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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做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前4:7- 10

　　在過去一個世紀裡，聖經中有關基督再來的兆頭，大都應驗了。

耶穌告訴我們，祂再來之前會有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會有地震、瘟疫

、饑荒。尤其是新冠病毒造成全球染疫人數超過2億4千萬人，死亡人

數已經接近500萬人。從以上種種跡象顯示，我們可以知道，「萬物的

結局近了」。所以，我們必須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並彼此相愛、做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管家是受主人託付，完成指定任務的人。

    您曾想過自己的生命，對別人有什麼影響嗎？我們若要在世上留下

記號，就要成為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學習如何留下永恆的產業。「

好管家」不只以金錢尊榮神，也當用神所賜的一切來尊榮祂，包括我

們的時間、才幹、能力、智慧等。而神就是我們的主人，我們的職責

只是完成任務，信靠祂會供應一切所需。

　　神給了我們一個重大應許：「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林後9:8) 神能表示上帝

足夠、上帝能夠，我們的心思意念要堅信，神能信守應許，供應我們

需求。神有的不只是一點點，而是無限量的供應，這裡說的「恩惠」

，原意是指「禮物」神足夠的恩惠能供應我們一切需求。而應許的份

量是「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神要我們領受

祂的豐盛，並非表示祂要讓所有人，成為億萬富翁，而是表明神擁有

足夠的一切，要我們活在祂湧流的豐盛恩典中。

　　每到年底我們當花些時間檢視生命的現況，你現在擁有甚麼？或

許你並不富裕，但在神的手中，成為祂的好管家，你會擁有豐盛的生

命。去年11月21日我們成立了一家庇護餐廳，取名「陪你走一段路」

。「陪你走一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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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就業夢想所跨出的一步，餐廳主要販售輕

食、咖啡、簡餐、甜點，地點在桃園市八德區建德路111號，能夠提供

16名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在今年11月20日我們將在「陪你」辦周年

感恩茶會，邀請路得的朋友及社會大眾共同支持，讓我們的陪伴能夠

陪這群孩子再多走一哩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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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布

耐高溫防燙手套

360度吊扇

教學電腦

酒精

拋棄式檢驗手套

兒童口罩

洗碗精

海綿菜瓜布

鋼絲球

浴間芳香劑

衛生棉(日)

環保手套

廚房紙巾

沐浴巾

方巾

沐浴乳

看護墊

旋轉式奶瓶刷

垃圾袋

水性水泥漆

450-4092百合白

殺蟲劑

棉布手套

有機肥料

多肉植物專用石

輕質粒狀多肉培養介質

發泡煉石

不鏽鋼採收刀

不鏽鋼小花鏟子

伸縮型鐵掃把

直口花剪

低筋麵粉

高筋麵粉

無鹽奶油

量碗

調理機

電子秤

計時器

不拘

隔熱防火加厚

16吋110V

不拘

75％

100入(M/L)

不拘

不拘

百利牌

不拘

28cm

長(M/L)

捲筒

長

34x34cm

不拘

M

不拘

大/中/小

5加侖裝

水性噴霧型

厚

不拘

粗

細

多肉植物專用

不鏽鋼包用

不鏽鋼

合金材質

7吋

20公斤

20公斤

5個月用

不鏽鋼(16cm)

商用3L

不拘

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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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園內環境整潔

園內學生烘焙訓練用

維護園生基本需求

園生電腦學習

維護園內環境整潔

及園內學生生盥洗

訓練用

不拘

5雙

20台

4台

不拘

不拘

10盒

不拘

不拘

20把

10把

10把

10把

5包

5包

50塊

20個

1台

5台

10台

50瓶

5包

50支

各20包

2桶

12罐

油性漆稀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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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 We Have fun」
聖誕歡樂成果發表日

時間:110年12月17日(五)

地點:路得學園

募集活動餐費約3萬元

圍爐活動

時間:111年1月25日(二)

地點:路得學園

募集活動餐費約3萬6千元

「遠離飢餓，快樂學習」
募款希望餐會

時間:111年4月23日(六)

