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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迦書06章6-8

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甚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

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世人哪！耶和華

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執行長的話

路得學園25週年生日快樂！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

流地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路加福音 6:38

　　初次接觸到「路得學園」大約是民國八十五年左右，再次接觸時已經是民

國九十六年了，當時學園因龐大的虧損，面臨即將關閉的窘境，一位家長找上

了我，希望我可以幫助學園，和妻子多次的禱告尋求後，我們知道是上帝要我

們做的，於是我們離去原來優渥的工作環境，來到路得，現在回憶起當時真是

相當不容易。

　　過去我曾任職知名科技公司與食品公司管理階級主管，一次父親在工地發

生意外事故，導致頸椎受傷陷入昏迷，當時許多親戚朋友冷嘲熱諷，認為一定

是因果報應，甚至辱罵我的母親。父親病重時教會的弟兄姊妹時常來探望並無

償提供金錢上的資助，《聖經》上說：「祂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

賜給他衣食。」申10:18。愛是有了要給，不是沒了要得，因此我毅然的投入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領域，期望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身心障礙者與其家庭。

　　身障機構不同於一般育幼院單位，因為多數的人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成功的

故事、一朵綻放盛開的花，而身障者在學習的路上總是較一般人不易，需要更

多的陪伴，甚至可能看不到成果，因此在人員招聘和資金募集都較不易。

　　幾年前，一個才五歲大的孩子，因為家人不知道怎麼照顧身心障礙者而將

他遺棄在褓姆家，後來這個孩子被緊急安置在學園，當時的他只喝奶粉並抗拒

吃任何固體食物，五歲的他還包著尿布，幾年過去了，現在的他可以自己吃飯

、上廁所、有簡單的口語表達力，生活能力的提升，減輕家庭不少的照顧壓力

，因此家人開始願意接他返家，並學習如何照顧、教養身心障礙者。看到一個

家庭的改變，是我最感動的。《聖經》馬太福音 25:40提到，「主要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

我身上了。』」

　　服務身心障礙者近三十個年頭，許多身心障礙者家長最擔心的問題就是:

「我走了之後，我的孩子怎麼辦？誰來照顧他？」去年過年，一位身障者的母

親緊急聯絡了我，她說自己突然得了流行性感冒，住院好幾天，讓他發現原來

自己離死亡這麼近，但他如果走了，家中兩名身障子女該怎麼辦？

　　因此，學園除了推動社區照顧服務外，我們依照孩子的特質、興趣及能力

，並配合社區企業提供技能養成，設置洗衣坊、烘焙屋、希望農場及清潔隊，

讓身心障礙者可以習得一技之長，我們期望透過職業陶治逐步讓孩子到社區企

業就業，與社區融合達到獨立自主，讓身心障礙者能發揮所長，進入一般職場

。

　　今年是路得邁入第25週年，學園的第一家庇護工場——陪你走一段路複合

式生活坊將在今年的11月份開幕，預計可提供13名庇護生與3名見習生就業機

會，我們由衷的感謝長期以來所有支持學園的愛心夥伴，因為有你們的鼓勵，

我們才能夠陪伴這些身心障礙者再多走一段路，期盼透過這家店可以祝福和幫

助更多有需要的身心障礙者與其家庭。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19。

路得啟智學園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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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8/23-24

地點：路得學園

募集野炊食材、活動材料費、活動氣球

時間：109年9月18日(五)

地點：路得學園

募集活動餐費、冷飲、音響設備

時間：109年10月23日(五) 8：00-17：00

地點：路得啟智學園、小人國

募集活動陪伴志工20位、車資、餐費

路野星光草原探險-露營活動

時間：109年9月5日(六)

地點：桃園區陽明運動公園

募集參與者，購買園遊券可填季刊末頁並回傳資訊

維修接力 照顧永續 公益募款園遊會

田園烤肉party-中秋活動

小人國主題樂園親子遊暨親子講座

快來加入路得

學園粉絲專頁！

了解我們的生

活點滴！

FB粉絲團

物資需求物資需求

時間：109年12月18日(五)

地點：路得學園

募集活動餐費、布置費、學員聖誕小禮物

聖誕成果晚會

陪你走一段路生活坊，
陪伴身障兒自立也陪伴你我

路得捐贈碼 1000

類別 物品名稱

冷氣

衣櫃

360度吊扇

口罩

無粉拋棄式檢驗手套

酒精

OK繃

普通/口腔棉棒

吸唾管

滅菌管套

紗布

洗碗精

廚房清潔劑

浴廁清潔劑

愛地潔

衛生棉

環保手套

拖把

畚斗

抹布

澡巾

濕紙巾

甲苯稀釋溶劑

螺旋燈泡

LED燈管

殺蟲劑

有機肥料

棉布手套

培養土

鐮刀

園藝剪刀

液晶電子秤

不鏽鋼鋼盆

篩網

低筋麵粉

中筋麵粉

無鹽奶油

益生菌

青菜.水果.雞蛋.

