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彩虹村社團活動 
主任 楊家瑋 

 

 

本家園於民國 92 年設立，以「人性化、多元化、自主化」提供 
心智障礙者優質的服務及照顧行之多年，我時常在想，在以「藝 
術教育」為服務宗旨的機構，每年我們為這群大朋友們做藝術 成
果展發表、彩虹村打擊樂團成功走入校園巡迴宣導演出，更在 
104 年起首次與 FOCA 馬戲團合作，成立身心障礙者與專業表演 
者的聯合公演活動，再再都彰出機構在於服務理念與創新特色 上
的衝擊，產生美妙的共鳴。 

 

過去以往我們不斷提倡身心障礙礙者以「個別化服務計畫」為導向，為提升機構服務使用者 
更好的服務品質，今年度，我們結合地方、社區資源之連結，在以個別化服務為基礎下作延 
伸，首度導入「以個人為中心服務計畫」(Person-Centered Planning)，即「以人為本」的 
服務基礎，規劃及發展服務使用者其個人服務計畫。故，在機構專業團隊數回合的意見交流 
中，我們嘗試開辦屬於機構自己的「社團活動」。 

 

 

 

 

 

 
我們藉由召開「自治會議」，從服務對象的嚮往中，規劃「游泳社」、「健走社」、「棒 
壘社」及「保齡球社」4 項社團活動，並透過會議，完成了社團活動的選擇，由服務對象推 
選各社團社長，規畫自己的社團活動內容，充份尊重服務使用者的自主權益。 

 
從事身心障礙服務領域，我們勇於接受接受新知及挑戰，提升專業素養。將有別於過往大團 
體課程的活動，發展小團體，甚至以個人化為中心的服務，並顧及服務使用者的自主權益。 
想想在捷運上，看到有人背著自己的瑜珈墊，望著窗外、雀躍等待著課程活動的參與，這不 
都是你我經常看過的景象，倘若今天對象為這群大朋友們，是那多麼美麗的畫面。故，今年 
度，若有機會看見我們陪伴，走遍保齡球場、游泳池、棒球場及登山健走，記得給予大大的 
鼓勵，因為他們正在體驗及享受他們的生活樂趣。 



 
 

104 年度敲敲打擊樂團，我們走訪了 17 間學校 

 

病中省思 
行政人員 華逸舟 

 

 

 

 

 

 
在 樹 仁 基 金 會 工 作 十 多 年 了， 雖 然 工 作 相 當 平 順， 但 總 覺 得 還 可 以 做 些 什 
麼； 這 次 得 了 類 流 感， 在 家 中 長 時 間 休 養， 使 我 有 更 多 時 間 思 考 這 個 問 題。 

 

同事們間的彼此相愛，一直是我工作的主要動力，我也在其中學會了付出，但對於彩虹村的 
孩子，多少還是有點距離。我思考，工作的目的，直接是替公司處理文書，但間接是服務隔 
壁的那群孩子，這才是 根本的目的，我不能捨本逐末，要時時莫忘初衷，常常去孩子們的 
空間走一走，融入他們，了解他們的需要和想法，然後反饋在行政文書上，這樣應該會有更 
多工作的靈感和動力，同時也提醒自己：「我是在為一群身心障礙的小天使服務。」 

 

所以，工作不再是單獨的、枯燥的，而是充滿使命和創意的。與其說基金會的工作是一種職 
業，不如說是一種助人的志業。從前在學校時，老師常與我們談論職業與志業的不同：職業 
是為了生活，所以做得很勉強、很痛苦；志業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以不間斷的熱情全面 
投入，做得心甘情願，做得像在創造歷史。兩者相較，高下立判。因此，把樹仁基金會的行 
政文書工作，與彩虹村的孩子連結起來，就是我的志業。在這次生病休養中，我終於找到工 
作的意義和人生的方向。 



 

 

 

 

 

 

幸福的一群小天使 
生活服務員 林明貞 

 

