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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個外星人，也是你們地球上說

的星星兒（自閉兒 ㄉㄟ ˋ ㄙ），因為

離鄉背井，我身上的電力，總是只有一

年效期，所以每年暑假，我都要來充電

一下，補充好了電力，新的學期開始，

我又是隻活動亂跳的皮蛋啦。

　　你一定很好奇，人類要如何充電

呢？換電池嗎？轉轉發條嗎？還是像汽

車一樣 95 加滿，順便輪胎打打氣呢？

檢查一下，我們身上可是沒有兩個洞可

以插電線的。所以如何充電，可就是一

個大問題了。（不過我屁股上是有個

洞，但這用途，你們知道的，我就不詳

細說明了）

　　其實，我參加的是自閉症協會幫我

們這群外星小孩辦的暑假夏令營，既然

我們是外星人來著，充電的方法當然跟

一般地球小孩是絕對不一樣的啦！

　　首先，外星人來地球上旅遊，專屬

的導遊領隊是一定要的啦。所以，我們

每個小朋友都有一位貼身丫環或小弟照

顧，不！不！講錯啦！是來實習照顧特

殊小朋友的大學生哥哥或姐姐，他們犧

牲暑假的時間，來學習如何照顧跟教導

我們這些特殊的外星小孩，雖然天氣炎

熱，每個外星小孩的狀況層出不窮，有

愛哭的、有怕熱的、有懶惰不愛動的、

有暴躁易怒的、大小便要人幫忙的、吃

飯不太順利需要人協助的、愛到處亂跑

不安於室的，當然其中也是有愛撒嬌

的、可愛的小外星人，不管是哪一種小朋友，這群大

哥哥大姊姊們總是不辭辛苦的照料我們，讓我們的充

電過程安全無虞。

　　除了這些大哥哥大姊姊們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每

年暑假來跟我們這一大群外星小孩奮戰的老師們，不

同的小孩來自不同的星星，要教導跟管理這群小孩

們，可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老師們總有辦法破解不同

星球的星星兒的通關密碼，把我們收拾得服服貼貼。

但是我相信，歷經一整個暑假夏令營的期間，老師們

應該也是元氣大傷，還好，他們還有薪水可以療傷，

傷勢應該很快就能痊癒。

　　說起我們充電的過程，可以說是五花八門，課程

安排十分精彩，有烹飪課（但我煮的我不敢吃）、有

音樂課（乒乒乓乓很是熱鬧）、有美術課（只是我沒

甚麼美術細胞）、有體育課（這我最討厭的，這種天

氣熱死人了）、有戶外教學（搭著遊覽車或捷運、公

車四處逛逛，我最愛啦），當然暑假免不了一定要安

排游泳課，只是全部的外星小孩加上大哥哥大姊姊們

一起下水，游泳池熱鬧的跟下水餃的熱鍋沒兩樣。但

是看在泡在游泳池水裡清爽又消暑，就算客串一下外

星水餃我也是很樂意的。

　　其實夏令營一開始時都會有一個儀式，會找來一

堆我很不熟的地球人上台說一些我很不懂的客套話，

不過聽說他們是贊助商，贊助了我整個充電過程的旅

費，看在金主的份上，我也覺得這群地球人很可愛，

雖然跟我們不熟，卻願意幫助我們學習充電，用一個

地球流行語，我給他們一個讚，『阿哩阿多』，希望

你們每年都能一直幫忙，沒辦法，旅費有點貴，出外

靠朋友，就請各位叔叔伯伯阿姨爺爺奶奶帥哥美女們

盡量慷慨解囊喔。

星星兒｜重度  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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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這麼適合當特教老師」

