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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愛～貝貝的尋光旅程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

◎ 副執行長 林湘雅

◎ 社工組 傅明眸 ◎ 應用材料公司公共關係經理 譚鳳珠

☆
★

★

★★★★★★★★★★★★★★★★★★★★★★★★★★★★★★★★★★★★★★★★★★★★★★★★★★★★★★★★★★★★★★★★★★★★★★★★★★★★★★★★★

對於家有心智障礙者的家長 (屬 )而言，照顧是一輩子無法放心的事，必須
承受長年的經濟負擔及照顧問題，有部分身心障礙者家庭因無力負擔托育養護

費，因此，仁愛啟智中心每年需籌募壹佰萬元助學金、仁愛基金會每年需要籌募

約壹佰貳拾萬元助學金。感謝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的緩起訴金，持續三年補助弱

勢家庭身心障礙者的助學金，讓他們能安心的學習。

本基金會於 8月 20日舉辦「助學金頒發暨法治宣導講座」，一方面讓身心
障礙者及家長 (屬 )有機會表達心
中的感謝，另一方面結合法治教育

講座，瞭解切身的法律問題。

活動當日，由傅伊君執行檢察

官代表地檢署頒發助學金給身心障

礙者代表。阿源和小蓉則代表致感

謝詞，平常總是即興演出的阿源，

感動之餘，也現場帶動鼓掌；而小

蓉在活動前先擬好稿，反覆練習了

好幾天，這是小蓉第一次面對大家

說話，心中難免緊張，但卻也表達

出心中的感恩！

晨曦發展中心家長會長王富美

和仁愛啟智中心交大工作隊阿芳的

姐姐，代表家屬感謝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提供仁啟上半年度助學金補助貳拾捌萬

元、基金會助學金補助壹拾柒萬元，讓弱勢家庭的身心障礙者能接受專業、多元

的服務，使生活能更豐富、更精采！

當天同時結合法治教育講座的辦理，很榮幸邀請到傅伊君執行檢察官分享

「生活法律」，與大家分享切身相關的議題，傅檢察官生動、有趣的分享，提醒

大家在生活中避免誤觸法律、防受騙等，進而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

助學金頒發暨法治宣導講座分享

今年六月，得知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計畫出版一本有關《身心障礙者生命故

事》的專書，希望以身心障礙者的成長故事為主軸，敘述他們的學習和成長的過

程、人際關係的需求與問題、個人權益上的自主性與主動性、家屬無怨無悔的教

養心聲，並對中高齡議題做探討，期望社會大眾能給予身心障礙者更多的尊重、

關懷與肯定。

與公司扶他社長劉旭琳討論後，覺得這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所以規劃公司在

台 20週年慶系列活動－「牽手迎向愛－親子兒童劇慈善專場」，只要捐款 500
元給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就贈送如果兒童劇團《狗狗Lucky歷險記》門票乙張，
共募得 326,500元，為印製《生命故事專書》經費略盡棉薄！

《狗狗 Lucky歷險記》是透過歌舞劇的形式，讓家長與子女一起分享愛、平
等和對生命的尊重，本公

司除了邀請家扶中心 500
位小朋友一起觀賞外，也

感謝社會大眾及本公司同

仁愛心響應「看好戲，

分享愛心」活動，除了

增進親子互動，也可以讓

更多人關懷及接納身心障

礙者，並協助推展啟智工

作。

讓「文藝和慈善的愛

心對話」這一直是應用材

料公司結合不同面向公益

活動的綜效，很高興有機

會參與以及再次實現這項

愛心！

文藝和慈善的愛心對話

傅伊君執行檢察官代表地檢署頒發助學金給
阿源。

應用材料公司員工 Eric與家人、
仁啟學員一起觀賞兒童劇。

「點亮愛∼貝貝的尋光旅程」啟智宣導
影片，片長 15分鐘，中、英文字幕，
歡迎各級學校、社團及社會大眾免費索
取，詳情請電洽 03-578-4633分機 1688
公共事務組

謝謝您協助啟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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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為了到校園啟智宣導，培養學