時序來到了春天，彩虹村附近的櫻花，花開處處點綴得家園附近熱鬧萬分。雖然如此，但 
天氣並沒有想像中的暖和，反而冷得讓人打哆嗦。這是我來彩虹村的第二年，沒想到日子過 
得這麼的快。 

 

我從不了解學員的個性，慢慢的了解並且從中幫助學員，學習各樣的技能。心裡覺得非常的 
快樂。因為，我也從中學到許多好處，和學員一起吃、喝、玩、樂。真的讓我樂不思蜀。 

 

也許，在別人看起來。我們家園的孩子很特別，大人們常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當然過 
去我也是。不過現在讓我改觀，因為他們有無限可能。 

 

 

 

大湖公園野餐趣 

 
 

我們的彩虹村現在有 17 名特殊的小孩一起生活，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有著不同問題，但 
經過我們的團隊。每天精心安排不同的活動不同的飲食，依照個人的特質，培養出不同的技 
能。經過了這兩年的相處，我覺得他們是 幸福的一群小天使。 



天使 
郭記大塊肉羹 

 

 

 

 

 

 

 

 

 

 

 

 

有一天中午，店裡來了可愛的團體，身心障礙朋友。 安靜、規矩、禮貌，是對這些朋友的
印象。 

 
每一位同學都耐心安坐在位子上等候上菜，直到菜上齊了，老師說：開動囉！才拿起餐筷安 
靜用餐，有幾位同學需要老師協助，但依然規矩不吵鬧，習慣非常好。用餐結束老師帶隊離 
開時，帶著純真的笑容禮貌地揮手說：謝謝，Bye Bye~ 

 

「很久以前看過一個故事〈包龍眼的紙〉大意是說光復初期，一架美援專機在深夜飛抵松 ft 
機場，由於專機另有任務必須在上午離開，一位深夜還在辦公的政府官員為了留住這批美援 
物資，派交通車到宿舍將熟睡中的公職人員載到松山機場卸貨。 

專機飛行員不知道這些卸貨人員來自何方，訝異地形容：月光下，一群衣著乾淨整齊的苦力 
在溫文儒雅的長官指揮下，安靜井然有序地將貨艙裡的物資在專機預計離台時間前卸貨完 
畢，這種素養是我所見過 文明的苦力。」 

 

情況不同，但是有類似飛行員的感受。 心想：他們是不是水晶還是彩虹小孩下凡人間來遊
戲體驗的天使？（又胡思亂想了 ^o^） 無論如何，向老師跟天使們說：好開心你們來，
謝謝，下次再來喔 ~ 



 

 

 

 

 
 

財團法人台北市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第六屆「我畫我話 – 身心障礙者繪畫比賽」報名簡章 
 

 

 

 

為鼓勵身心障礙者繪畫創作及提升對藝術的興趣、激發創意及學習能力，為這些身心障礙者 
建立一個藝術的平台，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知道，這裡有著一群可能生活功能不如你我，卻擁 有
豐沛生命能量且淡淡散發美麗的人。本會將於 105 年度舉辦第六屆「我畫我話 - 身心障礙 
者繪畫比賽」。讓他們將所有的獨特結合自己創作，揮灑於圖畫紙上。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105 年 8 月 15 日止 [ 以郵戳為憑 ] 

參賽資格：全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 證明之身心障礙者 



 

 

 

 

 

 
 

比賽辦法： 
 
 

 

一、參賽資格 
( 一 ) 凡個人報名或學校 / 機構團體均受理報名，每人僅限投搞一件作品。 
( 二 ) 團體報名單位至多得提報十件參賽作品。 

二、作品格式： 
以四開畫紙 (545 x 393 mm) 為限，畫材以素描、水彩、蠟筆、拼貼、水墨 

三、繪畫題目：不拘 

四、獎勵： 
( 一 ) 凡入圍之得獎作品，本會將頒發得獎獎座。 
( 二 ) 於頒獎典禮親蒞受獎者，本會將再提供車馬費新台幣 200 元整。 

五、成績公佈： 
公佈日期：105 年 8 月 30 日 

六、作品展出： 
( 一 ) 時間：暫定 10 月 1 日～ 10 月 30 日，10 月中旬舉辦頒獎典禮 
( 二 ) 地點：臺北市中山堂 (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98 號  ) 

