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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

身也要安然居住。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

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詩篇 16 :8 - 1 1 滿足的喜樂

　　目前國內COVID-19本土疫情持續嚴峻，社區疫情爆發不到2個月，中央公

布確診人數已經超過1萬4千人、死亡635人，致死率日創新高，已達4.3%。雙

北地區以外縣市亦持續有本土病例出現，為加強相關防疫措施，自5月19日起

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政府懇請全國民眾持續落實遵循並配合現行三級

警戒管制措施，共同努力嚴守社區防線。

　　雙北長照機構2周內發生多起群聚感染，造成52名長者確診，更造成8人死

亡，加上全台之前陸續已有30家以上的長照機構有確診案例，長照機構屢遭病

毒攻破，讓所有人都擔憂。然而，憂慮只會讓人侷促不安，感到煩亂無助，卻

又於事無補。詩篇16篇大衛說：「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致搖動。」因為大衛深刻體會到，若有神在我們右邊幫助我們，那我們

還怕什麼呢？即使目前疫情嚴峻，隨時身邊都有被傳染的危險，但我們依靠神

，神必指引我們當如何因應。憂慮時有主、喜樂時有主，讓神成為我們的至寶

、最愛、唯一信靠的對象。

　　學園從民國八十四年成立至今，已經有26個年頭， 為了讓身障兒可以獨

立生活、獨立工作，最終融入社區過一般人的正常生活。學園除了提供原有的

生活自理課程外，更加入了工作技能、態度及工作行為的養成，希望訓練這群

身障的孩子能過一班正常人的生活。 109年11月21日我們成立一家「陪你走一

段路」庇護餐廳，不僅代表著我們對這群身障孩子26年的陪伴，更是為了幫助

這群孩子向就業夢想所跨出的一步，餐廳主要販售輕食、咖啡、簡餐及甜點，

因為疫情餐飲禁止內用的緣故，我們也是遭受空前大挫敗，業績直直落，一個

月的營業額，比不上餐飲未禁止內用前一天的營業額，真是令人擔憂害怕。

　　但是詩篇16:8-11「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

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為你必不將

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

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哈利路亞，我相信神必然會

帶領我們走出這波疫情帶來的苦難，那含淚撒種的必要歡呼收割。最後邀請路

得的朋友及社會大眾一起支持，讓我們的陪伴能夠讓這群孩子再多走一段路，

一起攜手走過人生的曠野，綻放出他們生命中最閃耀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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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加入路得

學園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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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需求物資需求

路得捐贈碼 1000

類別 物品名稱

拋棄式檢驗手套

抹布

衣櫃

360度吊扇

酒精

普通/口腔棉棒

吸唾管

滅菌管套

洗碗精

浴廁清潔劑

浴間芳香劑

衛生棉

環保手套

廚房紙巾

沐浴巾

濕紙巾

方巾

洗手乳

水性水泥漆

450-4092百合白

螺旋燈泡

LED燈泡

殺蟲劑

有機肥料

棉布手套

多肉植物專用石

輕質粒狀多肉培養介質

發泡煉石

培養土

不鏽鋼園藝剪刀

不鏽鋼採收刀

低筋麵粉

高筋麵粉

無鹽奶油

100入(M/L)

不拘

59x80x195cm

16吋110V

75％

不要沖洗式棉棒

100入

4吋(捲/自黏型)

不拘

日用28cm

長(M/L)

捲筒/抽取式

長

不拘

34x34cm

不拘

5加侖裝

23瓦

2尺/4尺

水性噴霧型

不拘

厚

粗

細

多肉植物專用

多肉植物專用

200mm(剪定鋏)

不鏽鋼包用

20公斤

20公斤

5個月用

長

期

需

求

園內學生農園藝

訓練用

園內學生

三餐食用

未過期生鮮食材

未過期久存食材

園內學生

烘焙訓練用

園內學生醫療防護

汰換老舊設施

園內學生醫療防護

維護園內環境整潔

維護園內環境整潔

及園內學生生盥洗

訓練用

不拘

不拘

不拘

20座

20個

不拘

50瓶

2桶

50個

50個

12罐

不拘

50包

5把

20把

5包

5包

50塊

油性漆稀釋用

汰換老舊燈泡

汰換老舊燈管

除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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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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豆、綠豆

青菜、水果、雞蛋、

魚肉、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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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的話

小人國親子之旅

時間:延期，時間未定

讓我陪你野餐日

因疫情影響取消辦理

慢飛星兒夏季泳池樂活活動

時間:延期，時間未定

2天1夜露營活動

今年取消

「Together We Have fung」

聖誕歡樂成果發表日

時間:12/17(五)

