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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養中心都被想成一個「等待」的地方，而院民就是三等公民. Ii'等吃飯、等睡覺、等上天

堂』﹒但是在屏東大武山腳有一間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叫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聘請 30多位員工服務

56清惠無依重度身障者，院民早上刷完牙，可能去當個小憨農、憨廚師、或小畫家，下午吃完點ù後

會打掃院區、洗洗車等活動，晚上安排看影片、聽音樂、有時老師讀故事書給大家聽，充實過每一

天，每晚睡好眠。

重癱臥床者、植物人也有規劃課程，雖然活動都是被動式，迦甫的目標是希望有一天他也能與我

們E動， 有奇蹟真的發生了 1 2010年一位 19歲排灣族原住民女生帶著夢想上台站，一週後發生車

禍，頭部受重創，幾成植物人。 vuvu帶她回屏東在迦南就近照顧，但是一般身障機構沒有收重癱個

案，護理之家負擔不起﹒植物人連鎖中心限照顧植物人﹒抱著夢想有一天神會引導弦恩走出死蔭的幽

谷，就選擇安置在迦商。還過溫馨的關懷﹒有一天弦恩的靈魂甦醒71 經過多年的復健還是沒辦法康

復，但是她每天祈禱「明天要更好 J 1 

且尸主哥去擅自備劃iE-~-=Ji:!.lr.蜘A::::l8咽E團甘心t:.:~ll~-J:~恥~~~'''j三... 。弦恩幫室友做感觀刺激服務

有來參觀過迦南的朋友都會問 「迦南的環境與設施都很棒，為什麼還要建院? J 不幸地在政府的現代身障機構設置標準改變後，造成目前

茅租的院舍專業空間不足，另外每個房間調整為四床，在 105年 6月迦南經輔導從 65床減至 54床，造成養護收入每年銳減277萬元，導致營運

更艱困。為7永續經營 y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及守護身心障礙者的尊嚴，迦南只能積極募集 「迦南憨見之家建院計畫:救救無依老憨見 J (活動

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 ~040138110號)建新院基金。 105 年 7 月 1 日統計， 建新院基金還差新台幣 8， 884 ， 359 元 ，邀請有愛的社會民眾、

有 CSR社會責任的企黨與團體助全國清毒無像老憨兒一臂之力，一起海少身障家庭人倫悲勵。

迦南憨兒之家的居住房間每聞工程造價新台幣60萬元，還剩 16間默默等待非凡的有愛人士、

愛心企業認養，贊助者可獲得空間冠名，更歡迎參與設計房間內部風格﹒留下永久的行善足跡。

停電就像地震一樣，是無預警發生，一般家

庭遇到颱風停電，最差情況也只是沒有冷氣

吹﹒感覺很悶熱;沒電視可看，覺得很無聊，

或不能上網等等，這些只是生活上的不便，而

且只是短暫的不便。但，同樣的情況，如果是

照顧重度殘障、長期臥床者的照護單位，停電

6/J\時，損失的可能是幾條寶貴的生命。

還記得去年募集發電機的勸募專案嗎?

105年 7月 8 日強颱尼伯特造成屏東

16萬戶停電，迦南也停電8小時，感謝各位

朋友在去年底協助迦南購買愛心發電機﹒給

護理人員有能力去定期及適時地幫植物人抽

痠等，助重癱臥床者不斷氣，十萬分感謝!

