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灣省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籌募身心障礙者多元化服務經費勸募活動成果報告書 

一、 活動名稱：籌募身心障礙者多元化服務經費 

二、活動目的:本法人附設桃園縣私立天使發展中心為提供桃園縣、新北市身心障礙兒 

             童、成人及其家庭療育服務、生活自理訓練、復健訓練、工作訓練等多 

             元化且全面性的服務，規畫勸募活動籌募身心障礙者多元化服務經費， 

             藉由個別化教育計劃及家庭支持服務的提供，以提升身心障礙者的能力 

             、改善其家庭生活品質，最終致力於促進身心障礙者達到生活自立的目 

             的，減輕家庭在照顧過程中所面臨的心理、經濟雙重負擔。 

三、活動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01年 9月 1日起至 102年 8月 31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101年 9月 1日起至 102年 8月 31日止。 

四、勸募許可文號：內授中字第 1015934480號函同意辦理 

五、勸募活動地區：全台灣地區 

六、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自 101年 9月 1日起至 102年 8月 31日止 

收入＄2,473,876元＋利息＄875元，合計＄2,474,751元 

    (明細詳見檢附資料捐贈人資料)。 

收入項目 金額 

募款收入 2,473,876 

利息收入 875 

合計 2,474,751 

支出:募款相關支出金額＄元(勸募活動經費及手續費支出由本中心自行吸收，明細詳

見檢附資料支出明細) 

 

支出項目 金額 

專業服務費 1,800,000 

餐點費 398,303 

交通車燃料費 171,762 

勸募活動費 254,656 

行政費 5,295 

合計 2,630,016 

淨收入＄2,474,751元－支出＄2630016元＝ -＄155,265元 



經費不足新台幣 155,265元，由本法人自籌支付。 

淨收入 

募款收入 2,473,876 

利息收入 875 

支出 2,630,016 

合計 -＄155,265元 

 

七、公開徵信方式: 

    將勸募活動成果公開徵信於本法人網址 http://www.catholic.org.tw、 

    天使發展中心 網址 http://www.ty-angel.org.tw  及天使發展中心 103年 1月 

    季刊中。 

 

八、募款活動執行成果 

(一)你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101.11.1～101.11.30) 

         1.活動地點:全台灣地區。 

         2.參加對象:中心服務使用者、中心同仁、志工及所有社會大眾。 

         3.活動情形簡述:由於活動性質是只要民眾符合下列條件，始有投票資格： 

                        凡擁有 Facebook帳號之民眾，需登入活動網站，取得本活 

                        動所發送之手機驗證碼後，再以該驗證碼登入活動網站， 

                        始取得投票資格。因此為其 30天的投票活動，所有中心同 

                        仁協同服務使用者及志工，在活動的過程中以傳單、影片  

                        向社區、學校、各機關團體說明中心服務的理念及宗旨， 

                        讓服務使用者增加與人群互動、對話的機會，並學習與他 

                        人互動簡單言語；讓社會大眾認識、瞭解身心障礙者及中 

                        心的服務的事工。                         

          4.績效與成果: 

        (1)透過活動的參與，增進社會大眾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與互動及對話機   

            會。 

http://www.catholic.org.tw、/


        (2)透過發送傳單、分享影片的活動，讓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及中心有更 

           多的認識、瞭解。 

        (3)透過民眾的網路投票支持活動，讓中心向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順利 

           募得捐款，除了讓民眾的熱情與愛心發揮更大的效用外，也讓中心的服 

           務品質及知名度提升。          

   (二)  『大手拉小手            一起向前走』 

        天使發展中心成立 25週年慶暨聖誕感恩晚會(101.12.08) 

     1.活動地點: 桃園縣婦女館     桃園市延平路 147號 

     2.參加對象:中心所有人員、家長、志工及社會大眾 

     3.活動情形簡述: 以聖誕晚會的型式，讓中心服務使用者有機會站上國際級舞臺 

                    ，豐富生活體驗；透過戲劇表演讓社會大眾瞭解中心 25年來承 

               接使命，致力服務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的歷程。過程中服務使用 

               者的演出讓所有人驚艷、感動；更讓許多家長為服務使用者超乎 

               想像的表現數度落淚、哽咽。也讓與會的社會大眾感受「那一夜， 

               與天使相遇」的真實及美妙。會後，與會人士不斷討論期待下一 

               次的晚會演出，都再再給予服務使用者及中心極大的鼓勵和感謝 

               。 

       4.績效與成果: 

