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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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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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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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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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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一樣~~
文 / 社工師 陳如琪

瓷土創作～我的手掌 文 / 教保員 李瓊雯

　　大家好，我是樂仁的新任社工 - 如琪，

雖然在樂仁我是個新人，但在社工領域裡已

有著多年的經歷，多半也是以智能障礙者的

服務為主，而不同的世代，服務的觀點也不

同，但唯一不變的就是「讓智能障礙者獲得

更好的生活和應有的尊嚴」。

　　此次瓷土創作課程，讓服務對象用柔軟

的瓷土壓印出自己的手掌，不管是放在手心

上揉捏的觸感或是切割出自己手掌時的驚訝

表情，都呈現出大家對於瓷土創作課程的喜

愛。

　　製作過程中，部分服務對象因第一次接

觸到冰涼又柔軟的瓷土，會表現出抗拒的表

情及行為，於是指導老師讓他們在旁觀察其

他人的製作，並給予瓷土讓他們在手心搓揉，

使他們能慢慢習慣瓷土的觸感，習慣了之後

再進入瓷板手掌的製程。

　　過程中，也有部分服務對象在切割自己

的瓷板手掌時，無法精準的沿著手的輪廓邊

切割，需要在旁握他的手協助完成，等待切

割完成後，讓會寫自己姓名的服務對象拿竹

籤在作品上簽名，由於瓷板是軟的，簽名的

難度相較於在紙張上簽名會難一些，但看到

大家很認真很努力用抖動的手，完成簽名動

作後，臉上流露著有滿滿的成就感，在旁看

著他們成長的我，也有著難以言語的感動。

　　此次的瓷土創作課程，讓服務對象體驗

到不同媒材的特性及製作方式，連平時較不

擅於手作的服務對象，也會表示想再製作，

而指導老師則希望將來可以提供多元的素材

為服務對象帶來更多的新鮮體驗。

　　智能障礙者對社會大眾而言，是弱勢且

無能力的代名詞，需仰賴他人才能生存的一

群人，所以大多數人會以提供物資或捐贈金

錢來幫助他們，然而卻忽略他們無可取代的

自我意識，往往都被以〝他們不懂〞而被忽

略。在與他們的相處過程中，會發現他們或

許跟一般人不一樣，但內心渴望的自主和自

決，卻是一樣的。

　　在服務過程中發現，即便是極重度的服

務對象，也能感受到想要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或許受限於口語的表達、肢體的限制，無法

具體陳述，但如何克服先天的限制，進而了

解其內心的期待，則是身為工作人員的我需

努力的方向。

    近 10 多年來，人權意識抬頭，身障者的

權益及權利也逐漸被重視，我國在 96 年將原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改成「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103 年推動聯合國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透過法規的修訂與推動，讓身

心障礙者的人權逐漸被重視，並進而影響一

線人員的服務模式。從原本的生理教養與保

護，進而逐漸重視個人的需求和個別化，尊

重個別差異，以個人為出發點來擬訂服務計

畫，透過不同的方式，支持服務對象達成個

人的想望。

　　在陪伴智能障礙者的自立過程中，感受

到對我們而言，自立生活是一條長大成人必

經的過程，也理所當然地進行著，但對智能

障礙者而言，卻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如

何「自我選擇」、「自我決定」、「自我負

責」，對智能障礙者而言是個永無止盡的學

習，而對工作人員也是個課題，在提供支持

的服務過程中，從雙方不斷的磨合和修改策

略，途中歷經各種挫折，但每每看他們有所

改變，甚至成長出屬於他們的能量時，內心

的感動和震撼，是無法用言語描述的。

　　每當我們看到智能障礙者時，常會認為

先天的因素限制了他們的認知，進而認為他

們有成長上的障礙；但換個角度思考，當障

礙產生時，何不思考創造不同形式的支持與

協助，提供智能障礙者透過多元的學習來理

解，支持其創造不同生命經驗，豐富自己的

生活。最後，我認為生理上的障礙不是障礙，

環境的障礙才是真正的障礙，期許能與同仁

們一起努力，創造智能障礙者最大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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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兄弟