　　我想到常有實習生、志工問

我「特教老師需要什麼特質？」

　　坦白說，到底「怎麼樣算是

適合當特教老師的人？」或者更

白話的說「我是一個適合當特教

老師的人嗎？」

　　照片中的你們就好像當年新

手的我，對「成為一個特教老師」充滿

熱情，期待能將自己的學生教有所成。

希望家長能處處支持配合；學生能今天

教、現在吸收、明天複習、後天就要展

現出來；行政成為最強的支持後盾！

　　我記得剛進機構當特教老師時，我

除了滿滿的熱情外，連 IEP 是什麼都不

知道，看不懂兒童評估量表；家長拿魏

氏智力測驗問我時，我連那是什麼都看

不懂（感覺比你們還慘）。

　　我的首批個案之中，有一位自傷行

為特別嚴重的小孩，我記得那時每天早

上起來，我總是很焦慮，擔心她今天會

不會又發脾氣？會不會又打頭？如果她

打頭我要怎麼辦？那時我最大的希望就

是：她打頭的時候，我可以「剛好不在」

現場！因為我無法處理，反而與她陷入

僵局。

　　待了三個月，我就想離職，還偷偷

跑去找兼職工作。

未來 你們特教老師的
給

高市特教巡輔師 ｜洪書嫺

　　今天下午（8/17），我們

開總檢討會，大家擠在行政

辦公室，一起討論這幾週遇

到的一些事情與困難，我們

也談到了「自律」、「家長

的支持與配合」等。

你們當中有人從大一的暑假便加入了輔導員的行

列，在這裡度過了三年、二年。

家慧、瑞德、苡瑄三年；

旻育、巧雲、楓雅、孟庭、尚筠、妤婷、芮錡…

二年；

還有許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你，

大學生涯中（精華的）暑假都留在了信義國小。

明年有的人要開始實習、有的人會繼續參加或不

參加。

　　今年最特別的是，有你們的學長姐，曾經的

輔導員變成了帶班的老師！

　　聽到你們的學長分享：「如果這個暑假，你

快樂的回憶多於痛苦的回憶，那麼你可能適合當

個特教老師；如果你痛苦的回憶多於快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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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進學校的時候，我常陷入我是高薪保姆還

是特教老師的矛盾中。

　　有段時間，我趁著中午小孩熟睡後回教室打

掃的空擋，打電話給以前的同事哭訴；和行政老

師談完話後，躲到廁所裡掉眼淚。

　　當別人羨慕我考進學校當老師，卻是我最痛

苦的時候，感覺沒有人支持，工作成就感低落，

還要面對有些人的質疑：你這麼做有用嗎？

　　即使到今日我也常常陷入「我這麼做真得對

孩子有幫助？」還是，「我只是自以為對他有幫

助？」的長思中。

　　所以，如果從上面的描述來看，我每一段經

歷的開始總是痛苦多於快樂、挫折多於成就，那

麼我顯然不應該是個適合當特教老師的人。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會「曾經」是『菜鳥』，

然後慢慢成為『老鳥』。

　　從菜鳥到老鳥的過程中，隨著時間推移，我

們的教學技巧、處理孩子行為的經驗、與家長溝

通的能力，都會慢慢的累積、成長。只要你願意

「認真」！

　　認真對待你帶的小孩、認真面對你

的工作、認真檢討自己犯的錯誤，認真

吸收相關的知識。

　　只有「認真」也只要「認真」，你

就可以成為你心裡所期待的那樣子的特

教老師！

　　不過，即使未來你不是特教老師，

那麼也希望你記得這個暑假的經歷，在

未來的日子中，對於經過你身旁的自閉

症者、身心障礙的朋友，都能友善接納

與對待。畢竟，不可否認，即便我們再

怎麼努力，這些孩子能力再怎麼提升，

先天都有他們無法克服的特質與困難，

所以我們友善的接納才是他融入社會最

最最重要的關鍵！

　　祝福你們，未來的老師、特教老師、

教授（搞不好會有教育部長哦）

2017 充電列車謝幕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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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8 ～ 30