      (1)藉此活動讓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之關懷，支持中心邁入「第二個 25週年」， 

         攜手傳遞愛心予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                                                       

             (2)以戲劇表演讓社會大眾瞭解中心 25年來承接使命，致力服務身心障礙者及                                 

其家庭之過程。 

      (3)在晚會演出中呈現中心所秉持耶穌基督「為最小弟兄所做，就是為耶穌基督 

         所做」的精神與宗旨。肯定與支持中心以專業為導向、以愛心為基石，提升 

         身心障礙者接受最佳療育服務。                            

      (4)藉由晚會演出讓社會大眾瞭解中心現階段所提供包括兒童早期療育、成人 

         日間托育等服務；為讓身心障礙者獲致更專業、完善的照顧與服務。                      

      (5)讓服務使用者有機會站上國際級舞臺，豐富生活體驗；並以傑出的表現讓                       

         自身和其家長獲得社會大眾瞭解和尊重。                       

    5.活動照片剪影: 



  

  

  (三)大潤發擺攤義賣(101.12.20—102.01.13) 

          1.活動地點:八德市大潤發賣場。 

          2.參加對象:中心服務使用者、中心同仁、志工及所有社會大眾。 

     3.活動情形簡述:中心跟當地大瑞發賣場合作，在賣場內擺攤義賣，由中心 

                    同仁帶中心成人服務使用者一起在現場義賣，增加成人服 

                    務使用者與人群互動、對話的機會，義賣過程也藉機讓服 

                    物使用者學習如何與他人互動間單對話，體驗實際銷售過 

                    程。 

          4.績效與成果:  

(1)透過活動的參與，增進社會大眾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與互動及對話機會。 

         (2)透過發送義賣傳單、分享影片的活動，讓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及中心 

            有更多的認識、瞭解。 

(3)透過義賣模式，讓服務使用者體驗如何成為一名店家；並藉由民眾的鼓            

勵和支持，讓中心的各項服務得以持續提升。 



         5.活動照片剪影: 

  

 

   (四)『 天使有愛  人間有情 』社區融合宣導暨愛心園遊會活動(102.07.14) 

            1.活動地點: 八德市文昌休閒公園與同和休閒公園。(文昌路與金和路交 

                        匯) 

            2.參加對象:中心所有人員、家長、志工及社會大眾 

            3.活動情形簡述: 藉舉辦愛心園遊會，籌措天使發展中心所提供身心障 

                            礙者全面且多元化的服務經費，倡導社會大眾暸解且  

                            正視身心障礙者與其家庭在生活上所面臨的困境與難 

                            題，期盼你、我伸出援手，讓身心障礙者與其家庭也 

                            能感受到社會的愛心及溫暖，不放棄自我、勇敢面對 

                            人生。當日參與園遊會人數約 1500人次，設攤義賣單 

                            位 68個攤商，義演團體超過 20個團體；當日艷陽高 

                            照，卻絲毫不減參與民眾的熱情。 

            4.績效與成果: 

           (1)透過晚會表演的方式，增進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接觸與認識。 

           (2)透過宣廣晚會宣傳單的活動，增加身心障礙者與人群互動、對話的機 

              會。 

           (3)藉此活動宣傳中心服務，讓社會大眾對中心的服務有更多的認識。 

           (4)透過晚會表演的方式，讓社會大眾的捐款不但協助中心的服務品質提 

              升，也因社會大眾的愛心，讓身心障礙者有了揮灑自我的舞台演出。 

            

 

             



5.活動照片剪影: 

  

  

  

 

 

 

 