　　大坪頂社區家園已經連續幾年都舉辦

聖誕節活動，事前每位住民都會自己繪製

卡片邀請樂仁本院住宿式照顧的同儕一起

來參加，每年的這天是大家最歡樂的時

刻，活動前幾天本院住宿式照顧有受邀的

服務對象會興奮的跑來向我炫耀，今年我

也榮幸受邀參加社區家園舉辦的聖誕趴活

動，我笑著回應他們：「我也會一起去參

加喔」，看著服務對象帶著開心的心情等

待，直到期待的這天到來。

　　住在社區家園的阿勇，幾乎每年都會

邀請住在本院的哥哥阿偉一起參加，但阿

偉常會因個人情緒而拒絕參加，讓阿勇感

到很失望，去年阿勇沒有邀請哥哥，但

當天我還是決定試著邀阿偉一起去，沒想

到阿偉同意一起前往，當我們一行人抵達

社區家園時，家園的住民已經在門口等待

了，此時阿勇看到哥哥也在其中，馬上上

前牽起阿偉的手，開心的說：「哥哥你來

了」，隨後就帶著哥哥換鞋進屋，兄弟之

情溢於言表。

文 / 主任 楊淳淯

　　去年家園住民經討論後，決定辦尋寶

遊戲，每位住民都開心的帶著自己邀請的

朋友一起進行尋寶活動，阿勇除了和自己

邀請的阿山一起尋寶，也陪著哥哥一起尋

寶，真的是雙倍開心。活動結束後，在場

的服務對象陸續拿出自己找到的寶物並拆

開和大家分享，每人都開心的拿著自己的

寶物拍照，阿偉找到的寶物是一雙襪子，

阿勇馬上說：「這是哥哥最需要的，真的

是太好了」。

　　時間在大家的歡樂聲中到了尾聲，我

提醒住宿式照顧的服務對象們穿上外套、

拿好自己的禮物，要準備返回中心了，這

時阿勇突然放下手邊的工作走向我，並對

我說：「主任，謝謝妳帶我哥哥過來」，

阿勇當下的表情讓我覺得好感動，所有的

付出都值得了，這一天我相信在場每一個

人都渡過了美好的夜晚，真期待今年的聖

誕節能快一點到來。

01/22 • 生應 B組衛生教育「健檢數值異常
之衛教 -骨質密度、貧血」

01/24 • 中心消毒

01/26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 服務對象營養諮詢
 • 二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 社區家園外出適應活動 -夢時代

01/05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SGS
水質檢驗

01/07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01/11 • 東區扶輪社參訪

01/12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01/13 • 召開「大坪頂社區家園會議」

01/15 • 三信家商 -新住民社區關懷義剪團 -6
人

01/19 • 技訓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 生應 A組衛生教育「健檢數值異常

之衛教 -骨質密度、貧血」

01/20 • 員工在職進修「繪畫治療應用與帶
領技巧」

01/21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技訓 B組衛生教育「健檢數值異常

之衛教 -骨質密度、貧血」
 • 慈善總會副理事長參訪蝦皮公益團

隊參訪，共 3人

日期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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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 生應 B組衛生教育「健檢數值異常

之衛教 -骨質密度、貧血」

03/10 • 員工在職進修「天然災害及消防相
關知能分享」

03/11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見習，共

5人
 • 技訓 A組社區一日遊 -「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

03/12 • 召開 110年第一次服務對象權益委
員會、家長會

03/15 • 技訓 B組衛生教育「肝臟與腎臟保
健」

 • 高雄工業總會愛心義剪團，共 7人

03/16 • 生應 A組衛生教育「肝臟與腎臟保
健」

 •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系見習，共 33
人

03/17 • 員工在職進修「傳染病預防與感染
控制處理」

03/18 • 生應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技訓 A組衛生教育「肝臟與腎臟保

健」

 •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見習，共
5人

 • 正修科技大學觀光遊憩系、幼兒保
育系、國際企業系關懷服務對象，

共 42人

01/27 • 技訓 A組衛生教育「健檢數值異常
之衛教 -骨質密度、貧血」

 • 三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 四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桂圓紅豆

