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唷！
嘿唷！嘿
拔蘿蔔～

大小朋友開心地把每一個袋子都裝滿滿白玉蘿蔔！
～感謝鄭光宏夫妻邀請中心孩子到他們的美濃田地體驗拔蘿蔔樂趣！

發行人的話

愛的季節
李雪瑛主任

「聖誕節」是一個愛的節日，耶穌的誕生

難；祈求天主賜給瑞復恩寵能繼續執行他設立

是天主對我們表達最大的愛，也是人們互相表

的使命。這一天，愛的能量在我們中間流動。

達關懷的日子，這一段時間感謝大家對瑞復大

「新年頭，舊年尾」是審思過去計劃未來

小朋友的關懷，有鞋盒禮物、火雞大餐、表

的日子，透過這一期的季刊，各組將105年在

演、融合活動……，相當充實忙碌的日子。

服務上最想與別人分享的成果整理出刊，一方

12月24日「聖誕節」這天，我們以親子運

面審思服務過程的酸甜苦辣與得失，也透過字

動會的方式慶祝瑞復43歲生日，邀請以往曾在

裡行間讓大家更了解瑞復各部門所執行的不同

瑞復學習的小朋友和啟能組、學前組、安南分

任務，期待大家的認同，讓生活在我們周遭的

部和林森生活園的大、小朋友、家長大家共聚

身障朋友有更大的支持力量。

一堂舉辦運動會，當小朋友舉著會旗進場、聖

持續運作五年的社區家園服務將告一段

火從家長會長的手中傳給啟能組的青年點燃聖

落，因為聯合勸募補助瑞復的自力支持方案－

火的那一刻，心中充滿感動與希望，我們一起

「住宿體驗營」執行方式及成果更符合現階段

祈禱感謝讚美天主：感謝天主賜給關心我們的

瑞復青年的需求，期待結束社區家園服務後有

爸爸、媽媽，讓瑞復的大、小朋友能在愛的家

能量擴大「住宿體驗營」的辦理。106年計畫

庭中成長茁壯；感謝天主派遣非常多的善心人

新增「小作所」服務，期待與慈陽基金會協助

士幫助瑞復能持續執行使命43年不間斷；祈求

瑞復已辦理兩年的「中途職場」服務結合，讓

天主賜給大、小朋友有勇氣努力學習不怕困

瑞復對智青的職業重建服務更加的完備。

★狂賀一!!
中心職業重建組獲臺南市政府勞工局105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績優單位&105年
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機構評鑑優等。

★狂賀二!!
幼兒服務榮獲「105年王詹樣基金會早療評核」日托92分、到宅93分肯定！感謝王
詹樣基金會持續的嚴格督促與溫暖支持，讓中心更用心推動專業服務，深深致謝！

★狂賀三!!
安南分部施美英組長，榮獲台南市政府社會局2016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跨專業服
務／績優人員表揚，實至名歸！

感謝！

＊105年10月～12月發票募集張數24,600張，上期中獎金額
＄28,000元。謝謝大家！深信下一期大獎會落在瑞復，挹注
急需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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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欄