每到農層t月各大廟宇皆會以最

虔誠的心，備妥單厚的槃晶，普渡

來自十方世界的好兄弟。普渡過後

可請別忘了分配供晶給t十多位清

毒、無依身障者及弱勢見童課後輔

導孩童，一來能讓其感受到來自社

會的憂心，二來也可以避免資源的

浪費。 歡迎與我們聯絡

。8-7707097
社佳樺



逾 到 三寸鐵

樣的建親節 : 僅?氫彈年前迦商島。隨礙養護體
養護院長者洗腳敷面膜 憨童l軍發粽苦桃事 關懷弱勢村1民
【聯合報/記者林良齊屏東報導】美和科大健管系列位

學生為迦南養護院的20名長者洗腳、敷面膜，希望在母

親節前夕為她們過一個不一樣的母親節。

【阿猴新聞網/記者廖銘瑞屏東報導】 7 日上午﹒迦南憨童軍拿著粽

子、桃子，對於村內的弱勢居民大聲說出「祝你天天開心」、「祝你身

體健康」、「祝你平安快樂」﹒雖然口齒不清﹒傳達出去正能量讓聽到

的人感激在心，露出許久不見笑容。健管系學生手忙腳亂地為長者擦說腳躁、按摩，甚

至為他們敷上面膜，長者也都露出久違的笑容，紛紛表

示「很久沒有過母親節7J ﹒甚至有的長者一次母親節也沒渡過。

內埔中林村村長來

慶銘說，雖然迦南身心

障礙養護院為無假身障

者努力募款籌建新身障

養護大樓，但每年還是

想辦法募集資源﹒讓村

內最弱勢的家庭在佳節

感受溫暖。

健管系系會長張豐瑾說，以往對於長照的認識只有在課本上﹒但到機構第

一線實地操作才發現長照的困難. r 如語言就是很大的問題 J .他們只能透過

比手畫腳﹒使用破台語、客語與長輩溝通﹒希望能藉實務來彌補理論的不足。

迦南養護院主任杜

俊和表示，其實在院裡

有許多的長者因為沒有

生育，以往沒有兒女來

幫他們渡過母親節，希

望藉此讓他們能夠體驗

過節的氣氛，更能與外

界互動，也讓學生能夠

學習謙卑的重要。

迦南主任杜俊和指

出，今年有一位善心人

士贊助300粒粽子，另外
也與 iGoods愛物資合作﹒爭取到五月桃﹒讓愛心加倍，共同關懷社會

角落真正需要幫助的邊緣人。

iGoods共同創辦人陳家銓表示﹒愛物資「一起樂桃桃」活動招募

善心人士買桃又捐桃給弱勢團體，除7助桃農銷售，迦南也無私分享給

弱勢家庭，大家的愛心在佳節時創造出更溫馨、美麗的台灣。

其目未害者;要他們本放假 義剪讓假期重!有意義
• • 

【自由時報/記者邱芷栗屏東報導】暑假即將來臨，

屏東科技大學時尚系今天舉辦期末考 .6名學生考完

活動﹒但不到1天，就號召76名同學，學生們從大一至大四都有﹒在考完

試後延遲父母接送、返鄉時間﹒讓她真的好感動。

試後不是固宿舍收包包，準

備放假回家，而是趁著暑假

前到身障單位做公益，學生

們說，從義剪做起，希望讓

這個暑假過得更有意義!

) 屏科大時尚系助理教授
謝清秀﹒帶著蔡慧玉、張景賀、魏方儀、賴映囡、

陳慈荒、陳虹羽等6名學生﹒到迦南身心障礙養護

院進行義剪。

謝清秀說，這是第1次帶著學生義剪，由於適

逢期末考，擔心孩子們要準備考試，無法參加義剪

【阿猴新聞網/記者廖銘瑞屏東報導】台南靚車俱樂部十位車友到

屏東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關懷無依老憨見，五台車載滿滿的愛心，

送老憨見們紙尿褲、維他命、及民生用晶等物資。

活動發起人吳政龍在臉書觀察許多弱勢團體，最後決定無依老

憨見是最弱勢的一群，吳政龍表示，有很多人在關懷育幼院，因此

育幼院的資源過勝，而沒家長的身障者雖然是由政府公費安置，但

政府給的補助嚴重不足，因此台

南 Super Sentra 車友們自發性

募集物資及少許現金，緩和一下
養護院的重擔。

迦南主任杜俊和表示，車隊

不是慈善團體，他們只是一群開

著同款車的車主在車眾中的互動

成為好友﹒好友約一約、載著家
-1 人與小孩到屏東旅遊，順便把社
會的美好傳承下去。

大一的魏方儀說，這是她第一次參加義剪﹒能

在回家前做公益﹒希望為自己開敵一個別具意義的

暑假生活。

學生們也表示﹒院生們因為身體狀況不同﹒有

的會有抽蓄、扭動頭部的行為，但每個被理髮的院

,- .. ~ 生都全I~\全意的把自己交付給他們，所以他們就更

、 有使命感，希望給院生們1個清爽、舒服的髮型。

院方也表示 .6個學生和 1位老師，短短 1個

小時內就完成院內 30名院生的剪髮﹒真的很厲

害!院方也特別感謝學生與老師犧牲假期到院服

務，讓院生們能有個清爽的髮型渡過炎夏。

【斬新聞報/記者廖銘瑞屏東報

導】斗六市溪洲國小為7讓學生

找到自信及方向，成立7森巴鼓

社團，今年 20名學生參加服務

學習活動，自籌旅費，在踹午節

前到高雄、屏東的身心障礙者機

構﹒用森巴鼓關懷弱勢﹒療癒人

心，為學習過程留下自主、公益

慈善的行腳(見圖)。

六年前，在漢洲社區學習森巴舞，沒有人伴奏，校長蔡正龍主動提議幫忙，

接受訓練學生打森巴鼓﹒孩子從害羞到變得更自信、日常行為變得更有自律。

5 日下午到7屏東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及佳南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身I~\障礙
者聽到這股森巴震撼韻律的帶領之下，不知不覺也隨之打起拍子!長者們看到小