七、活動資訊及簡章下載： 
詳本會網站 http://www.lovetree.org.tw 或電洽本會 (02)2893-6122 



中山堂工讀心得 

工讀生 林欣儀 
 

 

 

 

 

 

 

 

 

 

 
 

一直對舊空間改造很有興趣，可以來中山堂 4F 劇場咖啡，與來自各式各樣背景的人，學習 
策展和規劃活動，覺得真的是如同美夢成真！就像執行長說的，這個地方可以帶來的影嚮 
力，還有潛藏的爆發力，其實很大，只要我們運用得當。在這週的工作中，享受這裡時而忙 
碌時而悠哉的步調，有獨立作業的空間，雖然還有許多大小細節和瑣事需注意，但有一個團 
隊彼此互相告知，隨時更新，不安感也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期待接下來基金會對這空間的 
長遠規劃。 

 
希望講堂空間可以有些藝術家進駐，固定更換畫作，讓講堂有一個新的面貌，之後的活動規 
劃，除了藝文類，希望也可以有語言交換、聲音故事以及老人講古等活動，讓使用這空間的 
年齡層可以擴增到 50-60 歲以上的老人家，老地方還需要有道地的國寶，教導我們後生晚 
輩如何追朔過去又不失真，如何更深入理解中山堂的每一個風景，使 4F 劇場咖啡不再只是 
走馬看花，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而是留住人的故事，不受打擾地品嘗昔日風光的好地方。 

 
至於，自己在這份工作上的期望，期許自己可以成為獨立策展，規律的舉辦活動的人才，不 
管是成為領導者，還是在團隊溝通與分工上，可以將自己口條的部分，訓練更清晰，在語氣 
上面也更肯定與有自信，更重要的是，與每一位同事都能創造有趣的活動，營造專屬此講堂 
的獨特氛圍，讓每一個人的長才完整的發揮，互相補足彼此不足的部份！ 



無法被定義的空間 
工讀生 王韵心 

 
第一天來四樓劇場咖啡打工，就訝異於這個空間這麼的「複合式」。 
一層平面，四個空間，各處的木窗讓人視野輕鬆， 形形色色的人們
來去，讓這棟古老的建築真實活著。 

瀰漫著香氣的咖啡廳空間， 一桌客人品嚐帶有淡淡紅豆味的
盧安達咖啡，一邊共學藏文； 有人待在櫃檯看助理咖啡師用
特殊的電熱燈煮咖啡； 
原本安靜的乖小孩，看見 130 年前的古董鋼琴而興奮不已，彈奏 ft 令大家驚奇的美妙樂章。 

 

 

 

 
回到辦公的講堂，打開電腦分享即將到來的茶藝活動， 
帶要在講堂拍攝的電影劇組場勘， 接到做音樂發表會
的場地租借電話， 也跟經過的外國旅客、台灣家庭聊
聊天。 

 

這裡人人都想來，來的都享受。 
 

有時小休片刻，四處走動， 向迎面來的陌生人打個招呼，有
如熟識的老友。 穿越歡樂跳著交際舞的對對年輕男女， 再看
看為了身心障礙團體認真備課的流行舞團， 兩種不同曲風，
卻都重拍的音樂，讓我行走的步伐都帶著節奏 

四樓劇場咖啡，其實是個無法被定義的空間。 這層樓，因人而豐富，不同的人流轉，交織
出旋律， 踏入這裡，每個人的存在都成為一種創造，毫不違和的，與這棟跨越歷史的建築
互動。 人們自然地和不同的生命經驗對話，讓中山堂繼續以各種型態，存在影像上、在記
憶裡。 