　　突然接獲廈門百立寶集團的邀請表演，知星樂團

整個沸騰起來，整團的相關人們開始忙碌，辦護照的、

台胞證的、聯絡細節的，各自快速啟動，但是波折不

斷，理事長忙得人仰馬翻，好不容易證件辦完成了，

竟然訂不到直航的機票，簡直笑不出來，因為這次要

自己帶樂器，我的木琴體積大又重，從未運出國，怕

撞壞所以花錢請樂器打包公司處理，好大一箱，需事

先報備航空公司，最後只能由小三通再分兩梯次出發，

並把演出時間往後延，才總算解決出國的第一關卡。

　　終於等到演出的這天，第一批團員和家長早上啟

程，我排在第二批中午出發，首次沒有旅行社的導遊

帶，特別緊張，雖然第一批人已經傳訊息告知注意事

項，還是讓海關人員擋住部分行李，因為他們不願意

承擔樂器損壞的責任，最後我們簽切結書才放行，又

聽說短線的國內航班不供餐，我們簡單的買些便利商

店的食物就解決午餐，總算踏上前往廈門之路。

　　雖然天氣晴朗，仍擔心飛機太小會晃動，還好平

穩升上天空，小飛機蠻可愛，很低的飛行高度可看到

陸地。忽然聽到媽媽叫了一聲：啊！我忘了帶琴棒！

我一聽像轟雷巨響，腦筋一片空白，

扛了那麼大箱的琴竟然沒帶棒子，就

像準備了一台車卻忘記帶鑰匙，根本

白搭，剛開始有點慌亂，還好大家一

起想辦法，叫阿民媽去街上買看看，

她們早上就到，又有訂樂器的經驗，

在金門下飛機時趕快電話說明，理事

長聽到我們的求救差點暈倒，焦急的

說三千人的場合耶！少了木琴會很慘，

媽媽滿臉懊悔，直怪自己怎麼犯這麼

大的疏忽。

　　搭上往碼頭的接駁車，無心讚美

金門的風光，大家七嘴八舌討論琴棒

的替代方案，因為不知道阿民媽有沒

有買到，有人說用長筷子加工，有人

說跟飯店廚師借桿麵棍，媽媽說今天

這麼多人用餐，不可能借給我們，我

心裏聽了很不認同，優美的木琴用筷

子或桿麵棍來敲打，能看能聽嗎？那

麼大又正式的場合，出現這樣的畫面

會讓我無地自容，祈求上蒼讓阿民媽

知星樂團
演出記廈門

｛ ｝星星兒｜重度 黃○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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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到琴棒，否則我會遺憾終身。車上有當

地人聽我們緊張的討論事情，問明原諉後

熱心的告訴我們飯店附近有大賣場可以買

到長筷子，有這個資訊我們較不焦慮，還

是希望能夠買到琴棒。

　　到了渡船碼頭，我的箱子因為很大，

工作人員竟然問我們是不是帶一台冰箱，

我們說是樂器，有事先報備，才讓我們扛

上船。不久阿民媽傳來訊息說買到爵士鼓

棒，老師加工後應該可以用，我總算稍為

寬心，起碼比桿麵棍好多了。

　　因為飛機和船都延後到達，雖然知道

接駁車的車牌號碼卻找不到車，line 不太

通順，WeChat 也沒下載，好不容易找到

車子快速往飯店飛奔，真的擔心來不及上

台表演。

　　等進到飯店房間，快速的組裝木琴，

大家克難的在房間客廳演練一回，換好表

演服裝就到會場等待上台。參加過安麗年

會，我依然緊張，但是我告訴自己要靜心

沈穩，絕不容許有任何閃失，真正報出知

星樂團演出的時刻，我努力的踏穩腳步走

上舞台，看著老師的指揮棒和臉部訊息，

專心聽曲目的進行，接入我的節奏部分，

熟悉的旋律順暢流轉，台下無數的眼睛投

向我們，能夠參與這麼大的盛事真的興奮

無比。

　　真的是愛演奏音樂，盡管鑽石般的安

定意志力，也難免有些許不完美，這就是

我們無奈的地方，肢體控制力差，折磨著

我們的身心，但是我們絕不妥協，藉由演

奏樂器訓練身體功能，並舒發內心情感，

在專注的陶醉下演奏完三首曲子，台下熱

烈的掌聲告訴我們演出成功，走下舞台終

於可以輕鬆地享用晚餐，此時才發現我餓

扁了，但是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回到房間，媽媽讓我先梳洗上床休息，她則忙

著打包木琴，隔天特助帶我們去名勝景點參觀。第

一站來到南普陀寺，悠久的寺廟建築古色古香，導

覽人員逐一解說典故，但是人們燒香的煙霧瀰漫，

讓我感到很不舒服，直想出去外面呼吸新鮮空氣，

很遺憾解說的內容我完全忘記了。午餐非常豐盛，

多到吃不完，又沒人要打包真可惜，讓我想到世界

上還有許多人挨餓沒有東西吃，心裏很難過。

　　按照行程來到青礁慈濟祖宮，要爬 888 個階梯

才能去到山頂上的保生大帝石雕像，我很高興造訪

這個景點，但是又擔心我沒辦法爬到最高點，同伴

們腳力強的已經往上衝，愛照相的邊爬邊拍照，我

則停停走走，氣喘吁吁，爬到一半就快不行了，媽

媽陪我坐在階梯休息，本來想放棄繼續攻頂，但是

看出沒爬到目的地，媽媽會不甘心，所以緩慢的踏

上這個艱難的挑戰，終於到達巨大的石雕像腳下，

真的不可思議。

　　最後一站是戶塘社，一個書香官宦家族的古老

建築保留區，有私塾教室，有明朝清朝大家族的房

舍，彷彿走進時光隧道，不管歲月流逝，曾經存在

這個世界上的人事物，總會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讓

世人讚嘆流傳，我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沙，沒有

什麼豐功偉業，應該漫淹無跡，日後沒有人會記得

曾經有這個人的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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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午吃太飽了，所以理事長跟特助說晚

