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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政劃撥

戶名：樂仁啟智中心

劃撥帳號：0437-4531

◆ 即期劃線支票

抬頭：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掛號寄至：樂仁啟智中心（812高雄市小港區高坪76街2號）

◆ 銀行轉帳

戶名：財團法人高雄巿私立樂仁啟智中心

元大銀行前鎮中山分行 00168-10-2547833

◆ 金融卡捐款

元大銀行：806-1375轉入帳號:00168-10-2547833

◆ 信用卡捐款

請填妥信用卡捐款授權單傳真或郵寄至：樂仁啟智中心（812高雄市小港區高坪76街2號）

◆ 現場捐獻→直接至樂仁啟智中心辦公室辦理（812高雄市小港區高坪76街2號）

◆ 專員處理→請撥電話：07-8911411#109.119 行政組

志工
招募
社區適應活動志工
協助服務對象外出人力支援

捐　款　方　式

.No 11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台誌字第七三六一號

高雄誌字第078號交寄登記證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 / 發行人：高正幸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812高坪76街2號 / 電話：(07 ) 891-1411(代表號) / FAX：(07 ) 891-1415
網址：www.lerencenter.org. tw / email：leren@ms49.hinet.net發行日 2021 年 2 月

高雄郵局許可證
高 雄 字 第 3 4 1 號

雜 　 誌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本中心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如下~
»日間照顧服務
»住宿式照顧服務
»社區居住服務

◆沙發三人座x4張　◆沙發雙人座x4張　◆黑木耳汁250罐(箱裝也可以)

～物資募集資訊～
為避免資源重複，請捐物前先與本中心電話聯繫，感謝您！
最新物資募集資訊，請掃描QR Code 詳見樂仁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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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照護 ~
為身障者健康把關，讓您我更安心