募集50萬元園生餐費

路得啟智學園 執行長

快樂學習 ■文/社資組彩活 動預 告精

遠離飢餓，

由於衛福部勸募核准審核時間較長，

這次餐費募集時間較晚，過幾個月就是2022年。

為了募集2022年一整年園生餐費，募款迫在眉睫，

每年餐費缺口將近150萬，

即使機構長期接受外界物資捐贈，

也難滿足園內孩子日常飲食的需求，

在機構居住跟學習的園生， 

需要生活支持及社會支持的占多數，

家庭很難有多餘心力給孩子足夠的營養補充

而社會局補助款項目前並不足以支付機構所有的開銷，

因此社會大眾捐款支持對我們十分重要。

邀請大家一起捐贈2022年園生餐費，

幫助機構園生補足所需營養，遠離飢餓並快樂學習。

我們預計在明年4/23辦理「遠離飢餓，快樂學習」募款

希望餐會，

歡迎大家持續關注我們消息喔～

我要捐款





　　隨著疫情爆發面對月圓人團圓中秋即將到來，烘焙班老師帶學員認真專注把

烘焙工具、模具清洗、擦拭，所有配備、環境整理，帶領學員做最完善預備期待

迎接工作機會來臨。第一筆訂單一直等到8月終於來報到，所有學員都高興不已

像是中了頭獎一般喜悅。學員說：「哇！可以賺零用錢了～」老師回應他們：「

是的！我們一起加油！」

　　透過邀請記者媒體宣傳、公司行號團體、及支持我們新舊顧客協力支持下，

訂單陸陸續續越來越多。老師細心關注學員們在工作上情緒健康，每天早上要下

樓工作前，老師都會鼓勵學員：「我們要去賺錢囉！因為我們很厲害，會包裝，

所以才能接到工作。」每位學員也都接收到老師讚許，每一天都努力完成自己崗

位上工作，有時候就像我們一樣，也會小小抱怨同儕包裝歪歪，造成自己包裝封

口工作不便，大部分時候學員都十分享受工作喜悅以及老師的讚許。

　　烘焙班老師忙碌到快支撐不下去，也會喊著手快斷了、腰扭到了、好累等等

較負面話語，這也讓學員發現老師其實也有跟他們一樣面臨困境的時刻，此時師

生關係又更緊密了，「老師加油～」在中秋節檔次，烘焙班老師每一天都要用手

攪鳳梨酥皮餡一天好幾桶，老師們當作訓練手臂腕力及體力，老師與學員彼此鼓

勵打氣，努力！努力！再努力，努力突破每一天的自己。

■文/烘焙班教保員 黃怡蓁

■文/護理督導 林亞宣

■文/生活輔導員 詹凱婷

　　COVID-19疫情肆虐，為防範新冠肺炎入侵學園影響孩子們的健康，學

園配合政府防疫政策進行分艙分流機制，規定所有人員全程配戴口罩並加

強洗手及環境消毒作業，以及針對訪客或有高風險活動史人員進行居家快

篩。

　　除此之外，為了增加孩子們及工作同仁的防護力，鼓勵同仁進行疫苗

意願登記及協助線上預約，同時持續與衛生相關單位聯繫爭取來學園協助

施打疫苗的機會，學園有幸與中美醫院及東新診所合作，於今年六月下旬

及十月上旬分別完成了AZ疫苗第一劑及第二劑的施打。

　　為配合防疫政策避免群聚及人流交錯，疫苗施打行前會議討論數次，

施打順序、人力分配、施打動線等等皆列入考慮，也由老師們不斷對容易

焦慮或是自閉症的孩子們進行行前教育，提醒孩子們哪一天的甚麼時候要

打疫苗、施打疫苗時要注意什麼等等，藉此提高孩子們對打疫苗的認識。

　　因為行前有準備，因此也降低不少孩子們對打疫苗的恐懼，甚至可以

自己很勇敢的捲起袖子配合護理師施打疫苗，因為大家的努力，很順利的