甜湯製作」

01/28 • 生應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五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01/29 • 辦理 110年度歲末聯歡活動

02/02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大愛義剪團，共 11人

02/04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員工在職進修「中高齡智障者的身

心變化與支持需求評估」

02/09 • 技訓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02/17 • 技訓 A組衛生教育「健檢數值異常
之衛教 -尿酸、高血脂」

02/18 • 生應組 -「園藝創作體驗活動」
 • 技訓 B組衛生教育「健檢數值異常

之衛教 -尿酸、高血脂」

02/21 • 社區家園外出適應活動 -家樂福成
功店

02/22 • 高雄市議員曾麗燕議長參訪
 • 三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熱壓吐司

製作」

02/23 • 技訓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舞蹈律動體驗活動
 • 服務對象營養諮詢
 • 火星 1.2.3班社區用餐「老爸機場

咖啡」

 • 二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02/24 • 四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品嚐古早
味蛋糕」

02/25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五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02/26 • 生應 A組衛生教育「健檢數值異常
之衛教 -骨質密度、貧血」

 • 技訓A組衛生教育「用藥安全常識」

03/03 • 召開「大坪頂社區家園會議」
 • 技訓B組社區一日遊 -「佛陀紀念館」

03/04 • 第一商業銀行前鎮分行參訪，共 2
人

03/05 • 火星 7.8.9班社區用餐「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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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4 • 服務對象營養諮詢
 • 召開膳食委員會議
 • 二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燕麥牛奶

製作」

 • 社區家園外出適應活動 -小港家樂
福便利購

03/25 • 生應組 -「繪畫創作體驗活動」
 • 親子活動「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 &

滷味博物館」

 •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見習，共
5人

03/27 • 第一商業銀行媒合志工辦理植樹節
活動

03/30 • 五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2021 年 01-02 月	捐款明細　(已開收據 )