魚肉.肉類

長

期

需

求

未過期保久食材

園內學生

農藝訓練用

園內學生

三餐食用

園內學生

烘焙訓練用

園內學生

健康衛生防護

汰換老舊設施

維護園內環境整潔

及學員盥洗訓練用

不拘

9台

51座

20個

不拘

2桶

50個

50個

12罐

不拘

不拘

50包

10支

5把

2台

5個

5個

5包

10包

50塊

油性漆稀釋用

汰換老舊燈泡

汰換老舊燈管

除蟲

數量 需求規格 用途說明

醫
療
用
品

園內
設備

生
活
清
潔
用
品

環
境
維
護

課程
用品

農
園
藝
用
品

烘
焙
屋

食
品
/
久
存
食
品

五坪~十五坪

59*75*195(cm)

16吋110V

醫療型

100入(M/L)

75%

不拘

不要沖洗式棉棒

100入

4吋(捲/自黏型)

2*2(CM)

不拘

不拘

不拘

大瓶

日用28cm

長(M/L)

圓拖

不拘

不拘

長

不拘

1加侖裝

23瓦

2尺/4尺

水性噴霧型

不拘

厚

多肉植物專用

小支

園藝用

不拘

35-40cm

30吋

20公斤裝

20公斤裝

5個月用

未過期

未過期生鮮食材

米酒.細冬粉.麵輪.木

耳.罐頭.葡萄乾.香菇

.紫菜.豆皮.奶粉.蜜

豆奶

透過中華電信手機

直撥51178，可直接

小額捐款給路得，

51178我們一起幫(

路得)