生對身心障礙者有更多的認識和接納，並達

到生命教育目的，因此規劃拍攝「點亮愛∼

貝貝的尋光旅程」啟智宣導影片，感謝善心

人劉小姐愛心贊助製作經費，使這願望能順

利實現！

3月 6日一大早，透亮的陽光，照進了
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晨曦發展中心的翠

綠草皮，所有伙伴及身心障礙的大小朋友，

聚集在這片充滿笑聲的草地上，為這支啟智

宣導影片的拍攝工作揭開序幕。

為了吸引小學生的目光，影片以動畫

開始，敘說在城市角落裡，有一個特別瘦小

的小天使－「貝貝」，她發現自己長得和別

的小天使不太一樣，她頭上的光環沒有人家

亮，為了讓自己的光環更耀眼，在李主教的

帶領下，開始了一場尋光旅程。

「貝貝」飛進了一座城堡－「晨曦發

展中心」，首先看到在走廊上學習走路的阿

孺，後來認識了正在做復健的小宇和志工李

家同校長，「貝貝」在小宇身上學到了勇敢，也感受到李伯伯默默奉獻自己、照

亮別人的精神。

接著「貝貝」又認識了喜樂的小婷、認真付出的小興和充滿信心的小綱。翱

翔在城堡中，她的心不再孤單，因為她發現大家奮力一點一點的發光，就可以讓

城堡發光如星，指引人們到更光明的地方。

每當我抬頭望著牆上「在弱小者身上，看到世界之光」這幅壁畫，心中總有

著很深的感觸，因為在仁愛這個大家庭裡，除了匯集許多人的愛心外，也看到了

一個充滿溫暖、希望與光明的社會。

「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

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聖經－瑪 5:14-15)。在此，期許社
會大眾都能像光點般，照耀著身心障礙朋友們的學習之路，讓他們能在愛的圍護

中歡舞，並過著有尊嚴與品質的生活。

李家同校長 (左 )
陪伴家興志工服務。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 第 二 版

葉倉甫物理治療師強調動作功能發展的順序：人體應該先發展出來的動作，
如：頭部控制、坐、爬，均已良好地發展與控制後，才能發展出正確且有效率
的行動功能，也就是走、跑和技巧型的動作（如：跳）。

葉老師近年於台灣北、中、南部皆有設立動作評估據點，而今年則在晨曦
發展中心設立新竹地區的評估站，預定未來將每三個月一次為中心內、外的肢
體障礙兒童進行動作評估，讓家長能正確了解孩子發展上的真正問題與需求所
在，以利給予適切的療育目標與計畫。

晨曦發展中心於 8月 7日進行第一次動作評估，有 20名幼兒參加。評估
過程中，葉老師針對小朋友動作方面做縝密評估，也強調心理對動作發展的影
響，尤其是對於「復健」有負面經
驗的孩子，其抗拒與畏縮的心理，
可能是造成動作發展停滯，甚至
退化的主因。

葉老師也向家長澄清許多觀
念，首先要了解神經發展各項能
力的順序，之後才能對症下藥、
掌握孩子目前的學習順序與重點，
而不是只單單處理合併症 (如拉
筋、穿戴矯正鞋等 )。

給孩子的療育應該是一種「教
育」，而不只是當成「訓練」，
因此要打造一個快樂學習的環境，
在要求與支持之間拿捏適當的平
衡點，這樣一來孩子的動作控制、認知與語言學習上，都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一季葉倉甫治療師的動作評估服務預計於 11月提供兩日評估，無論是
成人、青少年、學童或幼兒，都能在名額充裕下獲得服務的機會。

