江雲綉 5621 1,400

葉薇娟 5622 1,800

葉瑞娟 5623 2,100

隆翰興業有限公司 
5624

8,400

簡澄陛 5625 6,000

呂慈柔 5626 3,600

蔡美華 5628 12,000

簡佩莉 5629 3,600

曾玉利 5630 2,400

陳玟儒 5631 9,600

賴入定 5632. 2,400

詹勳龍 5633 2,400

吳民方 5634 2,400

賴同沙 5635 2,400

蔡維聲 5636 2,400

唐嘉鴻 5637 2,400

陳再舜 5638 2,400

黃啟祐 5639 2,400

郭軒伶 5640 3,000

彭秀蘭 5642 5,000

石秀華 5643 2,400

呂寶月 5644 2,400

賴奕辰 5645 2,400

劉家宏 5646 2,400

陳建宏 5647 2,400

邱瑞戊 5648 2,400

張晉銘 5649 2,400

陳守信 5650 2,400

林祐勝 5651 2,400

邱淑靜 5652 2,400

楊嬌娥 5653 2,400

賴義朗 5654 2,400

蔡進發 5655 2,400

林秉翰 5656 1,200

林暐捷 5657 1,200

王書擎 5658 2,000

中華蓮心慈善關懷協
會 5659 

5,000

嬌豐美品百貨 5660 1,000

捐款捐物

合    計 1,42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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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手環 50 元 吊飾 10 元 Q 梅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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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賣園區

紀念短衫 150 元

環保筷 160 元

書籤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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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