愛的故事-學前組早療服務

圓夢計畫～溼地生態遊湖之旅
學前組 / 黃瑞瑩 教保員

我們的孩子需要多元體驗與教學，特殊孩

搭船遊台江是圓夢之旅的重頭戲，坐船繞

子不該侷限小小一角，大人要多站在他們的角

行台江內海一大圈，時間70分鐘。由於輪椅無

度看事情，而不自以為是地幫孩子「覺得」和

法上船，所以肢體不便的孩子，除了教保員攜

做決定。此次的圓夢計畫是選擇小朋友較少接

抱外，還需要辛苦的志工幫忙了。當天天氣宜

觸的「濕地之旅」。從四草大眾廟搭船遊台江

人，海風徐徐稍有涼意，豪豪喜歡到戶外玩，

內海，對有些孩子來說，是初體驗呢！

對於第一次搭船的感覺有好奇的表情，船經過

行前以圖片和影片介紹濕地的景觀生態和

紅樹林、四草大橋還看到安平古堡，可惜白鷺

生物，例如紅樹林、白鷺鷥、招潮蟹……等。

鷥在遠遠的地方、小朋友無法近距離看到，潮

由於孩子對這些名字相當陌生，所以我們以較

汐的關係也無法看到招潮蟹。下午在鹽田文化

簡單的名稱如：樹、小鳥、有大剪刀的螃蟹等

村進行體驗，文化村在早年曬鹽的年代是一個

取代。課程中，嘉嘉可以在兩張圖卡裡指出

熱鬧的社區，時代替換，這裡成為讓人參觀緬

「螃蟹」的圖片；翰翰能清楚的指出樹、小鳥

懷的一個地方。稍做

和螃蟹，真的很不錯！

休息後帶小

當天一早到達大眾廟，孩子先到一旁的抹

朋友逛文化

香鯨館參觀，繞著大大的抹香鯨母子骨頭標本

村，結果孩

櫥窗繞一圈，實際體會鯨魚的龐大，一旁的螃

子最喜歡的是

蟹標本讓很少接觸相關事物的宥宥、云云、櫻

早年運鹽的小

櫻都會專心看一下！

鐵軌車，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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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玩順便練練站，真的是一舉兩得！

老師和志工阿伯來來回回用腳滑動鐵軌車，換
來孩子驚呼和開心的笑容，

圓夢計畫讓孩子度過不一樣的

坐了好幾趟櫻櫻、翰翰、云

一天，雖然有點累，但從臉上的笑

云還意猶未竟不想下來呢！

容裡知道他們是喜歡的。美好的一

一旁迫不急待的阿嘉一直

天，感謝「社團法人台南市身心障

「好」、「好」的出聲音，

礙學生教育協會」和志工的陪伴，

想要玩。果然站在鐵軌車

因著您，孩子的生活更加充實美好。

上玩幾趟都不願下來，一

焦點專欄

愛的故事-安南分部早療服務

早療之酸甜苦辣的小故事
安南分部 / 張懿光 教保員

酸

阿公帶著小睿來療育一段時間了，小睿的發展逐漸跟上同學，也能自己看圖說
故事和老師聊天。阿公當然很是開心；但有件事阿公一直壓在心頭上，無法釋懷，
每每和老師交談總是落淚。原來阿公看過孫子夜晚仰望星空暗自落淚的小小身影，
阿公覺得孫子的小小心靈是否憂鬱？是不是因為自小失去媽媽和長期對父愛渴望的
失落造成的？他擔心他的愛不夠彌補父母的愛，更擔心兩老無法陪伴他長大，阿公
希望老師能幫他證實想法。老師在一次閱讀繪本時，利用機會和
小睿談起媽媽，小睿的聲音比平時小聲，表達時也會有些遲
疑，在灰灰的低氣壓下，老師希望給些太陽，答應小睿下次
上課帶望遠鏡，一起看看住在天上的媽媽。時過境遷，我
的心仍是酸酸的，希望以後的日子，小睿仰望星空時能透
過思念媽媽擁有更多力量，也希望持續在阿公阿嬤的關心
愛護下，健康平安堅強的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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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佑佑2歲多就來上早療課程了，沒多久就能簡單表達
自己的意見，上課時總是有著與眾不同的表現，帶來許
多可愛的火花。記得有一次請他上遊戲器材，爬樓梯、
走過平台，滑溜梯下去，老師的引導故事是過河上橋，
他的創意則是上交流道，走高速公路下交流道。老師順著
他的故事，上交流道爬上 梯，走到平台，剛好遇到一位剛在
學習走路的孩子，扶著欄杆站在那兒，老師提醒他走過
去不要撞到弟弟，他很鎮靜地告訴我： 這裡是雙黃線
不能超車」。佑佑就讀大班時，經過發展評估覆評無
遲緩而結束早療課程。在一次瑞復園遊會遇到了讀小
四的他，媽媽開心的分享他將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地理
大會考，聽到這樣的消息心裡真是開心。
＊

