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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 2018年協會製作的全台唯一點字桌曆，

也來到了最後一個充滿歡樂與感恩的月份。

感恩在「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的長期贊助下，設立了台北、台中、高雄等

三地教室，為視障兒童提供「早期療育及家

庭支持服務計畫」。今年台北早療教室邁入

第 16 年，台中早療教室更是 10 年有成的一

年！「原本醫生告訴我，我的孩子不僅眼睛

有問題，而且極可能不能坐、不能站、不能

走；但幸運的是，現在他能坐、能站、能走。」

這是那天早療畢業典禮上，畢業家長的一段

話。帶著一點辛酸，也帶著一點驕傲，更是

北視家協最樂於看到的成果。

協會優異的成果，除了每位同仁的盡心盡

力，還有來自各界的支持。年底透由一場溫

馨且精彩的「夢想的聲音 -2018 感恩音樂

會」，感謝所有長期以來支持北視家協的朋

友。未來的一年，讓我們繼續透過指尖，藉

由「2019點點愛‧用心畫世界」點字桌曆，

再一次共同細數每一天吧！

發行單位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發行人      陳旋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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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專題引言理事長的話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在十六年前（2002 年），

蒙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發心贊助，成為台灣第一家成

立早療教室的視障社福團體。當時，協會已經成立六年

了。

十六年前，不管是社會的觀念、醫療的資源、甚至

相關配套的資訊及知識都是貧乏和欠缺的。那是一個摸

著石頭過河的時期。我們深感慶幸的是，這十六年來保

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不離不棄，除了逐年遞增的經費協

助；私下，也給予我們鼓勵和心理支撐，讓這條坎坷的

路，在跌跌撞撞的歷程中，不但成長茁壯，服務的績效

也漸漸成為整個台灣的口碑。連遠至高屏的孩童們，都

成為被服務的對象。有些家長還為了小孩，不惜在台北

賃屋棲身，為的只是讓孩子儘早得到培育的滋潤，為他

們自己的未來之路，鋪下一個較為平坦的起點。沒有保

力達的支持，這個平台是不可能延續至今的。

家長協會在這項服務上是提供一個專業性的平台。

我們給予適當的評估，也給予正確的方法，讓家長們在

接納家中障礙兒童的同時，還能得到正確的自助之道。

這些，也像所有其他有障礙子女的家庭一樣，父母的努

力與付出，終將成為這些障礙兒童前進的助力與動力，

讓他們終生蒙受其惠。父母或家長，其實是這個體系中

最辛勞的付出者，沒有來自家庭無怨無悔的付出，這些

渴求滋潤的孩子們是很難回歸正常兒童的就學及教養之

路。雖然孩子得到了歡樂的回饋，對家庭成員而言，這

依舊是一條漫長的付出之路。沒有父母或家庭持續的付

出，這個平台是很難見到成效的。

家長協會在早療教育的平台上，在跌跌撞撞的過

程裡，我們不但結識了許多優秀的視障兒童家長們、可

愛的視障孩童們，更重要的是，我們得到許多一流的視

障兒童早期療育專家們的協助！這些專業人士的不離不

棄，長期共襄盛舉，成為我們不可或缺的夥伴，也造就

了今天的成果。像：黃惠聲老師、李淑娥老師、蔡麗婷

老師、吳致葦老師、林佳琪老師、陳怡碩老師、陳怡年

老師、梁英男老師等，都是超過十年的長期夥伴。沒有

這些職能、物理、語言的專業老師，我們是無法達成今

天的成果的。

家長協會的同仁們，平心而論，是真正的耕耘者！

家中有視障兒童的同仁，除了自我照顧，還能照顧別人，

分享許多一手的經驗。難能可貴的是，家中沒有障礙兒

童，但有充分愛心的同仁們，長期在我們這個侷促的環

境中，默默的付出，默默地將溫暖傳遞給需要的人，日

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們這些同仁在自己的崗位上，專

注協助，從不發聲。他們是社會服務界中真正的鬥士，

我們以這些同仁為榮！這些同仁是我們不可取代的資

產，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工作夥伴。

十六年來，我們由位於台北的一間小教室（2002

年），發展到台中（2008年），以及高雄（2013年），

共三個專業教室；專職人員也擴充到了七位。在北、中、

南三個區域，協助我們的專業訓練及評估老師超過了

十五位之多。截至今年（2018 年）中，經歷我們早療

教育系統協助的視障兒童，也已經超過了 820 位。

我們將繼續耕耘！秉持這個長期累積的起點，我們

期望社會的關注力也能掃描到這個不平凡的角落，讓更

多的資源能注入這個領域。我們需要志工、我們需要經

費、我們也需要無可取代的社會正能量！只要您關注，

我們將持續成長！

在「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的支持之下，

本會為視覺障礙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的早期療育服務，至

今已達 5840 個日子，每年提供 16 個縣市，至少百位以

上嬰幼兒接受評估。這些孩童除有視覺障礙，也因罹患

腦部病變、意外、遺傳、罕病等因素，而導致有大腦性

視覺障礙合併動作 /語言 /認知等多重障礙。

眼睛是傳送資訊至大腦重要的器官，0-6 歲是兒童

奠定各項能力發展的關鍵，教室運用視障專業及療育復

健，以孩子個別化為考量，協助被服務之孩童一步步跨

越視覺障礙而融入校園。

在基金會的支持之下，本會早療教室除將服務範

疇，從北部延伸到中部、南部。服務過程也和在地縣市

政府共同辦理視障專業研習與講座，和早療機構、學校

工作者做雙向交流。將各療育理論與訓練技巧進行彙

整，出版「親子互動 20 招」、「視多障兒童居家生活

訓練」、「親職手冊」等書，提供第一線工作者及家長

參照運用。

多年以來，三地教室除持續地透過辦理親職團體、

視障兒童生活營隊，強化家長知能、提昇視障兒童獨立

能力。隨著光學、特殊開關輔具對視多障兒童學習上的

需要，教室也不斷運用來增加看與做的能力。此次藉著

會訊的出版，本文除將專業服務做一宣達，也期待讀者

協助推廣視障早期訓練對兒童之重要性及幫助。

文／ 早療服務部主任 林一蘭

早療教育在家協 文／陳旋旋理事長 視障早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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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驪歌響起的時刻，今年早療教室要歡送第十六屆的畢業生！回想起十七年前第一次踏入台北市視障者家

長協會的辦公室拜訪，認識了一群用心、有理念、熱情又願意追求專業新知的媽媽們，也開啟了日後長期共同合作

的契機。那時北視協還居處在民權東路上一棟小公寓內，多年過後北視家協也茁壯成長，發展成為全方位服務視覺

障礙者有規模的組織。

在台北視障早療教室成立之初，為建立國內第一個視障早療團隊，多方請教專業老師及參酌國外相關資訊，終

於建立台灣第一個由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定向行動師、特幼教老師及社工師組成的視障早療專

