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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復「 光‧魚‧希望」 攝 影 展
社會事務組 / 林詩瑜 心輔員

「光．魚．希望」攝影展，是取自＜關於希望＞的諧音。
瑞復益智中心由一群神職人員承襲天主

期間，努力克制自己的手抖、減少畫面中的

的託付，開啟謙卑彎腰服務智能障礙者及其

殘影……等。一般人看似輕鬆上手的簡單動

家庭已近半世紀，希望每年的 225 名 18 歲以

作，對智能障礙者來說，是需要時間慢慢練

上的智能障礙青年、6 歲以下的發展遲緩嬰幼

習與調整，才足以掌控的精細動作。

兒及其家庭，走希望的路，能在生命的幽暗
長廊，看見希望的微光。

本次展區主要分三塊：第一部分是「希
望塔」，本作品由英國藝術家雨果先生撿拾
海邊漂流蚵棚竹子為瑞復所創作的希望塔。
象徵著瑞復承載著智能障礙者及其家庭融入
社會，自我實現的希望。第二部分是「大鯨
魚翻頁攝影牆」，生動自在的鯨魚象徵身為
漁光島民的青年，在友善海洋中，悠游自得、
航向希望。第三部分則是「光」，以太陽作代
表，邀請各位參與瑞復的服務，凝聚微光成
為溫暖陽光，成為突破陰影限制的強大能量。

從 106 年底開始，瑞復因著青年攝影的
想望，著手蒐集二手數位相機，開始了攝影

我們盼望：讓煦陽的暖暖光芒、悠游的

社團。由中心內部的教保員與心輔員一起合

鯨魚與希望塔遠眺包容的海洋，呈現給所有

力帶領 10-12 位青年，在每週一到二天的課

來自漁光島的遊客眼前，有機會認識障礙朋

程時間內，青年從開關機、摸索相機、按下

友，也能化身為吹動障礙者及其家庭希望風

快門、觀看攝影作品再自行捕捉精彩時刻；

帆的陣陣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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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溫馨燦爛的春天
李雪瑛主任