＊

＊

＊

微微是所服務的幼兒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全身僵直的她，不僅像禁錮在瘦弱的軀

苦

殼裡的女孩，夜裡更是會因癲癇發作醒來而無法入睡，而白天也因為癲癇發作而吃不
好，將剛管灌的食物又溢吐出來。一家人付出無比的努力，就醫、按摩、肢體復健、
做輔具、擺位、藥浴等等，只要是能幫助微微能減輕一點身體病痛的，家人都會不
辭勞苦。常常捫心自問微微在一週90分鐘的早療課程中，我到底能為家庭分擔的有多
少?真的是很少很少。陪伴微微的時間不長，她偶爾會眨眨眼，似乎想說些什麼，或
表露甜蜜的笑容，若那天上課沒看到她的笑容，下班時的心情似乎總有說不出來的苦
澀。我知道對一般孩子的期待之於她，是奢侈的，而我也只能祈禱上天讓身體被禁錮
的她，心靈能有佛陀拈花微笑的甜蜜笑容。
＊

辣

＊

＊

＊

＊

小晴4歲，經過團隊評估能力與表現有極大的落差，要求她做有挑戰性的活動，
在招數用盡時，我會小聲說話，經驗告訴她，我小聲說話是最後的底線了，她知
道，接下來是一定要做的，壓力來到了最高點，她會尖聲向我說： 你不要小聲說
話」，然後陷入哭泣。由過往的服務經驗中，讓我意識到孩子的社交互動、環境適
應能力再不突破，接下來的發展里程會有卡關的疑慮。於是我決定利用繳交月費的
機會，讓孩子嘗試直接接觸已經認識半年的錦雀老師，在徵詢家長的同意
後，我預告小晴這件事，雖然她仍如往常抗拒，但是我一邊安撫她一
邊抱起她，快速的完成這個學習經驗。之後的課程裡，我漸漸的要
求她學習自己穿襪子，和同學打招呼，雖然嘗試學習過程常常伴
隨著哭泣、半推半就中完成，但是也看到她正在一點點的進步。
但是，有一天媽媽開口對我說： 老師可以不要讓她哭嗎？」，當
下我的心覺得有些熱熱辣辣的。我理解媽媽的心情，我也還需要
再努力，用更好的教學方法，讓每個孩子都夠在快樂中成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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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故事-啟能組成人服務

第一屆瑞復星光大道走秀選拔
啟能組 / 洪文慧 教保員

彩的，
豐富多
是
像
美的形
的。
處出現
到
是
而美也
遍的愛
就有普
中
性
人類本
求。
美的要
爾～
～黑格

給予他人稱讚，有時候教保員稍微有點打扮,
治療師弄了個新髮型一整天下來都會被好幾個
服務對象稱讚，他們懂得去欣賞他們覺得美的

11月2號如果你來到瑞復，你會從門口開

事物也懂得去表達出來，啟能組的工作人員看

始就聽到節奏輕快的活潑音樂，再靠近一點，

到了這一點開始想著怎麼樣能讓青年們更多的

你會發現一條用氣球精心佈置的伸展台、一幅

更貼近的去接觸美呢？

瑞復青年自己設計的海報，有幾位教保員拿著

因為一個緣份一件白紗來到了瑞復的啟能

衣物或飾品忙進忙出與你擦身而過，最後你

組，教保老師抱著一些好奇與興奮為我們幾個

進到簡報室驚訝的發現你宛如走到了充滿著

服務對象套上了這件白紗，發現灰姑娘變成公

model、工作人員、妝髮師的時裝展後台，原

主的故事發生在了瑞復，每一個服務對象換上

來當天是瑞復的第一屆星光大道走秀選拔 一

了白紗時都成了閃閃動人的公主，女青年們在

個啟能組全體的大日子，現在離開場還有一點

帶了點害羞與不適應中也掛上了開心與自信的

時間，你想趁這個空檔先了解屬於這個大日子

笑容，這樣體驗美的經驗，使得我們的服務對

背後的精彩故事。

象成了美的主角，而教保老師們則看到了機會
開始了紳士美女養成計畫！

美是什麼？這並不是一個很好回答的問
題，但美卻是一種很容易讓人了然於心的感

好看的衣服可以尋找資源得到，但好看的

受。它是主觀且靠近心靈的，它是拿來體會而

體態、懂得選擇卻是需要時間來練習。健康對

非理解的，它是沒有門檻所有人都可以體會到

服務對象來說往往是比較抽象的概念，體適能

的。大日子背後的故事就是一段親身經驗美的

的進步往往是治療師、教保員、家長歡天喜地

故事。

而瑞復青年仍然一頭霧水，但一件衣服從穿起
來緊繃到合身、拉鏈從一開始動彈不得到後來

瑞復青年每個嘴巴都很甜也都毫不吝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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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抵達中心，對我們的服務對象是直接且明