朋友的認真的表現，臉上笑容肯定這群台灣之光。

蔡正龍表示，鄉下孩子非常需要擴大視野，而當孩子看到身障者，除7產生

同理心，還會有「我好想幫忙」的I心，盼望台灣的未來更溫馨、更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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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文2， 1 ∞;巫O合18，0∞;宵。圖小596 ;許O昌 300 ;馬O得-馬串串0個馬0攝-馬O雋 1 ，200 ;加油站發軍箱 153 ;孽。木4，50日;一0一有機嵐
圓 1 ，000 ;賀。香750 ;新O市叡構區人O開O協會3，000 ;李O徵800 ;劃O穎6∞;陳O茲100 ;迦南種票箱830 ;鍾O桂3，000 ;玖O拉麵402 ; 
善，t，人士 1 口，000 ;南華圖小519 ;高樹圖小530 ;林O富 4，0∞，高O市古O曹濟會鉤，∞口，善，t，人士 500 ;瘤。全1且∞，寮山圖小530 ;杜O育

2，∞口;社O朋2，∞0; 社0攝2，000 ;社O羿2，∞0; 許O富麗2，∞0; 許0.2，口∞，許O芸2，0∞.江O汝聽 1 ，0∞;謝。皓1 日，000

，其官揖歡暢 孽。叡 10，∞0; 擾。圖5∞，陳m直 150 ;隙。昌 3∞，林O文6∞，美0人O資獨有跟公司 10，∞0; 賽。珠喝O盟黨O金
6，∞口;顫。輝1月∞，楊0華 1 ，0∞，陳0字520 ;季O撞5∞;主01月∞;陳O屢5∞;季O枝2，∞0; 林O塌6∞，林0攝2∞，劉O番2∞;
單O樂 1 ，2∞，黃O愉5∞，張02，∞0; 藩。玉回李O亮3，∞0; 林O賢 10，0∞，陳O補520 ;磨。嘉 4，000 ;李O叡6∞，黃O昆520 ;查。芸
52日;林。據500 ;林O良100 ;黃0位100; ìl!0傑5日0; 洪。在2∞;陳O玟600 ;摩O盟600 ;吳0萬300; TO芬1 ，∞口;于O楓300 ;囂。

圖 3∞.柳O琪5∞;王O鈞600 ;寮O玉 1 ，000 ;胡O玫3∞，鍾O~奇的日，寮O笑300 ;江0116∞，諒。倫3，000 ;黃O伸6日0; 陳O鹽 1 ，000 ; 
林O卯3∞;林O潔3∞，賴O宏3∞;楊O娟回攝0家5∞，劑。辰2，000 ;陳O讀150 ;林O民900 ;林011100 ;郎。真500 ;輯O馨 1 ，0∞，何
O馨5∞;主O貞3，000 ;林O員 3，000 ;主O玉 10，000 ;黃O諭400 ;章。現 14，000 ;善，t，人士 10，000 ;林O塌300 ;陳O鐸 10，∞0; 'JO龍
38,040 ;釀。妙5，∞0; 謝。琪1 日，0∞;謝。蟬的，∞o

， 動撞車司:sì'躍哥謹E軒1.

本院以公費安置收容為

主，請求社會大眾的協助，缺

乏的物資包括: A4影印紙 、

成人紙尿褲(M) 、濕組巾、衛
生紙、 綜合維他命 、奶晶、

米、燕麥、麵食品等、民生用

品、 統一發票 。

個路徵信公告: http://www.7705568:..org/donation.html 

學 11院甚盒帶 庫。上 10，∞0; 瞥，t，人士 249 ;美0萬O信望愛社團6∞;郭O珠3，0∞;"。錢37，∞0; 新南圖小610 ;詹O全 1 ，∞0; 加油站積累箱
512 ;回O. 酬。買車.邱O鈞5∞，揖O融561 ;新O市中和O姓宗親會5，0∞，王。當 1 ，0∞，林O瓏5∞;林0.1月【泊，林O明 1 ，∞口，林O潤2，0∞，仲。