春暖花開，百花齊放，瑞復的園區因為

開始∼」活動，選擇瑞復成為第一個開跑的單

司機大哥的興趣及願意和大家分享的心，他

位。這個「愛逐積．能源公益計畫」就是台積

每天利用開車前的熱車準備時間澆水，開車

電慈善基金會協助瑞復將所有燈具改為節能的

完休息時間整理花圃、除草、施肥等工作，

LED 燈。基金會張淑芬董事長特別來到瑞復

成就了園區美麗的景象，一個角落因一朵小

實地評估，張董事長關心這個計畫的每個細

花而不同。

節，並仔細詢問執行效益，希望用此模式推
廣到台灣各需要的角落。這是一個透過學界 -

園區外，瑞復所在地漁光島因為舉辦藝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設計、崑山科技大學的

術節活動，連平日也會有很多的人來漁光島

施工，以關心環境、關心弱勢者為出發點，

遊玩。因為島很小容納不了突然增加的車輛，

全面換發 LED 燈成就減少使用能源並增加明

所以實施交通管制，所有遊客都會搭乘接駁

亮度的效果。「愛逐積．能源公益計畫」傳

車進出。瑞復的園區剛好在搭車地點的隔壁，

遞出來的訊息是，以節能減碳關心地球的善

邀請大家順道參觀瑞復青年的攝影作品。麻

念為基礎，協助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族群裝設

木黃燐下因瑞復青年的作品顯得不一樣也豐

設備，達到省電、擁有明亮生活空間的慈善

富了許多。它代表著我們的社會願意欣賞青

目的。瑞復因著這次的換發一年節省的電費

年們的作品，今年的藝術節瑞復青年也參與

可支付一個月的伙食費。而除了 LED 燈的完

了這個盛會，真好！

成外，這個計畫更希望後續的屋頂太陽能板
的增設來讓瑞復獲得更多更長久的幫助。

周一工作室洽借瑞復的一個角落（實習
商店）開設漫慢小畫室，原來我們也是希望

瑞復益智中心一直以來受到各界的關懷

透過這個場域，想藉此地讓大家了解障礙青

與協助，讓瑞復為心智障礙幼兒、成人及其

年們的才華，這剛好是周一工作室靈魂人物

家庭的各項陪伴工作能持續進行，謝謝大家，

周欣怡小姐一直以來希望障礙青年們的才華

天主降福大家平安喜樂！

和我們大家一樣，透過學習而被激
發出來，所以他在三年前就開始
連繫多位藝術家教導陪伴障礙青
年從事藝術創作，三年後周一工
作室商借瑞復的場地，向大家推
薦這些青年的作品，因為我們一
直認為只要給障礙青年機會，青
年們的表現也會是令人刮目相看。
今天 3 月 30 日，台積電慈善
基 金 會「LED 點 亮 台 灣， 從 台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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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伯樂 幸福 得以展現
愛幸福工作坊 / 施秋燕 社工員

愛幸福工作坊已成立一年多，默默的我

還在我腦海中浮現。這次畫作課程產出的作

們的文創藝術作業活動也有一點點小作品，

品，亦被中心看中運用在中秋禮盒的紙盒包

因為遇到願意引導我們的伯樂，讓一切變的

裝上，也是史上第一朝，讓智青的作品除了

可能，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創，就這麼產生了。

定點展出外還能到處流轉。

109/3 月 ~10 月， 感 謝 One little thing 作

109/4 月 ~7 月，感謝長春健康素食餐飲

一件小事創辦人周欣怡小姐，讓工作坊的智

連鎖的張寶仁總經理，在工作坊提出想讓智

青參與漁光共好的繪畫課培訓，由淑佩老師

青的創作被看見，要使用該店便當盒的版面

帶領智青進行 10 場不同主題的扎實課程訓

時，張總二話不說馬上答應，還借用行銷企

練，產出了多元化的作品，並幫我們籌辦了

劃專員姿慧小姐，跟我們來來回回的討論圖

一場瑞復小畫家創作成果展，讓工作坊四位

稿，幫我們審圖與美編，讓智青的作品得以

智青的作品得以在安平鄉土文化館展出 5

美美的印在便當盒上驚豔

個月之久，促使四面八方的旅客都能看

四 方。 杯 麵 杰

見智青的才華，這種難得的機會就讓

翰看到自己的

我們碰上了。智青開心的帶家人與

畫作印在便當

朋友去看自己的畫展，看著自己

盒 時， 嘴 角 的

的作品放在玻璃櫃中、裱框掛

笑容是無法藏

在牆上，不由自主的跟旁人

住的，他開心地

介 紹 哪 幅 畫 是 自 己 畫 的、

拿走我手上的餐

畫的內容是什麼，激動的神情

盒， 眼 睛 一 直 盯
4

著看，他無法用言語完全表露自己當下的心

當智青看到桌曆上的畫者印著自己的名字

意，但我知道他的內心是滿足的。

時，每個人都是驕傲的信心滿滿，到處指著
自己的畫說那是我畫的，那感覺非常的美好，

109/5 月 ~11 月，感謝全興資源再生（股）

因有有人懂我們、肯定我們。也感謝 200 名

公司人文企劃公關奇玄大哥，引薦人文企劃

支持桌曆的購買者，我們賣的是夢想，您買

執行長張聰賢老師，讓工作坊有認識老師的

的是支持、是鼓勵、是希望。

機會。老師對於智青的畫作很是讚賞，認為
每張圖都是出自於內心的發想，很堅信每個

這一路要感謝的人太多，最重要的還是

智青都有自我創作的才能。經由其認可遂獲

謝天，給予我們各式各樣的機會，讓我們遇

得李英桐總經理大力支持，提供我們大量圖

見伯樂備受祝福，未來期望有更多的伯樂能

畫紙與色筆讓智青可以恣意的創作。在 109

賞識我們，給工作坊的智青機會，才能撞出

年底更協助工作坊挑選作品、掃描，並經由

大大的生命花火，讓他們也能燦爛於世。

林芷萱視覺設計師協助排版，幫我們出版了
2021 的桌曆販售，全興資源再生（股）公司

如果您的企業有機會使用到繪畫圖片，
願意當我們的伯樂提供機會，請與
愛幸福工作坊社工秋燕聯繫 06-3588315
願主祝福您每一天！平安！

贊助了所有費用，且將販售所得回歸給智青
及捐給中心，讓愛幸福有了首次的文創產物。

青年

我喜

說：

歡

我想讓

，
畫畫

我有

夢想

看見
很多人

我能、我

我的畫

可以、我

給我多一點

畫

的時間

時間能見證我的成長

雖然我們能力有限 但靈感卻是無限
給我們一個舞台 我們也
能很燦爛
感謝生命中

因為有你
我們作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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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識我們的

