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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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末年終，又到了新年時分，首先要恭祝各位新年快樂！回
顧這一年的過程裡，充滿著感謝與省思！首先感謝各位會員踴躍
參與協會各項活動，也感謝各位理事的支持與協助，讓會務能圓
滿落幕。當然，活動中也有造成一些缺失與不敬處需要檢討，望
請海涵，期望在新的年度調整與修正後，讓會務進行更加順暢。
105 年度辦理的活動，包括紓壓團體、機構參訪、親子二日
遊等，能有如此豐碩的成果，也要感謝協會的工作人員，辛勞地
設計及辦理各項活動，所以各位會員朋友們的參與，是對他們最
大的鼓勵，而各位的回饋，更是協會進步的動力與方向。
提醒各位會員：106 年 3 月 11 日是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歡迎
各位會員一同來共襄盛舉喔！
最後，在新的一年敬祝大家
新年快樂

理事長李白秀發送會員中秋月餅

雞年行大運
理事長

★本會近期活動快訊
106 年度會員大會
日期：106 年 3 月 11 日（六）
地點：愛心家園 B1 大禮堂（東興路一段 450 號）

106 年度心智障礙者生活知能訓練營
日期：106 年 3 月 25、26 日（六、日）
地點：龍目井農場(台南市玉井區豐里里 141-5 號)

106 年度生活藝術創作班
日期：106 年 1 月 20 日(五)19:00~20:30 開課
地點：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 359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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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秀

敬上

106 年度社區樂活補給站
日期：106 年 4 月份開課
地點：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14 號 3 樓

106 年度非洲鼓
日期：106 年 3 月 25 日(六)10:00~12:00 開課
地點：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14 號 3 樓

106 年度天使畫世界
日期：106 年 3 月 18 日(六)14:00~17:00 開課
地點：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14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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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礙者家長放手放心－教養機構參訪
105.10.28 參訪財團法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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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草原森呼吸 大手拉小手出遊趣
105.12.03-04

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

本會舉辦前往南投

聖心教養院，主任帶領家長瞭解

各個景點親子二日

聖心教養院創立至今的歷程，且

遊，當天的行程除了

介紹學員居住環境，當能力較弱

重點景點清境農場

的學員以有欄杆的床為主，且床

外，包括：中台禪

上方附有移位機，可移至浴室；

寺、元首館、廬山溫

而能力較好的則是以一般木床為

泉、埔里酒廠、惠蓀

主。整個院內雖不大，但能感受到老師們的認真及用心。

林場，還有臨時增加的巧克力工房，第一天入住的娜嚕彎渡
假景觀木屋，設有觀景台，提供各位一覽星空夜景的平台。
此趟旅程不但有得吃、有得玩，更有許多美景讓人心曠神怡，
本會期待此次旅
遊能讓家長有放
鬆的機會，孩子
也有休閒的空
閒，更期望透過
此活動增進親子
之間的交流與情
感！

★105 年 7 月至 12 月捐款芳名錄

★105 年 7 月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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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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畫(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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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5 年身心障礙各類獎項表揚大會