•李威嶔 $200

•呂柳微 $200

•陳正雄 $200

•鄭嘉雄 $3,000

•謝沛蓁 $1,200

•林佑星 $500

•陳國治 $300

•王淑勰 $600

•施智文 $500

02 月
•林慶源 $2,000

•董哲旭 $1,000

•買國洲 $1,000

•吳麗芬 $1,200

•傅美鳳 $200

•龔家鈺 $200

•龔婕瑢 $200

•許月娟 $200

•力友五金有限公
司 $3,000

•楊銘錄 $2,000

•洪再信 $100

•善心人士 $6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許忠裕 $2,000

•張晉福 $2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300

•楊銘錄 $2,000

•金蘭國際同濟會
$48,000

•楊明仁 $1,0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張瑋鼎 $500

•劉天生 $2,000

•公益信託慶寶
社會福利基金

$8,208

•公益信託慶寶
社會福利基金

$23,940

•陳秋英 $300

•陳貞如 $200

•李洹羽 $200

•陳昭榮 $300

•蔡尚義、陳阿美
$200

•三真生命社
$200

•林芳平 $1,000

•李澔穎 $500

•高桓懋 $5,000

•陳慶輝 $5,000

•施智文 $500

•張佳珈 $300

•張增富 $300

•陳國治 $300

•張嘉佑 $300

•藍張瓊芬$1,200

•杜秀玲 $1,200

•徐健勳、楊秀梅
徐翊塏、徐清檡

$3,000

•呂葉秀鸞 $600

•林依瓊 $5,000

•Q董愛旅遊趴趴

走 $1,000

•陳國治 $300

•金宏益 $300

•金暐鴻 $300

•陳秀玟 $1,200

•鄭皓汶 $100

•梁黃梅花
$10,000

•陳淑英 $2,000

•陳素琴 $200

•劉春吟 $500

•小港國小三年一
班 $374

•許耀峻 $689

•楊銘錄 $2,000

•來蕙瑩、王碩緯
王碩章 $600

•陳朱秀美 $300

•李蔡德 $3,000

•陳潮鈞、陳金鏜
$1,000

•顏庚申、蔡佳榆
顏橙樺、顏妘菲

$400

•蔡斯桓、洪孟婕
蔡承羽 $300

•秦安弘 $200

•廖國鈞 $200

•洪再信 $100

•張凱雁 $1,000

•黃新財 $200

•王巧婷 $200

•姜培文 $3,600

•蘇美鳳 $2,000

•徐崇禮、施綉靜
張慧玲、徐湘媛

$500

•邱意銘 $500

•陳惠萍 $300

•陳亭羽 $200

•林威辰 $500

•許耀峻 $200

•羅若芳 $2,000

•孫玉雲 $1,000

•楊海娟
$100,000

•江○○ $300

•楊銘錄 $5,000

•玄武學堂 $600

•金君祝 $2,300

01 月
•梁家翎 $1,000

•董哲旭 $604

•曾榮 $3,000

•善心人士 $600

•楊銘錄 $2,000

•許玉蓮 $1,000

•林慶源 $2,000

•黃廣鷗 $200

•陳韋丞 $2,000

•楊人蒲 $500

•紀怡禎 $500

•楊筑鈞 $500

•王柔雯 $1,000

•莊錦秀 $500

•辛美鳳 $500

•陳仲秋、陳樂、
陳平、許靖暄、

黃韻樺 $500

•邱志霖 $300

•陳振頡 $300

•陳國治 $300

•李學泓 $200

•吳政隆 $200

03/19 • 生應 B組衛生教育「肝臟與腎臟保
健」

03/22 • 三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卡拉
OK」

 • 四樓住宿服務夜間休閒「電影欣賞」

0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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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師大復健諮商心理社會關課程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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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意銘 $500

•善心人士 $100

•黃覺民 $5,000

•吳雅雯 $1,000

•駱垚運 $200

•伍紫萱 $1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 $200

•善心人士 $100

•慧儀（股）公司
$200

•萊爾富 $24

•蔡月珍 $3,200

2021 年 02-03 月	捐款明細　(已開收據 ) 2021 年 02-03 月	捐款明細　(已開收據 )

•曾榮 $3,000

•孫玉雲 $1,000

•林月清 $2,000

•黃廣鷗 $200

•野人華德福中小
學、野鳥幼兒園

$15,000

•魏恒睿、林秀敏
魏嘉瑩、魏伯穎

$5,000

•王振成 $3,000

•徐健勳、楊秀梅
徐翊塏、徐清檡

$3,000

•莊錦秀 $500

•吳崧琦、陳君美
$400

•秦安弘 $200

•榮唐運輸 (股 )

公司 $29,000

•蘇慧玲 $1,100

•黃玉芳 $500

•林威辰 $500

•蕭宗霖 $760

•陳俞行 $100

•王慶有 $100

•陳張銀隊 $200

•伍冠杰 $100

•蘇士杰 $150

•善心人士
$20,000

•善心人士
$20,000

•陳玉娟 $500

•陳奕睿 $500

•萊爾富 $8

•OK$41

•電子發票獎金
$2,300

•楊銘錄 $5,000

•邱綠繻 $4,000

•黃玉芳 $200

•施美如 $1,400

•鄭光圻 $200

•謝語婕 $200

•伍皓誠 $200

•蔡岳庭 $200

•胡玉婷 $200

•胡漢生 $200

•胡漢中 $200

•蘇豐銘 $200

•許吉慶 $500

•高英展 $600

•吳冠臻 $4,000

•金業興實業有限
公司 $20,000

•劉岳屏 $10,000

•黃麗娟 $1,000

•施綉靜、徐崇禮
張慧玲、徐湘媛

$500

•吳政隆 $200

•陳素琴 $200

•南清聖帝殿明興
宮仁愛慈善會

$3,000

•花茂澄 $1,300

•吳陳玉春 $500

•吳鳳枝 $500

•林梓榆 $1,000

•陳靖涵 $300

•黃心怡 $100

•梁明安 $10,000

•許耀峻 $10,000

•姚秀佩 $1,000

•顏子為 $925

•詩柔美學 $351

•魏恒睿、林秀敏 
魏嘉瑩、魏伯穎

$632

•邱意銘 $500

•李威志、李彥誼
$1,000

•社團法人台灣
公益服務協會

$500

•中國鋼鐵 (股 )