◎ 營養師  陳素雲

◎ 公共事務組組長 林美妤

本基金會每年度都會規劃一次「健康飲食推廣」活動，今年辦理的是大家

都會、且都喜歡的「健康包水餃」，水餃是一種同時可提供五榖根莖類 (飯類 )、
肉魚豆蛋類、蔬菜類、油脂類的食物，可說是前人的聰明結晶。

本活動於 8月 12日舉辦，以各班為單位，並搭配家長 (屬 )參加，整個活
動顯得熱鬧非凡！每一班都非常用心及絞盡腦汁，展能組教保員除了運用輔具

讓重度、極重度的服務使用者壓模完成水餃外，還貼心的以海綿放在碗內吸水，

在包水餃時只要將整片水餃皮在海綿上沾一下，就可讓水餃黏得牢牢的且不會

把水打翻，真是太貼心了！

比賽當天，有家長親手桿的

紅蘿蔔及綠色青菜的水餃皮，也

有家長自行栽種的蔬菜和自製蒟

蒻水餃餡，健康的食材，為活動

增添了許多色彩，更有志工爺爺

自信滿滿的向評審展示包好的水

餃呢！

包水餃過程的中場時間，復

健組長及體適能老師帶領「包水

餃運動」，「穿山洞包水餃運動」

是讓行動不便乘輪椅者參與，音

樂停止時，若正穿過人工手搭橋，

就會被大毛巾包著如水餃一般，非常有趣；而「水餃煎煮炒炸運動」則是讓自

主行走能力較佳者參與，在軟墊上依顧客點的烹煮方式模仿煎煮水餃運動，彷

彿一群水餃在鍋上烹煮，畫面十分逗趣！

此次比賽的結果：小象班獲得了－最佳造型獎、企鵝班－最佳誘惑獎、向

日葵坊－最佳美味獎、手織坊－最佳健康獎。不過，得獎是其次，最重要及最

快樂的，應該是當日中午吃著自己包的美味又健康的水餃，同時又達到健康飲

食的宣導目的 !

健康包水餃活動

前年，全球經濟不景

氣時期，本基金會的服務和

發展深受影響，監察院王建

院長得知此情形後，於去

年 7月 30日親自訪視，給
予本基金會許多的關懷與支

持，幫助克服營運困境。

監察院由員工組成的愛

心會，原預訂 6月 26日至
本基金會愛心訪視及帶領團

康活動，但因仁愛在向陽農

場舉辦親子活動，所以當日

由監察院副秘書長許海泉先

生偕同夫人吳麗玉女士參訪

本基金會，並愛心捐贈專業

服務費用。

感謝監察院同仁給予百分百的關愛與鼓勵，讓我們在啟智工作這條路上，

有愛相伴、勇往直前！

葉倉甫物理治療師為小宇做動作評估。

葉倉甫物理治療師動作評估服務

◎ 音樂治療師 蕭瑞玲 /復健組長 薛卉君
當大眾聽到「音樂治療」一詞時，第一個反應可能是：「聽音樂也可以治

病？」或是「我的小朋友對音樂沒有反應，可以接受音樂治療嗎 ?」、「音樂
治療與一般音樂課程又哪些不一樣？」⋯⋯

唯一由音樂治療發展而來的理論與方法－諾朵夫羅賓斯即興音樂療法，中

心思想就是：每個人的心中都住一位「音樂兒 (music-child)」，例如 : 聽到節奏
性強的音樂時，會不由自主的用腳輕輕打拍子；開車時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哼