口述 / 蕭志文醫院 王宣文醫師﹑文 / 編輯部

　　蕭志文醫院，成立至今已近四十餘年，

秉持著提供安全舒適的就醫環境、醫療團隊

專業能力以及優質的醫療服務品質的理念，

堅定守護市民的健康。樂仁啟智中心的心智

障礙者亦是受惠的群體之一，長期以來樂仁

重視心智障礙者的健康並為其身心健康狀況

嚴格把關，中心近幾年與蕭志文醫院共同合

作，由護理師定期陪伴服務對象前往蕭志文

醫院回診，並由王宣文醫師協助為服務對象

診療，在與王醫師談話的過程中，得知王醫

師先前於枋寮醫院家醫科任職，這段期間，

曾經歷過為身心障礙者診療的經驗，也因為

有了早期豐富的經驗。

　　當中心的服務對象最初來到蕭志文醫院

就診時，陌生的環境與不熟悉的工作人員經

常引起服務對象緊張的情緒或抗拒診療，特

別是抽血的檢驗，即便是在中心工作人員的

陪同下，服務對象更是抗拒不從，然而蕭志

文醫院的護理人員各個經驗豐富，會運用多

種技巧來安撫服務對象緊張的情緒並進行各

種艱難的任務。也許剛開始執行地並不順利，

會擔心服務對象因情緒緊張而出現躁動的行

為，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蕭志文醫院的

醫療團隊也逐漸抓到安撫的訣竅，直到現在，

蕭志文醫院對於服務對象來說已是一個熟悉

的地方，主治醫師王醫師的細心診療也讓服

務對象們能夠以安心、放心的心情來接受醫

療照護，王醫師更與我們分享了溫馨的小故

事，當樂仁的服務對象前往看診時，能力較

佳的服務對象會協助安撫其他容易緊張的服

務對象，會與他們說：「不用緊張、不用擔

心」，這樣的畫面讓人想到時不禁感受到一

絲溫暖湧上心頭，亦告訴了我們，身心障礙

者不單單只是被動接受協助，他們其實有能

力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幫助他人，也慢慢地

無形中建立了他們的自信心。

　　王醫師提供樂仁啟智中心醫療服務的時

間已有長達兩年，服務對象早已對王醫師感

到不陌生了，對於身心障礙者特定的情緒行

為及特質王醫師有一定的瞭解，更與我們分

享到，在先前服務的地區，很多身心障礙者

幾乎足不出戶，長期缺乏妥當的照護，因此

當身心障礙者身體出現警訊時，有可能已經

是較急性的症狀，家屬才著急地尋求醫療的

協助，但有時候會因為身心障礙者缺乏口語

能力及理解能力，在醫師詢問下，無法明確

得知病症從何而起，有時候單純肚子痛就需

要往多種可能性地方向去評估、診斷，除了

進行一般檢查之外，例如：血壓、體溫測量，

甚至需要透過觀察臉色、表情、肢體去判斷

個案不舒服的地方在哪裡，亦或是透過與照

顧者詢問身心障礙者的平時身體狀況，因為

引發身體病況的因素有太多種，因此王醫師

在診療身心障礙者時，會藉由收集各種相關

資訊來源、線索，進而評估，或媒合其他醫

療專業人員進一步診斷器官的問題，提供優

質全方位的醫療資源，才能降低被誤診的機

率。

　　身心障礙者可說是最容易被誤診的高風

險群體之一，王醫師具有服務身心障礙者的

豐富經驗，因此會事先調閱服務對象在院內

就診的資料，中心護理人員亦會提供服務對

象在外相關就診、用藥、檢驗紀錄，包含於

日常例行建立服務對象健康狀況的資料提供

給王醫師做評估，以便王醫師在診斷或調整

用藥時，能夠與中心護理人員討論安全且合

適的方案來對症下藥。

　　樂仁啟智中心共有 115 位服務對象，大

多為慢性疾病，以及因精神、情緒狀況不穩

需要用藥物控制的病況，中心服務對象平均

年齡為 43 歲左右，相對來說已邁入高齡的年

齡層，隨著老化的服務對象逐年增加，亦逐

漸出現許多不可逆的健康問題，藥物亦會增

加服務對象代謝疾病的風險，因此中心除了

定期請營養師來控制服務對象的餐食營養成

分及攝取量，近幾年更透過與蕭志文醫院的

醫療團隊共同合作，定期前往蕭志文醫院回

診，藉由王醫師細心的為服務對象診斷，並



3

邁出步伐 勇闖未來
文 / 教保 生應組組長 李雪如

　　時光荏苒，在年末忙碌的工作中 2020 年

已接近尾聲，回顧這些年，有幾位伙伴來到

了生活應用組，但隨即因為個人的生涯規畫

而轉身離開，雖心有不捨，但也只能遺憾地

給予由衷的祝福。從事教保工作十多年來，

我深深地體會到，教保工作是一份辛苦且具

挑戰性的工作，而教保員所扮演的角色是多

元的，我們不僅擔任服務提供者，更是服務

使用者的老師、朋友甚至是家人，尤其當服

務使用者的原生家庭已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持

時，教保員便是他們的家人，機構也成為了

他們此生的第二個家庭。

　　帶領服務對象外出時，我們經常會聽到

一般民眾給予的評價是：「你們真的好有愛

心哦！」，然而，教保員的工作並不是只有

愛心就能勝任的，教保員還需具備許多的專

業知識以及隨著時代不斷的進步以提升我們

的照顧品質。教保員不再只是消極的在機構

內照顧、教育及陪伴我們的服務對象，教保

員更需要積極地帶領他們走出機構、走入社

區，和一般社會大眾融合在一起。為了提升

中心的服務品質，這幾年中心也積極地與政

府及民間單位合作，共同推行各項展覽及文

化交流活動，透過中心服務對象的畫作及文

創作品，積極推廣各項展覽，引領服務對象

針對各項疾病，以安全為最高標準，進行藥

物調整，讓服務對象能夠安全且穩定地控制

慢性病。

　　蕭志文醫院的醫療團隊服務品質不僅讓

服務對象的健康安全多了份保障，再加上在

中心服務對象的飲食到生活作息都有中心護

理人員為其層層把關，必要時與家長 ( 屬 )

做聯繫，讓服務對象返家時也能維持穩定的

健康狀況，在照護身心障礙者的過程中，一

刻都不能馬虎，機構、家庭、醫療，三方缺

一不可，彼此合作共同維護服務對象的健康，

讓家長 ( 屬 ) 亦能放心的將子女交給我們。

感謝蕭志文醫院長期與樂仁啟智中心合作，

更感謝醫療團隊以及王醫師細心的照護服

務，使服務對象獲得優質的醫療服務，亦更

加提升了服務對象健康照顧的品質。

以一個正向、絢爛的姿態，展現在社會大眾

的視野中，讓社會大眾看見並從中體會服務

對象的天真情懷與自我價值。

　　這幾年來，我想感謝曾經短暫停留在生

活應用組的伙伴，感謝你們曾經的付出並和

我們愉快、溫暖的相處，但我更想感激的是

依然留守在生活應用組工作崗位的伙伴們，

我想對大家說：「你們辛苦了！」，因為有

你們，我看到從服務對象臉上露出的開心笑

容，以及夥伴們對他們的真心對待與耐心照

顧，也經常能從大家相互之間的寒暄閒聊及

彼此給予工作上的支援，體會到大家無畏的

團隊精神及滿滿的同事愛，生活應用組有你

們，服務對象真的很幸運，我，也很幸運能

遇到你們，加油吧！伙伴們！希望我們能抱

持初衷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持續努力，並

一同朝著未來一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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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趣 -

「園」來「藝」起玩植物

                              是那麼有「趣」

　　在一次的因緣際會情況下 , 受邀至樂仁

啟智中心幫中心內的服務對象上園藝治療課

程 , 剛接到邀請時 , 真的慌張 , 一來擔心的

是我沒有辦法得到服務對象的認同及支持，

二來擔心的是自己才疏學淺沒有辦法解決服

務對象們的需要 , 但至樂仁上課已將近一年

的時間，發現這些擔心都是多慮的 , 從孩子

渴望參與上課的眼神中 , 我知道 , 來這裡 ,

我帶給他們的遠少於服務對象給我的功課 ,

例如 : 毅力。

　　無論是腦性麻痺、自閉症，亦或是使用

輔具等等的服務對象，相信都可透過園藝輔

助治療課程，從接觸植物到體驗撫摸土壤、

到栽種、澆水 , 一步步地觀察植物生長的奇

妙過程，從照顧植物中建立自信心與成就感，

更能從其中感受到植物賦予他的責任感。我

認為自己並不是所謂號稱的植物專家 , 但我

知道我可以做到的是在植物和服務對象之間

建造一座橋梁,為兩者之間搭構出一個平台,

引導服務對象在栽種植物或碰觸植物時，使

他們感受植物無窮的生命力進而轉化成他們

本身對生活挑戰的抗壓性及適應性。

　　在每次課程中，最讓人感動且印象深刻

的是，服務對象們會靠他們的毅力 , 找出適

合他們自己的手法，堅持完成與植物美麗的

約會，記得在一次的課程中，內容是要利用

 文 / 園藝治療社團指導 柯玉良老師

葉子作葉脈拓印，當時是請服務對象自己去

找尋他們想要拓印的葉子，隨之而來的各種

五花八門的葉子出現在桌上，除了佩服服務

對象們的創意外更感受到他們有仔細觀察各

種葉子的不同，很有自己的想法，會想要拓

印出與同儕不一樣的葉子拓印。或許會有人

質疑說 , 他們藉著這門課就可以得到多麼豐

富多彩的生活嗎？其實不用想那麼多 , 只要

當下 , 能以最純淨的心思去與植物玩在一起 ,

相信 , 會找到更美妙的氛圍；而自己藉由植

物作為情緒的出口 , 照顧植物的過程 , 賦予

服務對象們一個不凡的任務，並逐步調整、

逐步支持，讓服務對象可以從小地方就感受

到生命的美好、體驗園藝的奧妙及有趣的地

方。

　　園藝課程，所面對的是特質、特性不盡

相同的服務對象與活生生的植物，除了要依

照植物的特性讓其生長健壯，而對於服務對

象更是需要具備更多的愛心、信心最為支持

來源，讓他們在彼此信任、關懷的環境下快

樂生活！每當他們完成作品時 , 眼中散發出

獨具魅力的成就感及自信心 , 不禁為他們感

到欣慰 , 將近一年的相處時光，感謝服務對

象們帶給我無比的正能量，未來還請大家多

多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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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 話 ) 出屬於我的人生