業團隊，成立台北視障早療教室，服務大台北地區視覺障礙幼兒及其家庭。而在當時不管是專業服務的機構、老師

或是家長，對視覺有障礙的幼兒要獨立出來作早期療育尚不瞭解，我們花了 3 到 4 年的時間走遍全台各縣市，宣導

視障早療的觀念及與各地相關專業人士交流，期待視損兒不再被錯待，延誤黃金療育期。這份努力促使更多視損兒

美麗的相遇 文 /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執行長   王雲霞

的需要被看見，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也秉持初衷繼續

支持成立台中及高雄早療教室，使中南部的視損兒及家

長免除舟車勞頓、南北奔波，也能得到專業的視障早療

服務。

行文至此，一路走來像是數算上帝的恩典，到 106

年底我們台北、台中、高雄三地教室已服務 801 位視

損兒及其家庭，從早療教室畢業的小朋友已經在各地小

學、國中、高中、大學就讀，真正實現當時我們努力想

讓視障小朋友長大可以生活自理，可以讀他們想要讀的

科系，可以從事多種職業，而不再局限少數的職種。而

視損兒的家庭也得到充份的支持，不再是孤軍奮戰與求

助無門。感謝早療教室各專業老師及各個時期工作人員

的努力付出，晴紋總幹事、一蘭主任的無私奉獻，而我

何其有幸也能參與其中。拙著此文簡述早療教室歷史，

也展望未來，面對更多不同型態多重障礙的視損兒，早

療教室能繼續提供更專業及周全的服務，成為家長最有

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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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愛   看見希望—早期療育服務的使命
文 / 臺北市早療通報轉介中心主任朱鳳英

臺北市政府結合民間團體、機構及第一線服務人員

自 86 年開始推動早期療育服務。從第 1 年發現 98 個孩

童，截至 106 年 12 月已累計服務 52,546 個孩童，其

中近 3萬個孩子約 58.95%在 3歲以前就被發現 (疑似 )

發展遲緩並接受療育。目前有近 9 成的孩子已離開早療

服務系統，其中 70.37% 的兒童順利銜接小學，19.20%

經篩檢或評估已無遲緩。上述成果除了第一線服務團體

與專業人員的耕耘與努力外，還有一群鍥而不捨的家長

勇於承擔與付出，才能走過如此漫漫長路。 

「發展遲緩」係指因先天或後天因素，導致認知、

語言、動作及情緒等功能落後於同齡孩童。臺北市發現

的 5 萬多個早療孩童中，有 18.75%、9,855 位孩童經

醫療評估診斷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其中伴有單

純視力問題的個案有 2.27%、224 位，在學齡前階段，

早療服務系統透過宣導發現、篩檢通報、評估診斷及療

育、服務，為這些視障孩童與家庭打造一個周延且緊密

的服務網絡。希望孩子從出生、回到家庭、進入社區或

接受學前教育都能獲得完善的支持與協助，並順利銜接

小學階段。

為協助家長或老師知道孩子的各項「發展能力」，

臺北推出了臺北市兒童發展圖像篩檢互動網 (詳如圖一 )

及早療綜合服務網 line@ 生活圈 ( 詳如圖二 )。期待照

顧者自行初步篩檢，如果發現孩子有發展慢的疑慮，可

以儘速找專業評估，幫助孩子趕上發展里程。目前臺北

市衛生局共建置了 20 家早期療育合約醫院，共同辦理

早期療育社區公衛醫療群計畫，提供評估鑑定及復健療

育服務。

此外，還有 400 家幼兒園因為招收早療兒童而接受

巡迴輔導，9 所日間照顧機構、11 家中心提供時制療育

訓練。對於無法外出且缺乏或等候早療服務資源的早療

孩童則安排到宅 (示範 )服務。

由於早療視障兒童服務在整體早療資源上是極少數

的，感謝 20 年來，每每遇到視障兒童家庭，社團法人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成我們重要的夥伴與後盾。尤其

在協會工作團隊與家長們的努力下，早療家庭從學前早

療階段畢業後，依然有協會這樣用心的團體持續陪伴、

給力。

 如圖二 : 早療綜合服務網 line@生活圈

 如圖一 : 臺北市兒童發展圖像篩檢互動網

過去 20 年在早療領域打下基礎，下一個 20 年臺北

市將持續加強兒童篩檢工作，讓更多發展遲緩兒童能及

早發現，早期介入，把握黃金療育期。希望家長能主動

協助孩子進行篩檢，如有發展遲緩徵兆，不要避諱就醫

並撥打 2756-8852 尋求早療服務。也期許在早療服務系

統中，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持續溫暖扶持、

傳承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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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歲多的小強是位早產兒，之前出現了早產兒視網