唱著，這些就是自然的音樂反應。

音樂治療課程在音樂的運用上，強調的是「以服務對象喜歡的音樂為主」，

透過音樂活動，幫助服務對象達到治療性目標，例如：透過引導對音樂節奏變

化的覺察，而漸漸增加注意力持續度；藉由操作簡單的樂器，既增加手功能，

且獲得參與音樂休閒的樂趣與成就感；在敲打的活動中，學習合宜的、發洩情

緒的管道，又或者於活動中，學習和同儕合作的互動等。對發展遲緩幼兒來說，

這些都是社會適應與學習各項事物的基礎，也是音樂治療服務發展遲緩幼兒的

重點。

介入治療的音樂可能很多元化，以各種型態音樂的特質，去媒合服務對象

與待加強功能。因此，在音樂治療可能用到強烈搖滾樂、爵士樂、自然流水輕

音樂、單純非洲鼓、吟唱式的宗教音樂、甚或是自己的創作。

利用音樂中的組成要素，搭配肢體操作或心智操作，如：覺察音樂中的特

定旋律變化而做出指定反應、參

與歌詞的唱頌而增加辨音與構音

的正確性等。治療師引導對音樂

媒介的注意與參與，而發展聽知

覺（與認知、口語都有關係）、

專注力、衝動控制、基本指令理

解、基本推理等。透過音樂的媒

介，與音樂治療師設計的治療活

動，讓孩子漸漸發展上述這些能

力，為後續的學習奠定基礎。

 如果民眾想要更瞭解音樂
治療對於特殊兒童的幫助，歡迎

來電洽詢：（03）578-4633分機
3100早療組許麗娟組長。

音樂治療

藉由音樂治療的協助，可發展兒童在學習上
的各項基礎。

這是天使打擊樂坊包的水餃，很棒吧！

副執行長林湘雅 (左三 )代表接受監察院許海泉
副秘書長 (右三 )及夫人 (右二 )愛心捐款。

關愛百分百

◎ 復健組長 薛卉君
本基金會專業資源部於去年彙整了桃竹苗地區身心障礙機構對於專業資

源的學習需求，希望和鄰近社福單位一起分享和提升服務品質。在大家提出
的需求中，包括期待瞭解音樂治療及如何運用於身心障礙者的服務。

8月 27日第一場音樂治療研習，由張乃文博士遠從高雄師範大學前來講
課，透過大腦科學的簡述，談及音樂對情緒、人際互動、認知以及語言等領
域的意義。服務身心障礙者的工作人員，可以將音樂運用於促進身心障礙者
各領域發展，維持平穩的情緒、促進身心各面向的健康等，都是透過音樂治
療所能帶來的效益。

9月 3日第二場研習，則由資深音樂治療師—林芳蘭老師擔任講師，藉
由影片及現場活動示範與帶領，使參與的學員領略到實際執行和運用策略。

兩場研習參與人數共 160人，包括身心障礙機構的工作人員、一般音樂
老師、家長，以及有興趣認識音樂治療的民眾。後續對運用音樂於身心障礙
者的服務，除了有了起步之外，也可能會遇到新的問題與困惑。我們熱切期
待大家明年繼續前來參加本基金會為大家精心策劃的音樂治療研習喔！

音樂治療研習分享

◎ 復健組長 薛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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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組組長  周東沂
「您好﹗這裡是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今年月餅義賣還請您繼續給

我們支持﹗」「海萍姐」一通通撥給愛心單位的電話，化為一張張愛的訂單，

並匯集成愛的大海。

今年為籌募專業服務費用所舉辦的「愛•守護希望∼ 2010中秋月餅義賣活
動」，是與「新勝發餅店」合作。「新勝發餅店」創立於1956年，曾獲得金賞獎，
在板橋及淡水老街設有門市，保有良好口碑，堅持做好品質，是家遠近馳名的

人氣商店。

從新勝發餅店熱情贊助文宣費用，將月餅收入款項的 35％作為本基金會
的專業服務費用，一直到志工們攜手裝訂月餅義賣目錄等前置作業，每一封文

宣都注入了志工的愛心。

記得在 8月下旬，眼看距離中秋不到一個月了，訂單筆數尚不及往年的十
分之一，著實叫人心急如焚，憂心到極點，除努力電話拜訪及尋求企業支持外，

感謝家長會長江明位先生大力奔走，志工「子誼」以及所有愛心朋友的鼎力協

助，尤其是總統夫人周美青女士在 9月 6日來函給予仁愛的支持和打氣！
仁愛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每當在困境中，天主總會召叫愛心人士幫助我

們。在此，特別感謝行政院、最高行政法院、豐藝電子、蔚華科技、濟弘建設、

理律法律事務所、洋洋實業、永眾科技、光磊科技、雷晟科技、遠翔科技、曜

鵬科技、華淵電機、恆毅科技、紅十字張世群先生等三百多個團體及所有愛心

朋友的熱情幫助。

本次月餅義賣雖未達 150萬元的募款目標，但我們有說不盡的感謝，並會
將心中深深的感謝，化為服務的承諾與動力－也就是「長期陪伴並協助身心障

礙者過有尊嚴與品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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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長大了，想要給他魚竿，但是釣魚的技巧他還沒學會，該怎麼辦呢？