們的支持

夢，也

使我們完

努力圓

是愛
．幸

每一個伯樂

福！

夢

整

我想讓你看見
職重組 / 尚燕馨 職訓員

109 年的職訓班，錄取了一位剛從高職

發臭的衣服讓書包產生異味、堅持每天要戴

畢業並有著自閉特質的青年，錄訓評估時的

頭套及護腕、不管晴雨，一定攜帶一支超大

他從頭安靜到底，幾乎沒有任何語言交流與

傘……固著的行為將自閉的特質發揮得淋漓

回應。學校的職輔員評估他的狀況無法立即

盡致。尤有甚者，在第一次發現他的手腕上

進入一般競爭性職場就業，遂轉介報名職訓，

有著新舊不一的割痕後，深入追查，才發現

於是在簡單的評估後，他進入了「清潔職訓

只要每次與父母吵架，他就會在自己手上劃

班」。

上數刀，藉此發洩心中怒氣。
於是整個職業訓練期，就在我與他彼此
間的磨合，到發現他的問題，再深入輔導，

● 從磨合 - 認識 - 輔導，看見他的需求。

與家長溝通，與個案晤談，希望尋求最好的
處遇方式下渡過了。

進入職訓的小榛，讓父母暫時不必替他
的未來擔憂。為了讓他能順利錄取職訓，轉
介資料上很多重要的訊息都自動省略，於是

這樣固執、天真、不夠成熟的孩子，這

職訓員開始面臨一次又一次的發現與挑戰，

樣無法去表達自己想法的孩子，這樣生氣就

諸如書包內塞滿大大小小的玩具、多達數種

會自殘的孩子，要如何去職場就業呢？結訓

的耳機線、將近百支的原子筆佔滿書包空間、

前夕，我深深的發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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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難題，倒垃圾須走過好幾個馬路口，

● 多層次的職務再設計運用。

小榛有時會疏忽，不會留意兩
邊來車，安全性堪慮。

訓後，我幫小榛在永康住家附近媒合到

第五個難題，小榛是有為青年，進入女廁多

了一個部份工時的工作。由於離家近，工作
內容又只有 C 級難度，高興之餘，我以為小

次被質疑。

榛從此可以順利就業了，殊不知，這才是挑

第六個難題，職場人多嘴雜，多人反映二樓

戰的開始。

廁所有臭味，嫌小榛做不乾淨。
第七個難題，小榛長期施力不當，短短三天

第一個難題，清潔員要負責丟垃圾。丟垃圾

已經折損多組清掃工具。

不難，難在垃圾車未經過門口，
最近的一個垃圾點走路要 20 分
鐘。小榛既不會騎機車，連腳

於是，我開始進行多層次的職務再設計：

踏車都不會，在酷熱天候下須

1. 與職場溝通，購置一台清潔工具車，

用推車來回走四十分鐘，既流

將可能使用的工具放入，方便小榛上

汗又耗時。

下樓清掃。

第二個難題，小榛的記憶力不佳，記不住簡

2. 與職場溝通，將清潔劑及好神拖等工

單的工作流程與步驟。也記不

具，全部換成職訓使用的品牌，讓小

住何時該用何種清潔劑。

榛一看就清楚明瞭，不必再重新記憶。

第三個難題，小榛必須在工作中自己去留意
垃圾車的時間及日期，
無人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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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準備一件工作圍裙工作時穿著，避免