膜病變，還好經過醫師的細心診治，病情逐漸恢復穩定。

這次回到吳醫師的門診做年度的眼科檢查，但是，小強

十分好動、一做檢查便哭鬧扭動，小強的爸爸媽媽只好

拿出手機放巧虎的卡通影片，小強終於安靜下來了。

檢查做完了，還好小強的狀況非常穩定，吳醫師也

告訴小強的爸媽，雖然手機可以幫助小孩做完檢查，但

是一定要小心不能讓小孩養成愛用手機、或是 3C 產品

的習慣，以免產生高度近視與相關的併發症⋯⋯

視覺的發育與保護，對於孩子的成長與成年後的生

活極為重要。要如何保護早期療育的孩子、發現他們的

需求，更是家長與老師們需要注意的。我們以最簡短精

華的篇幅，來跟大家整理幾個最常見的議題，希望能對

大家有所幫助。

如何發現孩童眼睛異常
常規的眼睛檢查，有助於發現孩童們的問題，進

行早期診斷與治療。根據美國眼科醫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的建議，無特殊病史

的孩童，應該在出生時接受小兒科醫師或家庭醫師的基

本眼科檢查與紅反射檢查，半年到一年內，須接受第二

次檢查。有早產、或是有家族性眼睛疾患的孩童，則須

接受更頻繁的眼科醫師的檢查。現在有些國內及國際的

眼科中心也開始對剛出生的新生兒做自費的視力篩查。

在三到三歲半左右，應教導並量測孩童的視力，有

助於發現弱視或潛在的眼睛疾患。此時，有輕度的遠視

是正常的，並不需要配眼鏡。但是，若有高度遠視或是

高度散光或是高度近視造成弱視時，則需要矯正。

在五歲前，則必須確定孩童的眼位正常、兩隻眼睛

是否注視同一方向、且無不對稱。若是有不斷眨眼睛、

瞇眼睛、或是表示頭痛，都需要請眼科醫師檢查。除此

之外，家長也需要注意孩童是否有以下異常情形 : 不斷

揉眼睛、極度畏光、注意力很差、眼睛無法追蹤物體、

長時間紅眼睛、不斷溢淚、瞳孔內有白光反射、斜眼看

人、無法閱讀、離 3C 產品很近⋯等等，都需要請眼科

醫師檢查。

近視的防治與治療
在學齡兒童，近視是極為常見的疾患。高雄長庚醫

院吳佩昌醫師研究發現：每天到戶外活動 80 分鐘的國

小學童，可較未活動組降低 50% 的近視風險。不過，若

是當天陽光很強、活動時間也較久的話，可以在安全的

範圍內使用太陽眼鏡或變色鏡片，減少過多的藍光對視

網膜產生傷害。

保護寶貝的眼睛的一些小祕訣

文 / 沈仁翔  吳為吉    林口長庚醫院眼科部醫師

若是已經近視的孩童，除了經過眼科醫師評估、配

戴正確眼鏡之外，也需要建立正確用眼習慣，並配合散

瞳劑或角膜塑型片的使用，來延緩近視度數的增加。

弱視的防治與治療
弱視常見的原因來自於斜視與屈光不正，如果不能

及時診斷與矯正，則弱視的眼睛視覺無法發育。 弱視治

療的時間需在八歲以前介入，也有醫師認為七歲以前就

要治療，家長們一定要注意。

外傷的預防
眼睛與眼周遭的外傷，可能造成無法修復的傷害與

失明。要預防孩子們拿取尖銳的物品。戴眼鏡的孩子也

應選用不易碎裂的安全鏡片。若是外傷已經造成，則需

盡快給眼科醫師檢查，以便即早治療。

眼睛一般的保養
1.到室外時盡量使用太陽眼鏡，防止紫外線的傷害。

2.使用電腦每 30 分鐘休息 10分鐘。

3.充足的營養不偏食；若有正常的飲食，也不用補充

葉黃素。

4.不要熬夜，盡量早就寢。

5.下課時盡可能地到戶外活動。

6.不要讓小孩養成使用手機的習慣。

以上簡短跟大家分享幾個重要的護眼的原則。若是

有任何的問題，可以就近請教眼科醫師，也祝您的寶貝

眼睛健康滿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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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看不見，但我們用聲音畫畫

文 / 培育組長  林立芳

炎炎夏日來臨，對學生來說迎來最棒的就是他們

引頸期盼的暑假生活，沒有了平日的課業壓力和考試生

活，當然要好好趁這段期間熱血的享受青春一夏 !!

因此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趁著今年暑假期間，也

替我們的視障青年規劃與以往不一樣的暑假活動，以旅

行青蛙的概念鼓勵我們的學員，在這兩天一夜的宜蘭打

工換宿營裡嘗試自己拍照和打卡，以利紀錄自己的生活

點滴。

在此次的活動當中，學員們扮演起了民宿小幫手的

工作，從房務清潔、三餐料理再到招呼來訪的客人，這

一切對於視障青年而言都是不同的生活體驗。例如 : 外

澳沙灘的漫步和溫泉魚吃腳皮，活動中不僅是學習和增

強生活自理能力，還需學習和適應團體生活。像在社交

能力方面我們的視障青年就提升了不少，因為透過和客

人與民宿人員的聊天，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不少層面的

話題和體驗。

而在活動尾聲，學員們也分組準備表演來送給遠道

而來的嘉賓，從學員們認真投入的神情和一而再、再而

三的排演，都不難看出他們對於此次表演的看重。而隨

著表演精彩的落幕，視障青年打工換宿挑戰營也畫下完

美的句點！在此也衷心期盼，透過活動能讓視障青年們

擁有一個美好的暑假回憶，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在回

顧時都會想起曾經那麼認真生活的自己 !

＊感謝普立爾基金會、台北市社會局、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支持

中途失明的奶奶，滿心期待著一週一次的繪畫課程

一個晴朗的午後，奶奶背起簡易的繪畫工具，準備

踏上每週一次的繪畫創作之旅。新竹到台北不算近的距

離，儘管每次總要舟車勞頓，高鐵、火車、捷運，轉了

四到五班車才能順利抵達上課地點，但奶奶總是樂此不

疲，滿心期待著一週一次的課程。

是什麼樣的信念？讓奶奶的意志如此堅定。「繪畫

讓我看見自己的可能，和存在的意義」中途失明的奶奶

說。

沒有見過顏色的小儀，心中竟是如此多彩

「請幫我加一點紅色，藍色少一點，白色再多一

點⋯⋯」沒見過顏色的珈儀，心中的調色盤竟是如此繽

紛、多彩！「視障者能夠獨自出來上課是一件很不容易

的事，我非常珍惜每一次上課的機會」，惠惠說。

繪畫可以抒發我的情緒，轉移身體的病痛

「繪畫可以抒發我的情緒，暫時轉移我對身體病痛

的注意力。」每堂課都約好復康巴士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的孟雯，一週洗腎三次，加上末稍神經退化導致腳部退

化，行走必需借助輪椅，手部也漸漸變形，時常磨損受

傷。由於身體整體功能漸漸衰退，外出活動也日漸困難。

但秉持著對藝術創作的喜好和熱忱，孟雯仍然十分

認真熱忱的參與繪畫創作課程。

只要他畫得開心，不致愈來愈退化，我就十分欣慰

「你還想要加什麼顏色？老師說你畫得很好⋯」每

週不辭辛勞推著坐輪椅、視力漸漸衰退、有點重聽、又

無法順利口語表達的彥璋的媽媽，在他耳邊詢問，並且

轉達給大家。

「只要他畫得開心，手部有機會活動，不致愈來愈

退化，我就十分欣慰了」彥璋媽媽說。看著彥璋媽媽陪

伴在彥璋身邊，仔細聽他說話和溝通的專注神情，很難

體會一位重度身障者的母親心中那難以言喻的感受！

看著成員們的蛻變和成長，

心中除了欣慰，更有滿滿的感動

身為輔導社工，陪伴學員從需要引導接送，到能夠

獨立抵達上課地點；從缺乏靈感不知如何下筆？到能夠

妥善運用筆觸和色彩，將心中感受的意境表達出來；從

陌生到熟悉，到互相加油打氣。

每位成員背後都有一個辛酸又動人的故事，看著他

們的蛻變和成長，心中除了欣慰，更有滿滿的感動！

參與藝術創作的視障朋友們相互欣賞彼此的作品，也互相給予創作建

議，感情相當融洽。

不同凡響的體驗—視障青年打工換宿挑戰營

文 / 實習生  曹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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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孩子語言溝通訓練心得

文 / 語言治療顧問  李淑娥

感覺協助，才能很快聽懂新詞彙的意義，再告訴他 " 月

亮也是圓形 "，他就能想像看不到的事物。語言理解和

表達能力才能快速增進，甚至可以跟上ㄧ般孩子。若不

理解，孩子常會出現鸚鵡式仿說，背些他聽過的話，無

法用來對話溝通。

教導視障孩子說句子、說故事、敘述自己的經驗，

最困難的是找到適合的教材。ㄧ般孩子最常用的繪本故

事書，因為都是平面，視障孩子只有模糊影像覺，沒辦

法看到細部來描述過程或敘述因果關係；即使立體書也

大都只有動作變化而已。早期有位學美工的家長，利用

各種材料將平面繪本加工成生動的立體繪本，讓會說句

子的孩子，可以練習自己說故事或編故事，不必僅靠仿

說，語言溝通技巧會進步更快。

近幾年早療教室的孩子，越來越多是視多障的嬰幼

兒，從出生就不會吸奶，雙唇打開閉合、舌頭左右上下、

下顎關節的靈活度不佳，造成吸吮、咀嚼、吞嚥功能不

好，影響發聲、發音技巧。因為吞嚥常哽嗆，可能會造

成吸入性肺炎，所以家長一方面要顧及營養，ㄧ方面又

要顧及安全性，照顧孩子需花費很大的心力。語言治療

也先以吞嚥訓練為主要目標，幫家長設計食材、餵食器

具、餵食方法等，讓孩子吃的安全，也同時訓練孩子的

口部動作靈活度，促進發聲、發音技能。

協會早療教室開辦十多年以來，對視覺損傷嬰幼兒

的發展訓練，從摸索階段到成熟階段，從北部到中南部，

從默默耕耘到家長、社福界、教育界、醫療界、甚至企

業界的認同。這都是協會行政部門、企業善心捐款、以

及所有工作人員努力的成果，才能嘉惠視覺損傷的孩子

們，祝福他們 ! 