對於尚未準備好進入庇護工廠的身心障礙者，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承辦了

內政部心智障礙者「日間社區作業設施營運計畫」，於 3月 11日在新竹市西
大路四維修院成立的「仁愛工坊」，是新竹地區目前唯一的計畫據點。

「仁愛工坊」開幕迄今已營運半年了，以手工蛋捲製作的訓練為主，提升

身心障礙者的作業能力及工作態度，奠定他們的自信心與成就感，目前有 14
位身心障礙者在此接受服務。仁愛工坊的目標在於：創造一個介於日間照顧服

務及庇護工場間不同服務需求的模式，提供身心障礙者全人、無接縫的轉銜。

在「仁愛工坊」接受服務的身心障礙者－阿桑，去年先生因病驟然逝世，

育有兩名學齡子女的她，無論在經濟或精神上頓失依靠，在社工人員的輔導安

排下，阿桑到「仁愛工坊」學習一技之長，希望能負擔家計和達到生活自立。

短短一個月，阿桑已能獨立操作蛋捲機，將成品做得又好又快，而且每個

月都有穩定的收入。除此

之外，阿桑希望學會煮

菜、照顧子女，仁愛工坊

的社工員知道她的願望，

連結本基金會到宅支持服

務，每週輪流派一位居家

服務員指導協助，阿桑的

夢想正一步一步的實現。

除了蛋捲製作外，為

提供身心障礙者更多元的

職種服務、工作能力訓練

及提升生活品質，「仁愛

工坊」還提供有機蔬菜栽

種、拼布、代工等作業訓

練，也安排體適能、成長

團體、社區活動等服務。

「仁愛工坊」預計招募 20名成員，目前尚有 6個名額，歡迎有興趣的學
員加入。洽詢專線：（03）524-3096社工員曾璟茹。

為舉辦 99年國家太空中心中秋茶會，8月間在內政部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
台看到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的產品，於是接洽「仁愛工坊」趙新芳督導，經試

吃手工製作蛋捲後，確認品質優良，透過福委會通過選定為 9月 30日「99太
空中秋茶會」之茶點。

太空中心福委會得知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更多的學習機

會，承辦新竹市政府心智障礙者日間社區作業設施－「仁愛工坊」，以製作手

工蛋捲為主，且發展出抹茶、巧克力、蔓越莓、蜂蜜全麥、野薑花芝麻等 8種
口味，基於秉持福利與公益二項原則，首度與「仁愛工坊」合作。

「仁愛工坊」

除了訓練學員蛋捲製

作技巧之外，同時也

培養學員社會行為能

力，讓學員多參與一

般社會活動，福委會

也邀請「仁愛工坊」

社工與學員來參加 9
月 30日辦理之中秋
茶會，並參加驚喜連

連之搶奪獎品遊戲，

大家都玩得不亦樂

乎！

茶會之後，「仁

愛工坊」學員們參觀

太空中心衛星整合測試廠房與衛星操控中心，學員也把握機會提出問題，並獲

得滿意答案。

「仁愛工坊」學員在太空科技人陪同下，歡度了半日的中秋茶會與參訪時

光，並致贈感謝狀給國家太空中心，感謝提供這樣難得的參訪機會，開拓身心

障礙者的視野。

仁愛工坊招生囉！

2010年天主教台灣青年日系列活動由新竹教區承辦，於 8月 23∼ 28日在
桃竹苗地區規劃一系列活動，其中 8月 25日，西新竹總鐸區總鐸郭世平神父，
帶領 80位青年至本基金會參訪和融合活動，期望青年對身心障礙者有更多的
認識和關懷，並將天主的愛，傳到社會各角落。

在融合活動中，天使打擊樂團表演「你是我的陽光」、「紅河谷」、和 音
樂互動「HAPPY恰恰」、物理治療師設計一個「按摩遊戲」、鈴蘭坊則帶領「愛
的抱抱」活動，讓青年們可以透過活動，感受到身心障礙者單純、樂天的一面，