餐我們自己找簡單的小吃即可，車子送我們到教

師酒店住宿，特助和司機就要回島內。早上還發

生提前回台的老師，把他的行李忘在計程車上被

載走，焦急萬分，裏頭有昂貴的表演西服和電腦，

經過不斷的追問車行，總算送到翔鷺國際大飯店，

雖然對方收了不少的車資，能找回來就算幸運了，

拜託阿民媽搭回程便車去翔鷺拿回來，真是有驚

無險，好辛苦的事件。完美解決後，大家到旅館

附近找吃的，這裡的環境很像河堤社區，生活機

能佳，吃了麵和水餃，順便去超市買水果，結束

遊覽遷移的一天。

　　緊張忙碌的廈門表演行程進入尾聲，第三天

一大早就驅車趕往碼頭坐小三通會回台，大家分

工填表格，幫搬行李，逐一過海關，沒想到媽媽

和木琴及阿民媽媽的行李被擋下來不給通過，因

為太大箱沒有事先報備，可是我們的其他成員已

經驗證過關不能回頭，我開始害怕媽媽無法跟我

們一起回台，上了船理事長也聯絡不上媽媽，不

知道未出關的人情況如何，大家急得跳腳，真沒

想到出現這個問題！

　　開船的時間到了，我幾乎沒辦法呼

吸，眼淚快要流下來，就在絕望的時候，

看到岸上媽媽急促的推著好幾箱物品及好

幾個袋子，還帶著阿民，一路推一路掉一

路撿的超強速度往船這邊來，工作人員幫

忙搬上船後終於開出海，媽媽披頭散髮滿

臉驚恐的說，海關仍然不讓木琴箱子過，

即使跟他們說小孩已被同伴帶出關了也不

通融，媽媽急得決定放棄木琴也要跟我一

起回來，阿民媽一聽就說她留下來處理木

琴，媽媽帶她的行李和阿民先回台，她常

單獨出國比較不害怕，要放棄木琴太可惜

了。就在金門我們等飛機要起飛前傳來好

消息，木琴可以和阿民媽搭下班飛機回來，

一切驚險總算得以落幕。當飛機抵達高雄

的上空，看到熟悉的土地與房舍，媽媽的

眼眶紅了，回家的感覺真好，各自解散後，

我們先帶回阿民媽的行李，等載到木琴再

交換過來。

　　躺在自己的床上午休，回想整個歷程，

激動不已，靠著知星樂團十多年來的奮鬥

團結默契，闖過一關又一關，堅固的友情

已不同凡響，我很珍惜這個緣份，對未來

充滿希望，當木琴又完好的站在原來的地

方，內心充滿感恩，感謝粘爸全程幫忙扛

木琴箱子，多位媽媽互相協助帶行李並看

顧孩子們的安全，阿民媽媽成功搶救木琴

回來，老天爺眷顧我們平安歸來，是要繼

續未來的任務，所以我要打起精神為下一

場演出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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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參加自閉症協會暑期充電列車夏令營的緣