改垃圾車路線，在陳述說明及環保局
派人會勘下 ，終於同意調整該區垃圾

進入女廁時被誤會。

車路線，直接經過大門口。從此小榛

4. 編寫數張不同的工作流程表及工作步

再不必為倒垃圾的事走上長長一段不

驟，張貼在相對應的工作區，方便小

安全的路。

榛察看，避免遺漏工作項目。特別是
倒垃圾的日期及時間，用彩色標註，

● 友善與支持共鳴。

反覆訓練小榛觀看。
5. 與職場溝通，更換耐受力佳的清潔工

一份職業，意謂著經濟獨立、成就感、

具，避免小榛過度折損耗材。

自尊自信，也意味著一個被社會承認的位置。

6. 找出二樓廁所臭味來源，調水泥將蹲

同時也讓平常與障礙者分隔，沒有互動經驗

式廁所邊緣溝槽縫隙填補，並更改廁

的人們，能依循其日常行為，和身障者交流

所清潔方式，指導小榛水洗廁所，徹

往來。

底改善異味。

在輔導小榛的故事中，我不願去強調「他

7. 最困難的傾倒垃圾問題，在總務與會

很努力不放棄……」、「克服困難，生命給

計的支持下，購買了一台萬元以下的

力」、「積極開創希望的人生……」等刻板

垃圾子母車，並聯繫環保局，希望更

化的典範光環。不想使用一堆動詞、名詞、
形容詞的暖心字句。我想強調的是：支持的
概念，友善的共鳴。
輔導員的支持，職場的支持，環保局的
支持，才能建構出小榛工作的順暢與無礙，
人與人彼此間的友善互動與共融，才能織就
出一張穩定的就業網。小榛的就業成功，不
是什麼生命鬥士的標籤與勵志，而是一群人
的友善支持，排除萬難，在不同形式的互動
中，看見彼此的需求，看見對方的存在，讓
身障者逐漸從隱形的狀態中脫離，以適能正
面的形象慢慢融入場域、植入人心。

支持，是小榛飛翔生命的羽翼。
祝福他，一路順風，無限美好。
您願意給其他心智障礙青年一個工作機
會嗎？歡迎與本中心職業重建組翁組長
聯絡 06-2985632、3911531 轉 251。
8

110.1.1 ～ 110.3.1 瑞復動態
3/31 豐舟飲食集團送 188 份愛心午餐至瑞復本部
及各據點，一起歡慶青年節暨兒節。

社會關懷
1/4

米蘭時尚髮型至中心義剪，共 64 位服務對
象受惠。

1/4

安南分部辦理「兒童義剪活動」至米蘭時尚
髮型安和二店進行剪髮共 11 位服務對象受
惠。

1/7

社會參與
1/4

喜樂愛心會舉辦年終感恩餐會，邀請林森生
活園 30 位青年一起至全家複合式料理享用
午餐，讓青年們感受到滿滿的溫暖。

1/10 府城青工總會邀請「瑞復大小聲鼓隊」至振
興里活動中心餐會表演。
1/15 可成科技邀請中心至永康廠義賣。

1/19 起至啟美牙醫診所，進行 5 次口腔檢查，林
森生活園 30 位青年並於 2/4 完成檢查。

3/10 愛希望與愛幸福小作所青年組隊參加慈揚盃
樂樂棒比賽，獲得第二名的佳績。

1/19 中信房屋快樂一家人至中心慰訪。

3/17 樹人醫專物理治療科學生會共 20 位學生前
來中心參訪。

1/28 成功同濟會至中心慰訪。
2/2

台南西區扶輪社暨洪玉鳳議員至慰訪。

2/3

榮酒店舉辦「扭轉奇蹟、犇向幸福」圍爐宴，
黃偉哲市長率林森生活園青年代表接受。

2/3

救國團前主委曾永欽帶領志工 6 名至中心協
助啟能組青年栽種黑番茄。

3/5

慈揚乾燥車車至中心烘被服務。

3/8

米蘭時尚髮型至中心義剪，共 65 位服務對
象受惠。

1/4

安南分部辦理「兒童義剪活動」至米蘭時尚
髮型安和二店進行剪髮共 15 位服務對象受
惠。

佛光山慈航幼兒園園遊會邀請中心參加義
賣。

3/27、3/28
長榮酒店「田裡有腳印」邀請中心參加義賣。

自辦活動
1/5、2/2、3/2、3/23
安南分部舉辦「庄頭逗熱鬧 - 七股場」，前
往七股圖書館帶領社區親子一起聽故事、玩
遊戲。
1/7-3/25（每週四）
安南分部與孩子玩具屋合辦「親子園藝團
體」。

3/17 4EVER HAIR Styling 至林森生活園提供義剪
服務，共有 20 位青年接受服務。

1/13 孩子的玩具屋辦理「庄頭逗熱鬧 - 安南場」，
帶領社區親子一起聽故事、玩遊戲。

3/24 台南市忠義慈善會至中心慰訪。

2/4

3/25 美芝城文化基金會至中心慰訪。
3/30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愛逐積 . 能源公益計畫－
LED 點亮台灣，從台南開始」於中心舉辦啟
用儀式。