整場活動，笑聲不斷，也讓每個參與者對生命有另一層體悟！

在活動尾聲，天使打擊樂坊師生帶領大家唱「神的孩子」，期望藉由這首

歌，告訴青年們，我們都是神的孩子，要互相關懷、支持和鼓勵，不要小看自

己的能力，並相信天主的愛！

◎ 國家太空中心福委會主委 張志立

「仁愛工坊」學員致贈感謝狀給國家太空中心。

◎ 仁愛工坊督導 趙新芳

國家太空中心 9 9 中秋茶會活動

在教保員的指導下，阿桑（右）已能獨立操作蛋捲機。

新竹市東區扶輪社友

陳小姐為紀念已過世的祖

父，97年捐給仁愛啟智中
心一輛 9人座交通車，今
年 9月 6日又再捐 1輛給
晨曦發展中心，兩輛車子

都以祖父「陳燦榮」為名，

她希望祖父的愛能在大街

小巷上流傳。

東區扶輪社社長黃昌

仁表示，6日的捐贈典禮，
陳小姐選擇不現身。這已

是陳小姐捐給仁愛的第 2
輛新車，由晨曦發展中心

使用。陳小姐表示，未來

將繼續透過新竹東區扶輪社，協助從事公益的弱勢團體，期盼與更多社會大眾

共同分享祖父的愛心及善心。

◎ 記者張念慈／新竹報導

右起國際扶輪 3500地區總監劉啟田、仁愛基金會
董事長李克勉主教、新竹市副市長曾國修、新竹
東區扶輪社社長黃昌仁與晨曦發展中心學員合照。

感念過世祖父 捐 2車助弱勢

摘自 99.9.7聯合報 B2版 竹苗綜合新聞

天主教台灣青年日融合活動
◎ 公共事務組 邱美菁

愛•守護希望～
2010 中秋月餅義賣活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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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捐款：

請至仁愛網站 http://charity.org.tw點選「如何幫助我們」→「線上捐款」。
捐款 500元以上，可另選擇至便利商店或郵局等地繳款。
郵局劃撥捐款：

 請您填妥劃撥單至郵局劃撥
戶名：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劃撥帳號： 50037774
戶名：仁愛啟智中心               劃撥帳號： 10000745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或信用卡授權捐款：

請您來電 03-578-4633分機 6224 索取或直接到仁愛網站 http://charity.org.tw
下載捐款授權書，填寫後回傳或郵寄給我們。

支票捐款：

請您開立支票抬頭「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或「財團
法人新竹市私立天主教仁愛啟智中心」

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並掛號郵寄至「30072新竹市埔頂路 6巷 26號仁愛
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室」收。

ATM自動提款機轉帳或銀行匯款捐款：

請您在轉帳或匯款後，來電 03-578-4633分機 6224洽財務室或

傳真至 03-579-8433（確認捐款收據開立事宜）

戶　　名：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銀行名稱：永豐銀行  竹科分行

銀行代號：807-1860 (ATM為 807)

銀行帳號：186-004-0006009-9

戶　　名：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天主教仁愛啟智中心

銀行名稱：永豐銀行  新竹分行

銀行代號：807-0184 (ATM為 807)

銀行帳號：018-004-0014250-1

「唐氏症的孩子我看多了，你急什麼？」醫生若
無其事的轉動手上的筆，冷冷的瞄了一眼診療桌前心
急如焚的父母，以及襁褓中正與病魔搏鬥的小嬰孩－
彊彊，像是特寫鏡頭，框住這位父親握緊的雙手，充
斥著挺身保護妻兒的使命。

彊彊爸爸江明位現年 62歲，空軍上校退役，官
校畢業後一路仕途輝煌似錦，民國 81年正值顛峰卻
毅然決然申請退役，只祈求上天讓其患有唐氏症的兒
子平安健康。

彊彊自小心臟不好、免疫力較差、肌肉發展緩
慢，感冒總會因無法自行吐痰引發肺積水，當時身心
障礙的服務與醫療並不完善，爸爸為了給他更好的照
顧，購買坊間出版的特教相關書籍，以土法煉鋼自行
摸索，吹熄打火機的火焰來引導吹氣學習吐痰、加裝

輔助車輪來教導騎腳踏車、也利用時下電影偶像劇教
育生活倫理，提起彊彊第一次過馬路，「我會過紅綠
燈了！」那年彊彊 11歲，這句話在爸爸心中，感動
依舊宛如昨日。

父母對彊彊疼愛有加、呵護倍至，7歲那年，因
緣來到仁愛啟智中心，得以在這個愛的環境裡學習生
活自理、認知課程、體能訓練、職業技能、居家生活、
休閒活動以及社區適應等學習課程。

目前 31歲的彊彊，早上做簡單的包裝代工，下
午參加電腦、弈棋、卡拉OK和社區服務等休閒課程，
晚間則到社區家園，學習獨立自主的生活。樂於自我
規劃、結交朋友的彊彊，對未來充滿期待。