碑，你將心思拉回發現現場已經充滿期待與緊

顯的回饋，各個神仙教母 父靠著「這樣穿漂

張的氣氛，20位參賽者已經就位，主持人以活

亮的衣服才會好看哦」循循善誘服務對象成功

潑的方式開場一一介紹我們的參賽者，主持人

的讓不少人減重與加強體適能。

為每一位參賽者想了獨特又貼切的介紹詞，掌

Model 花不少時間練習台步與姿勢好駕馭

聲與笑聲開始響起，第一位參賽者穿著禮服踩

衣服，服務對象們在這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

著高跟鞋走上星光大道亮麗登場，陸陸續續一

從依樣畫葫蘆的模仿照片中的明星擺 pose 到自

個一個具有個人風格的參賽者走上伸展台踩著

由發揮甚至彼此幫忙設計動作，慢慢的衣服加

走路有風的步伐，或許仍然有些緊張但每個參

上體態再加上 pose 之後我們開始加入攝影的應

賽者臉上都有最坦率的笑容，那是發自內心覺

用拍了服務對象的沙龍照，練習當平面 Model

得 I AM THE BEST 的自信。
今天你看到了許多笑容有充滿自信的有充

也在鏡頭的另一側學習當攝影師，透過鏡頭發

滿驚嘆的，你真心的為參賽的服務對象喝采因

現美。
教保老師們在整個過程中不停的鼓勵青年

為他們表現的是那麼的好，而這一切是透過很

們為自己做選擇，選擇自己想嘗試的服裝選擇

多努力得來的，你與坐在你身旁的青年們互相

可以展現自己的姿勢也選擇要不要為了更好的

討論今天的所有事情，你看到教保老師們投入

自己做出改變，透過選擇讓服務對象體會到掌

的參與也玩的不亦樂乎，透過所有人的努力與

控自己生活的力量且經驗更完整的生命也去學

合作辦成了一個這麼有趣的活動，你知道我們

習與選擇連帶一起「負責」的模樣。

對美的體驗不會停止，而這段發生在瑞復的故
事也會繼續。

這一個故事從2013年開始到現在
今天是一個成果的展現一個小小的里程

1、2、3大家來運動！
啟能組 / 鄭雅文 教保員

「1、2、3、4」「5、6、7、8」每當聽到

素）的綜合能力，體適能較好的人，不論是在

服務對象跟著數數一起附和書卉治療師的前面

生活或是工作中，便能擁有較好的體力與反

四拍時，縱使部分服務對象的動作總是不到位

應，來應付需要處理的一切，也因為如此，健

的小動作，或模仿不來的跳得亂七八糟，只

康狀況也會比較好而不容易生病。回歸到服務

要聽到精神抖擻並且整齊的喊出「5、6、7、

對象們的身上，他們在中心的作息不外乎是作

8」，就是會讓人覺得在陽光的陪伴下運動是

業、休閒或社會參與活動等各種活動的參與，

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不斷的運動的確也是我

最基本的便是生活自理，一個擁有較好的體適

們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能的人，面對這麼多樣的活動內容才能有體力

體適能的定義，可視為身體適應生活、動

去參與，對於自我處理生活細節上也才能提醒

與環境 （例如；溫度、氣候變化或病毒等因

自己而做的完整，不管是對自己或者對家人，
7

步驟運動，他們一次次的練習，雖然動作較為

都是有利的幫助。
還記得幾年前中心剛開始將體適能切入服

簡單且速度不快，但長時間下來的練習，也讓

務對象們的生活中時，除了基本的身體組成

大小聲鼓隊的隊員們有了更好的體力與精神，