九、經費使用成果說明： 

1.專業服務費: 包含人事費用、退休金、保險、福利等費用，提供 80名身心障礙者 

              相關教養服務與訓練經費（扣除已申請政府或其他單位補助）；使用 

              經費 1,800,000 元，共投入 247服務人次，服務 960人次中、重度 

              身心障礙人士。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一)培養

相關休閒

技能 

1.辦理太鼓音樂活

動課程。 

2.參與外界節目演

出活動。 

1.辦理「音樂魔法森林」、音樂課程 

(1).辦理方式：兒童每週一次 

         成人每週二次 

(2).受益人次：1196人次 

(3).活動效益：增進 SUR團隊合作精神，讓 SUR在感

官視覺上有不同體驗，增進學習力促進大肌肉良

好發展，透過戲劇表演活動，提升自信心並獲得

成就感。 

2.於 1至 6月參加外界表演-何嘉仁 

 美語、小荳荳音樂發表會,共 2場。 

(二)提升

生活技能

及社會交

往的知識 

根據節慶及培養休

閒相關技能辦理各

項活動，促進服務使

用者個人的成長。 

1.辦理年貨大街、復活節、母親節、  

  潔牙比賽、端午節、畢業典禮各式   

  慶祝活動。 

2.總受益人次：578人次 

3.各項活動效益: 

透過各節慶相關應景物品讓 SUR感受年節氣氛，提供

手部功能性操作之練習機會，獲得感官滿足，提供參

與活動之體驗。學習與人互動溝通及金錢使用概念。 

(三)辦理

提升自主

性活動 

1.做自己的主人。 

2.為他人發聲。 

3.提供參與活動策

劃的機會。 

1.受益人次：288人次 

2.活動效益： 

(1) 透過活動的體驗提升服務使用者自信心與成就

感。 

(2)藉由參與活動策劃，讓服務使用者學習舉辦活動

的策劃能力。 



 活動項

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四)安排

社區融合

活動 

1.辦理聖誕活

動。 

2.聖誕報佳音

活動。 

3.跳蚤市場。 

4.春季與秋季

旅遊、親子活

動。 

5. 天使「光鹽

家 族 」 聯 誼

會。 

1. 聖誕活動及聖誕報佳音活動預計 12月辦理 

2. 已辦理跳蚤市場活動 

(1)辦理時間：(共 10場) 

A、01/05大潤發義賣 

B、01/18何嘉仁跳蚤市場暨太鼓表演 

C、01/19新方幼兒園跳蚤市場 

D、01/26竹城御賞義賣 

E、02/08鴻海集團愛心園遊會 

F、03/24、04/21中壢滷蛋跳蚤市場 

G、04/13護國宮義賣園遊會 

H、05/04裕隆集團聯合園遊會 

I、05/18桃園縣建構「愛與祥和社會」辦理身心障礙國民

親子運動嘉年華暨義賣 

J、7/14「天使有愛 人間有情」社區融合宣導暨愛心園遊

會 

(2)受益人次：SUR、家長、社區民眾 

   共 4500人次 

(3)活動效益： 

讓社區民眾藉由園遊會、活動表演/比賽得過程中，看

見身心障礙者充滿活力熱忱的一面，進而願意與身心障

礙者互動。 

4. 已辦理春季旅遊、親子活動 

(1)辦理時間：(共 2場) 

A、春季旅遊-04/20活力健康農場 

B、親子旅遊-06/01味全埔心牧場 

(2)受益人次：SUR、天使員工、家長、 

   志工共 236人次 

(3)活動效益： 

藉由戶外旅遊活動，結合志工及家長共同外出，除了可增

進親子間的互動外，亦可藉由活動讓家長們彼此認識及交

流教養心得。 



 活動項

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5.天使「光鹽家族」聯誼會 

(1)辦理時間：(共 5場) 

A、02/28大勇國小-威浮球 

B、03/23陽明公園-大地遊戲 

C、04/28天使發展中心-蝶古巴特課程 

D、05/19鶯歌-陶瓷拉坏 

E、06/29洪 88美食坊-製作銅鑼燒 

(2)受益人次：SUR、志工，共 100人    

   次 

(3)活動效益： 

藉由年紀相仿的志工群帶領中心學員參與社區性活動，增加

SUR的假日休閒生活及人際互動交友圈，從中學習與人互動

的技巧，亦可藉此活動培養勇於表達想法的勇氣。 

(五)促進

服務使用

者之人際

關係；建 

立服務使

用者兩性

交往概念 

1.規劃聯誼、

聚餐、兩性交

往 、 慶 生 活

動。 

2.辦理營宿活

動。 

兩 性 交 往 課

程。 

1.受益人次：874人次(班會、光鹽營) 

