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大家的一封信 
各位親愛的會員朋友、家屬、理監事及志工朋友們大家平安： 

首先感謝各位會員的鼎力支持，也感謝各位理事的抬

愛，讓我有機會再次代表協會為各位盡一份心力。當然也

要感謝理監事、工作人員的辛苦，以及會員們的配合下，

協會才能持續進步，爭取更多的福祉。 

本會在上半年辦理的活動已圓滿落幕，包括：家長修

讀、寒喘、台南奇美一日遊等活動，感謝所有會員的支持

及參與，讓協會能順利完成這些活動。當然，下半年度協

會也精心準備了許多活動，如：各式主題的知能講座、照

顧者心理支持團體以及暑喘等，期望各位會員能夠來共襄

盛舉，您們的投入與參與對協會與工作人員是一個最大的

鼓勵與支持，在此誠摯地邀請您！ 

最後，歡迎更多新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讓協會的精神得以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也請各位會員能一

同宣傳與推動協會會務，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能夠受益。 

     最後敬祝大家 

                      幸福快樂  闔家平安                

理事長  李白秀  敬上 

理事長李白秀與常務理事陳玲香 

頒發 長春社區發展協會感謝狀 

★本會近期活動快訊 
105年度照顧者心理支持團體 
日期：105年 8月每個禮拜三 

 地點：愛心家園（東興路一段 450號） 

105年度家長知能培力系列講座 
日期：105年 8、9月各舉辦一場 

地點：愛心家園（東興路一段 450號） 

105年企業志工與心智障礙者戶外休閒體驗活動 

日期：預計 105年 12月 

地點：尚未確定 

105年度心智障礙者家長放手放心-教養機構參訪 
 日期：尚未確定 

 地點：尚未確定 

105年度社區樂活補給站 
 日期：105年 7-9月、10-12月 

 地點：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14號 3樓 

105年度非洲鼓 
 日期：每週六上午 9：30~11：30 

 地點：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14號 3樓 

105年度天使畫世界 
 日期：每週六下午 2：00~5：00 

 地點：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14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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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05 年 03 月 19 日為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感謝各位會

員當天蒞臨參與，與協會一同共襄盛舉，讓活動圓滿閉幕！ 

此次的會員大會也進行了理監事改選，新的名單如下： 

■理事長：李白秀 

■常務理事：陳玲香、劉維國 

■理事：陳素秋、張秋霞、張喜英、林麗愛、賴金蓮、黃美英 

■常務監事：汪秋鳳 

■監事：施宏毅、陳秀雲 

■候補理事：蔡梅、林欽城 

■候補監事：陳淑如 

感謝當天蒞臨本會的嘉賓、表演非洲鼓的學員以及帶領的

朱老師，也感謝當天辛苦的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志工，

協助本會行政庶務、帶領學員進行活動，並準備了一個全場帶動

跳！為活動增添了更多趣味。 

★台南奇美一日遊 

      105.05.27 本會舉

辦親子一日遊，雖然天氣

炎熱，但滅不掉大家的興

致。當天的行程預約到近

來的熱門景點－台南奇美

博物館，外觀有如歐洲建

築物，讓許多人搶著合

照；而在館內能欣賞到西洋的藝術品，搭配租借的導覽機解說，豐

富大家的內涵，也提升了對藝術品的了解與認識。接著來到十鼓文

創園區，導覽人員帶著大家體驗打鼓，以簡單的口訣讓大家學會一

拍、兩拍以及四拍等節奏，途中巧遇其他國小鼓隊表演，忍不住停

下腳步觀看，並給予熱情的掌聲；當然，十鼓文創園區也有準備十

鼓擊樂團的表演，震撼的視覺效果加上強而有力的鼓聲，不禁令人

讚嘆。最後前往新港香藝文化園區，工作人員帶領我們了解香的歷

史典故，看看做香的原料，並

深入認識香藝文化與藝術，使

大家看見傳統文化透過不同

角度與觀點有了不同的價值

與精神！期望此次活動大家

都有所收穫喔！ 

 

★105 年 1 月至 6 月捐款芳名錄                              ★105 年 1 月至 6 月物資捐贈芳名錄 

 

 

 

 

 

 

 

 

請至網站捐款徵信→歷年捐款查看芳名錄：） 

 

 

 

 

 

 

 

以上為各界善心人士捐贈明細，如有遺漏處，敬請來電告知。謝謝！                                      ❤感謝其他愛心贊助者對本會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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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心智障礙者學生學習營 

文/楊雅淳(總召) 

大學生活到現在快進入第三年，帶給我回憶最多的地方

就是啟營，大一拿到報名表時想說也許這是個增加自己經驗

的機會所以就來參加，一開始當志工時覺得要與家長溝通、

和學員相處對我來說真的是件有挑戰的事。 

到了大二要擔任寒啟的總

召時又是一項新的挑戰，從一

開始安排籌會時間、驗課…等到

營期時要注意的事情很多很

多，不過感動歡樂也是呈正比

的增加。 

不管身分是志工或總召，每

次在籌備期間偶爾會覺得很

累、為什麼要這麼辛苦，不過

每次看到學員從上次見面到這

次進步了許多，志工也從一開始到營期成長了不少，這些點

點滴滴看在心裡，也許就是我這麼喜歡啟營的原因吧！ 

希望有更多人看見這份感動也希望能看見更多的學員志

工來報名參加！ 

★心智障礙者社區適應及社區參與 

文/陳薇任(總召) 