公司 $10,000

•台灣中油 (股 )

公司煉製事業部

$17,241

•張慧蘭 $1,200

•顧凌霄 $1,000

•邱俊煌 $200

•郭貞君 $200

•翁妍妍 $1,000

•吳福春 $1,000

•陳碧霞 $1,000

•吳珮甄 $1,000

•吳亞潔 $1,000

•蔡咏恩 $500

•蔡承諭 $500

•蔡秉霖 $500

•翁敬閔 $200

•蔡文枝 $60,000

•陳昭榮 $300

•陳素琴 $200

•蘇美鳳 $2,000

•邱翊愷 $200

•邱可鈊 $200

•黃永傳 $500

•李學泓 $200

•王巧婷 $200

•黃新財 $200

•邱綺甄 $5,000

•陳慶輝 $5,000

•Q董愛旅遊趴趴

走 $1,000

•劉春吟 $500

•六大將燒烤便當
$10,000

•利佳貞 $5,000

•戚蕙萍 $1,000

•陳昭榮 $300

•蔡林金連 $200

•楊銘錄 $2,000

•陳旺文 $1,000

•梁家翎 $1,000

•陳亭羽 $200

•四佳中安店
$1,515

•蔡宛玲 $3,000

•李瑞妙 $100

•林浚溥、林芝松
林陳梅 $900

•郭奕廷、郭晉廷
$500

•胡進達 $420

•劉秀卿 $1,500

•善心人士$2,000

•林秋如 $600

•林澄政 $1,000

•朱家葦 $1,000

•許榛庭 $600

•施智文 $500

•蔡國爽
$100,0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300

•楊銘錄 $2,000

•謝嘉昱 $200

•陳潮鈞、陳金鏜
$1,000

•顏庚申、蔡佳榆
顏橙燁、顏妘菲

$400

•蔡斯桓、洪孟婕
蔡承羽 $300

•蔡尚義、陳阿美
$200

•三真生命社
$2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呂思嫻 $3,000

•林育慶 $300

• 筱暄 $100

•洪緯哲 $100

•張修龍 $30,000

•王瑞欽 $1,000

•徐瑞津 $300

•蔡素真 $300

•徐偉棋 $300

•蔡雪紅 $300

•張晉福 $200

•吳宸君 $400

03 月
•楊銘錄 $2,000

•鄭皓汶 $100

•陳盈君 $1,200

•莉莉的店 $200

•高嘉璜 $200

•善心人士 $200

•陳旺文 $1000

•董哲旭 $1000

•傅美鳳 $200

•洪再信 $100

•善心人士 $600

•曾榮 $3,000

•孫玉雲 $1,000

•林慶源 $2,000

•黃廣鷗 $200

•陳燁睿、陳席越
$1,000

•林威辰 $700

•黃玉芳 $500

•楊銘錄 $5000

•善心人士 $100

•玖宏工業有限公
司 $2,000

•沈寧 $1,000

•王柔雯 $1,000

•莊錦秀 $500

•吳崧琦、陳君美
$400

•秦安弘 $200

•陳正雄 $200

•呂柳微 $200

•陳貞如 $200

•李威嶔 $200

•李洹羽 $200

•楊之鈺 $1,000

•吳冠宏 $300

•黃長西 $1,500

•高寶春 $1,500

•巴牟莉華 $1,200

•徐鵬 $1,200

•陳韻安 $2,000

•陳國治 $300

•梁依琇 $450

•黃 毅 $300

•孟尚緯、孟函陵
孟成澤 $5,000

•施智文 $1,000

•莊阿幸 $300

•黃鈺倫 $200

•黃柏仁 $200

•洪瑄蔓 $200

•方月娥 $200

•顏國治 $200

•顏子為 $200

•陳昭鶯 $200

•林晉斌 $200

•黃信樺 $200

•許芷瑗 $600

•邱光樟 $200

•陳重銓 $200

•陳沛琳 $1,000

•張○○ $2,000

•鄭敏憲 $1,000

•王巧婷 $200

•黃新財 $200

•玖宏工業有限公
司 $200

•陳小平 $400

•許杰發 $200

•陳慶輝 $5,000

•施美如 $2,000

•楊玉凰 $2,000

•鄭皓汶 $100

•龔騰昌 $600

•黃詩涵 $200

•鄭玉淨 $200

•竇望智 $600

•楊程盛 $500

•曾招明 $200

•曾明華 $200

•買國洲 $200

•洪秋保 $300

•洪美菊 $300

•洪秀雯 $400

•許耀峻 $826

•張晉誠 $2,000

•徐健勳 $3,000

•施綉靜、徐崇禮
張慧玲、徐湘媛

$500

•翁燕生 $200

•高雄市朝陽慈善
會 $20,000

•許耀峻 $1,000

•陳亭羽 $200

•陳伯昆 $200

•邱其俊 $1,000

•翁光志 $500

•巫淑 $200

•梁宏嘉、梁宏慶
梁宏祥 $3,000

•蔡青志 $500

•陳霈璟 $600

•盧芳玲 $200

•盧何美枝 $200

•盧姿伶 $200

•蔡炎村 $200

•劉素玉 $200

•蔡麗君 $200

•金君祝 $300

•金暉鴻 $300

•金宏益 $300

•許耀峻 $200