下班後我多待了一會，聽著助理咖啡師彈奏烏克麗麗，跟熟客聊咖啡。 離開時，我望著夜

色呼吸，邊微笑著想：「沒想到有這樣的地方啊！」 

這感覺像是喝完了杯純粹的咖啡，再喝口剛才那杯水，意外發現它變得非常甘甜。 
對於生活中相同的事物，已經有了些不同的體會。 



 

 

 

 

 

 

 

 

 
帶著大家體驗日本茶道文化 

 

 

 

 

 
 

社區適應 - 大湖公園 

 

 
 

服務心得 

工讀生 林佳憲 
 

近日因緣際會下來到了中山堂並錄取了工讀的工作，在前幾日的面試狀況下漸漸的認識到了 
這份工作的內容以及目的，當然也有榮幸能跟其他工作夥伴互相認識彼此，我在裡面是 小 
年紀的，跟著比我有經驗人的工作說實話是會緊張，但同時相信能在他們身上學到許多，雖 
然我還是應屆生，有時可能會忙學校的事情，或是更抓緊時間享受著學生的青春，可是對於 工
作依然會是儘自己所能去面對，職場上有太多太多我要去學習和觸碰的，這份工作雖然對 
於我想要的專業來說恐怕沒辦法給予我所想要的，但這份工作依然能給我我所需要的，因為 
自己除了年紀小之外，經驗也是相對不足，所以可能在工作上會有其他別人不會遇到的問 
題，或是別人不覺得是問題的問題，即使如此我也是要不斷去碰壁才能學到東西，但我對於 
自己的未來依舊迷惘，不知道該往哪個放向前進，可是對於這份工作能給給我的收獲，將會 
在未來的路上是一筆強大的助力，第一天正式上班的日子將快要來臨了，再到來之前，我觀 
察已上班夥伴的工作情形，看到他們處理的都很清楚詳細，自己有點緊張和擔心是否能像他 
們一樣做好，經驗太少也代表我對自己的信心不是很足夠，但任何事情總是要從錯誤開始學 
起，希望我也能很順利的勝任這份工作，在工作內容方面雖然沒辦法負責設計的方面，但我 
也是會努力將分配的工作盡力做到好，不過因為私人的關係，所以工作上沒有電腦可以使 
用，相對對於工作上的能力可能就會比別人差了一大截，我得做出更加倍的努力去追上他 
人，感到好開心的是目前大家都很好相處也很積極，我也被這氛圍給感染了呢 ! 好想趕快上 
班為這團隊盡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 



 

服務心得 
生活服務員   馬美蘭 

 

進入樹仁基金會附設彩虹村家園工作服務已有 10 個月，照顧這群智能、情緒，精神障礙的 
孩子，心裡有好多的感觸。 

想想如果家庭成員中有這樣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全家生活的焦點，隨著時間、年齡的增長而 
加重，家庭主照顧努力的目標要照顧者常需透支體力、時間、勞心勞累，甚或自己的生活品 
質被迫過著與受照顧者同樣的生活，故如何讓住在彩虹村的每個孩子能過獨立、有自主、有 
尊嚴、有品質的生活方式，這也是彩虹村全體同仁共同訓練的課程。 

學習自立不依賴別人是許多障礙孩子人生 大的夢想，他們努力不在意別人眼光，不向社會 
壓力投降，勤奮懇切的用他們自己的步伐扎扎實實的往前走，雖天真的讓人好心疼也人心 服。 

我相信這群特殊孩子們，只要家長不放棄，社會大眾給予他們機會融入世界，他們一樣能過 
得快樂，活的精彩，身為照顧服務的我將這份工作做為長期努力學習的目標。 

 

 

 

 

帶著他們來參加新北耶誕城 



品味 - 藝文沙龍 

By 小小旅人 

第一次踏進這個空間，就讓人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從電梯直達四樓後，一走出來就能聞 
到陣陣咖啡香，沿著中山堂迴廊閒晃，穿梭在兒童畫展的美麗風景中，讓人流連忘返。四樓 
咖啡廳是一間十分具有特色的餐廳，咖啡實惠也具一定品質，坐在靠窗的位置遠眺近日重見 
光明的北門，讓來此的旅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安靜的空間，時光彷彿停滯在六七零年代 的
美麗時光。 