　　於 109 年度時，由「財團法人台北市樹

仁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第十屆「我畫我話」

身心障礙繪畫比賽，此比賽為樹仁社會福利

基金會專為重度、極重度的心智障礙者搭設

一個藝術的舞台，透過長期的藝術薰陶，以

藝術教育，培養對繪畫創作及提升對藝術的

興趣、激發創意及學習能力，在創作的過程

中，盡情抒發心靈與情緒，將自己獨特的想

法透過畫筆結合自己創作，揮灑於圖畫紙上，

讓原本純白的一張白紙，透過身心障礙者親

手畫上了他們人生的歷程、情緒，一眨眼，

增添了許多豐富的色彩，一張白紙也就充斥

了美感和屬於它的價值了。

　　身心障礙者的特質各個擁有獨特性，有

的具有極佳的繪畫天份；有的則擁有絕對的

音感；有的具有獨特的肢體律動能力，樂仁

啟智中心依據每位服務對象提供合適的社團

參與活動，其中為繪畫創作社，中心長期提

供中心服務對象繪畫創作的機會，這次特地

聘請外部講師 - 楊忠錡老師指導服務對象在

繪畫創作上添增更多的豐富度及提升創造

力，楊老師具有多次辦理外部繪畫展覽的豐

富經驗，因此此次「我畫我話」活動，也在

楊老師的帶領之下，協助多位服務對象創作

屬於自己的作品來報名這場繪畫比賽。

　　樂仁啟智中心亦很榮幸的，其中一幅作

品榮獲入圍得獎，這幅作品是出自一位名叫

小婷所創作的，小婷是位腦性麻痺者以及伴

隨著智能障礙，腦麻的孩子有些可能會伴隨

著語言、視覺、聽覺、智力、感覺、認知、

肢體、學習困難和情緒困擾，當然，每位腦

性麻痺者特質都不一樣，而小婷雖無口語表

達能力，但具有基本語言理解能力，生活中

大多能理解他人想表達的意思，因此小婷在

教保員的引導及支持下，選擇了繪畫社團，

因腦性麻痺肌肉張力較強，導致肢體發展的

受限，進而影響了手拿畫筆的穩定性，但小

婷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她的興趣，透過楊老多

次的協助及指導下，用心的結晶加上時間的

累積，完成了這一幅獨一無二，且深具溫度

受訪者 / 本中心服務對象小婷之家長屬
文 / 編輯部

的畫作。

　　小婷也在家人的陪伴下，代表樂仁啟智

中心至台北接受表揚，小婷媽媽也與我們分

享到，這次的經驗讓從未搭過高鐵的小婷興

奮極了，雖然僅有短短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但能感受到小婷散發出的期待感，也許是因

為小婷知道自已的作品得獎，亦或者是此次

和家人一起出了個遠門，所以感到興奮及期

待，讓小婷的媽媽都不禁為她感到開心。平

時小婷媽媽對於小婷很是順從及尊重她的想

法，小婷喜歡做的事情，小婷媽媽也都會支

持並適時提供協助，因此小婷每次返家時，

就會自己拿出媽媽準備給她的畫本開始著

色，而小婷媽媽則會在一旁邊做家事邊陪伴

小婷繪畫，一同渡過一個美好的時刻。

　　小婷媽媽亦分享到她大約每兩個禮拜會

帶小婷出去遊玩或外出走走，儘管坐輪椅的

小婷，在行動上經常會造成許多不便，但從

不覺得辛苦，為的是想讓小婷的生活有更多

的經驗及體驗，沒有口語能力的小婷，肢體

成為了與人溝通的管道，因此每當小婷外出

時，都會用肢體來向媽媽表現她的情緒，小

婷媽媽也會耐心的觀察小婷所想要表達的意

思，此外，小婷在中心從事繪畫創作時，亦

會透過畫作來傳達情緒及想法，從過程及作

品中可以觀察到小婷當時的心情起伏，也讓

作品更顯現出它的獨特性及豐富度。

　　透過此次參加「我畫我話」的繪畫比賽，

小婷媽媽表示很感謝楊老師細心的教導小婷

運用各種不同繪畫工具創作，讓小婷繪畫過

程中逐漸建立自我價值及肯定自我，創作出

無限可能的夢想，也創造了自信心，此次獲

獎的作品，期許能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知道，

樂仁有著一群生活可能不如你我，卻擁有滿

滿生命能量及散發正向能量的心智障礙者在

努力地將所有獨特結合自己創作，盡情揮灑

在圖畫紙上，讓每幅作品展現出豐富的情感

與獨特的創意，宛如在人生歷程上添加了各

種色彩，成就了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激發

潛能，透過繪畫創造無限可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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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 性別教育活動 -青年組「珍重再見」

10/20 • 火星 4.5.6班社區用餐 -「社教館」
 • 技訓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生應 A組衛生教育「預防流感與

接種疫苗宣導」

10/21 • 水星班自治會「110年 1-6月社區
適應活動票選」

10/22 • 大坪頂家園社區適應活動「大魯閣
草衙道逛街及用餐」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技訓 B組衛生教育「預防流感與