故，我得到可以去參觀高雄左營海軍軍事基地的機

會。當天一早全部的小朋友和老師及家長們，搭乘

了海軍派來的交通車，一路招搖過街的直奔左營海

軍基地，車上的我們非常期待又興奮的準備展開今

日一日的參訪行程，開玩笑，這可是特殊的體驗，

一般旅行社可沒辦法安排的喔！

　　車子一路的開進了平常戒備森嚴的軍事重地，

當大門開啟時，整車的人都忍不住興奮起來，沒辦

法，這裡平常可是生人禁入，一般人可是很難有這

個機會進來一探究竟的。我們搭乘的交通車最後直

達活動典禮的現場，只見軍人大哥哥全體列隊立正

歡迎我們到來，突然間我有種身為貴賓的感受，哈

哈，我今天可是 VIP ！

　　典禮開始免不了又是長官致詞，我躲在陰涼的

看台上，真擔心烈日下的軍人哥哥吃不消，不過真

不愧是受過訓練的軍人，身體當然是好

棒棒，這點陽光對他們而言應該是

小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長官致詞

完畢，就開始了軍人哥哥的精

采表演，一下刺槍，一下過肩

摔，還有跆拳和擒拿術，個個身手

真是了得，最後面還找了一些小朋友

來表演功夫，不知道這些小朋友長大

是不是也想當個威武的軍人呢？

　　等到軍人哥哥表演結束後，接下

來就是直升機上場的時候，除了阿帕

契直升機比較有名，其他的直升機我

都不認識，只見一架一架直升機慢慢起

飛，然後消失在雲端，等等我啊，載我

一下好不好？能搭上直昇機一定很酷，

希望下次有機會也能開放給我們小

朋友搭乘一下，拜託啦，長官伯伯們！

　　在直升機之後，就是各種現場展示

的坦克車和各種大砲的現場零距離接觸

時間，可以直接摸到坦克車還真是新奇

的感覺，但感覺冷冰冰的，我才猛然想

起來，這不是玩具，可是貨真價實的殺

傷性武器，嗯，我還是保持距離，以策

安全。跟冷冰冰的武器相比，最熱情的

應該是頭頂上的艷陽和看見雄壯威武的

軍人們，我們眼中熾熱的熱情，合照的

合照、握手的握手，當場可就成了另類

的星光大會，誰讓這些海軍哥哥這麼帥

氣，即使艷陽高照，大家還是興致高昂。

　　登上軍艦參觀可是這次活動的重頭

戲，在狹窄的船艙裡鑽來鑽去，還好我

不是姚明，不然肯定撞成腦震盪。在船

上生活肯定很辛苦，跟我想像的截然不

同，軍人哥哥你們真偉大，難怪兒歌會

這麼歌頌你們，小時候我還以為這只是

一條狗腿馬屁歌呢！

　　磐石軍艦果然名副其實，像是立在

水中的大石頭，站在軍艦前面的人都顯

得渺小，軍艦甲板非常的大，感覺上都

能溜直排輪，只可惜參觀的時間很有限，

我還想到處看看，也很好奇這麼大艘的

軍艦是怎麼航行的，希望下回還能有機

會一探究竟。時間過得很快，等到結束

參觀活動後，透過交通車的窗戶，我看

到了軍人哥哥們列隊立正歡送我們離

開，心裡實在很感動，有你們幫忙保護

我們，我們小朋友一定會好好長大，請

你們不用牽掛喔！

海軍好立正稍息
星星兒｜重度 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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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日間服務中心

葉玉佳教保員 星兒認識自己與異性
性星星知我

　　「請問，你喜歡帥哥還是猛男 ?」阿伶迫

不及待的衝到螢幕前指著猛男的照片表示喜歡

猛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自閉症日

間服務中心（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辦理每週一

次的兩性團體課程，使星兒能更認識自己的性

特徵與異性的性特徵。

　　星兒先天腦部受損，對於認知能力

表達比較弱，在課程中藉著心理師以角色

扮演的方式，讓星兒學習要尊重對方，教導人

與人說話的時候要面對面，但要有距離不可以

太靠近，對方會不舒服，以娃娃擺放方式，將

兩隻娃娃面對面有距離的擺在一起，喜歡娃

娃的阿賢一拿到娃娃很開心，將娃娃放再另

一隻娃娃的背後，心理師以增強物再教導娃

娃要面對面表示尊重，阿賢再一次將娃娃放

對了位置。

　　課程中心理師拿起了○ × 牌讓星兒能

分辨對與錯，學習如何保護自己，星兒們很

開心的按著○ × 牌並按出聲音來，心理師

詢問阿祥：「可不可以讓別人亂摸你 ?」沒

有口語的阿祥點了頭表示可以，心理師按下

“×”的按鈕說：不可以，心理師再次詢問

阿祥後，阿祥拿起○×牌按下了×的按鈕。

　　由於自閉症患者的警覺性和判斷力比較

弱，加上控制能力較差，往往一個小動作會

讓人造成誤會，因判斷能力較缺乏，所以要

有更多的教導如何保護自己及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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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曆】天賦 
讓自閉兒阿銘
   重啟人際關係的大平台