協會成立早療教室初期，本人有幸受邀參與語言治

療的工作。當時針對視覺損傷嬰幼兒的早期療育，尚在

起步階段，如：視覺功能評估與訓練、定向訓練等。張

千惠教授和黃惠聲老師積極辦理研習，培訓相關專業人

員對視覺損傷嬰幼兒的認識與訓練，使協會早療教室成

為全國視障嬰幼兒發展訓練的標竿。後來並從台北，擴

展到資源較缺的中部和南部，讓全國視覺損傷嬰幼兒都

能獲得優良品質的服務，早療教室推手功不可沒。

聽和說主要是靠聲音來傳遞訊息，很多人會以為和

視覺關係不大，其實，在嬰幼兒學習語言階段，視覺是

佔很重要的角色，每一個新詞彙，孩子都要精確理解詞

彙的意思，日後才會延伸使用。如：圓形，明眼孩子大

人指球給他看，他就明白，可是對視障孩子來說，也許

他可以跟著大人背出 " 球是圓形 "，但不ㄧ定理解 " 圓形

" 真正的意思。必須依賴觸覺、操作、嗅覺、味覺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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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人生跑道的轉換並不容易，尤其是從一個大家都

認為相對穩定的醫院全職工作，轉換成全職 part time

的職能治療師更是困難。所以一開頭我得先感謝我的夫

人，沒有她的支持，我就無法任性的離開醫院，去挑戰

人生的另一種可能。而繫起我與北市視家協緣分的則是

我人生導師－黃惠聲老師，十年前協會台中早療教室剛

成立，急需招募在地的職能治療師，黃老師於是徵詢了

我，就這樣我第一個 part time 的工作獻給了協會。但

誰也沒想到這工作可以一做就做了十年，服務地點還從

台中延伸到了高雄。

全新的挑戰

進到協會之前，對於視障這領域其實是陌生的，

以往職能治療專業養成的過程也甚少著力在這區塊（目

前在黃惠聲老師及蔡麗婷老師的努力之下已逐漸看到曙

光），所以在實際服務個案之前得要跟著黃老師與蔡老

師學習，還要再啃一些眼科學相關書籍。等到實際接手

評估、服務個案之後，發現自己的專業能力實在不足，

所以又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完訓了定向行動專業。才剛剛

覺得自己比較上手，但緊接著視多障的衝擊隨之而來，

大腦性視覺損傷的個案比例逐年增加，又是另一個全新

挑戰的開始。

喜歡你們的純真

視障孩子有許多不同於一般孩子的特質；因為視

覺損傷的關係，導致他們對這世界的認知過於破碎、片

段，所以即便只是學習一個簡單的概念，卻可能要花上

好幾個月，但也因為這樣，你常常可以從他們臉上看到

猶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的喜悅神情。因為視覺損傷的

關係，導致他們人際關係建立不易，對於他人的信任感

不足，但只要你贏得了他們的信任，每次碰面你都可以

從他們臉上看到最單純、最真誠的笑容。

謝謝你們當我的老師

人的一生沒有太多的十年，但是我真的很高興當

初有機會到協會服務，因為這十年來我知道自己成長了

許多，不但深刻體會同理與尊重生命的重要性，同時專

業能力也有長進。所以，雖然每次到教室總是被家長稱

呼為”陳老師”，但其實我心裡想的是：你們才是我的

老師，謝謝你們啟發我、引導我，你們（家長與孩子）

教會我太多太多，而這些是任何東西都換不來的無價之

寶。

讓我們一起成長

取之於他人，用之於他人！過去的十年我從教室的

家長與孩子身上得到了許多，未來的十年如果有機會，

我還希望能把他們教會我的傳遞出去，讓更多求助於協

會的家長與孩子，能少走一些冤枉路，也能對未來的每

一天更有信心。所以，對才剛接觸協會的家長與孩子們，

我想跟你們說，你們不再孤單，協會裡的各位夥伴會陪

著你們，我們彼此支持，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成長：

      我在北市視家協的早療十年
文 / 職能治療師　陳怡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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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ㄧ通電話，我四年不見的前任同事王一

郡物理治療師從台北和我連絡上，遠在彰化的我又驚又

喜。電話中一郡跟我說：「喂！你去台北視障者家長協

會台中早療教室兼職物理治療諮詢個案好不好？協會的

顧問是黃惠聲老師哦！」，聽到「黃惠聲老師」我崇拜

偶像的名字，我的眼睛都亮了起來，沒有考慮太久就答

應一郡的邀約。不久，社工蔡淑燕老師就和我連絡上，

很慎重和林一蘭主任在台中教室晤談後，開始了我這六

年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台中教室兼任物理治療師的工

作。除了台中教室，之後我又接下高雄教室諮詢物理治

療師的角色，現在回頭想想這一路走來，裡面真的有很

多感恩和不可思議！

為什麼我會說我「很大膽」地接下這個工作？在

兒童物理治療的工作領域，我是個老鳥，但在服務視多

障的個案經驗裡，我僅有四年在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服務視多障小朋友的工作經驗。雖然在當時也接受

了師大張千惠副教授的視知覺評估訓練課程，但「視多

障」的專業領域範疇，在物理治療師四年大學教育的養

成訓練是完全沒有的，都要靠物理治療師自己再進修再

磨練，去了解視障者面對生活會碰到的困難。去分析視

多障孩童在發展里程中，所需要物理治療師的協助有哪

些？這都是非常高深的學識，也是現在臨床服務的物理

治療師所不足的訓練。

很大膽的我邊做邊學，在還很遜的時候，曾經做

了件傻事，讓我現在想起還是對那位孩子感到抱歉。記

得那次是在高雄教室的一堂課，我和一個 5 歲雙眼有

光覺的男孩子初次上課，急切想和這位小男生建立關係

的我，問了小朋友一句話：「你有看過閃電麥坤的電影

嗎﹖」小朋友沒有答腔。我還沒發現我的錯誤，竟然接

著問了旁邊的媽媽同樣的問題，媽媽很客氣的對我搖頭

瞬間，我恨不得當場撞牆昏死掉。一直到現在這一幕都

會停留在我的腦中，不斷的督促我警惕我，要對所有的

個案永遠保持開放的心、謙虛學習，每個孩子都是我不

斷學習的挑戰。

這六年裡，很感謝許多家長對我的鼓勵和支持，當

我在心裡無奈現在醫療環境對視多障孩子的放棄時，家

長會願意跟著我的引導努力，甚至還跨縣市帶著孩子到

我服務的醫療院所接受復健治療。看著孩子本來被醫師判

定會全癱，家長不放棄努力到現在，可以牽著孩子去散步

了。要感謝駐守在台中和高雄的兩位社工淑燕和玉華老師，

無論我有什麼需求，都能幫我達成任務，讓我在教室的教

學無後顧之憂。還要感謝協會能給我這個兼任治療師的磨

練機會，督促我要不斷學習，不能因為自己的工作資歷而

自滿，不同地域性的個案都會有不同訓練技巧介入的需求，

自我的能力需要不斷提升。

最後要感謝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對協會長久

以來的支持，讓這群需要視覺功能訓練的個案，不再

手足無措、孤立無援。有協會這樣一個訓練的機構，

也讓治療師在臨床工作第一線發現有這樣需求的孩

子們時，有轉介的管道讓他們得到療育的機會，幫這

些被上帝關上門的孩子開了扇窗，讓光有透進來的可

能。

成長與蛻變 文 / 物理治療師   陳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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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寶貝？她有辦法存活嗎？