彊彊爸爸持續為社會弱勢奉獻，現任仁愛啟智中
心的家長會長，積極推動啟智服務，常以「事來則應，

事過則淨」之處事原則並持之以恆。在軍中，他是一
位為國效忠的鐵漢，退役後卻以柔情和慈悲溫暖了這
世界。

◎ 公共事務組 王偲旖　採訪

◎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博士班 王永年
【Bridge-the-Gap攜手扶持，讓愛零距離】每次

走進晨曦發展中心，總會看見這塊由蔚華科技認捐手
扶梯的刻字木板。隨著服務時間增長，我愈能體會這
句話的含意，那個距離，不僅僅是我與受服務者之間
的關係，也是我與其他志工、服務人員共同培養出的
默契與友誼。

會來晨曦發展中心做志工，起初是應圓姍老師
之邀，協助烹飪課和社區互動，在與他們互動的過程
中，卻著迷於他們天真無邪的應對，還有熱情友善的
態度，於是開始規律的志工服務。

與這群大天使在一起的時光，像是在世外桃源，
我感受到那直接原始的善意與單純。美其名我是來服
務，其實我也是來充電的，看著大家，我就記起我所
受的祝福有多大，我還有餘力可以付出。

我很幸運，很快地就跟
這群大天使打成一片，他們
從遠遠地觀望我，後來，叫
我圓姍老師的朋友，到貼著
我，叫我「永年哥哥」，跟
我講上週去那兒玩、買了什
麼東西，或是說心裡的委屈。
有時候，覺得耳朵很痠，因
為每個人都不斷地跳針，一
直講同樣的事情，又期待我
的回應！

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我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喜怒
哀樂，原來他們不是什麼都

不懂，他們的感受跟我們一樣，只是因為他們太善
良，不會像我們會做出強烈的表達，於是我變得更有
耐心和愛心，我很喜歡跟他們在一起的我自己。

為了更了解這群孩子，我開始閱讀特教書籍，也
參加基礎與進階的志工訓練。我從笨手笨腳到成為熟
練的卡片製作者，也在第一次幫忙製作海報中，發現
自己還滿有天分的。這種種，都是我平常生活沒機會
觸及的層面，也因此我的經驗，在這裡擴大了，也成
長了！

雖然，我在這裡做的一切都稱不上完美，然而，
我學到了在不完美中，自有其完美的存在，一切，都
有正面的意義。如果說這群孩子是天使，希望我能為
他們織出一雙翅膀，讓他們能自由飛翔！

織出一雙翅膀讓他們飛翔

彊彊在爸爸江明位的細心教導下，是個有禮貌又獨立的孩子！

◎ 向日葵坊班導  施乃綸

「向日葵坊」－充滿希望，日日向陽而開；我
們深信即使重度智能障礙者，透過適合的環境、簡易
「工作」內容及協助的輔具，仍具有潛在的能力。

「向日葵坊」的學員除了極重度智能障礙外，另
有兼併視障、自閉症及情緒障礙，平日除了安排生活
的各項活動外，思考「工作」項目更是一大挑戰。

在偶然的機會，尋得日本進口的玩具編織機，透
過教保員協助交叉套上毛線後，再由學員以穩定的速
度、力道，平均的順時針轉動把手，便可以編織出毛
線的半成品，最後只需教保員及志工協助收邊及品質
確認，即可完成充滿愛與希望的毛線成品。

由於部分編織機已不堪長久使用，為了讓「向日

葵坊」學員能持續擁有在「工作」中的成就感，陳
寶珠主任透過日本社福機構募得了日本現已停產的
i knit編織機一台，令我們開心不已，也讓被迫停產
的危機，出現了一道曙光。

「嗶 ..嗶 ..」計時器響起，給予聲音的提示，小
威、小龍便立即協助擺放編織機，「卡拉卡拉」不停
的聲響，就好比愛與希望，持續蔓延在世界的每個角
落。

若您或朋友家中有日本製造的 i knit編織機，歡
迎捐贈給「向日葵坊」使用，請電洽 03-578-4633分
機 3300洪組長，謝謝！ 小龍轉動編織機，不但擁有一份簡易的

工作，也轉出愛與希望。

編織愛與希望

鐵漢軍官的柔情慈悲

志工王永年 (右 )與阿康
搞笑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