自閉症日間服務中心｜朱柔維組長

　　「西元 1988 年 7 月

13 日是星期幾？」，阿

銘馬上回答：「星期三」。

患有中度自閉症的阿銘，

今年 43 歲，自民國 98 年起就在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自閉症日間服務

中心（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接受服務至

今，其擁有萬年曆的天賦及彈鋼琴的天

份！

　　阿銘是屬於高功能的自閉症者，其

認知、理解及學習能力佳，這全要歸功

於現已高齡 77 歲的母親，雙親皆任教職

（母親是小學老師，父親是在雄中教英

文），兩人從小辛耘拉拔阿銘，期待他

能與一般正常人一樣接受正規的教育，

因此一路從十全國小到鹽埕國中後，母

親發覺阿銘在國二時，成績已明顯退步，

所以兩人提前退休並陪著阿銘讀書；畢

業後，因當時資源匱乏，不想讓阿銘閒

置在家的母親，透過其他家長介紹，讓

阿銘學習才藝（例：鋼琴及陶藝），亦

因阿銘本身的能力及長年累積的學習經

驗都較其他自閉症者佳，他在民國 86
年進入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庇護工場工

作，工作內容是以電子代工為主，後來

老師們發現阿銘有絕對音感的天份，因

此被拔擢到該會的星星王子樂團擔任

演奏鐵琴的要職。（但因阿銘經常不

管演奏及活動現場，只要看到愛慕

的同儕家長，就會衝到舞台下，近

距離的欣賞那些家長，所以為了不

造成樂團的困擾，最後就退團了！）

　　後來，庇護工場從民國 98 年 8 月

轉型為自閉症日間服務中心（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阿銘初來中心時，最令老師們頭痛的就

是他的情緒問題，其往往因為一些小狀況，例如清

潔工作時間過長、代工作業時若被老師糾正，其情

緒就會開始不穩定，且會藉著咬手腕來發洩自己的

情緒，經長時間觀察後，發現阿銘喜歡聽廣播及看

報紙，所以當其工作時，他會邊聽廣播邊做代工；

休息時，他會徵求老師同意，走到大廳看報紙，這

是他放鬆的方式，老師亦會適時的安撫及獎勵，協

助其平復負面的情緒。

　　現在，阿銘是該中心的活招牌，凡有外賓參觀

及活動演出時，都會讓他有表現天賦及自我實現的

機會，許多參觀的民眾對阿銘的能力皆嘖嘖稱奇，

阿銘的記憶力非常好，本市有哪段路進行工程修繕，

他會解說的鉅細靡遺，其亦非常享受眾人的關注，

而且幸運的話，阿銘會主動找您說話，但內容都離

不開他本身的小糗事或是氣候的問題。

　　因大多數自閉症者皆有情緒及人際互動的問

題，阿銘從對人的冷漠到暢談，在訓練及教導上所

花費的時間相當長，這不但要老師耐心的引導，更

需要一般大眾的包容及理解，未來亦希望所有自閉

症者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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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7 月份捐款芳名錄

高儷娜 20,000 
高儷珍 20,000 
王韻筑 2,000 
高雄市積德慈善會 3,000 
歐松辨 2,000 
楊仲侯 1,000 
張簡敏川 2,000 
高雄市合德慈善會 5,000 
黃振明 10,000 
高雄市金蘭國際同濟會 10,000 
坤易地產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12,000 
梁真今 4,000 
林佑任 10,000 
陳麗櫻 3,500 
唐榮鐵工廠 ( 股 ) 公司 30,000 
大青企業 ( 股 ) 公司 4,200 
葉又睿 200 
蔡燕菁 200 
李震甌 500 
柯慈音 500 
鄭雅惠 1,000 
邱菊芳 800 
郭虹蘭 200 
黃慈愛 3,000 
高雄市慈德親幼協會 10,000 
林淑燕 2,000 
陳郁婷 鄒銀屏 800 
陳清祥 1,000 
林淑燕 2,000 
柳建勝 2,000 
賴盟騏 2,000 
林伯謙 500 
蔡尚志 2,000 
蘇美觀 7,000 

日間服務基金

梁鴻蓮 1,500 
簡瑋廷 500 
黃銑扶 800 
李宗勳 10,000 
黃麗芳 400 
廖中誠 500 
潘婷樺 1,000 
劉峻河 10,000 

楊榮傑 300 
王惠珠 520 
朱國宇 1,350

106 年 8 月份捐款芳名錄

金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集利工程有限公司 5,000 
翔亞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上達糧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吳外科骨科診所院長吳建郎  
 10,000 
高雄市鳳山西區扶輪社 118,000 
財團法人高雄市覆鼎金保安宮