幫孩子及同仁們完成了疫苗施打。

路得與　　　 的距離AZ疫苗

為自己籌辦的 生日會當中秋，愛在疫情時
　　每個人都期待生日，因為這日子值得為自

己生命慶賀及感謝，即是慢飛天使也對生日有

許許多多期待。他們也許伴隨各種不同的障礙

，或許無法表達或完全理解生日意義，不一定

清楚那天代表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他們一定能

感受歡慶的快樂，是值得歡慶的一天，因此帶

領他們了解就變得別具意義。

　　小慧從小在路得學園成長，因為家庭狀況

特殊，沒有辦法和家人過節，無論是除夕、中

秋…，哪些團圓日子她都是跟老師、同儕度過

。在學園支持協助下，有著對機構園生來說遙

遠的夢想「一份工作」，早上搭車上班、傍晚

下班，雖然每一天忙碌著，但她仍然很珍惜現

在擁有的工作，能夠擁有自己的薪水。

　　在生日這天，小慧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喜

悅。於是生日前，小慧開始主動和老師討論並

準備籌劃自己生日會，希望能有一個開心又難

忘的生日來歡慶24歲。利用自己認識有限字彙

，親手顫抖寫著每一張邀請卡，希望邀請大家

來參加生日派對，過程中她也常常遇到問題而

苦惱…，有些字寫不出來，老師便帶領著她，

寫一遍讓她自己描寫。

　　生日這天來臨，燭光底下老師帶著她準備

了蛋糕、烤雞、PIZZA和炸雞給大家一起享用

。每個人帶著笑容吃著美食並一起同聲倒數

3.2.1說:『小慧～生日快樂～』，現場放著生日

快樂歌，大家玩得不亦樂乎。這時燈光暗下來

了派對也接近尾聲，老師帶著她許下三個願望

，生日快樂歌響起，『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

～日～快～樂～』然而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

別快，但滿滿回憶與歡樂迴盪每個人心中！

　　這是個特別慶生會，因為整場慶生會都是

小慧靠自己所賺的錢、按造自己期望所辦理慶

生會，也許對我們來說是很習以為常的小事，

但卻是她最珍貴值得回憶的24歲。一起慶賀她

寫下生命全新篇章，我們一起祝小慧願望實現

及生日快樂～～

中秋





的草根無礙飛翔人生
『正港少年囡仔』

　　易讀（Easy to read）顧名思義就是將複雜資訊、艱澀難懂文字，轉換

為容易閱讀、便於理解內容呈現出來。易讀更是在資訊爆炸時代，為智能

障礙者鋪了一條不可或缺的橋梁。

　　生活在資訊化現代，處處都充滿著「不易讀」的隱諱訊息，門口公車

站牌、路線指示都寫得複雜難懂，就連我們都時常迷路、搞不清楚方向，

從踏出家門到上班更是困難重重。當我們生病時，也常常看不懂藥袋上繁

瑣資訊，搞不清楚哪時候服藥？要服哪幾顆藥，常常擔心把藥吃錯。回想

我們第一次使用提款機領錢買東西，也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理解機器使用說

明，更何況是智商只有0-6歲機構服務之中度、重度、極重度智能障礙者

根本難以理解機器操作介面和各種服務選項所代表之意義…。