第一次看到那迷你身軀是出生後的第三天，黑黑

的小身體插滿比手臂還粗的管子，從保溫箱外看著，心

想這是我的寶貝？她有辦法存活嗎？心中充滿疑惑與擔

心。一個月後，醫生告訴我們孩子視網膜病變以及腦周

室出血的情況，過了十天左右，醫生又拿來手術同意書

說孩子雙眼已病變到三度必須做雷射手術，我和先生不

自主的流下眼淚，就這樣孩子做了兩次的雷射手術視網

膜病變才停止惡化。

然而一個月後回診，發現孩子左眼的視網膜又有異

樣，後來林口長庚郭醫詳細檢查後，建議孩子到國外接

受手術．就這樣我們夫妻帶著孩子到美國做視網膜貼合

手術。

圖：鈺婷在媽媽陪同下，參加 107 年早療畢業典禮

我的寶貝不僅是眼睛有問題⋯⋯

回台後以為狀況總算穩定了，但鈺婷癱軟的身體和

無法言語，讓我們覺得情況不妙。經過再次評估才知道

她不僅是眼睛的問題，因早產時的腦周室出血造成了腦

性麻痺！當時整天哭不停又無法表達的鈺婷，讓我們夫

妻束手無策，這時偶然得知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有提

供視障幼兒早期療育服務。

從沒有口語到會開口說話，我的心中有著滿滿的感謝

和協會的社工聯繫後，鈺婷開始從台中到新竹接受

早療服務。97 年協會考量中南部家長經常舟車勞頓，就

在台中設置了早療教室，我們也不用再南北奔波。早療

教室除了幫鈺婷安排視覺、認知、語言發展之整體評估

與療育外，也提供家長知能課程，學習如何幫助自己的

孩子？這些年鈺婷快速成長，除了認知有提昇、情緒穩

定許多、從沒有口語到會說話，更從全身癱軟到能扶著

助行器走路！一路走來，看著孩子從拒絕到喜歡學習，

從極度不安全感到會說媽媽我愛妳！這段過程是辛苦也

是幸福，心中有著滿滿的感謝。

我發願要幫助其他視障幼兒

而我呢？ 2009 年內政部舉辦第一屆「視障定向行

動訓練員」培訓課程時，在家人與協會的鼓勵下，參加

了培訓課程成為合格的定向行動訓練員。之後更加入協

會的工作團隊，成為台中早療教室的特教老師．除了教

導自己的寶貝，也幫助其他視障幼兒，實現協會「自助、

互助、助人」的理念！

歲末年終，非常多祝福的活動，一邊進行、一邊回

顧。12 月 8 日，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同仁們精心籌備

一場感恩音樂會，邀請由音樂領域學有專精的視障青年

朋友組成的 Eye 樂團、以及具有原住民血統的創作歌手

毛恩足，在周末的午後，共同完成此一音樂饗宴，現場

坐無虛席。

此次參與的視障音樂家，在團長劉子瑜的帶領下，

手風琴手由陸羿丞擔任，女高音由江尉綺領銜、鄭竹君

彈奏豎琴與演唱。表演的曲目從古典的貝多芬鋼琴奏鳴

曲《悲愴》第二樂章、愛爾蘭民謠《夏日最後的玫瑰

The Last Rose of Summer》等，到流行歌曲青峰《有

形的翅膀》、史蒂芬‧史沃茲 Stephen Schwartz《For 

Good》⋯等，不但雅俗共賞，甚至還安排熄燈橋段，

讓與會嘉賓在黑暗中聆聽蕭邦《夜曲》。《夜曲》之後

的彩虹組曲《That Night / Over the Rainbow》，則

點上蠟燭，讓演出的孩子和台下的家長大聲說愛，整個

過程浪漫溫馨。

到了曲終，掌聲雷動，所有觀眾高喊安可！而透過

臉書線上直播，近萬名線上觀眾佳評如潮，湧入大量鼓

勵的留言，令人動容。感謝這一年來支持我們的所有人，

且讓我們預約明年的感恩音樂會吧！

【生命小鬥士 : 童鈺婷】我的女兒出生時只有 970 公克，眼睛有問題、全身癱軟 !

文 / 鈺婷媽媽賴姿如

接受協會早期療育教室的專業訓練課程後，

她現在站起來了 !
夢想的聲音

      2018 感恩音樂會
文 / 資源發展部主任   藺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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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

□每月定期捐款500元，或

□每月定期捐款          元以長期幫助視障學童教育訓練、定向行動及生活自理訓練
   、視覺損傷嬰幼兒早期療育、盲用電腦訓練與生活重建、視障就業培力及促進等相
   關福利服務。註：定期定額捐款固定於每月廿日扣款；如需停止扣款敬請來電告知，謝謝。

□單次捐款1,000元，或

□單次捐款          元以幫助視障學童及成人相關福利服務計畫。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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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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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填寫以利電子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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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有效期限：       月        年
請依信用卡正面所標示之有效期限依序填寫

＊信用卡卡號：          －          －          －          

＊捐款人(同收據抬頭)：                       □先生 □女士 □公司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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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何處得知本會(可複選)？□網路 □廣播 □電視 □報章雜誌  

                              □活動 □DM  □親友 □其他

捐款暨物資捐贈徵信支持我們

2月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吳雀梅 20,000 
李翠芬 10,000 

捐款/物
芳名錄 

萬分感謝所有捐助人，

許給視障朋友幸福的微光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捐款方式

信用卡捐款（單筆 / 定期定額捐款）
請以本刊物第 20 頁授權書捐款或至協會官網
(www.forblind.org.tw)下載授權書填寫。

郵政劃撥（單筆捐款）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帳號：19446498

銀行 ATM（單筆捐款）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敦北分行(052)
帳號：1182-0000-1761-01

1月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912,507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706,950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595,961 
德鎧企業有限公司 35,0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韓誠有限公司 12,000 
王晴紋 11,900 

10,000
兆盛科技有限公司
吳佳芸    夏成淵    劉國全 廖麗華
慶隆商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00 
黃慧琴 8,000 
蘇紹博 6,000 
陳旋旋 6,000 
林一蘭 4,000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3,249 
達頓實業有限公司 3,000 
劉慧娟 3,000 

2,000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田宜蘭    江佳嫻    李美玲 許致皓
許時雄 黃碧鈴 趙桂琳 謝佩玲
李正揚 1,800 
SGD_Yen 1,200 

1,000 
Spanisheyes Wang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王春燕    李秋明 林文彬 翁淑華
高佩凡 章凱甄 陳莉莉 陳毓君
黃萬翠 蔡坤明 鍾培敏
魏銥嫺 600 