2.活動效益： 

(1) 拓展 8-12位 SUR的生活   圈，並提供結交知心朋友

的機會。 

(2) 增進高功能之 SUR兩性交往的技巧與概念，與學習結

交異性的適當方式。 

(3) 於慶生舞會活動中，提供 SUR 與異性互動學習禮儀的

機會。 

3.營宿活動預計 9月辦理 

(六)辦理

生命教育

宣導活動 

1.參與活動以

貼近社區活動

為主。 

2.參加各單位

相關活動，宣

導生命教育。 

3.帶領參訪與

宣導。 

4.辦理愛心募

1. 已辦理社區性活動(共 5場) 

(1)辦理時間： 

A、 02/28大勇國小-威浮球 

B、 03/23陽明公園-大地遊戲 

C、 05/19鶯歌-陶瓷拉坏 

D、 06/29洪 88美食坊-製作銅鑼燒 

E、 07/14「天使有愛 人間有情」社區融合宣導暨愛心

園遊會 

(2)受益人次：SUR、志工、家長、社 



 活動項

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款活動。 

5.不定期募款

或義賣活動。 

   區民眾，共 1080人次 

(3)活動效益： 

藉由舉辦活動，讓中心學員走入社區，融入人群，增進

人際互動網絡。 

2. 已參加各單位相關活動，宣導生命教育 

(1)辦理時間：(共 4場) 

A、01/14大勇國小 509融合活動 

B、01/15田心國小融合活動 

C、02/28「大地有情人間有愛」減碳蔬食送溫馨 

D、03/09振聲中學園遊會 

3. 已辦理社區性活動(共 5場) 

(1)辦理時間： 

F、 02/28大勇國小-威浮球 

G、 03/23陽明公園-大地遊戲 

H、 05/19鶯歌-陶瓷拉坏 

I、 06/29洪 88美食坊-製作銅鑼燒 

J、 07/14「天使有愛 人間有情」社區融合宣導暨愛心

園遊會 

(2) 受益人次：SUR、志工、家長、社區民眾，共 1080人次 

活動效益： 

藉由舉辦活動，讓中心學員走入社區，融入人群，增進

人際互動網絡。 

4. 已參加各單位相關活動，宣導生命教育 

(1)辦理時間：(共 4場) 

A、01/14大勇國小 509融合活動 

B、01/15田心國小融合活動 

C、02/28「大地有情人間有愛」減碳蔬食送溫馨 

D、03/09振聲中學園遊會 

(2)受益人次：SUR、家長、社區民眾、學生共 400人次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3)活動效益：藉由參加各學校團體舉辦的活動，從中宣

傳生命教育及身心障礙服務，讓社區民眾、學生對於身心

障礙能有初步的認識與了解，近兒院意接納及加入關懷的

行列。 

5. 帶領參訪與宣導 

(1)辦理時間：(共 8場) 

A、1/14大勇國小 509 班 28位學生 

B、1/18財政部國稅局桃園分局 

C、1/22群芳同際會 

D、1/25大成國小校長 

E、1/30桃園市國際同際會 

F、3/26新生醫專 

G、3/28桃園八德市公所家政班 

H、5/16新生醫專愛心社 

(2)受益人次：團體民眾共 116位 

(3)預期效益： 

藉由參訪中心，讓學生及社區民眾和團體實地了解中心的

服務項目，以期能夠讓更多人了解中心及身心障礙者。 

6. 辦理愛心募款活動、不定期募款或義賣活動 

(1)辦理時間：(共 9場) 

A、01/18何嘉仁跳蚤市場暨太鼓表演 

B、01/26竹城御賞義賣 

C、02/08鴻海集團愛心園遊會 

D、03/24、04/21中壢滷蛋跳蚤市場 

E、04/13護國宮義賣園遊會 

F、05/04裕隆集團聯合園遊會 

G、05/18桃園縣建構「愛與祥和社會」辦理身心障礙國民

親子運動嘉年華暨義賣 

H、7/14「天使有愛 人間有情」社區融合宣導暨愛心園遊

會 

I、不定期郵局愛心義賣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2)受益人數：SUR、社區民眾、家長、  

   志工共約 7000位 

(3)活動效益： 

藉由參加各舉辦的活動，從中宣傳生命教育及身心障礙服

務，讓社區民眾、學生對於身心障礙能有初步的認識與了

解，也提供服務使用者對於銷售的觀念及技能。 

(七 )辦

理 社 區

融合、回

饋 社 會

活動 

1.安排社區適

應/社區生活活

動。 

2.推動學前融

合教育。 

3.參加外部活

動/生命教育宣

導活動。 

4.提供社福機

構及大專院校

實習。 

1. 活動效益:提供 80位 SUR可以自然與社區人士互動。並

於社區活動時增加人際關係之交流(每週一次)。SUR可以

自然與社區人士互動，並於社區活動時增加人際關係之

交流。增加 SUR體驗使用公共設、中餐/西餐、使用交通

工具/ 唱歌/購物等等的活動機會。 

2.  