從一開始當志工帶孩子，到變成喘

息營的總副召處理營隊的大小事，已經

經過了兩年的時間，在大一的寒假，很

慶幸的聽聞營隊招募志工，沒想到就這

樣接連參加了四次，而營隊裡的體驗也

使我更堅定走特教這條路。 

來到喘息營總能讓自己充電，很

喜歡每過半年接觸孩子時，從他們身上

看到的進步，有的原本不多話漸漸能表

達自己的想法，有的情緒越來越穩定，越來越專注，家長總

是說感謝我們，但其實我更感激家長們願意把孩子帶來參與

活動，對我來說，從他們身上學到的一定比我們給予他們的

多更多。 

辦暑喘的過程中，一直想讓大家有多一點新體驗，也鼓

勵志工和每位孩子都親近，每每看到大家笑得開心喜歡活動

的樣子都會覺得自己沒有白努力，也會再次回味起第一次喘

息營帶給我的感動，希望未來有更多新的志工與孩子能參與

喘息營這個充滿愛的營隊，互相增長，並留下快樂的回憶。 

★寒冬送暖 

本會理事長、常務理事、秘書及社工等人於 105.01.28

至案家關懷訪視，並送上募來的物資如白米、麵條、罐頭等。

藉由此次機會與里長互相交流、認識，並更貼近身心障礙弱

勢生活，其中有位爸爸照顧媽媽及三位身心障礙兒，生活勉

強度過，因此本會特地訪視，更了解其需求；本會不定時關

懷的身心障礙獨居伯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自己處理，較

少與他人接觸，當本會送上物資、探望，伯伯一直感謝本會

的協助。本會持續服務心智障礙者，並希望能募得許多物資

提供給弱勢的身心障礙者，盡一份心力。 

★2016 第九屆真愛大臺中－有愛無礙、真情之旅 

於 105.01.07 至麗寶樂園 

★元宵義賣(105.02.22-105.02.29) 

於台中公園進行義賣，感謝義賣期間協助之學員、家長、老

師以及工作人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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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秀燕「為母親做件好事」愛心園遊會         ★運動衣捐贈(由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贈) 

 

 

 

 

 

 

 

 

 

★社區樂活補給站～持續招生中～              ★市府資訊宣導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服務計畫 

身心障礙子女的未來照顧，是父母心中放不下的牽掛，看著孩子的年紀

日益增長，「還能再照顧多久」這難題總是盤旋在心中，因此預先的照顧規劃

顯得尤其重要。 

◎申請資格： 

1.未滿 65歲之身心障礙者 

2.領有新制身心障礙證明第 1類，或舊制手冊代碼 06、09、10、11、12、14。 

3.設籍於臺中市滿 6個月以上且實際居住於本市者。 

◎申請文件： 

1.申請書(索取請洽方案承辦人、身心障礙福利團體、社會局、公所社會課，

記得要請已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機構用印推薦喔！) 

2.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影本 

◎計畫內容： 

1.低手續費率且優待(只需自付開辦手續費 2,000元) 

本計畫與臺灣銀行合作，信託開辦費 4,000元，市府補助開辦費 50%。 

每年 0.2％信託管理費，費率優於一般 0.3%~0.6%。 

信託金額新臺幣 300萬元以下，補助 0.2%信託管理費。 

2.低信託財產門檻 

首次信託財產交付金額最低新台幣 50萬元整。 

3.信託監察人予以保障 

計畫期間內，確保銀行依契約履行，受益人的生活符合當初信託要求品質。 

4.跨團隊專業服務人員協助 

提供信託契約審議、簽訂、後續監察、變更之社工、法律、金融專業協助。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 

1.承辦人：金沛宸專員          

2.電話：04-23580655 

3.地址：台中市工業區一路 2巷 3號 8樓之 3 

 

★文創長春心 公益春暉情－愛心慈善園遊會活動 

    為慶祝一年一度母親節盛事，長春里特別規劃母親節愛心義賣公益活動，期望透過

多方單位共同合作，一同幫助社會上的弱勢家庭！當天除了精彩表演、露天義賣市集

外，還有好玩有趣的親子 DIY 活動呢！ 

    由於活動地點於台中文化創意園區大門口，使得當

天雖飄著綿綿細雨，還是有許多民眾前來共襄盛舉，而

此次協會除了準備二手商品以及精緻美食的義賣外，也

推廣與宣導了協會服務的方案，讓社區民眾更加瞭解本

會運作與服務對象。 

     本次公益活動感謝台中市南區長春里主辦，以及其他單位的協辦，讓活動能夠順利圓

滿完成，當然，也感謝許多民眾熱心公益，使活動添加更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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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劉千鶴榮獲『模範母親』 

←本會會員林麗愛榮獲『模範母親』 

←理事長李白秀

與本會樂活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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