在幾次來訪中山堂的活動中，我曾經參與了一場中日茶道交流講座活動，茶道文化無論中日 
類別皆博大精深，在中山堂也可以體驗到茶道文化的美好，結合了這個空間本身的溫度與情 
感，也將茶道謹慎以及細緻的文化美學表現出來；而喜愛看電影的人們，也可以偶而趁台北 
電影節時到此觀賞難得一見的院線好片，這麼一個具有藝文能量的地方，也因為距離西門町 
商圈十分近，也常常看見許多外籍遊客在此停留參訪呢！ 

 

 

 

 

 

帶著家長來看我們的作品 
 

 

 

 

 
每一次來到這個地方，都有不一樣的收穫與感動，無論是第一次看到館方舉辦的兒童畫展或 
是僅僅在四樓咖啡廳喝咖啡沈澱享受緩慢寧靜的時光，或是在各種藝文活動中穿梭學習，這 
裏給予旅人一個逃離塵囂的空間，讓你可以舒適地在此駐足停留，我想這會是一個無論男女 
老少，只要是喜愛藝文活動的人會愛上的私藏景點吧！ 



服務心得 

生活服務員  宋心珮 
 

植物園一日遊 105 年度起，機構首次與台北榮總復健治療合作 

 

 

 
結婚二十年了，沒想到再接觸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身心障礙的機構，這份工作是自己始料未及 
的一份工作，其實對機構並不陌生，早在兩、三年前就來過機構做了幾次志工，但畢竟志工 
與職業是有所差異的，來到這裡才知道自己該學習的東西還有好多好多，例如 : 學歷、專業 
知識、愛心、耐心等等 ...... 

 

剛來機構時，看見學員們的生活自理不方便，以為我必須要很小心翼翼的幫忙協助他們的種 種
事情，但接觸過後，才發現他們都能做得很好，很棒，而且學員們都有一份很熱誠的心， 都
很願意為彼此付出關心與幫助，有些時候都覺得我們還不如這些學員的心胸寬闊，很多事 情
在他們的眼裡，過去了就不會再放在心上，而我們對於事情的容忍度，常常放在心上而久 久
不能釋懷。 

 
在家園的時間總是過得飛快，因為跟這群快樂的天使們在一起，只有感受到快樂與開心，不 
知他們是否也如同我的想法一般呢 ? 

 

 
 

淡水漁人碼頭藝文空間 - 每月邀請駐點藝術家 
鍾芹英老師手工包課程 



 



 



實習心得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 社工組 陳昱錞 

 

 

 

 

 
 

 繪畫 

 

 

 

 

 

 

半年前，半年後。 
 

充實的六個月，不論是認知、照護、陪伴、議題、家訪、行政、方案……等。每一樣都是莫 
大的挑戰，但對我來說更是要面對的磨練。我每週到台北市私立彩虹村家園實習兩天，學校 
規定只需要一天即可，但對於想要更了解身心障礙領域的我，選擇放棄在校修課學分，為的 
就是多實習一天，這讓我更快地與機構的服務使用者們建立關係；這半年我學習到了很多， 
在認知及照護方面，透過機構主辦從 9-12 月「敲敲打擊樂巡迴宣教」中，總共到訪 17 間 
小學，每次表演前都必須要進行場地勘查，過程中，我必須運用平常對機構 17 位服務使用 
者們的狀況認知，進行動線規劃及安全考量，這讓我對於認知及照護方面有很大的進步。 

 