500 
丁曉鈴    王淑楓 王惠屏 李怡璇
李俊毅 林星翰 林燁均 施淑芬
唐逢超 孫勤凱 涂靜茹 翁鳳嬌
張超榮 傅子建 曾奕中 曾奕勳
楊叔德 楊炁堷 楚惠珺 趙桂琳
劉怡秀 盧淑貞 楊瑞紋

江東梅 360 
李品靜 330 
卓育萱 330 

300
王宜慈    古芳珍 吳玫珠 李蕙萍
張靜慧 郭淑清 陳菀湘 游舒幃
黃晴 鄒秉文 鄒采潔 鄒庭安
劉穎蓉 蔡麗錦 賴小姐 簡佩臻
林志順 250 

200 
王貞瓔 白尚儒 林先生 林穎瑄
洪雅雯 翁邱網 張文誌
張泰陽 .張王秀卿 張雅蕙 .陳劍政
許文馨 陳佩如 陳秋伶 陳靜怡
童怡雯 蔡孟珊 蔡雅珮 謝培真

100 
方麗紘    周建新 林依萍 林琨富
陳小姐 蔡湘蔆 蔡駿森
布萊爾點字資源有限公司       SOGO禮卷 1000

陶板屋禮卷乙客
洪黎明                              SONY MDR_XB44AP 

線控重低音入耳式耳機
Simon Huang            大字體智能心率運動手錶
聯郃國際視覺輔具中心 吹風機一台
光星骨科復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咖啡機一台
王嘉慧 垃圾袋 (大 )*1
蔡吉湧 泳褲
每月一善 物資一批
陳宥嘉 基礎電子鼓
蔡麗婷                                    新光禮卷 1000

遠百禮卷 1000
鄭綉頻 電風扇
張少華 電風扇

施宜君 10,000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2,371 

2,000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張家豪    王正安 李美玲 謝佩玲
黃碧鈴
施若盈 1,030 

1,000 
Spanisheyes Wang
李秋明    翁淑華 章凱甄 陳莉莉
高進文 王玉玲 王品萓 黃純純
鄭涵方 蔡佩珊 黃纖絢 李靜香
林雲貞 高佩凡 王春燕 蔡坤明
陳毓君 鍾培敏 黃萬翠 林文彬
魏銥嫺 600 

500 
葉世棻    善心人士 翁鳳嬌 孫勤凱
楊炁堷 涂靜茹 李俊毅 林星翰
李怡璇 丁曉鈴 曾奕勳 曾奕中
張超榮 楊叔德 王惠屏 傅子建
趙桂琳 唐逢超 王淑楓
楚惠珺 400 
江東梅 360 
李品靜 330 
卓育萱 330 

300 
游舒幃 劉穎蓉 林莉蕓 鄒采潔
鄒庭安 江美玉 鄒秉文 鄒采潔
鄒庭安 古芳珍 陳菀湘 郭淑清
王宜慈 李蕙萍 吳玫珠 張靜慧
林志順 250 

200 
張文誌 王貞瓔 洪雅雯 許文馨
战辝ᗵ 邱榮彥 童怡雯 林穎瑄
陳秋伶 陳靜怡 陳佩如 翁邱網
謝培真 蔡雅珮

100 
林依萍 蕭安哲 蕭宇倩 王月美
蕭吳秀琴 蕭志敏 善心人士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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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財團法人法鼓山佛教基金會 500,000 
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 192,0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何嬿 4,000 
善心人士 3,000 
黃纖絢 3,000 

2,000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蕭婉貞    謝佩玲 黃碧鈴
富宇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1,548 

1,000 
Spanisheyes Wang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李秋明    翁淑華 章凱甄 陳莉莉
林侑靜 王惇蕙 呂貞里 陳虹佑
高佩凡 王春燕 蔡坤明 陳毓君
鍾培敏 黃萬翠 王玉玲 高進文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875 
魏銥嫺 600 

500 
王淑楓 陳品全 善心人士 林秀芸
翁鳳嬌 孫勤凱 楊炁堷 涂靜茹
李俊毅 林星翰 李怡璇 丁曉鈴
曾奕勳 曾奕中 張超榮 楊叔德
王惠屏 傅子建 趙桂琳 唐逢超
江東梅 360 
卓育萱 330 

300 
游舒幃 劉穎蓉 洪詩婷 楚惠珺
羅秀雲 鄭林秀鳳 鄭嘉銘 鄒秉文
鄒采潔 鄒庭安 古芳珍 陳菀湘
郭淑清 王宜慈 李蕙萍 吳玫珠
張靜慧 劉穎蓉 游舒幃 林莉蕓
林志順 250 

200 
張文誌 王貞瓔 洪雅雯 許文馨
陳子祥 林先生 白尚儒 童怡雯
林穎瑄 陳秋伶 陳靜怡 陳佩如
翁邱網 謝培真

100 
方麗紘 蔡雅珮 蔡湘蔆 蔡駿森
林琨富 林依萍 林莉鄉 劉家利
汪莉綺 林依萍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水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楊文慧 發票一批
朱宗龍 發票一批

4月
社團法人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 163,600 
理律法律事務所 50,0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蔡明憲 6,000 
蔡正偉 .蔡庭瑞 .張寶仁 3,600 

王晴紋 3,000 
2,000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吳采縈    謝佩玲 黃碧鈴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1,523 

1,000 
Spanisheyes Wang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李秋明    鄭涵方 李世瑜 翁淑華
章凱甄 陳莉莉 蔡明洪 李秀彬
林月玲 謝奉圜 高佩凡 王春燕
蔡坤明 陳毓君 鍾培敏 黃萬翠
魏銥嫺 600 
吳沛淇 515 

500 
王淑楓    鄭大衛 陳品全 翁鳳嬌
孫勤凱 楊炁堷 涂靜茹 李俊毅
林星翰 李怡璇 丁曉鈴 曾奕勳
曾奕中 張超榮 楊叔德 王惠屏
傅子建 趙桂琳 唐逢超
楚惠珺 400 
卓育萱 330 

300 
游舒幃 劉穎蓉 林莉蕓 鄒秉文
鄒采潔 鄒庭安 古芳珍 陳菀湘
郭淑清 王宜慈 李蕙萍 吳玫珠
張靜慧
林志順 250 

200 
張文誌 王貞瓔 高嘉成 許文馨
洪雅雯 林子晉 童怡雯 林穎瑄
陳秋伶 陳佩如 翁邱網 謝培真
善心人士 139 

100 
方麗紘 蔡雅珮 蔡湘蔆 蔡駿森
林依萍 林小姐 蔡佳珍 陳先生
陳小姐
水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福茂唱片 發票一批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溫絮如  100,0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吳為吉 20000
台北市芙蓉扶輪社   15,000 
林雪娥   10,000  
賴啟好 /爐巧玲 6,000 
吳魏素靜 5,000 
吳魏素靜 5,000 
高天麟 5,000 
王晴紋 3,000 

2,000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林紹瓊    江美惠 吳采縈 謝佩玲
黃碧鈴    游秀茹 (鼎冠營造 )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1,798 
陳建良 1,688 
富宇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1369