接種疫苗宣導」

10/23 • 生應 B組衛生教育「預防流感與
接種疫苗宣導」

 • 性別教育活動 -長青組「珍重再見」

10/25 • 中心消毒

10/26 • 五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蔥油餅製
作」

10/27 • 三樓、四樓住宿服務聯合夜間休閒
「卡啦 OK歡唱」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10/05 • 性別教育活動 -長青組「壞人不要
來」

10/06 • 召開「大坪頂社區家園會議」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SGS水質檢驗

10/07 • 小草關懷協會 -橘色式工坊參訪，
共 5人

 • 木星2.3.4班社區一日遊 -「夢時代」

10/08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10/13 • 大愛義剪團隊，共 12人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10/15 • 二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 水星班 3.4.5班社區一日遊 -「夢

時代」

 • 召開第十三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
 • 員工在職進修「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 生應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服務對象營養諮詢

日期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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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 員工在職進修「機構感染管制」
 • 安泰醫院前來施打流感疫苗

10/29 • 木星班 A.B組自治會「110年 1-6
月社區適應活動票選」 

11/03 • 技訓 A組衛生教育「預防流感與
接種疫苗宣導」

11/04 • 技訓 B組社區一日遊 -「大魯閣草
衙道」

11/05 • 技訓 A組社區一日遊 -「中正文化
中心」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11/06 • 火星 7.8.9班社區用餐「社教館」

11/09 • 服務對象營養諮詢

11/10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11/11 • 員工在職進修「緊急事件處理」

11/12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好市多中華店前來辦理試吃活動，

共 1人

11/15 • 辦理中山 EMBA仕女會床墊啟用
典禮

11/16 • 高雄工業總會愛心義剪團，共 5人

11/17 • 召開「大坪頂社區家園會議暨消防
演練」

 • 生應 A組衛生教育「用藥安全常識」

11/18 • 大坪頂家園社區適應活動「大遠百
逛街及用餐」

 • 水星班自治會「110年服務對象自
治會正副會長初選」

 • 技訓A組衛生教育「用藥安全常識」

11/19 • 技訓B組衛生教育「用藥安全常識」

11/20 • 生應 B組衛生教育「用藥安全常識」

11/23 • 三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 進行大夜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 康董事暨東區扶輪社來訪

11/24 • 二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熱壓土司」
 • 技訓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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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 四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巧克力牛
奶製作」

11/26 • 木星班 A.B組自治會「110年度
服務對象自治會正副會長初選」

 • 生應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11/27 • 基隆智障者家長協會參訪，共 80
人

11/30 • 五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 台塑企業昆仲基金會參訪，共 2人 

12/01 • 技訓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 鳳翔分隊進行消防設備檢查

12/02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年度員工健檢

12/03 • 生應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12/04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12/05 •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參訪，共
11人

12/07 • 進行校車安全逃生演練

12/08 • 大愛義剪團隊，共 10人
 • 召開「大坪頂社區家園會議」
 • 二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黑糖撞奶」
 • 進行校車安全逃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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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 • 進行校車安全逃生演練

12/14 • 台南瑞復益智中心參訪，共 43人

12/20 • 中心、大坪頂社區家園進行環境消
毒

12/22 • 四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卡啦 OK
歡唱」

12/25 • 辦理聖誕慶祝活動

12/28 • 五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卡啦 OK
歡唱」

12/29 • 三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卡啦 OK
歡唱」

 • 服務對象營養諮詢
 • 召開膳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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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11 月	捐款明細　(已開收據 )

•王振成 $3,000

•邱意銘 $500

•陳素琴 $200

•羅嘉元 $2,000

•好圓彩券行 $550

•鄭裕欽建築師事
務所 $50,000

•宋欣洳 $500

盧育良 $15,000

張簡文智 $1,000

許耀峻 $1,726

•魏秀芬、藍海峯

藍聖翔、藍聖惟

$200

•黃育祥 $100

•G快餐 $291

•盧逸珍 $1,000

•蕭郁如 $200

•吳政隆 $200

•徐瑞鴻 $1,500

•李卓霖 $300

•施玥彤 $5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許焱緯 $1,0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300

•林祺軒 $500

•林肯韞 $500

•許美蓉 $3,000

•許堅 $6,000

•陳人豪 $5,000

•章全功、成綺玲

$5,000

•李洹羽 $200

•呂柳微 $200

•陳正雄 $200

•李威嶔 $200

•陳貞如 $200

•綠大實業 (股)