法報有限公司5，∞0; 寰。印圖公司5，0∞，林O圖 1 ，0∞，善，t，人士4，100 ;書，t，人士448 ;百0加油站11 ;扯。育2，∞0; 社O穎2，∞0; 社0周2，∞口;扯。

羿2，0∞，林O恩2口，0∞，許O曹2，0∞，施。講3，∞0; 畏。瑛15，0∞;JI!。娟5，000 ;賽。金6，∞0; 林O禾 1 ，0∞，華O鈍 1，∞日，醋。風3，000 ;林。現
2，∞0; j世0攝 2，0∞，聾，r，人士 1 ，0∞，聲，t，人士 1∞，鄭O妹B∞，黃O汐4，。∞，陳Oll! 1 ，0∞ ;11名民 1 ，0∞，極O~港O蝠，宮.強0篇800; f筒。仔
20日;串串O銘.徐O畫圖強O枝200 ;谷。 1 ，0∞，王0.1 ，000 ;福。婪的0; 林O君5∞，轍。值2日0; 軍0華2∞，都O菁5，000 ;潛0.3，0∞，孽。松
1 ，0∞;陳0萬 1 ，∞0; 曾m會 2，000 ;莊O翔 1 月00; 陳O萍-陳O花 1 ，0∞;孽。宏 1 ，0∞ ;1.0群 1月∞;孽。真B∞;李01118∞;束。乾B∞;束。逸
80日;邱0輛5∞;ìI!O錯 500 ;高O組300 ;主0種5日，∞0; 蕭O徵 1 ，0∞;瞥，t，人士3∞;華O成 100 ;寞。曹 100 ;葉O曹 1∞;林O募300 ;劉0盧

30日;楊O見200; 11。盤 200; 110.2∞ ;1脅。英6∞;林0攝 1 ，0∞;李O違6∞;李O鐘，。息已∞0; 劉O蘆 1 ，0∞;方O晴5∞;林O玉3∞;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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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3，∞0; 金O值 3，∞0; 許0周陳O珍6，000 ;李O枝2，∞0; 員。東 2，0∞，動。科按股份有限公司 1月∞，彭0輛 1 ，∞0; 組081 ，0∞，郭O饋
300; 'il0浦2∞，弘O文理補習班1∞;賽。珍2∞;林O越.陳O寶 200 ;徐03會3∞;黃O彰5∞，強0英300 ;黃O蟬5∞，曳。珊500 ;黃O伴ω0;

淇O偉5日。 ;"0華 1 ，000 ;黃O悔 1 ，0∞，楊O鑽 1 ，688 ;溝。有聞公司 2，∞口;.。褲 1 ，0(泊，林O銘 1 ，∞0;.0清 1 ，∞0; 揖O賢520 ;周Oli明 .0鐸.0
種.om 賴O蔥500 ;寞。聽300 ;善，t，人士6，000; 'JO億 100 ;束。渴 150 ;都O澀315 ;何O鎮300 ;連。如-連OA5oo ;邱O鼻5∞，陳0.1，∞0; 握
。王 520 ;吳O菁 1 ，0∞;主O喬2，000 ;洪O傑曾O珍 2，000 ;楊O障 3，000; 1110.10,600 ;主O青團軍4∞;陳0攝 3，叫泊;許m由 1 日，000 ;林0攝

z∞0; 方O間 1 ，∞0; 林0華 1 ，∞0; 徐O蘭415 ;張O渴300 ;潛O玉華0英3，∞0; 陳0攝 1 ，5∞;且O恩 1 ，0∞;周05∞;黃O仁500 ;阱。雖慕。缸

200; J取O芽，診所5，000 ;束。瑜 2，000 ;陳01 ，000 ;林0美極 1 ，∞0; 林O珍 1 ，∞o;;陳O蔓5∞;回O芸5∞ ;.0揭300; j敵0億 10，。∞;社O吉