(BMI、腰臀圍)，藉由治療師替服務對象們測

面對大量的練習及多場表演都可以游刃有餘。

量的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及六分鐘跑走，所

其他當然也包含樂樂棒、滾球、槌球等遊戲進

反應出來的肌力、肌耐力及心肺耐力結果，針

行下的體適能活動，還有一早到中心後的晨間

對測驗結果不佳的地方，我們教保員們便跟隨

運動，每周一次治療師帶領的有氧運動，每周

建議設計幾個動作來實施，最開始借助的便是

兩次巧妙利用中心的大自然環境及設備的體適

健身器材，但健身器材有限，可以訓練的目標

能園區，可以進行行走斜坡道、走平衡圈、跳

有限，著實讓身為教保員的大家傷透腦筋阿！

格子、走直線、蹲走、跨階及拉筋等的環境，

接著中心便辦了很多研習，帶領我們去認識身

剩餘兩天則使用影片模仿動作，讓他們選擇想

體上的每個構造，針對服務對象們的狀況告訴

跳的影片進行運動，一周內滿滿的運動，讓大

我們為何會駝背、為何腳會沒力等，身體前側

家一直持續在動的狀態，從一開始如果要運動

的筋緊也連帶著影響身體後側的筋，肌肉亦

便懶洋洋，到現在只要提醒他們去哪裡運動

同，整個身體都是會連帶影響的，並且告訴我

囉！便會發現大家互相幫忙指路到指定地點運

們最好的運動便是將他們體適能目標帶入生活

動了呢！

中，藉由活動或遊戲的進行，間接讓他們可以

從去年開始治療師亦加入更多的測驗項

運動到該運動的地方，而不是死板板的做無聊

目，體脂肪測量、肱二頭肌屈舉、1分鐘坐

的動作。例如手肌力肌耐力不足的人，便可以

站、上肢肩關節柔軟度(一手頭後一手後背的

藉由作業活動或是環境清掃時間，準備所需使

距離)，讓我們更了解服務對象們的身體狀

用的器材時需要搬動物品而讓手更有力，手臂

況，也藉由常常與治療師的討論，運動目標策

不習慣舉高的人便可將物品放高處拿取或是玩

略的微調，讓有不錯的體適能的人可以繼續維

籃球丟籃框遊戲等，將這些目標默默的融入在

持，有需要加強體適能的人可以因運動而身體

活動中時，發現服務對象們不會糾結在自己做

的感覺度增強，隨著服務對象們的年紀逐漸增

不到的想法上，而是漸漸的會露出我要完成任

長，擁有好的體適能更能減緩他們的退化，減

務那樣的神情呢！

輕他們本身及家人的負擔，所以運動何嘗不是

隨著研習的充實知識，帶領我們認識更

一件很棒的事情呢？其實無論是服務對象還是

多不一樣的運動方式(如：瑜珈、有氧運動、

我們一般人，擁有好的體適能真的是很重要的

TABATA、ZUMBA、核心訓練及肌力訓練

關鍵，讓我們一起來運動吧！！！

等)，利用這些運動的基本精神融入我們的體
適能活動，瑜珈常使用的彈力帶調整他們的駝
背、有力量的支撐而可以伸展長久以來少用而
緊的筋，調整了他們的體態也多了一些樂趣，
要模仿教保員動作又要征服彈力帶，我們也盡
力幫助他們能夠順利做出對的動作，不管活動
時有沒有用到彈力帶，看著他們忙碌又專注的
模樣，常常深覺感動。PATAPA重複練習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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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1～105.12.31 瑞復動態
社會關懷