中心辦理「109 年度志工感謝會」，感謝長
期志工一年以來的大力協助。

為節能減碳，響應環保，鼓勵您捐贈電子發票。瑞復的愛心
碼為「52088」，諧音為『我愛你，發發』，有愛就會發！
目前有商店只需報「52088」，有些仍需條碼。您可以剪下
本條碼，或是上瑞復網站列印。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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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復益智中心（St. Raphael Opportunity Center）簡介
瑞復成立於民國六十三 (1974) 年十二月，創辦人為美籍安美麗修女，以 Raphael 聖辣法耳
天使為名（希伯來文，意為：天主治療）。民國六十五年二月美籍甘惠忠神父接辦。民國七十一
年辦理財團法人登記立案。民國八十一年八月，由瑞士籍的吳道遠神父接任。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由李雪瑛主任續任。歷任董事長均由天主教台南教區主教擔任。
本中心為服務發展遲緩嬰幼兒及心智障礙或多重障礙人士的日托型社會福利機構。秉持積極
提供個別化教學計劃的教育、訓練、復健等服務，期使心智障礙者發揮潛能，增進獨立照顧自己
的能力，並能融入社會，參與社區生活。四十多年來，中心的服務品質及經營績效，深獲各界肯定，
期間內政部全國社會福利機構評鑑，亦均榮獲優異的成績。
☆機構全銜：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英文名稱：St. Raphael Opportunity Center
立案字號：南市社福字一二六八四號
．電子信箱：stra@straphael.org.tw ．網址：www.straphael.org.tw
．郵政劃撥帳號：00352391 ．戶名：瑞復益智中心 ．統一編號：69678245
☆安平本部
．地址：708003 臺南市安平區漁光路 134 號

政府專案委託計畫：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中心

（健康路三段到底過漁光橋後左轉約 100 公尺）
．電話：(06) 391-1531 ．傳真：(06) 391-1534
☆安南分部 – 早療組
．地址：709019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六段 126 巷 56 號
．電話：(06) 355-4816 ．傳真：(06) 355-7285
☆安南早療服務據點 – 孩子的玩具屋
．地址：709033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 822 號 1 樓
．電話：(06) 256-3797、0932-696-215
☆愛．幸福工作坊
．地址：709022 台南市安南區安富街 199 巷 4 弄 7 號
．電話：(06) 358-8315

．電話：(06) 391-067 ．傳真：(06) 391-1534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環境清潔訓練班
．電話：(06) 391-1531 分機 251
．傳真：(06) 391-1534
☆臺南市政府心智障礙者日間服務中心 - 林森生活園
．地址：701025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500 號 A 棟 3 樓
．電話：(06) 200-7117 ．傳真：(06) 275-8816
☆瑞復益智中心附設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 愛．希望工作坊
．地址：708005 臺南市安平區怡平路 442 巷 18 號
．電話：(06) 298-5632

宗旨
關懷最弱小人士的耶穌基督，是我們服務的榜樣和導師。
因此，我們深信有人的地方就有愛，有愛的地方就有希望。
這個希望就是：身心障礙人士能和一般人一樣，擁有正常生活與學習環境，
享有一般人的權利，也盡一般人應盡的義務。
服務對象
0 ∼ 6 歲，18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除精、視、聽、語、肢障外）及發展遲緩證明者。
服務項目
早期療育 • 特殊教育 • 復健服務 • 生活技能 • 職業訓練 • 職業評量 • 就業服務 • 親職教育
社會工作服務 • 交通服務 • 諮詢服務 • 交通服務訓練 • 政府委辦事項

瑞復益智中心需要社會人士的支持
，感謝您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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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瑞復之友：您好！
長期以來，因為有您的捐助，使我們得以全心為發展遲緩與心智障礙朋友服務。謹此致上
最高敬意與無限謝意！
為了您的方便，我們增設郵局自動轉帳付款，請於下列授權書填寫您的資料，傳真或郵寄
回本中心，我們將為您辦理有關事宜。若有任何問題請電（06）391-1531 轉 234 陳小姐洽詢。
謝謝您對瑞復益智中心的贊助及支持，我們收到捐款後，將立即寄上收據。
＊傳真：（06）391-1534
＊郵寄：70841 台南市郵政信箱 4-18 號 瑞復益智中心
瑞復益智中心 敬上
捐款人資料表
捐款人姓名：