2∞'。∞;陳O停 1 ，0∞，張O鎮3，∞0; 前O良2∞，盟軍。如 200 ;謝O宏 2∞，鄭0.5∞，隙。玉薑 1 ，0∞，醋。延 1 ，∞0; 吉O興業 1 ，0∞;!I!O相
1 ，∞0; 陳O金1116∞;主0.2∞，無名 1且∞，徐O蘭315 ;趟。愷 500 ;陳O聽990 ;當O艾500 ;郁。但5∞，陳O羽 1∞;林O珠3，2∞，巫O祖.巫O
禎5∞，果。團釀有限公司 5，∞0; 賞。雖100 ;揖O松5∞;谷。 1 ，∞0; 吳O群520 ;郭0篇60日;賞。峻520 ;盾。昌 520 ;許O甄2∞，許0攝3∞'事
。倫300 ;個O凱 1 ，6鉤，李0.520 ;吳O儒520 ;張O昌 520 ;高O昇520 ;陳O民600 ;洪O進600 ;許O跨 1 ，0∞，慮。華 1 ，0∞，華0美 1，∞口，陳0
穎600 ;徐0華200 ;林。如 300 ;都O宜3∞，陳O要6∞ ;'JO美600 ;謝O伶 300 ;賴O良 1 ，2∞，臻O君3∞，喝O淇100 ;那O汝300 ;福。木5∞;
吳O韋1刀∞;郭O珈3日0; 更0華輛輛O:a鋪郎OJ牌2，000 ;陳O愉300 ;醋。在300 ;林O穎500 ;林O隆300 ;蔡O淘600 ;林011500 ;主O強600 ;楊

O法E∞;張O君600 ;劉O徵300 ;陸0的 300 ;陳O董30日;遍。琪1刀∞;李O南300 ;強O梅300 ;揖m會300 ;葉0種300 ;楊O輝300 ;蟹。姆

600 ;濁。珍600 ;那O蟬300 ;周O胸 300 ;陳0冊300 ;鄭O瑋300 ;宋O屏300 ;吳OJ鹽300 ;胡O芳300 ;鄭0元全家200; $1<0值 300 ;謝O費300 ; 
釀。渝3∞，蕭O敵 1 ，679 ;劉O珠3∞;鍾O賣3∞;吳O顆300 ;蕭O果20 ;寮O芸500 ;孽。平3∞.季O~會3∞，周O君 1 ，2∞.黃O宣5∞，朱O珊

300 ;陳O寶且連O興汽車有眼公司600 ;張O娟600 ;囂。星3∞;楊O茜 1 ，5∞，賴O章3∞，劉O棋3∞;蔡O~會.成O企草行3∞;方O凱6∞，謝Olt{

3日口;黃O霞3∞，幸0.3∞，簡O煌3∞;鄭0頭3∞;林O姐的0; 揖O情3∞，龍O怡900 ;組O茹5∞;清O旁 1 ，500 ;候0華3，000 ;弦。文5∞;
吳O鹽 1 ，∞0; 潭。記.誨。萍1 且∞;)直O兒5∞，孫O蔓5∞，回O杉350 ;張O雅3∞，林O理 1 ，2∞，林O秀錦 1 ，0∞，曾O撞2，0∞，穆O怡 1且∞，割
。如5∞，莊O仔5∞，累。國際企業社2∞，朴O德平良駒，寮O積3∞;瑞O實業股份有眼公司 5，∞0; 陳0和 3，∞0; 洪O冒陳0盧 2，000 ;陳O季
1,000 ;許O木6∞;李0家500 ;姜0美300 ;黃O汐4，000 ;讀0.3，000 ;社O法人寰宇明察蘊蓄會 1 ，000

學其它揖歌聲趟。珠3，∞口，弦。雖4，∞口，莊O文 2，1∞，孽。木4，50日，都Of車 1 ，2∞，弦。河12，∞0; 孽。居2∞，陳O釀15口，陳O昌 3∞，林O文
600 ;林O海5，∞口，賴O成2，0∞，社O萍1月∞;林O洲 1 ，0∞，磨。最 1 ，0∞;讀O娟2，∞0; 薛O值1且∞，吳O燕1月∞;賴O成 1 ，0∞，孫O民 1 ，0∞;
郭0億10，∞口，曾O民2，∞口;薯。發1 ，0∞，賴O矗1口，∞口，主O寮 1 ，∞0; 揖O曹 1 ，∞0; 尹O信5，∞0; 盾。聽 1 ，∞0; 華O彈 1 ，000 ;黃0來10，∞口，林
O珊 1 ，0∞，余O安 1 ，0∞;王O欣 1 ，000 ;揖O賣 1 ，0∞，錢。華 1 ，0∞;賴0華 1 ，000 ;量。螺 1 ，0∞，慕。實 1 ，∞0; 績。偷10，0∞，陳0頭 1 ，0∞;曹O雅
1,000 ;副O費 1 ，∞0; 注0.2，000 ;林O祖2，000 ;黃O宏 1 ，0∞;寮0華 1 ，000 ;釀。忠 1 ，∞0; 季。聽 1 ，0∞;古O聾 1 ，000 ;藍O贖 1 ，000 ;顫。如
1,000 ;但O娟 5，000 ;何O車 1刀∞;池。旁 1 ，0∞;主O弘 1刀∞;主O君 1且∞;曹O倫 1 ，0∞;林O雄 1 ，0∞;莊O誼 1刀∞;劃O延 1刀∞;翁。芸