　　路得啟智學園的個案小郁，是來自受暴家庭的智

能障礙者，因為原生家庭的緣故，總是畏畏縮縮不敢

表達，爸爸卻總是期望小郁能夠離開機構就業賺錢，

有一天，機構社工問小郁：「你有什麼夢想嗎？」小

郁向社工表示期望能去美麗的餐廳工作。每一個人生

活在世上，都無法永遠陪伴彼此，當然身障兒的父母

也是如此，無法永遠陪伴他們的孩子，但是當他們無

法自力更生時，常常造成許多家庭沉重負擔，甚至造

成社會問題。

　　「陪你走一段路生活坊」即將在八德一號社會住

宅一樓與大家見面，期望你我能多陪伴這群身心障礙

者多走一段路，陪伴每個人走過生命的曠野，讓「陪

你走一段路生活坊」不只是一家店，而是你我生活與

夢想匯集之地…。

　　歡迎大家之後來用

餐，用行動給我們支持

與建議。

戰鼓鼓棒 20副 不拘 園內學生

教學訓練用





　　聽到多肉植物，很多人的印象就只有「仙人掌」，我一開始也這樣認為，但

在進入療癒多肉世界後大大改變了我的想法……。    

　　多肉療癒的不只是你的眼睛還有你的心，通過多肉植物栽培過程，讓孩子們

能多出來戶外走動，教會孩子植物的生長過程及認識植物，美化生活環境，也了

解植物生命週期。動手栽種植物，對孩子的成長是很有益處的，在潛移默化中增

進培養了責任心，如果忘了澆水，多肉就會枯委，所以我叮囑孩子一定要按時澆

水，每週不能澆太多水，多了會淹死植物；但也不能太少，少了會旱著植物。

　　孩子的興致變化比較大，有時高興了，能待在盆邊看很久，有時玩別的東西

起興了，就忘了多肉。每當孩子忘了澆水的時候，把多肉的「慘狀」指給孩子看，

孩子就會心疼一番，以後會記住。這樣，讓孩子知道有一個弱小的生命需要自己去

愛護，深切體會到自己的行為將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培養孩子的責任心，讓孩子親

自照顧自己喜歡的東西是一種很好的方法，明白努力和堅持的道理。它每長出一片

葉子，孩子都會興奮地告訴身邊的每一個人：「多肉又長了一片葉子。」沉浸在成

功的喜悅之中，這是對孩子幾個月來辛勤種植的肯定，是大自然給孩子的最佳獎賞

。孩子從中可以得知，完成一件事需要耐心的等待和學習；每種植物都有自己的特

徵，按照它的生長規律去培育。當你做到了這些，成功就會來到你的身邊。

　　孩子在照顧多肉苗的過程中，也體會

到了愛護一個生命所付出的精力。所以，

孩子也對父母的辛苦有了比以前更深的瞭

解，如果對她說「媽媽現在很累了」，她

會表現出體貼，不再繼續纏著媽媽。感恩

教育在這裡得到了深入，孩子學會愛，不

在於得到多少物質，而在於她與事物之間

建立起怎麼樣的聯系，一顆小小的多肉苗

，也可以讓孩子的心靈得到充實。

■文/陳慧老師

■文/社工組 李社工

　　慧玲家托員擔任家托員已經快3年了，當初她來當家托員是受到她的女兒小

雯啟發。小雯是第一類重度障礙者，在情緒上容易躁動，慧玲深怕在求學階段小

雯會影響同學、跟不上課業進度，因此從國小就陪著她到學校伴讀，甚至唸到高

中時，慧玲家托員還在學校附近租屋陪著寶貝女兒伴讀。

　　好不容易小雯畢業了，因為能力受限、與人互動較為薄弱，只好在家照顧，

但小雯在家太無聊而自殘，導致耳朵聽不到。這件事讓慧玲家托員相當自責，她

這麼努力用心照顧女兒，卻讓她受傷。因此她更積極去學習各種技能，上居服員

課程拿到居家服務員證照、學烘焙考到烘焙丙級證照等，也參加自閉症協會認識其

他家長，交換照顧心得，也了解到原來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她辛苦照顧這樣的孩子。