公司 $2,000

•陳俊旭 $100

•徐秀琴 $1,000

•陳威佑 $500

•李婕安 $2,000

•張繼澤 $500

•善心人士 $100

•魏翊梅 $300

•楊依璇 $100

•慧儀 (股)公司

$200

•萊爾富 $63

•OK$133

•林慶源 $2,000

•洪再信 $100

•陳韻安 $2,000

•王柔雯 $1,000

•莊錦秀 $500

•吳崧琦、陳君美

$400

•吳政隆 $200

•秦安弘 $200

•林威辰 $500

•陳亭羽 $200

•高英展 $902

•許又方 $5,000

•黃心怡 $100

•王瑞欽 $1,000

•Q董愛旅遊趴趴

走 $1,000

•陳博政 $560

•辛美鳳 $500

•黃永傳 $500

•陳景亮 $300

•江○○ $300

•黃邱忙 $1,000

•施綉靜、徐崇禮

張慧玲、徐湘媛

$500

•王巧婷 $200

•黃新財 $200

•公益信託慶寶
社會福利基金

$23,961

•林明德、曲冬梅

$1,100

•劉春吟 $500

•施智文 $500

•陳國治 $300

•陳茂勝 $100

•陳貞如 $200

•李洹羽 $200

•李威嶔 $200

•陳正雄 $200

•呂柳微 $200

•林寬柔 $300

•陶慧嫻 $100

•蔡鴻志 $100

•蔡佩榕 $100

•蔡睿澤 $100

11 月
•傅美鳳 $200

•董哲旭 $1,000

•心靈彩券行
$6,872

•達運彩券行
$4,046

•興佳興彩券行
$315

•財團法人高雄
市張雲罔雀慈

善事業基金會

$100,000

•黃廣鷗 $200

•曾榮 $3,000

•善心人士 $600

•台灣瑞波國際
(股)公司 $500

•周子渝 $1,000

•世寶貿易有限公
司 $200

•洪明輝 $100

•林祺軒 $500

•林肯韞 $500

•吳雅雯 $1,000

•陳太興 $300

•簡林美惠 $200

•林盺儀 $300

•呂雪芬 $500

•章全功 $500

•林滄雄 $500

•吳志鴻 $600

•善心人士 $200

•程日林 $800

•葉文欽 $3,000

•余國萍 $300

•高春綢 $300

•石凱仁 $100

•洪碧雪 $100

•邵緞 $100

•林昕儀 $300

•黃唯嘉 $500

•黃芷潁 $100

•邱達智、廖宜貞

邱允呈 $300

•潘威仁 $200

•呂宜蓁 $200

•萊爾富 $437

•OK$29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2,100

•楊銘錄 $2,000

•李蔡德 $3,000

•楊綜慰 $2,000

•呂和霖 $10,000

•鄭芳如 $6,0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伍沛錡 $500

•施美竹 $500

•楊皖武 $500

•公益信託慶寶
社會福利基金

$8,208

•陳靖涵 $300

•黃新財 $200

•王巧婷 $200

•李學泓 $200

•吳政隆 $200

•秦安弘 $200

•邱意銘 $500

•陳素琴 $200

•盧育良 $15,000

•陳冠融 $10,000

•弘彩商業廣告有
限公司 $400

•吳家明 $200

•許耀峻 $400

•吳見祐 $5,000

•王文山 $5,000

•劉春吟 $500

•施綉靜、徐崇禮

張慧玲、徐湘媛

$500

•許朝智 $3,000

•江○○ $300

•張簡文智 $1,000

• 鄭皓汶 $100

•梁明安 $10,000

•梁王佰 $10,000

•達遠塑膠企業
 (股)公司

$20,000

•蘇則維 $1,000

•蘇修弘 $1,000

•林芳平 $1,000

•李明閣 $500

•胡進達 $420

•黃育祥 $100

•沈寧 $10,0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陳思評 $9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300

10 月
•林吳麗芬 $1,000

•董哲旭 $1,000

•傅美鳳 $200

•善心人士 $600

•曾榮 $3,000

•李建璋 $200

•陳冠融 $10,000

•張簡文智 $1,000

•李建璋 $200

•郭美宏 $1,000

•楊銘錄 $2,000

•名慧彩券行
$2,507

•松興彩券行
$1,907

•高鳳彩券行
$1,788

•鴻發彩券投注站
$302

•漢民彩券行$168

•豐財彩券行$119

•電子發票獎金
$9,300

•劉尚樺 $10,000

•黃廣鷗 $200

•善心人士 $500

•林碧蘭 $1,171

•陳慶輝 $5,000

•林慶源 $2,000

•林威辰 $500

•黃玉芳 $500

•陳亭羽 $200

•洪再信 $100

•林采萱 $3,000

•楊銘錄 $5,000

•李進輝 $10,000

•王柔雯 $1,000

•莊錦秀 $500

•辛美鳳 $500

•吳崧琦、陳君美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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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12 月	捐款明細　(已開收據 )

•翁燕生 $200

•施玥彤 $500

•林文峰 $300

12 月
•善心人士 $600

•羅玉貞 $3,000

•董哲旭 $1,000

•包手 $1,252

•林慶源 $2,000

•曾榮 $3,000

•黃廣鷗 $200

•善心人士 $200

•平鎮淨宗學會
$200

•林昀靜 $200

•王振安 $1,000

•謝宗孝 $200

•陳勝和、陳蔡素

雲 $1,000

•善心人士 $100

•OK$8

•善心人士 $1,000

•林威辰 $700

•黃玉芳 $500

•莊育棟 $875

•許黃素月 $1,000

•方月柳 $300

•顏國治 $200

•陳昭鶯 $200

•顏子為 $200

•洪瑄蔓 $200

•許杰發 $200

•林晉斌 $200

•邱春雄 $200

•葉羿秀 $50,000

•王柔雯 $1,000

•莊錦秀 $500

•梁依琇 $350

•吳政隆 $200

•蔡榮盛 $200

•秦安弘 $200

•李玫浲 $100

•電子發票獎金
$106,300

•盧育良 $15,000

•蘇俊峯 $1,000

•陳霈璟 $1,000

•龔騰昌 $600

•黃詩涵 $200

•黃于祐 $200

•翁敬閔 $200

•申智鳴 $200

•許吉慶 $200

•施綉靜、徐崇禮

張慧玲、徐湘媛

$500

•邱意銘 $500

•吳宜芬 $500

•顏庚申、蔡佳榆

顏橙燁、顏妘菲

$400

•吳崧琦、陳君美

$400

•蔡斯桓、洪唯雅

蔡承羽 $300

•蔡尚義、陳阿美

$200

•三真生命社$200

•陳素琴 $200

•蔡漢翔 $3,000

•孫鳳嬌 $2,000

•黃新財 $200

•吳福春 $1,000

•陳碧霞 $1,000

•吳珮甄 $1,000

•吳曼平 $1,000

•吳亞潔 $1,000

•羅玉貞 $200

•謝宗軒 $200

•蔡咏恩 $200

•蔡承諭 $200

•蔡秉霖 $200

•葉豊紋 $3,600

•黃長西 $1,500

•高寶春 $1,500

•莊淑貞 $3,000

•軒晟企業 (股 )