•吳嘉吟 $200

•蘇美慧 $200

•申智鳴 $200

•黃仲環 $200

•晏道文 $300

•晏有成 $400

•江秀英 $300

•貝文 $3,000

•蔡鎰聰 $200

•黃廣鷗 $200

•劉正文 $200

•楊明遠 $200

•鄒文武 $200

•顏素貞 $200

•姜國第 $200

•蘇威榮 $100

•施智文 $500

•楊銘錄 $2,000

•謝樂真 $2,299

•名慧彩券行
$4,329

•廖珮玹 $2,000

•善心人士$1,000

•游淑惠 $1,000

•蘇清發 $500

•蘇則維 $500

•郭晉廷、郭奕廷
$500

•許焱緯 $500

•林建邑 $100

•龔國華 $200

•林惠瑜 $100

•張育菁 $100

•林正淇 $300

•呂柳微 $200

•陳正雄 $200

•李洹羽 $200

•李威嶔 $200

•陳貞如 $200

•謝麗雪 $300

•楊銘錄 $2,000

•孫鳳嬌 $3,000

•王禹珺 $1,000

•蔡永泰 $500

•陳素琴 $200

•陶慧嫻 $100

•蔡鴻志 $100

•蔡佩榕 $100

•蔡睿澤 $100

•黃佩玲 $1,000

•呂佳晏 $1,000

•潘麗美 $500

•施智文 $1,000

•張瑋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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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1-03 月捐款明細	( 年度匯整合併開立收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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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俊德 $100

• 黃居財 $300

• 張雅淳 $200

• 林珊瑩 $300

• 陳阿月 $1,000

• 陳維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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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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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 蔡秋俊 $200

• 葉○○ $1,000

• 軒晟企業 (股 )

公司 $1,000

• 未具名 $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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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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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素惠 $100

• 李修志 $1,000

• 林美慧 $1,100

• 蔡碧珠 $500

• 嚴美淑 $2,500

• 李俊德 $100

• 黃居財 $300

• 張雅淳 $200

• 林珊瑩 $300

• 陳維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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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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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 蔡秋俊 $200

03 月
• 蘇誠德 $2,000

• 林揚智 $1,000

• 林玫萱 $1,000

• 林玫瑩 $1,000

• 盧振基 $15,000

• 蔡○○ $500

• 張國恭 $500

• 劉○○ $200

• 廖樂家 $300

• 阮懷磊 $500

• 陳品妙 $1,200

• 林揚智 $1,000

• 林玫萱 $1,000

• 林玫瑩 $1,000

• 盧振基 $15,000

• 蔡○○ $500

• 張國恭 $500

• 劉○○ $200

• 廖樂家 $300

• 阮懷磊 $500

• 黃○○ $200

• 陳品妙 $200

• 葉○○ $1,000

• 軒晟企業 (股 )