1,000 ;居05，000 ;美0萬 2，000 ;主O握2，000; I!O種1刀∞;薯。宏2，000 ;張O明 1 ，000 ;簡O仲1刀∞;張O槽 1 ，0∞;筒。旭 1 ，000 ;謝。哲1刀∞;

林O弘 1，∞口，囊。斗 1 ，0∞，周O芝1 ，0∞;健O均 1 ，000 ;黃O甄1ρ∞，王O怡 1 ，∞口，摩O傳 1 ，0∞，孽。揖1 ，0∞;贅。智2，000 ;誰O吉1ρ∞，林O宏

2，∞0; 張O賢 1刀∞，許O樺 1 ，0∞，陳0起2，∞口，陳O旭 1 ，0∞，郭O額 1月∞;陳O竹 1 ，0∞;林0平 1刀∞;郭0l! 1 刀∞，主0攝 1刀∞，張O，t，
1,000 ;陳O良1 ，0∞;顧03，∞口，讀O彰1 ，0∞，許。顧 1 ，0∞，盾。中 10，000 ;劉O宏 1 ，0∞;游O倫1 ，∞0; 于0億3，∞0; 陳O涵1 ，0∞; 1.10怡 1 ，0∞;
主O聲 1 ，0∞;是O富 1 日，口∞，策。明 3，∞0; 渣。 1，∞口;林。如 1 ，000 ;林O錫 1 ，0∞，林0華 1 ，0∞;傳O禎 1 ，∞0; 沈O宏 1 ，0∞，軍O津1 ，0∞;昌O暐
1,000 ;李0.1且∞，吳O珊 1 ，0∞，季0家 1 ，0∞，王O新 1 ，0∞，揖O屢 1 ，000 ;張O晴 1 ，∞0; 顫。現2，∞0; 董O惠 1 ，0∞，林O曇 1，∞口，張O儷
1,000 ;曾m會 1刀∞;江O融 1刀∞;陳O賜 5.000 ;郭0周 1 ，0∞;寓。厲 1月∞;陳O勘 1 ，0∞ ;80忠 1刀∞;傳0萬 2，000 ;林0萬 1刀∞;鑫O珍
1,000 ; 郎。之 5，000 ; 劃O雄 2，000 ; 車O伸 2，000 ; 張O團體 1 刀∞ ; 洪O棠 1且∞ ; 陳O淳 2，000 ; 陳0時 1 ，0∞ ; 曾O盛 1 ，0∞ ; 黃O晶 1 ，∞0; 況。儒

1,000; ì舒0華 1且∞;黃O信 1 ，∞0; 鄭O延 1 ，∞0; 董O雄 1 ，0∞;張O菁 1 ，000 ;溫O琪 1 ，∞0; j績。眉 1 ，0∞;高O國 2，000; i:t0珠 2，000 ;謝0瑞

2，∞0; 黃05，∞0; 孽。菁 2，∞口，寮01青2，000 ;陳O竹3，∞0; 泣。梅2，∞口，吳0攝 1且∞，江0華 1 ，0∞;林。但3，∞口，陳O秀 1 ，0∞ ;'JO平2，∞0;
'JO好 1 ，0∞，鄭O芬1 ，0∞，周O宜1刀∞;陳O萍1月∞;積O豫1 ，0∞，陳O波 1 ，0∞，胡0攝1刀∞，鄭O竹1刀∞;陳O董1月∞;張O眉 1 ，0∞，許。現
1,000 ;陳O容 1且∞，鄭O文 1 ，0∞，主。據 1 ，0∞ ;IIIIJO玉 1 刀∞ ;IIIIJO欣 1且∞;吳0瑞 1 ，0∞;林O傑 1 ，0∞;磨。東 1 ，0∞，許O俊 1 ，∞0; 都O識
1,000 ;李O庭 1 ，0∞;趙0平1] 1 口，∞0; 林O吉 10，0∞，孔O喧3∞，陳。如 1 ，0∞，黨O珠回攝0華自禁O金 6，∞日，周O董 1 ，5∞，陳0元3∞，陳。如
9，∞0; 郭0時10，∞口，月0華回王0:1.; 1 口，∞0; 周O連3，0∞，酪O瑄2，0∞，媒O轉 1 ;黃O傑 10，∞0; 王O澀5∞;李O動 1 ，0∞;孽。動 1 ，0∞，隙。文
10，∞0; 陳O銘洪O腕1刀∞;孽。草200 ;季O霜200 ;主O玉111600 ;伍。映像工作室-季O音 1 ，000 ;值。典公司 1刀∞;組O鈞 1 ，000 ;祖0..股份有
限公司.弦。生 3，∞0; 聽0字 5，000 ;范。如 5，000 ;上O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方O茶黨行 10，000 ;薰O君30日;陳O怡5，000 ;黃O婷 600 ;陳O雲