公司 $3,000

•陳莉淇 $300

•王巧婷 $200

•陶慧嫻 $100

•蔡鴻志 $100

•蔡佩榕 $100

•蔡睿澤 $100

•梁家翎 $1,000

•王怡蘋 $1,000

• 美瑩 $1,000

•陳亭羽 $200

•鄭皓汶 $100

•洪再信 $100

•江秀英 $300

•晏道文 $300

•晏有成 $400

•楊程盛 $200

•吳嘉吟 $200

•貝文 $3,000

•許耀峻 $200

•黃仲環 $200

•胡玉婷 $200

•胡漢生 $200

•胡漢中 $200

•蔡麗君 $200

•高英展 $600

•鄒文武 $200

•顏素貞 $200

•姜國第 $200

•劉正文 $200

•黃信樺 $200

•蔡岳庭 $200

•楊運蓮 $600

•施美如 $1,400

•伍皓誠 $200

•顏輔辰 $200

•鄭光圻 $200

•翁光志 $500

•梁宏嘉、梁宏慶

梁宏祥 $2,000

•盧何美枝 $200

•盧芳玲 $200

•盧姿伶 $200

•曾招明 $200

•曾明華 $200

•何惠蓮 $200

•巫淑 $200

•蔡青志 $500

•邱其俊 $1,000

•陳杏烊 $200

•吳星罡 $500

•謝嘉昱 $1,000

•楊明遠 $200

•陳伯昆 $300

•米樂淇烘培坊
$600

•林碧蘭 $400

•施品全 $400

•弘彩商業廣告有
限公司 $200

•高嘉璜 $200

•財團法人高雄市
烈山五姓許姓宗

親會館基金會

$12,000

•蘇昱丞 $1,200

•蘇文靚 $15,800

•林揚智 $12,000

•林玫萱 $12,000

•林玫瑩 $12,000

•方月紅 $6,000

•璟元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3,600

•黃美連 $1,200

•吳順興 $2,400

•張晉誠 $1,000

•魏秀芬、藍海峯

藍聖翔、藍聖惟

$200

•周敬棠 $10,000

•張凱雁 $1,000

•胡進達 $420

•楊人蒲 $500

•紀怡禎 $500

•楊筑鈞 $500

•許富閔 $3,000

•陳萍娟 $60,000

•黃乙真 $100

•謝達豐 $500

•鄭芳如 $10,000

•嘉興冷凍造
機 (股 )公司

$10,000

•陳建宏 $5,000

•陳益興 $5,000

•許超雲 $1,000

•屏東縣南州鄉
愛心慈善會

$10,000

•吳麗芬 $1,000

•洪秀雯 $400

•洪秋保 $300

•洪美菊 $300

•買國洲 $200

•蔡鎰聰 $200

•蔡炎村 $200

•鄭皓汶 $100

•蕭進正 $4,662

•楊秉融 $2,200

•簡慈慧 $2,000

•Q董愛旅遊趴趴

走 $1,000

•魏欣如 $600

•施智文 $500

•莊淑貞 $10,000

•陳旺文 $1,000

•許耀峻 $6,000

•邱春雄 $5,000

•五鮮級平價鍋物
小港店 $542

•蔡○○ $6,000

•張國恭 $6,000

•劉○○ $2,400

•廖樂家 $3,600

•黃炫諭 $24,000

•阮懷磊 $3,000

•黃○○ $600

•江○○ $300

•張晉福 $200

•弘彩商業廣告有
限公司 $12,000

•鄭淮中 $1,500

•黃慧玲 $9,600

•楊修武 $6,000

•王家弘 $6,000

•洪寶真 $1,200

•蕭淑芬 $6,000

•林國順 $2,400

•蘇秀文 $3,600

•饒雅萍 $3,600

•黃珮俞 $2,400

•藍兆勇 $2,400

•呂明香 $6,000

•邱秀香 $12,000

•陳永男 $6,000

•簡尚宸 $7,200

•王明清 $1,200

•于瑞珍 $12,000

•胡瓊璋 $3,600

•鄭任祐 $12,000

•蔡亞臻 $1,200

•朱庭儀 $9,600

•林月卿 $4,900

•徐瑄佑 $3,600

•李季芳 $2,400

•陳素惠 $300

•李修志 $12,000

•林美慧 $6,000

•林志丞 $3,600

•林彥霆 $3,600

•蔡碧珠 $6,000

•嚴美淑 $6,000

•楊文同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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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捐款明細　(已開收據 )