　　對於智能障礙者而言，生活中好多事，沒有易讀都寸步難 ; 做每一件

■文/社工 陳慧

■文/劉社工

■文/庇護工場 鄭就服員

■文/社資組

　　「你好！我叫佳恩。」初次見面

時，這位庇護員工話不多且帶著酷酷

表情。當我閱覽佳恩背景資料後，開

始思考如何引領他走向屬於他的路。

25歲正值青春年少時期，在開始建立

彼此交流與互動中，他開始跟我訴說

屬於他在邁向成年階段困擾，如感情

、兩性、家庭及工作。一路走來我們

秉持著「陪你走一段路」的宗旨，期待陪伴佳恩未來的路能走更漂亮又精彩，逐

步陪著他無助、跌倒、陪著他轉變。在相處的過程，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

最帥的丞烈老師，請問什麼是愛？』，當下的我大概思考了五分鍾才回答他的問

題，大概就是無怨無悔的付出吧？付出後感覺到開心愉快，我說出了抽象的文字

，卻不明白他能理解多少。我感受到這囡仔的困擾，知道他在「找愛」卻面臨到

「有礙」，我心想「陪你走一段路」在陪伴感情路的過程勢必困難，尤其是釐清

的部分。這段釐清的過程我分享了一點想法，連結了一下資源從「找」變成「我

」，過程中先請他好好認識自我，再慢慢解決「礙」與「愛」的議題，使得這位

草根性囡仔能夠放開心胸勇於追尋自身的幸福。因著『愛』的議題家庭系統重新

啟動與支持，使家庭更加有溫度及重視這囡仔的需求，使這位青春少年兄穩定工

作找到自我價值與自信。我們知道「被看見」是多麼的重要，能先照顧好自己才

有能力照顧別人！你我都是人間小太陽。

　　阿易是家庭托顧服務今年新服務個案，記得第一次爸爸跟社工申請服務到阿

易家做家訪了解家庭狀況。注意到阿易看到陌生人感到焦慮緊張，身體僵硬緊繃

坐在爸爸旁邊，坐了十幾分鐘阿易受不了便開始在家走路繞圈圈來試圖降低焦慮

，社工透過家訪了解到阿易以及爸爸的無奈。

　　阿易為自閉症的孩子，雖然自身生活自理能力不錯，但有些固著行為讓他難

融入團體生活。經歷上一個機構一段照顧觀察被婉拒服務後，爸爸及阿易不知道

該怎麼辦，尤其阿易家是單親家庭，阿易無法自理生活，爸爸必須要外出工作賺

錢養家，白天無法親自照顧阿易，再加上又找不到機構照顧，後來爸爸透過朋友

介紹得知有家庭托顧服務決定來申請了解看看，期待白天阿易能獲得妥善照顧。

　　後來社工幫阿易媒合到李家托員，她願意照顧看看。因為一開始家托員家有

照顧2個使用者，阿易是新加入顯得非常手足無措，雖然沒有情緒上狀況，與其他

使用者卻刻意保持距離。後來在家托員慢慢引導之下，阿易終於願意與其他使用

者作簡單互動，不再抗拒與人交流。儘管有時候外出時，家托員會要阿易與另一

位男生互相照顧，他們也乖乖聽家托員的話，若其中一人走太快另一個會提醒不

能走太快。

　　家庭托顧解決了阿易白天照顧的需求，也讓阿易爸爸白天能夠專心工作努力

賺錢得以養家，可以說這個服務同時解決一個家庭兩個需求。若您也是這類家庭

有需要家庭托顧協助，歡迎電話詢問：03-4980096*104劉社工師。

路得學園在中秋
　　今年中秋節，特別感謝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找了行銷廣告公司為我們下了FB