公司 $1,000

• 未具名 $3,000

• 弘彩商業廣告有

限公司 $1,000

• 鄭淮中 $500

• 黃慧玲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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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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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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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俊德 $100

• 黃居財 $300

• 張雅淳 $200

• 林珊瑩 $300

• 曾淑瑛 $200

• 余淑君 $200

• 李慧恩 $200

• 黃雅梅 $200

• 林喜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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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 方月紅 $1,000

• 張志鴻 $600

• 黃美連 $200

• 吳順興 $400

• 蘇誠德 $1,000

01 月
• 蘇誠德 $1,000

• 林揚智 $1,000

• 林玫萱 $1,000

• 林玫瑩 $1,000

• 黃麗芬 $1,000

• 盧振基 $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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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葉○○ $1,000

• 軒晟企業 (股 )

公司 $1,000

• 洪振耀 $20,000

• 許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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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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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曾雅婷

益生菌 (2g×30包 ) 2盒

◆林暐程

口罩 (50入 ) 2盒

◆善心人士

浴廁清潔劑 (500g) 48瓶

凡士林 (106g) 10罐

◆善心人士

凡士林 (106g) 7罐

◆林政逸

垃圾袋 (中，3入 ) 5袋

◆善心人士

牙膏 (50ml×120條 ) 7箱

◆玄武學堂

益生菌 (80入 ) 34盒

綜合維他命 (60錠 ) 21瓶

檸檬酸鈣 (60入 ) 20盒

非炎凝膠 (40mg) 3條
欣黴素 (10gm) 10條

口內膏 (5g) 6條
大燕麥片 (800g×2罐 ) 10盒

黑芝麻粉 (300g) 10包

五穀粉 (600g) 10包

B群 (60錠 ) 11罐

豆奶粉 (500g) 30罐

垃圾袋 (中，3入 ) 100袋

◆紫靈宮文里慈善會

年菜 -蝦 20盒

年菜 -羹 15盒

年菜 -控肉 20包

◆卓力勤

白米 (3kg) 1包

◆康敏捷

奈力淨 (5L) 4罐
歐惟淨 (1000ml)1罐

02 月
◆介揚畜牧場翁頂翔

人蔘雞湯 (2500g) 10袋

◆善心人士

洗手乳 (500g) 12罐

洗手乳 (250ml)5罐

◆善心人士

洗手乳 (700ml)  12罐

洗手乳 (250ml) 6罐
乳液 (700ml) 3瓶

◆鍋煮任、詩柔美學

雞蛋 8斤

◆鄭芳如、夏銘謙、陳建宏、

陳益興

液晶顯示器 (55吋 ) 1台

◆善心人士

洗手乳 (450ml) 10罐

洗手乳 (800ml) 2罐
洗手乳 (500ml) 2罐
洗手乳 (1000ml) 2罐

◆黃萬得、黃洪清

香米 (3kg) 2包

◆駟馬國際 (股 )公司

甜點 (40g) 100個

◆善心人士

洗手乳 (330g) 18罐

洗手乳 (250ml) 12罐

2021 年 01-03 月
捐物明細



2021年 1-2月
名稱 張數 中獎金額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138  $200 
莉莉的店 121  $200 
米樂淇烘培坊 178  $200 
咪咪人文幼兒園 13  $1,000 
善心人士 48 　

心靈彩券行 4 　

高鳳彩券行 1 　

漢民彩券行 3 　

威齊織品科技有限公司 1 　

林碧蘭 61 　

林珊瑩 3  $1,400 
金君祝 44 　

施品全 52  $200 
吳家明 93 　

高嘉璜 106  $200 
陳小平 34 　

許庭瑋、許裕民 40  $200 
許耀峻 86  $200 
黃鈺倫 1  $1,000 
黃乙真 21 　

楊蔡麗玉 9 　

電子發票 1007 $1,300

發票捐贈明細

2021年 3-4月
名稱 張數 中獎金額
弘彩商業廣告有限公司 21 　

莉莉的店 44 　

米樂淇烘培坊 45 　

咪咪人文幼兒園 20 　

善心人士 11 　

心靈彩券行 1 　

威齊織品科技有限公司 1 　

許耀峻 22 　

黃乙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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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琴