500 ;鄭0和200 ;許O曼 1 ，0∞;陳O雪 10，000; 1宜。琴 600 ;曾O秀南O福續當 10，000 ;何O佳5，000 ;汪O曼 1 ，000 ;鷹。錯月 1 ，000 ;張O宜500 ;善

，t，人士 2，0∞，寞。儷3∞，洪O萍10，∞口，善I[}人士1日;黃O楠2∞，邱O姐5∞;謝O萍520 ;黃oa520; 查。芸520 ;林O良1∞，黃0位1 ∞;!lÈO

傑5∞，洪O花2∞;陳O玟6∞，吳O嘉3∞ ;TO芬 1刀∞，于O祖3∞，囂。昌 300 ;柳O琪5∞，主O鈞6∞，慕。玉 1 ，0∞;胡O玫3∞，鐘。聽
6日日;慕。笑30日，囂。倫3，∞日，黃O伸 60日，陳O鹽 1 ，。∞，林O卵 3日0; 林O潔3∞，韻。宏3∞;攝0攝.楊0家50日;劉O廣2，∞日，陳O讀150 ;林。
民900 ;林0.11 100 ;邱O真500 ;缸。如 1 ，∞0; 林O文2，000 ;林O成全家祖1刀∞

連絡方式
Email: 

( ) 
U
們
( 

(0) : ( 

信用卡卡號

行動電話:

(FAX) : ( 

口 î ，建院基金 口 2，助養金 口 3，交通車基金 口 4，其它:

定期捐款: 1. 口每月捐款NT$300元 2. 口每月捐款NT$600元 3. 口每月捐款NT$1000元

捐款金額 I 4. 口每月捐款NT$ 元

捐助方式 |定期捐款期限-一一一一年一一一一一月至一一一一一年一一一一一月
不定期捐款:本次捐款NT$ 元 *若資料異動或欲終止捐款，請來電通知，謝謝您 l

卡有效期限 I I I 信用卡背面未三碼

î. 收攝寄送方式:口年度彙總寄送口按月寄送 口不用寄收撮，自行上官網看徵信
相關資料 |

2. 迦南季刊寄發:口寄 Email 口寄紙本 口不寄送

郵政劃撥帳號: 422399î 3 戶名: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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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約∞;谷。1刀∞;幸0.300 ;周O君 1 ，200 ;周O即 300 ;林O超6∞;林O穎520 ;林O穎5∞;林O陸300 ;林。如 300 ;林011500 ; 
侯0華 3，∞0; 洪O進6∞，記O茹5∞，胡O芳3∞，彈0iI前 300 ;臻O君 3∞;儲0華2∞;法O云3∞;高O昇520 ;張O昌 520 ;張O君

600 ;張O娟6∞;張O梅3∞，張O丈5∞，提O修1∞，梁。妮6∞，許O甄2∞，許m會 1 ，000 ;許O臘300 ;那O瑚3∞;!部O韓B∞，郭O
lt{ 3∞;郭O婷300 ;陳0冊300 ;陳O萱300 ;陳O民5∞;陳O諭300 ;陳O穎600 ;陳0英 1 ，∞0; 陳O要6日0; 陳O寶.連O興汽車有眼公司

600 ;寫O珍6∞.事O倫3∞，黃O宣500 ;黃01!i 3∞，黃O雄100 ;黃ÜI嗤520 ;喝O輝30日，福。特300 ;楓O~書300 ;福。法6∞，喝O木

5日0; 楊O淇1日0; 福。茜 1 ，50日;詹O昌 520 ;劉O棋30日;劉0美600 ;劉O鐵300; 'JO珠3∞，溝。旁 1 ，500 ;蔡O芸5∞，蔡O梅10日，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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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 ;酪O延3∞，謝O費300 ;謝0億3∞，謝0lt{ 3日。;鐘。實3∞，鍾0頭 1 ，0∞，筒。鐘3∞;草草O星300 ;囂。蔓 1 ，0∞，吳0攝300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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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8日;昌O董 1 ，680 ;孽。伊 1 ，680 ;林0&賢 1 ，68日;林O鹽688 ;林O梅 1 ，680 ;則。有限公司 1 ，680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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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種話被