 90,000 
2017 充電列車 2,400 
葉又睿 200 
蔡燕菁 200 
李震甌 500 
柯慈音 500 
鄭雅惠 1,000 
邱菊芳 800 
郭虹蘭 200 
莊佩芳 200 
趙志明 500 
趙怡玲 500 
劉瑋婷 500 
盧德倫 1,000 
林淑燕 2,000 
林伯謙 500 

日間服務基金

梁鴻蓮 1,500 
簡瑋廷 500 
黃銑扶 800 
李宗勳 10,000 
黃麗芳 400 
廖中誠 500 
潘婷樺 1,000 
潘雅慧 4,888 
富珍商號 2,000 
楊榮傑 300 
王惠珠 760 

106 年 9 月份捐款芳名錄

葉又睿 200 
蔡燕菁 200 
李震甌 500 
柯慈音 500 
鄭雅惠 1,000 
邱菊芳 800 
郭虹蘭 200 
陳冠志 陳郁婷 600 
趙怡玲 500 
趙志明 500 
廖江賢 200 
顏玉葉 2,000 
林淑燕 2,000 
林伯謙 500 

日間服務基金

梁鴻蓮 1,500 
簡瑋廷 500 
黃銑扶 800 
李宗勳 10,000 
黃麗芳 400 
廖中誠 500 
潘婷樺 1,000 
楊榮傑 300 
王惠珠 280 

106 年 10 月份捐款芳名錄

陳鈴冠 3,000 
蘇淑芬 4,800 
林婉玲 1,000 
葉又睿 200 
蔡燕菁 200 
李震甌 500 
柯慈音 500 
鄭雅惠 1,000 
邱菊芳 800 
郭虹蘭 200 
趙志明 500 
趙怡玲 500 
莊靖美 200 
莊閔勛 200 
郭茂男 100 
廖江賢 200 
黃泓霖 500 

·  106 年 7-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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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王麗美  100 
林子馨  100 
雙霆企業有限公司  200 
周良駿 督哈佛祖 寶寶眾

佛牌  100 
善心人士  100 
蔡旻芳  1,000 
善心人士  100 
徐德芬  100 
劉家良  1,000 
楊何羚  100 
徐德芬  100 
善心人士  200 
楊何羚  100 
善心人士  100 
林晉宏  100 
wu  500 
林子馨  100 
劉　米  100 
黃翊軒  100 
王寶珠  100 
韓紹君  100 
唐硯熙 600
趙冠傑  200 
李彥嬅  200 
劉發堪  1,000 
李彥良  200 
張淑媛  500 
賴婉文  500 
林金潭  300 
林哲平  300 
張慧瑛  200 
林育均  200 
張育慈  200 
吳欲珠  200 
張美惠   300 
蔡燕菁  500 
許芳菱  200 

8 月

善心人士  500 
洪羽姿  500 
許惠真  200 
顏嘉宏  100 
王悅  100 
劉家良  1,000 
慧儀 ( 股 ) 公司  200 
吳佳珍  100 
佘品潔  200 
佘品毅  200 
李采宸  1,000 
李藺  100 
陳元宗  100 
韓雅苓  200 
李文鵬  500 
王淑蓮  500 
善心人士  200 
邱永鍠  200 
高雄市政府秘書處  1,000 
黃翊軒  100 
許碧戀  200 
台灣北澤 ( 股 ) 公司   
 2,000 
陳油欉  100 
楊何羚  100 
張瓊霞  100 
詹庭彰  200 
黎桂芬  100 
王國立  100 
善心人士  100 
邱忠志  400 
鄭淑慧  200 
李玲慧  200 
李志強  200 
陳怡玲  200 
洪偉博  200 
楊佳琦  200 
陳建雄  200 
魏生福  300 
陳玉鳳  200 

陳奕廷  200 
黃苡榛  200 
蔡依真  200 
賈祥元  200 
李宗樺  200 
李震威  200 
林伯謙  200 

9 月

孫明菊  200 
劉家良  1,000 
陳力豪  100 
黃淑娟  200 
柯俊宇  100 
善心人士  100 
高嘒鎂  2,000 
善心人士  200 
顏子凱  200 
黃富麟  200 
善心人士  100 
陳姿穎  200 
陳峰蘭  1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李廷輝  2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陳玉娟  500 
慧儀 ( 股 ) 公司  200 
善心人士  100 
陳郁婷  100 
陳秋香  500 
劉忠志  100 
楊何羚  100 
善心人士  100 
陳鄭妹黁�  500 
李秀蓮  500 
潘新榮  500 