•佛教 $200

•賴苓慧 $4,000

•蔡中科 $300

•李國鏈 $500

•許芳慈 $500

•陳不碟 $100

•楊曜齊 $300

•善心人士 $100

•台灣瑞波國際
（股）公司 $200

•萊爾富 $25

•林素合、陳宏彰

$2,000

•黃玉文 $600

•李吳文杏
$10,000

•陳潓智 $5,000

•王淑靜 $2,000

•黃壹姍 $200

•郭東義 $20,000

•張簡文智 $1,000

•李瑋君 $2,000

•陳沛琳 $1,000

•黃玠臻 $2,000

•洪振耀 $20,000

•陳盈因 $1,000

•陳慶輝 $5,000

•包手 $773

•曾世瑜 $1,943

•洪家蓁 $1,000

•辜詩云 $500

•辜聿甄 $500

•呂柳微 $200

•陳正雄 $200

•陳貞如 $200

•李洹羽 $200

•李威嶔 $200

•財團法人再好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

會 $20,000

•盧衣庭 $5,000

•黃育祥 $100

•善心人士 $100

•吳小民 $300

•楊曜齊 $500

•竇秉宏 $1,000

•李家琪 $1,000

•黃廣鷗 $200

•陳國棟 $500

•林伯瑜 $1,500

•黃麗芬 $8,000

•劉俊賢 $3,600

•郭顏香姑
$12,200

•林秋如 $3,600

•蔡秋俊 $2,4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500

•劉健忠 $200

•楊銘錄 $2,000

•陳素梅 $3,000

•潘麗美 $500

•陳品妙 $1,400

•葉○○ $10,000

•鄭○○ $2,800

•張簡文智 $2,000

•謝○○ $200

•蔡尚穎 $100

•邱日英 $500

•郭靜玲 $1,000

•黃暆埕 $1,000

•黃塏珵 $1,000

•郭蔡秀惠 $1,000

•宏林工業有限公
司 $2,000

•黃嘉興 $1,000

•黃勇群 $1,000

•吳宜庭 $1,000

•張庭綿 $1,000

•李高得 $500

•陳宥靜 $1,000

•林神木 $1,000

•林靖融 $1,000

•方春麗 $1,000

•林淑娟 $1,000

•孫偉創 $1,200

•謝億曄 $1,000

•李梅榕 $1,000

•盧浩愷 $1,000

•盧傳興 $1,000

•葉耀宏 $1,000

•劉蕙毓 $500

•邱淑鈴 $1,000

•陳美香 $1,200

•杜張景地 $1,200

•林博秋 $2,400

•曾淑瑛 $2,400

•李慧恩 $2,400

•陳昭榮 $3,600

•黃雅梅 $2,400

•鄭秀容 $3,600

•陳政平 $3,6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陳博政 $550

•劉春吟 $500

•吳孟修 $3,000

•沈學忠 $1,000

•沈怡 $2,500

•沈鈴 $7,000

•沈蔡滿金 $1,000

•黃美芬 $500

•陳國元 $500

•黃郁清 $1,000

•楊沛倫 $6,000

•楊筠琪 $6,000

•楊群睿 $6,000

•黃居財 $600

•林亞庭 $2,200

•田剴崙 $5,400

•李俊德 $200

•張鎮倫 $3,6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300

•林肯韞 $500

•林祺軒 $500

•陳洋宏 $5,000

•潘淑美 $5,000

•張木全 $12,000

•李顯儀 $2,400

•林喜臨 $3,600

•鄭念綺 $6,000

•李新盛 $3,600

•許淑涵 $1,200

•翁偉翔 $3,600

•王慧雯 $1,500

•陳維廉 $1,400

•余淑君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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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12 月	捐款明細	( 年度匯整合併開立收據 )- 已於 12月開立收據

•曾淑瑛 $200 

•余淑君 $200 

•鄭秀容 $300 

•陳政平 $300 

•李慧恩 $200 

•黃雅梅 $200 

•林喜臨 $300 

•陳昭榮 $300 

•李顯儀 $200 

•林博秋 $200 

•鄭念綺 $500 

•李新盛 $300 

•張木全 $1,000 

•陳美香 $100 

•杜張景地 $100 

•許淑涵 $100 

•翁偉翔 $300 

•王慧雯 $500 

•郭瓊惠 $1,000 

•林秋如 $300 

•蔡秋俊 $200 

•藍兆勇 $200 

•呂明香 $500 

•邱秀香 $1,000 

•陳永男 $500 

•簡尚宸 $600 

•王明清 $100 

•于瑞珍 $1,000 

•胡瓊璋 $300 

•鄭任祐 $1,000 

•張鎮倫 $300 

•蔡亞臻 $100 

•朱庭儀 $800 

•林月卿 $500 

•徐瑄佑 $300 

•李季芳 $200 

•陳素惠 $100 

•李修志 $1,000 

•林美慧 $1,100 

•蔡碧珠 $500 

•嚴美淑 $2,500 

•黃居財 $300 

•林亞庭 $200 

•田剴崙 $400 

•李俊德 $100 

•陳維廉 $200 

•林玫瑩 $1,000 

•黃麗芬 $1,000 

•蔡○○ $500 

•張國恭 $500 

•劉○○ $200 

•廖樂家 $300 

•黃炫諭 $2,000 

•阮懷磊 $500 

•黃○○ $200 

•陳品妙 $1,200 

•鄭○○ $1,600 

•軒晟企業 (股 )

公司 $1,000 

•弘彩商業廣告有
限公司 $1,000 

•鄭淮中 $500 

•黃慧玲 $800 

•楊修武 $500 

•王家弘 $500 

•洪寶真 $100 

•蕭淑芬 $500 

•林國順 $200 

•蘇秀文 $300 

•饒雅萍 $300

•黃珮俞 $200 

•曾淑瑛 $200 

•余淑君 $200 

•鄭秀容 $300 

•陳政平 $300 

•李慧恩 $200 

•黃雅梅 $200 

•林喜臨 $300 

•陳昭榮 $300 

•李顯儀 $200 

•林博秋 $200 

•鄭念綺 $500 

•李新盛 $300 

•張木全 $1,000 

•陳美香 $100 

•杜張景地 $100 

•許淑涵 $100 

•翁偉翔 $300 

•郭瓊惠 $1,200 

•林秋如 $300 

•蔡秋俊 $200 

11 月
• 蘇誠德 $1,000 

•林揚智 $1,000 

•林玫萱 $1,000 

•蘇秀文 $300 

•饒雅萍 $300 

•黃珮俞 $200 

•藍兆勇 $200 

•呂明香 $500 

•邱秀香 $1,000 

•陳永男 $500 

•簡尚宸 $600 

•王明清 $100 

•于瑞珍 $1,000 

•胡瓊璋 $300 

•鄭任祐 $1,000 

•張鎮倫 $300 

•蔡亞臻 $100 

•朱庭儀 $800 

•林月卿 $500 

•徐瑄佑 $300 

•李季芳 $200 

•陳素惠 $100 

•李修志 $1,000 

•林美慧 $1,100 

•蔡碧珠 $500 

•嚴美淑 $2,500 

•林亞庭 $200 

•田剴崙 $400 

10 月
• 蘇誠德 $1,000 

•林揚智 $1,000 

•林玫萱 $1,000 

•林玫瑩 $1,000 

•蔡○○ $500 

•張國恭 $500 

•劉○○ $200 

•廖樂家 $300 

•黃炫諭 $2,000 

•阮懷磊 $500 

•黃○○ $200 

•葉○○ $1,000 

•軒晟企業 (股 )

公司 $1,000 

•弘彩商業廣告有
限公司 $1,000 

•鄭淮中 $500 

•黃慧玲 $800 

•楊修武 $500 

•王家弘 $500 

•洪寶真 $100 

•蕭淑芬 $500 

•林國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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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蔡承諭