10/01 「瑞復大舞團」參加動保處活動-寶貝犬貓讓愛
飛躍2016，熱力開場！

10/06 共28位大小朋友至「林澄輝基金會日間照顧服

10/08 法 扶 基 金 會 舉 辦 「 人 權 美 學 京 昆 專 場 宣 導

務中心」孝敬阿公、阿嬤喔∼

會」，中心前往義賣。

10/09 興毅純陽聖道院的重陽節敬老活動，中心大小

10/15 大億麗緻週年慶活動，中心大小聲鼓隊前往演

聲鼓隊前往演出同樂。

出同樂。

10/17 「不刈樣」就是不一樣，林老闆特地公休一天

10/22 參加「靈龍舞蹈團」2016年度創作展，學習看

至中心做刈包分享給大小朋友呢！

展的禮儀。

10/18、11/15和12/21

10/30 啟能組15位師生至永華田徑場參與「105澄輝盃

永慶房屋的志工伙伴至中心與大朋友一起歡聚

滾球大賽」，獲得第二名唷！

聯誼。

11/26 町洋企業招待小朋友觀賞「紙風車劇團」劇

11/01 聖功女中50名師生至中心與大朋友進行團康聯

作，全家大小都看得目不轉睛呢！

誼，超級活潑有熱情的。

11/27 瑞復大小聲鼓隊受邀參加台南市心智障礙關顧

11/24 米蘭時尚髮型來幫大小朋友剪頭毛，男的帥、

協會之園遊會舞台開場節目。

女得美唷！

11/27 統一社福會邀請大朋友觀賞「弦月之美-第20屆

11/25 安侯建業志工日，安侯的大哥哥大姐姐來與大

身障人士才藝大展」。

家共度美好的一天。

12/03 參與「國際身障日幸福嘉年華會」，不僅設攤

12/02 「客再來當歸鴨」老闆娘至中心煮當歸鴨幫大

義賣，也派出瑞復大舞團登台表演哦！

小朋友補冬哦∼∼∼真的超級軟嫩好吃的啦！

12/3、4 參與永康區公所舉辦的「2016宜居永康文化市

12/02 新光銀行至中心與大朋友一起「做燈籠∼好有

集」義賣活動。

趣」。

12/04 設攤參與由天主教台南教區主辦的「聖誕節

12/04 燦揚公司配線部共30人至林森生活園協助環境

踩街點燈晚會」，更結合大朋友與志工們的

清掃。

「PaPaGo最終場」一同感受溫馨聖誕氣氛的踩

12/19、20 「龍鳳北平烤鴨」邀約「翔品北平烤鴨」分別

街點燈活動吧∼∼∼

以鴨送愛，與大小朋友分享唷！

12/15 到美濃體驗拔蘿蔔樂趣，回到中心，大朋友還

12/21 臺南聖教會-彩虹劇團至中心表演「聖誕劇」給

不斷唱著拔蘿蔔~拔蘿蔔，玩得好開心！感謝鄭

小朋友觀賞哦！

光宏夫妻。

12/23 府城同心會裝扮成聖誕老婆婆來跟大小朋友分

12/17、18 參加中華日報主辦的「寵物嘉年華會」義賣活

享糖果，傳遞喜悅，聖誕快樂喔！

動，狗比人大的「大白熊」，迎面而來要撞倒

12/23 「凹喵聖誕送愛到灣裡收容所」，大朋友帶著

攤位，實是太驚喜了！

零食至收容所與毛孩子們分享聖誕喜悅。

12/22 感謝台南郵局陳秀美股長帶著同事來和大朋友

12/25 家樂福安平店帶著火雞+雞翅+紅藜烤雞+德國

一起寫聖誕卡片，寫下真心、寄出愛。

豬腳來到瑞復，共享耶誕喜悅。

12/27-29 參與新樓幼兒園的義賣，看著家長一遍遍的教

12/25 「台南市音樂教師學會」、「慕紅豆」、「尋

育孩子如何購物，實在感動。

早早餐店」募集耶誕禮物送大小朋友。

12/30 「瑞復大小聲鼓隊」受邀參加「台南市好人好

12/25 台南海事學校校長帶領學生，把手作薑餅屋、

事運動協會」八德獎歡迎會開場演出活動。

餅乾與小朋友分享。

自辦活動

社會參與

10/07 林森生活園舉辦「親子Fun心微旅行」。

10/01 參加「夢想田音樂會」的薰陶，氣質更好了！

12/7 安南舉辦「家長教室」，透過製作乳酪引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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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業務）交流