精

路得啟智學園 執行長

防疫物資募集
　　一年過去了，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延燒，且日溢嚴峻，著

實打亂我們原本正常生活，學

生們也需要適應突然被老師要

求每天要戴著口罩，因為在機

構裡都是在同個空間群體生活

，若當中有傳染病發生，很容易就會傳開來了。

　　防疫對我們來說格外重要，因此我們會嚴格要求訪客或家

長除了要量體溫、手部消毒外，還要被詢問接觸史並配合中央

政策採實名制，每天每個人都要戴口罩，各個空間環境消毒更

是確實執行，除此之外，要求工作人員隨身佩戴酒精乾洗手，

當無法洗手的時候，至少要使用酒精乾洗手消毒雙手，保護學

生也保護自己。

　　在認真做防疫的同時，我們也要減少自己暴露在潛在的病

毒中，在接待訪客或家長時口罩、手套、護目鏡、面罩、額溫

槍、酒精乾洗手是必備的，只是這樣近距離的接觸不免提高了

感染風險，若是這時候有全自動紅外線測溫儀器就可以免於接

觸減少交叉感染。

　　隨著三級警戒的延長，衝擊著各行各業，當然機構也無一

倖免，不能辦活動的情況下，募款更是難上加難，更別說是購

買這些防疫物資了，在此期盼企業或民間團體能夠協助我們，

一起共同度過這波疫情。

■文/護理組





　　路得附設的庇護工場(陪你走一段路生活坊)從去年11月開始正式營運，從最

一開始員工們努力適應，在努力宣傳及餐點改良後，3、４月業績漸漸有些起色

，到了5月母親節假期，因著所有員工努力和大家的支持，餐廳生意熱絡高朋滿

座，母親節假期一結束，我們距離原訂目標業績已完成六成。

　　但…因著疫情升溫，全台升至第二級警戒，餐廳的生意下跌了三成，在疫情

高峰蔓延第二天，看著許多餐飲業陸續歇業，庇護工廠業績也只剩原本兩成，雖

然就服老師跟庇護員工難掩失望，但就服

老師仍不懈怠地利用這段期間精進員工的

工作職能，庇護員工們也努力學習著。

　　疫情當前，除了依照政府規定改外帶

，技輔老師及店長也與督導討論推出防疫

套餐期待能幫助庇護員工有更多訓練學習

機會，盼望使庇護工場能繼續營運下去。

期待大家能夠多多訂購老師與員工攜手製

作的餐點，用外帶行動支持庇護工場，救

我們從谷底看見曙光。

陪你走一段路生活坊

地點：桃園市八德區建德路111號

訂購電話：03-3731947

■文/社資組 蔣孟翰

■文/ 社資組

■文/社工組 邱雅涵

　　5月10日疫情尚還穩定的時刻，新北市廚神慈善協會帶領著一群廚師與志工，

　　為園生及老師們準備了專屬筵席，平常園生們總是3菜1湯吃的十分簡單，除了一些學園裡農園藝班老師帶著園生親手栽種的菜蔬，就

是一些熱心民眾團體捐贈的食材，園生及老師們十分難得能吃到這麼豐盛的桌菜，園生們都迫不及待開動眼睛直直盯著菜餚，開動時心滿

意足帶著笑容，這是今年第一場義廚義煮活動，帶給學園滿滿的愛與美味，餘香陣陣旋繞在學園中。

限時專送的美味午餐

老師，我想要

　一個新的衣櫃！
從谷底看見曙光

　　「老師，我想要一個新的衣櫃！」一天學園的個案小婷和社工說。

小婷的衣櫃因為經過長久使用早已變形，衣櫃上門板不知道已經鬆脫再鎖上幾次

，衣櫃抽屜也因為嚴重變形而無法開啟，老師只能用廢棄紙箱當作收納櫃使用，

直到現在已完全無法使用。

　　學園101年搬至中壢園區，至今將近10年的時間，多數園生的衣櫃皆為二手

，且早已生鏽、變形，門板碎裂老師就用膠帶黏貼、把手斷裂老師就自製一個鎖

，長久的使用與修補，衣櫃早已不堪使用，卻礙於沒有經費所以遲遲無法更換。

　　對於許多園生而言機構就是他們的家，他們住在機構的時間遠遠超過在家，

對這群身障孩子而言他們的夢想僅僅是能有個安身立命、遮風避雨的家如此而已。

　　但卻礙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學園部分服務暫停，許多勸募活動被接連

取消，導致經費不足無法及時更換園生生活所需，學園共計69位住宿生，其衣櫃

早已因長年累月的使用而破舊不堪，急需汰換。許他們一個願望，給他們一個安

心居住的環境，邀請您一同來相助。

「募集全新衣櫃 許身心障礙者一個願」詳情請洽社資組03-4980096*112





　　小臻使用家庭托顧有6年了，當初小臻媽媽

忙於工作、白天無法照顧小臻，於是申請家托服

務拜託黃家托員照顧。一開始小臻到黃家托員家

只會低著頭玩著他的卡片、玩具模型，不願意跟

家托員互動。在家托員與社工討論照顧策略下，

小臻才慢慢展開心胸，開始會與家托員互動，展

露笑容。

　　家托員除了日常照顧以外，也會提供精細動

作訓練、體能活動以及認知訓練。有次社工家訪

時，剛好他們在做認知訓練，黃家托員說出一個

名稱，小臻可以準確指出正確的圖卡，社工誇獎

小臻，小臻開心的臉紅擠到家托員身旁，家托員

哈哈大笑的說：「被社工哥哥稱讚你還會害羞哦

。」也因此看到小臻的成長以及改變。

　　去年媽媽因照顧家人離開職場，社工詢問媽

媽還有要繼續申請服務嗎？媽媽表示這幾年黃家

托員把小臻照顧得很好，有提供一些訓練增加小

臻的刺激，以免小臻退化。給他照顧我很放心，

當然要繼續給他照顧，我可以專心照顧家人。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是社區式照顧服務，家