1,000 
Spanisheyes Wang

王美燕 蔡駿森 蔡湘蔆 方麗紘
蕭志敏 蕭吳秀琴
王儷曄 二手鋼琴一台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李秋明    翁淑華 章凱甄 陳莉莉
石侑民 林侑靜 何佳祈 高佩凡
王春燕 蔡坤明 陳毓君 鍾培敏
黃萬翠 邱俊修 鄭涵方
戴妏娉 800 
魏銥嫺 600 
善心人士 600
吳沛淇 515

500 
王鈺欣    王淑楓 黃晴 陳品全
曹仁傑 翁鳳嬌 孫勤凱 楊炁堷
涂靜茹 李俊毅 林星翰 李怡璇
丁曉鈴 曾奕勳 曾奕中 張超榮
楊叔德 王惠屏 傅子建 趙桂琳
唐逢超 王淑楓
楚惠珺 400 
葉維鵬 400 
江東梅 360 
卓育萱 330 
李品靜 330

300 
游舒幃    劉穎蓉 李若梅 鄭雅齡
鄒秉文 鄒采潔 鄒庭安 古芳珍
陳菀湘 郭淑清 王宜慈 李蕙萍
吳玫珠 張靜慧 袁秀玲
善心人士 288 
林志順 250 

200 
洪雅雯 許文馨 林先生 童怡雯
林穎瑄 陳靜怡 陳秋伶 陳佩如
翁邱網 謝培真 王貞瓔 張文誌
童怡雯

100 
林依萍 陳小姐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連貫傑
全非凡

蔡駿森 蔡湘蔆 蔡雅珮 方麗紘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物資一批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1,045,686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746,973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664,088 
益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莊福順 200,000 
陳旋旋 50,000 
財團法人曾水照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50,000 

天宇國際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30,0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陳忠寶 10,000 
二空間藝術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3,600 
郭煦環 3,000 
盧信潔 2,100 

2,000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劉奕嫻    張兆霖 黃碧鈴 謝佩玲
吳采縈    

1,000 
Spanisheyes Wang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翁淑華    章凱甄 陳莉莉 王淑靜
陳虹佑 黃萬翠 鍾培敏 陳毓君
蔡坤明 王春燕 高佩凡 李秋明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980 
魏銥嫺 600 

500 
王淑楓    洪雅莉 林秀芸 吳美玲
杜立淳 唐逢超 趙桂琳 傅子建
王惠屏 楊叔德 張超榮 曾奕中
曾奕勳 丁曉鈴 李怡璇 林星翰
李俊毅 涂靜茹 楊炁堷 孫勤凱
翁鳳嬌
楚惠珺 400 
陳世晃 400
卓育萱 330 
李品靜 330 

300 
游舒幃    劉穎蓉 李若梅 蔡麗錦
張靜慧 吳玫珠 李蕙萍 王宜慈
郭淑清 陳菀湘 古芳珍 鄒庭安
鄒采潔 鄒秉文 善心人士
林志順 250 
陳廷宇 215

200 
洪雅雯 林莉蕓 陳小姐 謝培真
翁邱網 陳佩如 陳靜怡 陳秋伶
林穎瑄 童怡雯 王貞瓔 張文誌

100 
黃莉蓁 .阿清
方麗紘 蔡雅珮 蔡湘蔆 蔡駿森
林依萍 邱先生 江春熹 陳先生
李小姐 童小姐
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 三合一純奶卡布一批 

社團法人臺灣視障協會 250,000 
王晴紋 50,0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鄭瓊玉 10,000 

3,000 
林侑靜    蔡麗婷 鄭千芝 周宏達
黃逸楨 2,500 

2,000 
Michael    黃碧鈴 謝佩玲 吳采縈
鄭萬蘭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1,614 
吳玫珠 1,500 
SGD_Yen 1,200 

1,000 
Spanisheyes Wang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陳莉莉 章凱甄 翁淑華 邵振毅
林美佳 葉文竣 吳孟融 徐娟娟

財團法人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30,0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丸子公主、香港老娘及愛心丸友們 12,000 
吳為吉 10,000 
謝佩孟 6,000 
羅秀雲 6,000 
范翠華 5,000 
賴阿美 5,000 
翁文治 3,000 
江淑慎 3,000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2,136 

2,000 
林紹瓊    黃彥慈 張豪衽 黃秀美
江佩樺 黃碧鈴 謝佩玲 吳采縈
鄭萬蘭
施宜君 1,03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台北市松山區中華里里長辦公室 8,000 
郭亦倫 3,600 
陳妍希 3,000 
林一蘭 2,880 

2,000 
劉奕嫻    譚怡芳 郭亦倫 劉子瑜
王晴紋 黃碧鈴 謝佩玲 吳采縈
鄭萬蘭
善心人士 1,637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1,364 

江振輝 歐寶照 林玶如 張齡之
莊鳴鏘 林侑靜 黃萬翠 鍾培敏
陳毓君 蔡坤明 王春燕 高佩凡
李碧珠 李秋明
王鈺欣 600 
許智益 600 
魏銥嫺 600 

500 
盧淑貞 詹朝欽 陳品全 吳玫珠
詹朝欽 詹朝欽 蘇紀瑋 許惠芳
林廷琿 徐仁淳 王淑楓 唐逢超
趙桂琳 傅子建 王惠屏 楊叔德
張超榮 曾奕中 曾奕勳 丁曉鈴
李怡璇 林星翰 李俊毅 涂靜茹
楊炁堷 孫勤凱 翁鳳嬌
楚惠珺 400 
卓育萱 330 
李品靜 330 

300 
蔡麗錦 劉穎蓉 李若梅 游舒幃
賴姿如 張靜慧 吳玫珠 李蕙萍
王宜慈 郭淑清 陳菀湘 古芳珍
鄒庭安 鄒采潔 鄒秉文
林志順 250 
陳廷宇 215 

200 
康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洪雅雯 許文馨 許芸嘉 王小明
黃小姐 謝培真 翁邱網 陳佩如
陳靜怡 陳秋伶 林穎瑄 童怡雯
王貞瓔 張文誌
王士奇 199 

100 
王喜平 曾先生 林依萍 江碧興
張耀文 莊耀得 何智凱 張孟婷
善心人士 81 
善心人士 2 
水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膳魔師咖啡館 發票一批
福茂唱片 發票一批
李姵錡 鋼琴一台
郭雅雯 鋼琴一台

1,000 
Spanisheyes Wang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陳莉莉 章凱甄 翁淑華 林文岑
黃萬翠 鍾培敏 陳毓君 蔡坤明
王春燕 高佩凡 李碧珠 李秋明
白尚儒 700 
魏銥嫺 600 

500 
陳宣瑋 許惠芳 溫竣宇 徐中昀
唐逢超 趙桂琳 王惠屏 楊叔德
張超榮 曾奕中 曾奕勳 丁曉鈴
李怡璇 林星翰 李俊毅 涂靜茹
楊炁堷 孫勤凱 翁鳳嬌 陳奇源
卓育萱 330 
李品靜 330 

300 
楚惠珺 黃菀羚 劉穎蓉 李若梅
游舒幃 張靜慧 吳玫珠 李蕙萍
王宜慈 郭淑清 陳菀湘 古芳珍
鄒庭安 鄒采潔 鄒秉文

200 
林先生 許文馨 許芸嘉 洪雅雯
謝奉圜 謝培真 翁邱網 陳佩如
陳靜怡 陳秋伶 林穎瑄 童怡雯
王貞瓔 張文誌

100 
蔡湘蔆 蔡雅珮 江碧興 善心人士
陳小姐 江先生 林小姐 黃先生
陳姿毓 蔡宗言 黃吳秀丹 林依萍
丞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魔杖 80條、牛軋餅 80片
一手國際茶飲有限公司 錫蘭紅茶茶包 80顆