(1)融合課程：幼兒園時段融合 

(2)合作園所：八德市優德威幼兒園。 

(3)合作方式：師生1：3-4比例，每週一個半天由老師陪

同進班融合。 

3. 提供長庚大學、創新技術學院共 5人實習。 

(1)進行方式：進班與參與活動 

(2)效益: 

     提供實習生實務操作的機會，將所學運用在職場上學 

     以致用，機構間互相交流提升專業知能。 

(八 )辦

理 藝 文

活 動 課

程 

1.規劃美術課

程。 

2.辦理成果展。 

1.已辦理「愛在畫中」美術課程 

(1)辦理方式：兒童、成人每週一次。 

(2)受益人次：SUR 416人次 

  (3)活動效益：透過多元材料美術活動，可增加多感官的

刺激，滿足自我感官需求外，更可豐富生活上及學習上之經

驗運用不同的技巧與方式來創作(雙手或是運用工具等) ，

讓服務使用者皆能發揮其能力，並從中獲得自信，也達到適

性、適才的目的。 

(九 )提

供 豐 富

1.辦理畢業典

禮。 

1. 1.辦理年貨大街、復活節、母親節、潔牙比賽、端午節、

畢業典禮各式慶祝活動。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的 生 活

經驗 

2.辦理競賽/節

慶相關活動。 

2.總受益人次：578人次 

3.各項活動效益: 

透過各節慶相關應景物品讓 SUR感受年節氣氛，提供手部功

能性操作之練習機會，獲得感官滿足，提供參與活動之體

驗。學習與人互動溝通及金錢使用概念。 

 

(十) 早

期 療 育

轉 銜 服

務 

辦理進入幼兒

園、國小就讀之

個案轉銜服務。 

提供 13位服務使用者轉銜服務—入國小 9位/轉幼兒園 2位

/入國中 1位/緩讀 1位。 

(十一 ) 

推 動 口

腔 預 防

保健 

1.提供牙齒定

期醫療服務。 

2.主動辦理相

關活動。 

3.提升相關專

業知能。 

4.提供服務使

用者塗氟資訊。 

1.已與健詮牙醫、長庚醫院、雙和醫院合作，定期安排服務

使用者至牙醫診所或至中心提供檢查牙齒或塗氟與治

療，1-6月已安排 3次口腔塗氟、檢查、治療服務，受益

人次共 134人次。 

2.已辦理中心潔牙比賽活動 1場。 

3.於每次/年 ISP會議中提供相關口腔照護服務訊息並說明

貝氏刷  

 牙法之口腔照護方式與技巧，上半年共三次，受益人次共

12人。 

4.預期效益:減少服務使用者蛀牙率，提升服務使用者與家

長口腔照護概念。 

2.餐點費: 提供服務使用者及工作人員餐點，使用經費 376,560元，服務超過 950人

次。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一)健康

午餐及餐

點提供 

提供服務使用

者及工作人員

餐點 

1. 由專業的團膳公司，提供美味、健康的午餐及餐點，為

服務使用者的健康把關。 

2. 效益:減少服務使用者的偏食惡習，也讓家長不因經濟因

素，而忽略服務使用者的健康。 

 

 



3.交通車燃料費: 使用目的為接送學生交通車之加油費用，交通車服務範圍包括:桃 

                園市、龜山、南崁、中壢、平鎮、大溪；使用經費 171,762元， 

                共投入 48服務人次，開出超過 1,320次趟車，服務約 11,880人 

                次。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執行成果/效益 

(一)接送

運輸服務 

提供服務使用

者往返通勤的

交通車服務 

1. 為接送服務使用者，特此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交通車

服務範圍包括:桃園市、龜山、南崁、中壢、平鎮、大溪。

2.每日分為上、下午，每趟分別開出三輛交通車接送服務使

用者至機構接受服務。 

3.效益:服務人數約 11,880人次，讓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

不因交通因素而放棄學習和社區融入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