　　她開始在想是不是她照顧自己的女兒外，也可以幫忙照顧其他家庭的障礙者

，但受限於要在家照顧好自己的女兒，幫助的心願也就這樣耽擱著。直到後來她

聽協會家長說有家庭托顧服務，她便主動與承辦劉社工聯繫了解，經過社工環境

評估以及資格確認後，便鼓勵她進來當家托員。經過思考以及家人鼓勵，決定提

供自家環境擔任家托員。

　　後來社工媒合到住在附近的小萱讓慧玲家托員照顧。一開始的照顧讓慧玲家

托員吃了苦頭，因為女兒小雯無法接受有其他人進來家裡，分享媽媽的照顧，慧

玲家托員不斷的努力設計活動如：一起挑菜、一起包水餃、外出社區適應等活動

，小萱會牽著小雯的手，讓小雯感受到小萱跟她是好朋友，是來陪她不是來剝奪

她跟媽媽的愛，和小萱和平相處，讓慧玲家托員可以照顧自己女兒，也能照顧其

他障礙者，幫助其他家庭。

　　家庭托顧服務是一個提供自己住家環境，讓其他障礙者進來住家接受家托員

照顧，像慧玲家托員本身需要照顧自己的孩子又想盡一份心力照顧其他障礙者，

就很適合擔任家托員。你也是像慧玲家托員一樣有服務的熱忱以及照顧障礙者能

力嗎？可以與承辦劉社工師聯絡03-4980096*104，社工可以與您討論讓您進一步

了解家庭托顧服務哦！

　　學園從84年開始服務迄今已25年了，我們一直致力透過專業團隊協助身心障

礙者過有愛、有尊嚴、有品質的生活，同時相當重視學員表達的權益，在日常召

開相關會議，如：班會、小家會議、權益委員會等，希望學員在會議中得知自己

的權益，並能適時、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為了達到此目標學園不斷的嘗試用

有系統的方式，減少老師與學員溝通的問題、學員閱讀資訊的障礙。台北市立陽

明教養院推廣易讀易懂做為溝通媒介，成效相當不錯，於是想在學園推廣此系統

，以提升學員的生活品質與溝通無障礙之目的。

　　為此我們連結教育局資源及陽明教養院的王方伶職能治療師，來學園教導老

師使用易讀易懂這套系統，運用簡單的方式將資訊傳達給學員。在課程中王治療師

先講解易讀與易懂兩套概念與原則，並透過ppt的圖片找學員實際操作與指認，了解

如何透過簡單的文字與圖片將訊息傳達給學員，提升溝通互動的效益。同時她也分

享在陽明教養院推廣的經驗與遇到的挫折給學園老師參考，讓學園老師對易讀易懂

這套溝通輔具有更多的認識與概念。

　　學園老師透過這次難得的機會與王治療師進行專業交流，分享目前在學園裡

設計的工作流程、課表等資訊，是否符合易懂易懂的創作原則與精神，討論如何

給學員更方便的閱讀資訊，如何提升教學的品質與學員的生活品質。參與的老師

們在這課程中收穫良多，期待未來學園能達到讓學員在日常中溝通無礙、獲得資

訊無障礙的生活環境。

易讀易懂之溝通無礙多 肉 心 得多 肉 心 得多 肉 心 得

踏入特教：奠定了嶄新的生涯

　　本來就喜歡小孩子的我，想起在求學時期，跟家人為了選幼保科系而爭吵，

後來沉澱彼此的心情，決定先休學並因緣際會地進入路得這個職場。實習的時候

以為所有的事情都很簡單，在有同事陪伴、指導的情況下，工作都一帆風順，沒

想到正式上陣的時候卻碰上了許多困難。

　　剛開始面對這群孩子的時候，與我想像的不同，他們有著幼兒的心靈，卻裝

進大人的身體，礙於沒有口語能力，受身體的限制，肚子餓想要吃餅乾、天氣熱

想要吹電扇，只能用各式各樣的行為來告訴教保員。當我跟孩子們還不熟，曾經

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很好欺負，為什麼一開始看起來非常乖巧的孩子們，在只有

我一個人的時候都不願意聽我的話，但花時間了解這些孩子們的特性跟性格後，

不知不覺就跟他們變成了好朋友，很多時候都能輕易的了解他們的需求與想法，

我也不容易像剛開始一樣，因為不了解他們到底想要什麼而想要發脾氣。

　　一點一滴走進他們的世界，甚至建立良好的感情，有時在我休假時，他們還

會尋找我。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工作做了將近十個月，雖然在這裡上班的時間

不長，但是我有很多收穫，除了一開始碰到的問題外，就沒有太多不順利的狀況

，在這裡的工作時光非常愉快，也因為這些孩子們讓我下定決心要往相關科系進

修，因此我重新規劃我的生涯，選擇報考社工科系，充實自己，將來我誓言要再

回到這個崗位，但已經不是那個懵懂的我，而是以專業去服務這群需要幫助的天

使，謝謝路得給我機會，讓我認識身心障礙者，也重新認識我自己。 

■文/生活組 梁鈴佳




築夢踏實：烘焙班圓夢之旅

　　經過數月在第一線防疫、醫護人員及全民的團結

努力下，國內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趨於平穩，

為了兼顧防疫與民眾的生活品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表示，近期將推行防疫樂活新態度，鼓勵民眾力

行「防疫新生活運動」，落實防疫之餘，也能放鬆享受生活。

　　相對的在機構，我們屬於人口密集的地方，故在疫情過後我們更要持續採取

防疫措施，以避免傳染病的發生，以下分三部份來說明：

一、服務對象

１.若有新進服務對象，或有服務對象請假外出返回機構時，應評估是否具有COVID-19 

　（武漢肺炎）感染風險，如：詢問是否 曾經前往中國大陸、出國，或與來自國   

　外具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症狀的親友近距離接觸等，並詳實紀錄及做　必要的

　處置。

２.每日健康監測，每日至少測量體溫1次，若發現有發燒（耳溫超過38℃）、呼

　吸道症狀者，應通報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３.宣導及協助服務對象落實餐前、便後等時機洗手及個人衛生管理，當機構內出