長分享教養心得。
12/11、12/21、12/28

10/07 惠民啟智中心共45位師生至中心與大朋友交流

「 健康跟著我系列講座」∼有健康的體魄，照

聯誼，相互學習。

顧者的路才能走得遠。

10/08 鄭貝如老師帶領亞洲餐旅的學生揮汗整理，讓

10/15 一年一度的園遊會圓滿完成，因為有舞團、攤

瑞復的大小朋友有一個嶄新的教室。

位、志工朋友愛的付出，讓今年畫下完美的句

10/21 蘆葦啟智中心共17位師生至中心中心與大朋友

點，有大家真好。

交流聯誼，相互學習。

10/16 啟能組假日活動-PA PA GO首發「烤肉趣」∼平

11/07 共3位大小朋友代表中心前往德蘭啟智中心參加

常動口不動手的大朋友，也拿起墊板幫忙在旁

「自我倡議比賽」，讓社會大眾更加明白身心

搧風點火呢！

障礙者的需求哦！

10/17 小天使診所至本中心為大小朋友施打流感疫

11/11 屏東科技大學共100位師生前來與大小朋友融

苗。

合。

10/22 辦理「住宿體驗營分享茶會」，12場宿營已落

12/22 安南辦理「聖誕融合活動」，結合慈航幼兒園

幕，邀約爸爸媽媽來喝茶聊天，聊聊孩子們在

及南台科大幼保系學生們， 透過一連串的活動

外居住的獨立過程。

與遊戲，豐富小朋友生活體驗，更是重要的早

10/31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環境清潔維護班舉辦結訓

療社區宣導呢！

典禮。

12/28 台南女中39名師生至中心與大朋友進行融合活

11/01 中心舉辦諸聖節祈福禮的活動，為中心大小朋

動，紛紛覺得瑞復大朋友很可愛，也直言回去

友祈福哦!

要更認真讀書，為社會再付出一己之力。

11/03 共60名小朋友及老師、志工至四草大眾廟進行
「築夢•圓夢~溼地生態遊湖之旅」。
11/11、12 林森的6位大朋友體驗了一場離家在外住宿的小
旅行。
11/20 啟能組假日活動-PA PA GO第二彈「遨遊古
都」∼在台南公園玩大地遊戲，然後外帶麥當
勞到文學館野餐，志工們頻頻發現大朋友的優
勢能力，覺得非常感動。
11/13 辦理「手足趣味活動」由成功大學慈幼社設計
有趣的闖關遊戲，計50人參與。
12/15 安南早療組的聖誕踩街，藉著聖誕節報佳音的
活動，與社區居民一起歡慶聖誕節!
12/17 「陪伴，一直都在」親職充電站，邀請蔡傑爸
和大家分享家有特殊兒的歷程；下午由小葫蘆
故事團和家長分享如何用繪本的美好增進和孩
子的互動關係，同遊繪本世界∼
12/18 「雙老安心過講座」∼孩子漸漸大了，我也慢
慢老了，這是所有照顧者都在思量的問題。該
怎麼做，就讓我們徹底的分析一下吧!!!
12/22 召開半年一次的「權益委員會」。
12/24 「42週年校慶趣味競賽&校友回娘家」∼大家
玩得好開心啊！中午圍爐呷燒燒共同歡慶瑞復
生日與聖誕節的到來唷！

林森生活園的6位大朋友體驗了一場離家在外住宿的
小旅行，去了大東夜市和南元農場，更把握夜晚的
好時光，敷著面膜、舒服地坐在沙發上看電影、吃
消夜！是簡單，卻沒有做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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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欄