實習後期開始進行家訪，讓我更進一步了解服務使用者，當我與服務使用者建立關係、初步 
了解之後，接下來就是透過對家長的訪問，更進一步去認識他們，不但對於他們的需求與需 
要加深，更能夠專業地服務。能夠在下半年度來彩虹村家園實習是我的榮幸，因為下半年度 
的事情跟任務非常多，有很多磨練及挑戰，從我來機構到現在，從一位只懂得身心障礙基礎 
認知的社工系學生，到現在對智能障礙有許多瞭解，甚至通過了六個月的考驗，整個層次提 升
了一階，期盼在接下來，能夠繼續為彩虹村家園服務，為身心障礙貢獻一己之力。 



捐物芳名錄 

104 年 9 ~ 12 月 
 

104 年度 9-12 月捐物芳名錄 

日期 捐贈者 捐物名稱 

104.9.2 士林福圓宮 白米 500 斤 

104.9.12 善心人士 水果 32 斤 

104.9.16 善心人士 水果 32 斤 

104.9.24 善心人士 水果 21 斤 

104.10.7 善心人士 水果 44 斤 

104.10.13 松山紫微宮 
白米 1100 斤 

清圓、供品 1 批 

104.10.16 善心人士 水果 54 斤 

104.11.3 善心人士 水果 59 斤 

104.11.24 善心人士 水果 30 斤 

104.11.30 善心人士 水果 32 斤 

104.12.8 善心人士 水果 33 斤 

104.12.24 善心人士 水果 32 斤 

104.12.30 善心人士 水果 36 斤 

104.9-12 月 雅朵義食料理  每月餐食 1 回 

104.9-12 月  巨匠烘培坊    生日蛋糕 2 個  

 

 

 

 

 

 
 

    
 

 

 

 



 

 

 

 

 
捐款芳名錄 

104 年 9 ~ 12 月 

財團法人臺北市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104年度 9-12月捐款芳名錄 

捐贈者 捐物名稱 捐贈者 捐物名稱 捐贈者 捐物名稱 

宋具芳 300000 陳信州 5000 陳嘉甫 3000 

李正文 160412 盧異光 5000 王郁芹 3000 

李佩珊 160412 胡輝潔 5000 高癸首 3000 

袁麗玉 100000 謝賢臣 5000 詹閔茹 3000 

璟駿有限公司 100000 游欣宜 5000 管黃四妹 3000 

王馨敏 70000 陳昭碩 5000 謝美秀 3000 

財團法人薛伯

輝基金會 50000 
林陳懿智 

5000 
許芳宜 

3000 

華祝三 24000 林定杰 5000 許明得 3000 

詹進益 20000 張淑真 5000 魏勻蘋 3000 

劉衍秀 20000 曾玉采 4500 張麗淑 3000 

林怡君 12500 林丘谷 4200 黃慈鈺 2750 

生命之美樂活

町 12300 
林敬服 

4000 
張少泙 

2500 

江宜洳 12000 葉振芳 4000 張莉莉 2500 

郭贊員 8000 楊美蓉 4000 林滿嬌 2500 

混障綜藝團 
6000 

臺北市永吉國

小 3700 
王曉玥、王曉

樂 2500 

陳冠穎 6000 許明滿 3000 楊淳米 2500 

楊淑淳 5000 張兆雲 3000 王寶瑛 2500 

蔡莉莉 
5000 

陳嘉惠 
3000 

鼎馳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2500 

 