托員提供自身住家來照顧身心障礙者，使身心障

礙者可以就近接受照顧服務，讓他們有第2個家

的感覺。每個家托員最多照顧3個障礙者，適合

需要1對1照顧的障礙者，若有需要照顧服務的家

庭，可以申請洽詢：03-4980096*105，劉憲文社

工師。

　　疫情爆發以來，開始改變大家平常生活習慣，學園內開始每天量測體溫，落

實勤洗手、戴口罩。各個老師也帶著園生確實維護每各個空間清潔，使用漂白水

1:50比例進行日常消毒，如擦拭桌椅、室內門板、開關、地板…。並且針對重汙

染區(如浴廁、馬桶)以漂白水1:10加強消毒。因為園生理解跟適應戴口罩需要時間

，老師們跟護理組也齊心且有耐心幫助園生適應跟提醒，讓園生能理解的方式傳

達戴口罩的必要性(能夠保護自己)和正確戴法(如遮住口鼻、貼合臉部…等)，並說

明疫情狀態(為何他們的家人不能來看他們)，大部分的園生都逐漸能自己戴好口

罩了。

讓路得學園陪大家一起響應「防疫新生活」

1. 宣導工作同仁保持社交距離: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

2. 落實工作同仁及園生衛生防護：如戴口罩、量測體溫、機構入口及場所內提供

   洗手用品、酒精。

3. 機構建立實名制，確實執行人流管制及環境消毒。

4. 宣導工作同仁避免去人潮多的地方一起遵守防疫

   新生活，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共同度過疫情！

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

　　路得啟智學園總共安裝了52台冷氣，皆是101年許多法人團體、家長、企

業…幫助陸續安裝，至今這些當時安裝之冷氣都將近10年高齡，『台北市電器

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廖全平指出，台灣冷氣壽命大約8至10年，效能會因內部

耗損程度逐年降低，越來越耗電。』為減少炎熱天氣使得園生情緒不穩定、皮

膚產生狀況，造成就醫需求增加、因情緒不良影響其他園生權益…等。109年

開始募集冷氣及各項設備汰舊更新需求， 110年5月大規模冷氣修繕、更換冷媒

、優先更換餐廳、烘焙教室的冷氣，特別感謝彰化紫雲慈善會贊助六台冷氣、

富宇慈善基金會贊助兩台冷氣、金樹慈善基金會各贊助兩台冷氣更換，幫助學

園更換了十台餐廳、烘焙教室冷氣。但由於經費不足，餐廳、烘焙教室的冷氣

拜託廠商先幫我們處理，待日後經費足夠再行支付款項。不料在維修時發現竟

然有鳥類在園生房間使用之冷氣裡築巢、有一些冷氣維修後仍無法使用，導致

需要更換冷氣數量比我們預期還要再增加，為了讓園生可以安然度過夏天，免

受燥熱環境影響生活品質及學習狀況，我們在六月初，號召公司行號、民間團

體一起響應，由於疫情正處三級警戒，許多公司團體都把心力集中在防疫上，

導致勸募困難，於是我們攜手年度公益代言人程予希一起號召民眾一人500元

贊助冷氣汰舊換新費用，感謝興榆恆實業有限公司張先生在了解完機構狀況後

就親自送了一台冷氣給機構，並請師傅當天即完成安裝讓園生能夠有新冷氣吹

，萬分感謝所有在疫情嚴峻的六月期間，願意慷慨解囊為公益獻上愛心的民眾

，因著大家齊心的努力與愛心，7月前我們就募集完成當前冷氣更換的所有款項

■文/謝佳玉老師

■文/劉憲文社工

防疫新生活防疫新生活阿樂的家庭托顧

，您們愛心超越了隔離的限制，讓愛遠颺。

冷氣換新， 讓愛遠颺




因為有你，身障者有家 ■生活組督導 劉明橞

■文/社資組 程涴彤

■文/社資組