愛的故事-職業重建組就業服務

慈心飛揚 璨如朝陽的中途職場服務
職重組 / 李○瑛姊姊 代述

我是一名聽語障者，現在已經快50歲，姊
姊告訴我，只要再過7-8年，我就可以退休領
月退，所以工作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只是，
我也曾經被資遣因而待業多年，那段時間真的
非常煎熬，好怕坐吃山空的那一天很快到來。
記得那年在某知名紡織公司從事作業員工
作，已有十幾年的職場經歷，因遭公司關廠歇
業，無法持續工作，頓時之間生活失去重心，
因聽力及語言障礙溝通不易，待業期間雖然常
前往住家附近的就業服務站，偶而盼到面試機
會，但對方的答覆常常是「等候通知」。我很
討厭這種感覺，它總是讓我更加焦躁不安甚至
動怒，與家人的爭吵更成家常便飯。
幸好，姊姊幫我找到了瑞復益智中心，提
供職業重建的服務，我在中心學會了洗車的技
能，也透過該中心的支持性就業服務重返就業
市場，瑞復的老師告訴我：這份清潔工作的地
點，距離住家很近，走路5分鐘就到公司，中
午還可以回家吃飯休息，交通費與午餐費都可
以省下來。能在職場上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
想到這點就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很喜歡這個工作環境，總算可以靠自己
的力量繼續賺取生活費用，減少對家裡的依賴與
家人的摩擦。然而在穩定就業多年後，門市經理
今年2月份時通知我，門市將於年後歇業，門市
的同事都轉調或是另有高就，我需要等候公司後
續安排，但不一定能順利轉換職場，想到可能又
要面臨失業窘境，讓我想起昔日那場噩夢，何況
當時我還算年輕，現在我已經老了，焦慮像滾雪
球般襲來，讓我日日難以成眠。
家人再次的向瑞復的職業重建組提出服務
需求，雖然瑞復已經不再承接勞工局業務，但
另向慈揚基金會補助「身心障礙能力提升服務
活水計畫」，辦理中途職場就服員了解始末
後，並向姐姐說明中途職場的多元服務，包
含：交通訓練、技能強化、人際溝通……等相

張清慧就服員 / 彙整

關職前準備訓練。招生對象主要是1.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且具備就業動機者，待業中。2.生
活能自理、行動方便，經評估適合入場者。
3.自特殊或相關學校、機構畢（結）業者。訓
練項目：包裝、清潔，洗車等工作技能，招生
採隨進隨出，不收費用但需自行負擔意外保險
費與餐費，每期以三個月為限。
經過與就服員的討論後，為了強化我的就
業能力與維持規律生活，同意讓我在轉換工作
區域期間，先接受中途職場服務。在該期間，
就服員陪伴我搭公車到指定地點，為工作轉換
的能力做準備。平時我的溝通受限個人障礙，
造成無法清楚表達，故有時會伴隨肢體動作出
現，但每當對方無法立即清楚我所表達的內容
時，我就會有情緒，在中途職場遇到類似的情
境時，我也一樣會不高興。
就服員通常都會用手勢提醒我：以深呼吸
調整生理節奏，再透過簡單文句，才能與對方有
良好的人際互動。執行清掃樓梯區域，遇到有人
上下樓梯，會提醒我暫停手邊的動作靠邊，讓走
樓梯的人先通過，再繼續進行，諸如此類的技能
訓練，目的是強化良好的工作表現。
今年4月初透過就服員的積極協助，讓我
再次獲得工作機會，轉調門市繼續做清潔工
作，初期就服員還陪著我適應新環境，並提供
公車搭乘的交通訓練，協助我順利轉換職場，
並將學到的「深呼吸、有話慢說、不要輕易發
脾氣」運用到職場，減少溝通不良的機率。
瑞復的老師表示：中途職場的服務是慈揚
基金會的大力贊助才產生的服務方案，姐姐和
我都想感謝慈揚及瑞復的幫忙；105年新的改
變是：工作之餘，我也開始擔任瑞復的志工，
奉獻我的能力。老師說：慈心飛揚∼璨如朝陽
的中途職場方案服務，應該可以協助我安心工
作至退休，我想也是。

小照片⋯⋯
說故事

大小朋友至「林澄輝基金會日間照顧服務中
心」跳舞給阿公、阿嬤欣賞，還幫長輩搥搥
背~嗯~~阿公、阿嬤露出放鬆的表情，可見多
舒服呢！重陽節快樂～

安侯建業志工日，安侯的大哥哥大姐姐與大朋友做朋友，一起學習
搭公車至安平樹屋一日遊呢！

「凹喵聖誕送愛到灣裡收容所」，由大眾朋友認購凹喵寵物零食，
大朋友帶著零食至灣裡收容所一同與毛孩子們分享聖誕喜悅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