黃翊軒  100 
楊何羚  100 
楊秋香  200 
黃秋菊  200 
吳和謙  200 
李雪珠  200 
台暉工程公司  1,000 
蘇國基  1,000 
吳幸滿  1,000 
圓登堅公司  1,000 
丞明企業  1,000 
全台灣電機技術顧問

公司 1,000 
西門子公司  2,000 
林金德  3,000 
陳再取  600 
張簡有春  200 
李銘堂  1,000 
顏海雯  1,000 
謝德財  200 
葉明學  200 
薛依嬑  200 
廖大清  1,000 
張立昌  200 
何小玲  200 
蔡奇樺  200 
林映廷  200 
王盛文  600 
朱月鳳  400 
馬漢勇  1,000 
吳文彬  600 
李川炎  1,000 
李安慶  1,000 
廖振凱  200 
源鼎工程行  1,000 
歐忠志  200 
劉文添  1,000 
陳金國  200 
黃富欽  200 
蘇益昌  200 

高雄市環境保護局 -106 年度以功代金活動捐款名錄（7-10 月）

林淑燕 2,000 
林伯謙 500 

日間服務基金

梁鴻蓮 1,500 

簡瑋廷 500 
黃銑扶 800 
李宗勳 10,000 
黃麗芳 400 

廖中誠 500 
潘婷樺 1,000 
楊榮傑 300 
王惠珠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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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展彰  200 
顏文士  200 
林清波  200 
林坤欽  200 
陳富雄  200 
劉天賜  200 
尤晉偉  200 
朱瑞源  200 

林怡保  500 
10 月

周良駿 黑王 眾佛牌 法
界十方眾生  100 
周良駿 白白 黑王 眾佛

牌 法界一切眾生  100 
史芳綺  500 
劉清賓  100 

zhenyuan wang  100 
善心人士  100 
李湖玲  5,000 
簡立勝  500 
善心人士  100 
王淑惠  100 
姚智瀚  200 
善心人士  100 

黃翊軒  100 
善心人士  100 
葉健霆  300 
善心人士  100 
吳科鋰  500 

徵求熱心的星爸、星媽加入服務行列

1.  本會第 14 屆理監事任期將屆滿，徵求具有高度服務熱忱

的星爸、星媽們加入理監事陣容，共同謀求星兒們的福

利與權益。

2.  欲參選理監事的基本會員家長，請於

107 年 1 月 15 日前提出基本

資料，俾利協會作業，

感恩～

吳青璉小姐  書籍 1 本

雙品香酥豬排  二手電腦螢幕 3 台

黃民傑先生  二手電腦主機 1 台

                      二手電腦螢幕 2 台

106 年 7-10 月捐物明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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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電子發票
讓自閉兒的服務永續不斷

愛心碼8585885
（幫我幫我幫幫我）

1. 如何捐電子發票予自閉症協進會？

●  索取自閉症協進會 8585885 愛心碼小卡
●  智慧型手機下載 8585885 愛心碼

2.  持有自然人憑證或悠遊卡、icash 卡等卡片

即可於消費結帳開立電子發票 48 小時後至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網站

(http://www.einvoice.nat.gov.tw/) 捐贈電

子發票

會．訊．邀．稿

請大家把育兒相關想法、教育心得、專業成長、家庭關係的相關文章，透過您的

發表與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的成員共同分享。

1.  歡迎家長、行政人員、特教老師，物理、職能、語言、心理治療師，社工師及關心

自閉症發展的人員能踴躍投稿。

2. 歡迎家中有作文能力的星星兒投稿，題目不限。

3.  稿件請以電子檔（word）呈現，每篇以不超過三千字為原則，若有照片請另外再附

上原始檔，稿末註明真實姓名、服務單位、職稱、聯絡地址與電話。

4.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力，若不願被刪改者，請事先聲明。作者文章不代表本會訊立

場。

— 邀稿主題—

透過您的巧思與靈動的筆寫下對自閉症教育
1. 特殊教育教材教法分享 2. 與自閉兒互動趣事 3. 資源網絡分享

106 年 7-10 月納會費名單  

邱雅帆　郭治禾　吳佳容　何佳穎 

洪淑美　洪惠鈴　張芷寧　曾智勇

劉玉珍　古秉禾 

106 年 7-10 月入會名單

吳佳容　何佳穎　洪惠鈴　張芷寧 

莊智勇 

106 年 7-10 月永久會員

              何佳穎　洪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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