廣告，當然還有鴻海職福會、總統府、各個公司行號、民間團體、以及新舊路得

好朋友鼎力支持，路得啟智學園已經很多年沒有接到這樣訂單，加上為了讓社會

大眾收到最好中秋禮盒，今年我們研發了許多新產品，期待提供給社會大眾更多

元選擇，尖峰期更是從學生、老師、所有工作人員及執行長都獻上了自己全部努

力。但我們也必須向所有支持路得好朋友們致上深深歉意，由於產品脫氧劑失效

，加上所生產的糕點未添加任何防腐劑導致保存期限縮短，造成廣式月餅產品異

常，我們已針對此次失誤進行一連串各部門檢討會議，並進行相關獎懲，明年我

們會盡力提供給社會大眾更多元更有品質產品，希望還能再給我們機會，購買中

秋產品支持機構園生學習及職訓，幫助機構永續發展及邁向自立。

　　路得啟智學園從規劃中秋產品、設計DM、行銷宣傳、整理訂單、出貨，主

管帶著社資組及各班老師逐步完成每項工作，為了好好運用我們所擁有資源，我

們總是期待花最少成本達到最大效益，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有資源都是從政府補

助及外界捐款而來，所以我們期許自己把一切資源能用在刀口上。

阿易的家托故事

易讀易懂之溝通課


事，沒有易讀就常常需要他人幫忙。易讀就是智能障礙者的無障礙，心智

障礙者要自立生活，就需要易讀！

　　路得近兩年推行易讀易懂溝通輔具作為溝通媒介，邀請易讀易懂專業

講師至本園與專業團隊分享、交流實務上的經驗，讓本園的老師了解如何

使用這套溝通媒介與學員互動。教導本園專業團隊易讀易懂的設計概念，

與參與團體課程的老師、服務使用者發想實用的主題，針對主題討論如何

設計、尋找合適的圖片素材、有邏輯、系統性的資訊供學員使用易懂生活

訊息。透過專業講師的教導與分享，讓本園的老師對於易讀易懂這套溝通

媒介了解與使用，使老師與服務使用者在溝通上更加無障礙。

　　在課程中服務使用者們認真參與學習，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如：0

宜還能舉一反三，課後服務使用者間還互相分享，能透過簡單的圖示及系

統性與服務使用者進行溝通，易讀易懂讓服務使用者在接收訊息時更加易

懂，在日常生活中表達自己意見更自由，進而提升在學園的生活品質及服

務使用者表達意見的權益。服務使用者在參與易讀易懂效益不錯，表達明

年還要繼續參與易讀易懂的學習！

大
吉
大
利

　　即便這對機構來說是如此不容易，規劃中秋產品，除了產品市場性，還需要

考慮學生能力及可操作程度、行銷宣傳、DM設計沒有額外預算，如何能夠與廠商

合作達成雙贏局面、認真維護與客戶關係、將機構需求能夠如實傳達給社會大眾

，而訂單整理更是一門大學問，機構沒有額外經費購買訂單管理系統、客服系統

，當海量訂單來襲，根本無力招架，更何況大眾已習慣一般企業方便查詢系統，

我們也很難在繁忙時刻詳細傳達我們所面臨困境，每個工作人員及老師都焦頭爛

額盡全力努力，也完全無法滿足社會對我們的期待;再加上為了配合客戶可能因為

會議需求、活動需求，必須配合出貨時間，更重要是需要考慮到產品保存期限及

品質…。雖有重重困難仍真心感謝大家給予我們支持，我們會持續創新與調整商

品，感謝大家。



△汰換之冷氣

△更換之冷氣 △更換之冷氣

△更換之冷氣



　　路得啟智學園「109年暖心照顧，生活技能養成」勸募活動，秉持著以愛

心關懷，用專業服務的態度服務身心障礙使用者。為持續提供更專業的服務，

使身障者能學習生活技能與扶持其自立生活，並舒緩照顧者長期的壓力重擔，

自109年8月1日起開始進行勸募活動，藉以籌募所需各項專業服務費用，感謝

社會大眾捐款協助，活動已於110年7月31日截止，勸募總金額為2,411,900元。

一、募款活動期間：109年8月1日~110年7月31日

二、募款活動財務使用期間：109年8月1日~110年8月5日

三、募款核准文號：衛部救字第1091362618號

四、募款活動支出明細

烘焙班攪拌機
　　路得學園許多烘焙商品都需要使用攪

拌機攪勻餡料，舊的攪拌機已完全無法使

用，還好有新的攪拌機，使接下來的中秋

節檔期生產產品能夠更順利。

維修費用支出
　　為提供園內師生有良好、安全的生活

環境，我們會定期保養每日都會使用的電

梯、冷氣、飲水機等設備，讓老師可以安

心使用。另外，接送學員外出的公務車，也

會定期維修、保養，讓司機可以安全上路！

課輔、專業老師薪資
    身心障礙者的學習能力較一般人弱，老師需要不斷提醒，甚至製作各種輔

具，來幫助學員學習洗衣、清潔、農園藝、烘焙等職種，也在每一天培養學

員生活技能，讓學員能力不退步，甚至能更進步。

募集冷氣七台
　　園內52台冷氣多為101年遷至中壢安裝

，至今冷氣機齡都已近十年，其中有七台

冷氣經過不斷維修，仍無法運作，為讓園

生能在夏日能夠不受氣溫影響生理狀況、

行為及情緒，機構募集了七台冷氣，讓園

生安然度過炎熱夏季。

線上捐款資訊愛心捐款捐物徵信，每月將定期公告於路得官網，歡迎大家上網查詢

修繕費 園生餐費 一般捐款

「109年暖心照顧，生活技能養成」
所得支出報告

收入明細 合計 支出明細 合計

開戶金額 0 烘焙班攪拌機一台 73,000

捐款收入 2,411,751 冷氣七台 336,880

利息收入 149 專案支出-維修費用支出 856,894

  專案支出-課輔、專業老師資費 1,364,425

  活動費用 

  捐款手續費 12,959

  支出總計 2,644,078

收入總計 2,411,900 自籌 232,178

五、募款金額使用情形

△汰換之攪拌機 △烘焙班新攪拌機一台

△定期保養、
　維修電梯 

△冷氣維修及
　定期保養 

  

 

△老師教導學員職業陶冶、生活技能培養 

 

老師進行夜間課輔

 
原訂4/17舉辦 

讓我陪你野餐日因疫情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