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
特調咖啡豆／
安地斯漫步 500g*2包

高個子有限公司 半熟巧克力蛋糕 6盒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18cm巧克力黑金磚 5
條、  18cm英式伯爵
牛奶捲 5條

洪于琇 垃圾袋一批
陳姿樺 鋼琴一台

富宇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夾式鍋鏟 1支
康酷視眼鏡 3支

掌上蔬果削皮器 1個
威睛可靈眼瞼清潔片 1盒
綜合凸點定位標籤 2組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陳思齊 抹布 8條
鄭先生 發票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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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宜君 1,030 
1,000 

Spanisheyes Wang
楊秀慧 高明玉 陳莉莉 章凱甄
翁淑華 陳彥文 林巾蘋 袁儷真
趙桂琳 黃萬翠 鍾培敏 陳毓君
蔡坤明 王春燕 高佩凡 李碧珠
李秋明
王勇上 600 
魏銥嫺 600 

500 
王淑楓 林秀芸 呂偉君 張永倍
蘇莊秀 謝翔宇 許惠芳 唐逢超
王惠屏 楊叔德 張超榮 曾奕中
曾奕勳 李俊毅 涂靜茹 楊炁堷
孫勤凱 翁鳳嬌
卓育萱 330 
李品靜 330 

300 
楊仁傑 楚惠珺 劉穎蓉 李若梅
游舒幃 張靜慧 吳玫珠 李蕙萍
王宜慈 郭淑清 陳菀湘 古芳珍
鄒庭安 鄒采潔 鄒秉文
林志順 250 

200 
林先生 許文馨 許芸嘉 洪雅雯
白尚儒 謝培真 翁邱網 陳佩如
陳秋伶 林穎瑄 童怡雯 王貞瓔
張文誌

100 
蔡駿森 蔡湘蔆 蔡雅珮 方麗紘
陳先生 林依萍
吳季芳 藝術級粉蠟筆五盒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10月

11月

王晴紋 40,000 
黃靜玲 22,4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施養瑞 20,000 
賴昱宏 10,000 
王淑蓉 6,100 
武庭芬 5,000 
林先生 5,000 
簡士強 4,200 
郭亦倫 2,500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2,462 

2,000 
黃良秀    黃良秀 廖麗華 張秀鳳
黃碧鈴 謝佩玲 吳采縈 鄭萬蘭
王晴紋 陸羿丞
善心人士 1,800 
柯卉玲 1,500 
張明華 1,200 
郭士賢 1,200 

1,000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沈宗倫    石侑民 高明玉 洪建興
何明吉 陳莉莉 章凱甄 翁淑華

財團法人國票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340,000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313,706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280,115 
社團法人臺灣視障協會 250,000 
陳族元 200,000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166,022 
日新扶輪社 30,000 
華德士股份有限公司 29,000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電寶投資有限公司 20,000 
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 14,000 
林家助 10,000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3,380 
廖素卿 3,000 
郭亦倫 2,500 

2,000 
廖季芳      方寬仁 方信淳 江秀娟

趙桂琳 黃萬翠 鍾培敏 陳毓君
蔡坤明 王春燕 高佩凡 李碧珠
善心人士 江美惠 李秋明
善心人士 662 
康芷寧 600 
許智益 600  
魏銥嫺 600 

500 
王淑楓    朱先生 施淑芬 吳逸聞
鐘婉芝 黃雋杰 許惠芳 李春金
唐逢超 王惠屏 楊叔德 張超榮
曾奕中 曾奕勳 李俊毅 涂靜茹
楊炁堷 孫勤凱 翁鳳嬌
卓育萱 330 
李品靜 330 

300 
李宜庭 吳柏俞 楚惠珺 善心人士
施德蕙 黃素娥 蔡麗錦 劉穎蓉
李若梅 張靜慧 吳玫珠 李蕙萍
王宜慈 郭淑清 陳菀湘 古芳珍
鄒庭安 鄒采潔 鄒秉文
林志順 250 

200 
林先生 許文馨 許芸嘉 善心人士
楊伊晴 黃靜婕 洪雅雯 謝培真
翁邱網 陳秋伶 林穎瑄 童怡雯
王貞瓔 張文誌

100 
蔡駿森 蔡湘蔆 蔡雅珮 方麗紘
王學仁 陳郁茹 李小姐 洪小姐
羅月雲 洪葦婷 李璨吟 善心人士
林依萍 蘇義軒
嶢陽茶行貿易有限公司 凍頂烏龍原片袋茶 401盒

众社企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 6組，價值新台幣

3萬元
台新金控 發票一批
台新金控 發票一批
水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福茂唱片 發票一批
膳魔師咖啡館 發票一批

王晴紋 黃碧鈴 謝佩玲 吳采縈
鄭萬蘭
呂佳沛 1,200 

1,000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蔡妤姍    高明玉 陳莉莉 章凱甄
翁淑華 李玲聿 周宣縈 李慧美
彭慧珍 邱奕樫 賴昱成 王淑芬
黃志任 范沁瑜 趙桂琳 黃萬翠
鍾培敏 陳毓君 蔡坤明 王春燕
高佩凡 李碧珠 李秋明
張榕淇 800 
謝源育 .謝源庭 600 
陳美慧 .粘柏翔 600  
魏銥嫺 600 

500 
王淑楓    李春金 謝奉圜 林定謀
江志光 王家信 許惠芳 侯超國
林贊煇 黃小美 于澤楠 唐逢超
王惠屏 楊叔德 張超榮 曾奕中
曾奕勳 李俊毅 涂靜茹 楊炁堷
孫勤凱 翁鳳嬌
卓育萱 330 
李品靜 330 

300 
柳睿宇 楚惠珺 蔡孟嘉 劉穎蓉
李若梅 黃素娥 黃菀羚 吳宜靜
張芳瑜 陳冠華 白尚儒 林俊廷
張靜慧 吳玫珠 李蕙萍 王宜慈
郭淑清 陳菀湘 古芳珍 鄒庭安
鄒采潔 鄒秉文 李茗蓁
林志順 250 

200 
許文馨 許芸嘉 黃彥錚 黃靜婕
李居士 謝培真 翁邱網 陳秋伶
林穎瑄 童怡雯 王貞瓔 張文誌

100 
萬玉珍 蔡駿森 蔡湘蔆 蔡雅珮
方麗紘 鄭雅雯 羅月雲 楊蓓欣

林依萍
李後揚
李訓隆

林琨富 東昌茶行

陳建勛 筆電一台
林鏡臺 發票一批

智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離子掃地機器人
吸塵器純吸版 2台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冷萃式耶加雪菲 40盒
陳映妤 全新的膠囊咖啡機一台
雞寶黃金雞專賣店 手撕雞 60盒

愛心碼
8899

就完成電子發票的捐贈。

只要在使用電子發票的商店消費，
結帳前告訴店員   

捐發票！愛心碼8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