線上捐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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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款捐物徵信，每月將定期公告於路得官網，歡迎大家上網查詢

修繕費

　　路得成立已二十餘年，致力幫助

身心障礙者，教導他們生活自理、認

知等能力，並提供其家庭喘息、諮詢

服務。除了教導身心障礙者基本生活

能力外，我們還有提供烘焙、農園藝

、洗衣、清潔等職業陶冶訓練，讓他

們多元學習、發展不同的專長，以後

有機會可以靠自身的能力闖出一片天！

　　在社會中，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並不是那麼多，也常常會因為他們與一般人

不同的外貌、行為，導致社會大眾對他們產生偏見、誤解。我們定期會舉辦露營

活動、中秋烤肉、聖誕成果發表等活動，邀請社會大眾一同參與，與身心障礙者

互動，讓大家更加認識這些與一般人不一樣，但都很努力生活的群體！

　　路得從一開始容納數十人的居家空間，到可以容納七十六人的農場式獨棟建

物環境。一切都要感謝相信我們的各個家庭、擁有相同理念的工作人員，以及支

持幫助我們的社會大眾，我們才能逐漸的茁壯，很榮幸路得獲得桃園市109年

NPO貢獻獎地方組特優獎的殊榮，期許往後我們能夠持續提供優質的服務，給需

要的身心障礙者，幫助更多家庭，讓更多人認識他們！

　　疫情發生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在政府的政策領導之下努力把風險降到最低

。全體國人戰戰競競的配合，防疫如同做戰，一點也不敢鬆懈。

　　在身障機構工作的我們，是政府更加關注的區塊，因機構人員多，群聚感染

的風險也相對高，所以防疫計劃嚴密，並且確確實實的執行。每天最少三～五次

的防疫消毒，1比50的漂白水，全體總動員的擦拭整個機構的環境。天天不斷的

向學員們宣導戴口罩、勤洗手。這段期間謝絕訪客，必要的外客，都需量體溫，

實名制，機構內更採取分艙分流，防止交叉感染。

　　而平日透過家事技能訓練，寶貝們能和教保老師共同將小家環境每個角落擦

得乾乾淨淨，看著大家動員起來，就知道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看似簡單的

擦拭桌椅，他們可能需要花半年至一年，甚至多年時間才學會，而教保老師卻是

很有毅力的每天反覆教學。

　　因應疫情突然升溫，讓大家更不敢輕忽，同事們都遵行政府政策相繼去施打

疫苗，不敢怠慢。彼此之間也都互相叮嚀，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沒事多待在家裏

。相信只要每個人把自己照顧好，一定可以一起度過疫情難關。溫馨五月情，永存感恩心
　　今年母親節，路得學園推出母親節蛋糕，分別是魅力貼心、甜蜜玫瑰、起士

尊爵、永恆之心。為維護品質避免蛋糕碰撞變形，這次蛋糕預購僅提供到店取貨

，除了位在中壢的路得啟智學園，更開放去年底於八德新開幕庇護工場『陪你走

一段路生活坊』取貨，讓大家有不同取貨地點及時間選擇。總計販售出80份蛋糕

，創造60,220元收入，也得到許多正面回饋跟建議。路得烘焙坊的老師及園生們

也努力精進研發各種新產品，除了年初推出頗受好評的舒心靜好禮盒及田園香瓜

子禮盒，也預計在今年末有更多新產品與大家見面，歡迎大家不定期追蹤學園社

群平台及官網，用行動給園生跟機構一些幫助跟支持，增加園生的工作獎勵金。

防疫大作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