□先生

電話：（H）

□小姐

身分證字號：

（O）

行 動：

地址：□□□□□
捐款方式： □月捐
金

額

每單次

新台幣

捐款金額

（大寫）

□季捐
億

□半年捐款
仟

佰

新台幣（小寫）
捐款期間：自

拾

萬

□單筆
仟

佰

拾

元

元

年

開立收據名稱：□捐款人

□一年捐款

月至

年

月止

□其他（請填寫名稱）：

收據寄發方式：□年度彙總合開乙張

□按次開立但年度彙總寄發

索取瑞復相關訊息（免費）：□季刊

□電子季刊

□電子月訊

□按次寄發
□不需寄發

E-mail（索取電子報請務必填寫，並避免使用 yahoo 信箱）：
捐款方式（二擇一）
郵局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同意

授權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

發卡銀行：
信用卡別：□ 聯合信用卡
□ MASTER

中心，自本人之郵局帳戶直接轉帳捐款。
存

戶

名

□ VISA
□ JCB

□□□-□□□□□□□□-□□□□

信用卡號：□

稱：

存戶身分證字號：
存 簿 立 帳 局 號：

有效期限：（西元）

存 簿 儲 金 帳 號：

持卡人簽名：

年

月

劃 撥 儲 金 帳 號：
授 權 人 簽 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以下資料由中心填寫
授權碼：

瑞復之友編號：

審核：

經辦人：

我的

來說！
己
自
我
由
，
行政組長 / 余德玲 組長
想望與故事
楔子：倡議，可以走上街頭、石破天驚，
也可以細水長流、滴水穿石，
而瑞復，選擇後者。

以戲劇＜ 3+1 CRPD 劇團＞心～綠野仙蹤快閃公演計畫
倡議＜障礙者權益 - 公平參與、機會平等與
權益保障＞，瑞復做以下思考～
1. 倡議，是針對＜社會議題的不足或促成＞，
進行正向改變、持續而積極行動過程。
2. 落實 CRPD 觀念深植，其實就是生命座標
的概念，應由時間軸（自小扎根）、空間
軸（不分族群與 所在）與生活軸（深化於
個人）開始；CRPD 其實就是人權公約，
不是只有障礙者才需要關注。
3. ＜我的想望與故事，由我自己來說！提供
我一個講台，我就是自己的發言人！＞，
障礙者以同溫層 外的生活圈範圍，為自己
的權益及 CRPD 代言，讓倡議目標更具有
動能！
4. 台灣推動身心障礙服務多年，以下的聲音與
事件還是存在於社區。家長含淚傾訴：曾帶
自閉症孩子 至公共場所活動，突然的情緒
暴走，引來周圍民眾嫌惡、冷漠的眼神，
造成她很大的創傷，一直無 法走出陰影，
故若與孩子一起出門，只參加瑞復辦的家
長團體或活動，才能讓她覺得溫暖又安心。

以上的故事，卻讓瑞復有其他省思：
（1）家長相互支持的活動固然提供了溫暖，
但障礙者家庭的生活主軸畢竟在社區，
找到方法並持續行動，藉以改變嫌惡障
礙者的心態，營造友善環境即是迫切需
要努力的方向。
（2）友善環境的建構與對話、堅強利害關係
人的內在力量，支持自己與孩子在社區
中安然自在生活，才是倡議＜友善、無
障礙社會＞的主要目標。
故，瑞復青年主張＜我的想望與故事，
由我自己來說！＞，而以劇團倡議 CRPD 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平權，在城市的每個角
落演出，為自己的想望發言，期許看似公平，
實際上暗潮洶湧的社會歧視，能重新正視進
步社會的指標：
1. 公民能否善待？得以發自內心尊重各式不
同的族群？
2. 並在需要時，行動支持公平參與、機會平
等、權益保障等人權。

瑞復青年希望＜ 3+1 CRPD 劇團＞的目標是：＜無需求被下架！倡議任務完成、光榮解散。
＞，因為大家已知 CRPD 並非專屬於障礙者，而是每個人的人權公約，更成為社會公民的
價值～身障者只是人類多元光譜的一環，是友善社會的日常與存在！一起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