參加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許多學員的作品被展覽。

★非洲鼓打擊樂

上圖順序由左至右分別為
傑出身心障礙人員_廖翊傑
身心障礙家屬楷模_陳淑如
推行身心障礙福利有功人員_李白秀
推行身心障礙福利志工楷模_楊玉緞

105 年度參與 9 場次表演和比賽，上圖為學員去花蓮比賽！

★中秋送愛
月圓人圓事事圓，此次佳節

★105 年度臺中市績優志願服務人員表揚活動
←仁愛獎 張陳月香

感謝財團法人桃園市真善
美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本

↓博愛獎 楊玉緞

會 100 盒月餅，是由基金會
憨兒親自做的月餅，充滿了
滿滿的愛。透過協會社工一
一送到服務對象家裡，讓服
務對象一同感受暖暖的中
秋佳節。

↑績優獎 王桃香
←愛心獎 張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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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5 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宣導園遊會
一年一度的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又到了！為響應國際行動並呼籲民眾重視身心障礙者
權益。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於 105 年 11 月 26 日在府前廣場推動『尊重差異 共同參與』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宣導園遊會。
本次協會除了準備精緻美食與二手商品的義賣
外，也推廣與宣導了協會服務的方案，並做成闖關
活動讓民眾參與，讓社區民眾更加瞭解本會運作與
服務對象，雖然下午下雨、吹著冷風，卻滅不了大
家的樂情。當天還有本會天使非洲鼓隊的學員們帶
來的精彩表演，以及刺激、歡樂的趣味運動競賽，
豐富了整個園遊會！
本次公益活動感謝台中市政府社會局主辦，以及其他的協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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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屯慈愛會第 29 屆關懷身心障礙親子活動

★新進社工介紹－林盈辰
各位會員大家好！我是新進的
社工盈辰～很高興可以加入這
個大家族，我將會盡我所能的
提供各項服務給各位，不足之
處也請各位多多指教、包涵。

↑本會會員陳美霞榮獲『辛苦家長獎』
←本會社工賴育秀榮獲『辛苦老師獎』

★社區樂活補給站～四月開課，歡迎來電洽詢～

★市府資訊宣導

樂活補給站是提供心智障礙者技藝陶冶、文化休閒、體能活

■106 年小型復康巴士營運服務異動公告

動的休閒去處，在學習的過程中，不但使心智障礙者增進興

◎106 年復康巴士服務重新劃分區域，設置 5 個預約中心受理

趣養成、人際互動以及社區參與，並使照顧者得到喘息機會。 預約，希望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原先已經預約完成的乘客提
供接送服務不受影響，無須重新預約，統一進行預約資料移轉。
服務對象 15-64 歲心智障礙者(具備基本自理能力)
◎105 年 12 月 31 日起請改打新的服務分區進行電話預約。
課程費用 每季(3 個月)500 元/堂
04-22289111 轉 37330、37328，將由復康巴士承辦人解說。
開設課程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網路預約配合服務區域轉換自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7 時
生活美學創意
DIY 創意手工
打擊音樂

自我倡導

球類動一動
幸福廚房
活力瑜珈

星期一
0900-1200

運用多元媒材教學，培
養學員自我創作能力。

30 分起至 23 時止停止預約服務，當日 23 時後重新開放預約。

星期二
0900-1200
星期二
1330-1630

著重於手工製作，培養
學員手部精細動作。
透過打擊樂，激發學員
音樂潛能，培養技能。
使學員有機會學習自
立生活，並可以嘗試自
我表達、自我決策以及
自我負責。
4-6 月為乒乓球，訓練
學員手眼協調能力。
學習簡易料理以及備
餐的能力
透過瑜珈動作，增進學
員肌肉與心肺功能。

至下午 17 時。並開放部分車輛提供延時服務，週一到週五為

星期三
0900-1200
星期四
0930-1130
星期四
1330-1630
星期五
1330-1630

◎106 年 1 月 3 日起復康巴士服務時間為週一到週五上午 8 時
下午 17 時到晚上 21 時，週六、日為早上 8 時到下午 17 時。
區域

服務單位

第一區

財團法人一貫道

大安、大甲、外埔、

TEL:26520669

崇正基金會

清水、沙鹿、梧棲、后

、26520689

里、神岡

FAX:26520687

社團法人台中市

龍井、大肚、西屯、

TEL:24751945

智障者家長協會

南屯、烏日

FAX:24750302

台灣家安社區

豐原、石岡、新社、

TEL:25367001

關懷服務協會

東勢、和平、潭子

、25368001

第二區

第三區

預約電話&傳真

FAX:25368129
第四區

歡迎加入
天使隊！

服務區域

財團法人一貫道

大雅、北屯、北區、

TEL:22791661

崇正基金會

太平

、22792486
FAX:22797280

第五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

東區、大里、霧峰、

TEL:24751945

智障者家長協會

西區、南區、中區

FAX:2475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