衛生紙 (10入×6袋 )3箱
漂白水 (4L)8瓶
牙膏 (160g×3入 )24組

小米盒子 S2台

◆善心人士

口罩 (50入 )2盒
喜療瘀 (40g)7條
奇亞籽 (230g)8包

◆胡月琴

手術帽 (100入 ) 5盒

◆高雄市家事服務業職業公會 

血糖機 3台

血糖試紙 (50片 )6盒
皮套 3個

採血筆 3支

採血針 (50支 )6盒
護肘 20個

護膝 20個

手術帽 (100入 )5盒

◆郭苓婷

硬式護具 (2肘 +2膝 )10組

◆葉珮淳

垃圾袋 (大，3入 )60包

◆埔墘福德宮

口罩 (50入 )2盒

11 月
◆善心人士

垃圾袋 (大，3入 )10包

◆楊巧琳

米 (3kg)13包

◆樟湖國中玉山圓柏班

聖誕禮物 35份

◆麥斯樂小舖

聖誕禮物 85份

◆呂俊明

小米盒子 S2台

◆高雄榮民總醫院

廢電池 95kg

◆林麗雪

隔離衣 50組

◆陳禎慧

隔離衣 53組

◆郭盈瑩

隔離衣 80組

◆李清雄

隔離衣 20組

◆詹淑珠

隔離衣 132組

◆林美齡

隔離衣 50組

◆顏琬樺

隔離衣 30組

◆莊媛卉

隔離衣 15組

◆許名宏

隔離衣 60組

◆吳松懋

隔離衣 10組

◆曹靜雯

口罩 (50入 )1盒

◆禾安牙醫診所

口罩 (50入 )3盒

◆ Queenie  Tsai

口罩 (50入 )1盒

◆得沛有限公司

綜合維他命 (20粒 )3盒
維生素 B群 (50粒 )2盒
乳酸菌 (40粒 )7盒

◆潘珮如、秦子騰

棉球 (100入 )100包

12 月
◆善心人士

益生菌 (60粒 )5盒
綜合維生素 (300錠 )2罐

◆財團法人高雄市烈山五姓、

許姓宗親會

香蕉 42.3kg
橘子 40斤

◆陳慈欣、王瓊珠

保久乳 (200ml×24入 )16箱

◆珍幸福創意社、林蓮勝、張

秀英、林楷鈞

饅頭 108顆

◆珍幸福創意社、馮菊貞

饅頭 14顆

◆珍幸福創意社、蔡麗純

饅頭 40顆

◆小綠愛心爆米花團

爆米花 (175g)50罐

◆善心人士

代糖 (600g)10罐

◆蔡貴霖

冷氣 (分離式 )38組

冷氣 (窗型 )30台

吸塵器 2台

2020 年 10-12 月
捐物明細



2020年 9-10月

名稱 張數 中獎金額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94 $200

五鮮級平價鍋物小港店 9 
莉莉的店 133 
米樂淇烘培坊 193 $600

咪咪人文幼兒園 9 
善心人士 19 $200

威齊織品科技有限公司 6 
洪家蓁 5 $1,000

林玫禪 53 
林碧蘭 95 $400

金君祝 58 
施品全 35 $400

吳家明 54 
高嘉璜 103 $200

許庭瑋、許裕民 41 
許耀峻 88 
姚秀佩 12 
黃乙真 37 
郭瓊惠 23 
楊蔡麗玉 40 
電子發票 56794 $106,300

發票捐贈明細

2020年 11-12月

名稱 張數 中獎金額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133 
五鮮級平價鍋物小港店 1 
莉莉的店 45 $200

米樂淇烘培坊 40 
善心人士 44 
威齊織品科技有限公司 1 
百川衣頁有限公司 3 
林碧蘭 77 
施品全 43 
吳家明 44 
高嘉璜 111 $200

許耀峻 66 
黃乙真 41 
郭瓊惠 19 
游淑惠 1 
楊蔡麗玉 60 
蔡貴霖 24 
電子發票 1759 $-

樂仁雜誌 期113
發行日期： 2021 年 2 月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

發 行 人：高正幸

製版印刷：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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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政劃撥

戶名：樂仁啟智中心

劃撥帳號：0437-4531

◆ 即期劃線支票

抬頭：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掛號寄至：樂仁啟智中心（812高雄市小港區高坪76街2號）

◆ 銀行轉帳

戶名：財團法人高雄巿私立樂仁啟智中心

元大銀行前鎮中山分行 00168-10-2547833

◆ 金融卡捐款

元大銀行：806-1375轉入帳號:00168-10-2547833

◆ 信用卡捐款

請填妥信用卡捐款授權單傳真或郵寄至：樂仁啟智中心（812高雄市小港區高坪76街2號）

◆ 現場捐獻→直接至樂仁啟智中心辦公室辦理（812高雄市小港區高坪76街2號）

◆ 專員處理→請撥電話：07-8911411#109.119 行政組

志工
招募
社區適應活動志工
協助服務對象外出人力支援

捐　款　方　式

.No 11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台誌字第七三六一號

高雄誌字第078號交寄登記證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 / 發行人：高正幸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812高坪76街2號 / 電話：(07 ) 891-1411(代表號) / FAX：(07 ) 891-1415
網址：www.lerencenter.org. tw / email：leren@ms49.hinet.net發行日 2021 年 2 月

高雄郵局許可證
高 雄 字 第 3 4 1 號

雜 　 誌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本中心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如下~
»日間照顧服務
»住宿式照顧服務
»社區居住服務

◆沙發三人座x4張　◆沙發雙人座x4張　◆黑木耳汁250罐(箱裝也可以)

～物資募集資訊～
為避免資源重複，請捐物前先與本中心電話聯繫，感謝您！
最新物資募集資訊，請掃描QR Code 詳見樂仁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