乳液 (437ml) 20瓶

◆許名宏

黑木耳露 (350ml×24瓶 ) 4箱

◆吳榮宗

黑木耳露 (350ml×24瓶 ) 4箱

◆永霆國際竹炭實業有限公司

乳液 (2000ml) 2瓶
乳液 (100ml)10瓶

◆凱帝娛樂經紀公司

黑木耳露 (350ml×24瓶 ) 10箱

乳液 (400ml) 40瓶

◆善心人士

洗手乳 (4000ml) 4罐

◆林志謙

沙發 (雙人×1＋單人×1) 1組

◆鄭人豪

沙發 (雙人 ) 2張

03 月
◆詩柔美學

雞蛋 13斤

◆黃兆祥

洗手乳 (800g) 3瓶
洗手乳 (500ml) 1瓶
洗手乳 (250g) 2瓶
潤膚乳 (600ml) 1瓶
潤膚乳 (295ml) 1瓶

◆海豚家族

沙發 (雙人×3張，三人×3)張

◆善心人士

棉球 (100入 ) 100包

口腔棉棒 (10入 ) 100包

滅菌紗布 (7.52cm×10入 ) 200包

滅菌紗布 (52cm×10入 ) 200包

酒精棉片 (100入 ) 1盒
棉棒 (10入 )100 包

◆善心人士

隔離衣 (5入 ) 10包

◆呂俊明

保久乳 (200ml×24入 ) 18箱

◆陳雪文

保久乳 (200ml×24入 ) 4箱

◆林清秀

保久乳 (200ml×24入 ) 4箱

◆潘榮川

保久乳 (200ml×24入 ) 4箱

◆邱嘉聆

酒精棉片 (100入 ) 1盒
滅菌紗布 (32cm×5入 ) 80包

滅菌紗布 (22cm×10入 ) 70包

◆善心人士

酒精棉片 (100入 )1盒
滅菌紗布 (32cm×5入 ) 150包

滅菌紗布 (22cm×5入 ) 150包

滅菌棉棒 (10入 ) 600包

新黴素軟膏 (28gm) 20條

◆台中六佛茅蓬賢頓紀念講堂

移位機 1台
緊急救護搬運椅 1台

◆高雄市真言國際同濟會

電池 (移位機 ) 1個

◆黃淑惠

滅菌紗布 (32cm×5入 ) 50包

滅菌紗布 (22cm×10入 ) 150包

滅菌棉棒 (10入 ) 40包

◆洪晨恩、杜永弘、杜奕靖、 

杜鍊燈、沈興南、洪文譽

滅菌小棉球 (100入 ) 300包

滅菌中棉球 (100入 )300包

◆善心人士

透氣膠帶 (2入 ) 3盒
滅菌紗布 (42cm×4入 ) 31包

滅菌棉棒 (10入 ) 55包

◆善心人士

滅菌紗布 (32cm×10入 ) 600包

滅菌紗布 (22cm×10入 ) 1000包

酒精棉片 (100入 ) 10盒

垃圾袋 (3kg) 24卷

牙刷 299支

洗衣粉 (1.5kg) 24包

口罩 (50入 ) 3盒

◆陳聰仁、陳建雄

垃圾袋 (3kg) 30卷

◆萊亨企業社

饅頭 100顆

◆謝瑋綾

濕紙巾 (80抽 ) 60包

◆第一商業銀行

滅菌棉棒 (10入 )500包

滅菌棉球 (100入 ) 88包

主被動手腳運動車 1台

植栽 (6吋極光 ) 2棵
植栽 (6吋劍尾 ) 3棵
花盆 (4.5吋 ) 30個

掛勾 (4.5吋 ) 16個

培養土 (10kg) 2袋
植栽 (3吋小品 ) 30棵

植物標籤 30個

有機肥 (5kg) 1袋
澆水器 2個

鏟子 4支

剪刀 2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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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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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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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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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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