　現如呼吸道等，需要採取飛沫傳染防護措施的疫情時，可協助服務對象增加執

　行手部衛生的頻率，並視需要協助服務對象落實執行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二、訪客

１.預先宣導服務對象家屬，並於機構入口明顯處張貼相關訪客探視規定和疫情警

　示海報，提醒訪客若有發燒（耳溫超過 38℃）、咳嗽等呼吸道症狀，為保障服 

　務對象健康，建議暫勿探訪。

防疫新生活運動

　　路得烘焙屋成立於101年10月15日，至今已將邁入第八個年頭，從一開

始的發想「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甚至你還要把釣竿給他」到今日可

以自己釣魚，最重要的是要讓弱勢的孩子能夠自立自足。依據孩子的特性

，他們適合簡單、重複性的工作，再將其能力結合「民以食為天」的基本

需求，於是決定在學園內設立路得烘焙屋，讓孩子在裡面工作。感謝社會

大眾的支持，路得烘焙屋才有現在的規模。

　　因緣際會讓我有機會踏入這個領域，從一開始的備料、攪拌、烘烤到

包裝，一步一步的學習，當自己慢慢的學會，挑戰才正式開始。在教導學

生前，要先思考如何將這些步驟拆解成細項，評估每個孩子的特性之後，

將分解過的步驟分派給不同的人。「一個學生他只要做一個動作，將這些

動作排一條生產線，從第一關到最後一關，將工作完成。」讓每個孩子都

能發揮所長，每個人都有工作可以做。

 　每個人都需要有成就感、夢想，這群慢飛兒也不例外，透過烘焙的過程

看著產品從無到有，當成品出爐時每個人臉滿足的表情，讓我莫名的感動

，我們一起分享這份喜悅、品嘗這美麗的成果。我的成就感來自於這群寶

貝，寶貝們的成就感來自於他們的學習、獎勵金的收入。讓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圓夢，圓一個屬於烘焙班全體師生的夢。