重癱稿友籌尿
【聯合報/記者林良齊屏東報導】荒廢己久的

競枝圍﹒今年在迦南養護院的教保員及憨兒的

細心照料之下，漸漸聞出花來，現在還結成果

賣，一顆顆的玉荷包都是他們的成果，更提供

民眾認養，希望能夠把金錢拿來照料重癱者。

【聯合報/記者林良齊屏東報導】本報日前報導「小憨農種蕩枝

幫重癱病友籌尿布錢」﹒指出屏東縣迦南療養院亟需外界的援助﹒

高雄卓越扶輪社社長趙金花看到報導，昨天號召 15名社友贈送

25箱紙尿布及認購3萬元的玉荷包﹒希望為重症患者盡心力。

頂著烈日、戴著斗笠、穿上袖套，但在口罩背後卻是一張張天真無邪的臉蛋，他們都是

中度智能障礙、甚至重度智能障礙的憨見，在教保員的帶領之下現在都變成一個個農民，專

心地採收、清除雜草。

6月 10 日高雄卓越扶輪社更到療養院親自為行動不便的患者

推輪椅至戶外散步、甚至還幫忙餵食躺在床上的重症患者。

趙金花說﹒因聯合報報導﹒即邀集社友募集資金，購買25箱紙

尿布及認購 3萬元的玉荷包蕩枝，希望能夠協助他們度過難關，昨

迦南收容 50餘位病友，有40餘位因功能性較差.只能躺在床上每天由專人更換尿布，

但光尿布的費用一個月就要上萬﹒對家屬而盲是筆沉重的負擔﹒目前在政府的補助漸漸浦少

也只能靠養護院自行籌措。

主任杜佳樺表示，中心的教保員便在鄰近的嘉枝圍成立「褔樂農場 J .每天帶領功能性

較佳的小憨農到農場來上課﹒從剪枝、拔草到採收，通過都是他們一手包辦，採收下來的玉

荷包還讓民眾認養﹒今年已經全數認養完畢。而自從成立農場以後，憨見的異常行為如打

架、辱罵等也下降許多。

杜佳樺指出，雖然因為今年天氣的緣故讓蕩枝收成不佳﹒但還是感謝許多熱心的民眾積

極認養，截至目前已有上百位民眾來，其中住在新竹的張小姐就發起團體捐款，一口氣認養

逾900斤的玉荷包。

天也與社友親自到療養院關

I~\患者﹒期待「拋磚引玉」

讓更多民眾重視重症患者的

照護。

主任杜任樺表示. 1名

重症患者每天平均要更換

8月紙尿布，療養院收容

40多位﹒ 25箱紙尿布足夠

提供全院的患者多撐 10天。
鐘韓

國E盟軍區 100 q:."1~.1.~~ , fbi，函 ø ，"'.t:Jtt ~..oo 
or etter or Worse----

迦南目前收容 56位老憨見，有9成

以上都是政府安置的弱勢或無依重度身

障者，許多被家屬棄養﹒電話也不接，

只有收到簡訊 rxxx往生7J 時，為7

領取死亡證明申請錢才會出現，弱勢家

庭的身障者真的很悲傷﹒但迦南員工都

把這群當自己家人照顧﹒如果憨見有能

力表示，應該會想謝謝迦南員工吧~

阿菊的 80歲老公天天來看她﹒她算

是最幸福的﹒李伯說「只要我能動，我就會來陪她，因為當初在婚禮時﹒

誓詞有一句:無論變好或變壤，不是嗎? 1 do 哈哈哈」

許勵...
迦南公務車 D7-7340年老 (1999年 3 月

生產) .真的需要淘汰了，大小毛病很多﹒
經常發生車輛固障之窘境﹒像個不定時炸彈

給我們很大的困擾。

本院9人座公務車的用途多元:院民至市區就醫、
身障者社區適應、至國小免費辦理身障體驗活動、載捐

贈物資、也有送物資關懷邊緣戶、還有接送小學堂課輔

班都靠它，因此使用率高。

每次出車都是在做公益，真的很希望有善心人士

願意捐贈一台九人座的「幸福列車 J (現代 Grand

Starex 或福特 Tourneo) .如果想更深入7解情況，歡

迎與我們聯絡﹒ 08-770-7097治主任杜佳樺。


	1050715季刊30期--修
	01
	02

	03 (1)
	1050715季刊30期--修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