章璿 2200 魏邱素珍 1000 潘孟良 500 

何京燕 2000 吳佳叡 1000 楊忠義 500 

李胤綱 2000 朱淑如 1000 何謹言 500 

孫菊蕊 2000 潘秀萍 1000 王家葳 400 

張謝淵 2000 鄭明輝 1000 周美姬 400 

吳金敏 2000 陳萬守 1000 孫梅燕 400 

呂振隆 2000 黃允咸 1000 謝景緣 400 

鍾芹英 2000 林辭陸 1000 謝雯雀 400 

林成恩 1500 陳妍君 1000 周闕瑞 400 

楊慧凌 1500 陳佳怡 900 葉政治 400 

劉玥玟 1500 王奕涵 900 盧水榮 300 

許滿 1500 蘇雪惠 900 王永綏 300 

柯貞朱 1500 陳順義 800 蔡瑞明 300 

張溫宗 1500 林沛妤 800 蕭淑芬 300 

鄧秀怡 1500 林意敏 800 蕭柯阿痛 300 

賴孟嵐 1500 游既靜 800 王江秀英 300 

沈孟芬 
1500 

蔡家銓 
700 

張阿傳、張林

且 300 

陳毓堃 1500 黃姀嫈 600 宋承鴻 250 

林益仲 1500 虞榛淑 600 李雅芳 200 

王錦淑 1200 陳貞媚 600 呂加韋 200 

莊佩玲 1000 蔡曉東 600 蔡昀蓁 200 

王慧梅 1000 陳春鳳 600 蔡昀知 200 

林滿英 1000 陳國雄 500 昇仁教育機構 200 

張郭鴻 
1000 

許又懿 
500 

昇中文理補習

班 200 

賴品丞 1000 王安蘋 500 蔡育進 200 

王嘉銘 1000 洪淑麗 500 陳玉如 200 

廖蕙如 1000 陳耀誠 500 吳品嫺 200 

 

  



 

劉茗伸 200 謝氏宛 150 楊世偉 100 

連泓 200 洪宗郎 150 蕭福星 100 

陳瑞昇 200 吳玲芳 100 簡秀惠 100 

林知 200 邱芳妤 100 盧佩珊 100 

李于加 200 邱啟軒 100 吳庠緣 100 

于嘉辰 200 邱鎮國 100 江淑惠 100 

洪氏燁 150 李玉霞 100 藍惠美 100 

吳旻怡 100 嚴淑娟 1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信用卡／□銀行／郵局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每月固定捐款 

 

我願意自    年    月    日起，以□信用卡／□銀行／□郵局自動轉帳方式 

每□月  □季  □半年  □年  □其他              捐款           元 

□不定期捐款 我願意於    年    月    日捐款          元 

方式：1.□信用卡 2□銀行 3.□郵局自動轉帳（請填寫下方轉帳付款授權書）  

◎本授權書於本會收到之當月份即生效，如超過當月請款日則順延至隔月生效。 

◎請於每月 10 日之前確定您的帳戶金額，如餘額不足或信用卡額度不足／停用，本會將另行通知，並於下次再行扣

款。 

◎捐款人若欲取消或更改本授權內容，敬請於每月 10 日前以書面通知本會轉知金融機構取消或更改。 

◎信用卡請款與郵局自動轉帳日期：每月 10 日前 

填寫狀況：□新增□異動 

立授權書人帳戶資料 捐款人收據資料(與立授權書同一人可免填) 

收據寄發方式：□按次寄發  □年度彙總 

帳戶所有人  捐款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 
(公司行號請寫統一编號) 

身分證字號 □□□□□□□□□□ 
(公司行號請寫統一编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公)  

聯絡電話 

(公) 

(宅) (宅) 

(手機) (手機) 

Email  Email  

職業類別 □軍公教 □製造業 □金融業 □資訊業 □自由業 □服務業 □家管 □學生  □其他           

訊息來源 □電台  □報紙  □7-11  □雜誌  □親友  □參與本會活動  □其他                             

信用卡資料） 郵局活期（儲）存款帳號 授權人簽章 

卡別：□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卡號：□□□□-□□□□-□□□□-□□□□ 

信用卡背面檢核碼(3 碼)：□□□ 

發卡銀行：                   

□存簿儲金 

局號：□□□□□□－□ 

帳號：□□□□□□－□ 

 

 

□劃撥儲金 

帳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月／西元□□□□年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相符) 

銀行 

 

帳號： 

 

主辦行審查 核章經辦 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主管：     經辦： 

 

 

主管：     經辦： 

 

 

主管：     經辦： 

 

聯絡電話：02-28936122  傳真：02-28936131  地址：112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華南巷 16 號 1 樓  http://www.love.tre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