　　身心障礙者的能力、程度都不太一樣，彼此之間差異也很大，因此需要

不同型態的服務措施，來配合個別的需求。他們因自身障礙加上環境限制，

許多事情需要他人支持才能完成，雖然有自己的想法卻常常被忽略，久而久

之也就忘了發聲，甚至長期需求無法被滿足、或壓抑導致情緒不穩定，而被

認定有情緒障礙，透過藥物控制，最終產生反應遲緩等症狀。但近幾年來自

主權逐漸被重視，開始推動自力生活，強調「自我選擇、自我決定、自我負

責」希望透過一次次的經驗，讓他們學習自我選擇與決策，藉此豐富生活經

驗，更讓他們可以學會自主與負責，不再由他人決定自己的事務。                                                                     

　　勇敢做夢、堅持信念全力以赴，這是圓夢的開端，也是圓夢計畫帶給孩

子的價值與承諾，希望藉由學生走出戶外，參與教學及休閒活動，以達放鬆

身心、增進生活經驗來一趟屬於我們的旅程。於是108年底與寶貝們討論、

■文/教保組 伍素美、范靜美

防疫

和夥伴們不斷的磋商，計劃成形、申請定案。原計畫三月十九、二十至苗

栗二日遊，後因新冠肺炎影響計畫一延再延，最終於七月二、三日確定成

行。出發當天大家都帶上行李，懷著期待、滿足的心情坐上遊覽車，展開

二天一夜的圓夢之旅，一路上大家情緒high到最高點，希望快點到達目的地。

　　二天一夜的旅遊，他們參與畫臉譜DIY體驗，訓練專注力與創作力；客

家擂茶培養孩子的耐心與互助，親自動手研磨、依序由小顆粒食材至大顆

粒食材慢慢研磨，磨到手痠了有其他同學接手繼續，連平時愛鬥嘴的同學

為了完成擂茶作業此時也懂得互助合作；當他們從工作人員手中拿到擂茶

成品，都開心表示：「這是我自己磨的、手磨得好痠喔！但是好好喝呦！

」晚上烤肉活動孩子們把平日烘焙班所學的絕活全都展現出來，洗菜、切

菜、烤肉、肉片夾土司、烤魚、煎蛋都難不倒他們，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

懂禮儀，將烤好的食物先分享給志工、司機大哥、老師食用，活動結束還

會主動分配工作將場地復原。

　　有愛無礙，只要有心，夢想必能實現，夢想沒有形狀、沒有極限，每

個夢想都會創造不一樣的人生色彩。我們利用空間的轉換，讓學生學習外

出禮儀，瞭解團體生活的規範，增進學生與他人間的互動、彼此互助，透

過旅遊學習不但圓學生的夢，亦能結合家長期望學習獨立生活。在此特別

感謝路得執行長及主任，圓夢經費贊助者：桃園力威汽車符孝銜先生熱心

邀約劉婷婷、符孝衛、黃誌詮、胡秀明、林振源、趙津珮等善心人士共同

贊助。活動贊助者：三義鄉農會、春田窯陶藝渡假園、山板樵農場、愛恆

慢飛兒庇護工坊；因為您的支持才能成就這次的圓夢之旅。

２.配合疫情需要，預先宣導服務對象家屬知悉，請過去14天內曾至國際旅遊疫情

　建議等級第一～三級國家（地區）旅遊者，暫勿探訪；並於入口處詢問旅遊史

　、職業、接觸史及是否群聚等資料，對訪客出入進行管制。

３.於機構入口處提醒訪客戴口罩，並協助訪客進行體溫量測及執行手部衛生。

４.有訪客紀錄，記載訪視日期、訪視對象、訪客姓名等資訊。

三、環境清潔消毒

１.應視作業情形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保護自己，如防水手套、隔離衣或圍裙

　、口罩、護目裝備等，並應於工作完畢後脫除，脫除後應進行手部衛生。 

２.每日至少清潔 1 次地面，並視需要增加次數；針對經常接觸的工作環境表面如

　：門把、工作平檯、桌面、手推車、服務對象使用的桌椅及床欄等，至少每日

　以適當消毒劑（如： 1000ppm 漂白水）消毒。

　　為維護機構全體服務對象及員工的健康，同時避免傳染病的發生，敬請所有

訪客及家屬配合，謝謝。
以上資料來源參考：衛生福利部機構住宿式長照機構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 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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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名稱/內容物 價格 十盒以上 數量　　金額

1

四季如意禮盒
餅乾*20

路得ㄏㄜ咖啡*10
洛神紅茶*10

900 720

2

福星伴月禮盒
烏豆沙核桃*3
烏豆沙蛋黃*3

芋泥*3
土鳳梨酥*6

750 670

3
美好時光禮盒
烏豆沙核桃*4

雪Q餅*12
500 420

4
莓果相戀禮盒
土鳳梨酥*4
雪Q餅*12

500 420

5
綜合水果鳳梨酥禮盒

土鳳梨酥*6
蔓越莓酥*6

500 420

6
好運土鳳梨酥禮盒

土鳳梨酥*10
450 360

7
傳統鳳梨酥禮盒
原味鳳梨酥*10

360 270

8
米相逢禮盒
雙色好米*1

十穀米*1
350 300

總金額 元

中秋節產品訂購單

訂購者資訊
姓　　名：
電　　話：　　　　　　
收據抬頭：
寄送地址：
到貨日期：

愛 心 零 距 離
　　2020年武漢肺炎席捲全球，為了杜絕疫情的擴

散，各國的運輸交流停滯、民眾減少群聚、外出，

重挫經濟的發展，靠社會大眾捐款的社會福利單位

也連帶受到影響，捐款沒有以往那麼多。為避免群

聚感染，也無法舉辦大型活動募款，而不僅是經費

短缺，學園內採取分艙分流，因此物資消耗的速度

比以往的還快，在沒有經費、捐物的狀況下，路得

過得更加艱辛，但對於園內身心障礙者的飲食、照

顧、服務，我們樣樣不能少！

　　我們透過路得粉絲專頁發佈物資的需求，回應

量比想像中的大，有些人直接寄東西到路得，有些

人則親自送來，很神奇的是，大家捐贈的東西都不

太一樣，沒有出現單一物資過剩，或是單一物資缺

少的情況，很懷疑捐贈者之間是不是有心電感應。

感謝小蝦米的力量、原子鋼彈、新北市廚神慈善協

會等，提供物資上的幫助。

　　除了物資上的捐助，也有不少老朋友的幫忙，

提供經費上的協助，或是訂購路得烘焙屋的產品，

讓學員在疫情期間也有工作，感謝成功扶輪社、自

在獅子會、聯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樹慈善基金

會、中國人壽、飛虎騎士團、捷仁社、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等，感謝這些老朋友在艱難的時刻，對我

們不離不棄，持續幫助路得，肯定學員所生產的烘

焙產品。

　　武漢肺炎限制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沒辦法

限制社會大眾的愛心，雖然在這個時期大家都過得

很辛苦，但很多人都願意付出自己微薄的心力，幫

助更需要的弱勢家庭、團體，感謝在這段期間對路

得伸出援手的老朋友、新朋友，因為有您的支持，我們才能度過各種難關，一個

人的力量可能不大，但匯集眾人的力量，我們必定能夠跨越任何障礙，一同度過

疫情時期。(因捐物、捐款人數眾多，在此無法全數列舉，可至官方網站-捐助徵信查看)

↑線上訂購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