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心歷史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民國 78 年由

「輪椅牧師」陳博文牧師創立，至今已有 31 年的歷史。因著基督信仰和自身

的經驗，陳牧師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相當重視，在其與劉俠四處奔走之下，

於民國 79 年催生了「殘障福利法」，為台灣身心障礙者福利邁向一個新的里

程碑，陳牧師也因此在民國 83 年榮獲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台灣人權獎。陳牧

師早已於民國 79 年推動手語全民化運動，足見其對於聽障者的遠見與熱忱，

在 31 年的手語推廣服務當中，本中心培訓了許多「資深」且「資優」的手語

人才，承蒙高雄市政府賞識，於民國93年承辦社會局手語服務中心業務至今。

二、中心服務特色
( 一 ) 手語教學

( 二 ) 身心障礙者權益倡導

( 三 ) 身心障礙個案管理

( 四 ) 辦理手語服務中心，協助溝通倡議

( 五 ) 推廣時間銀行，促成優質勞務交換

三、手語教學相關
( 一 ) 手語繪本教學

( 二 ) 口手語綜合溝通教學

( 三 ) 手語證照教學

( 四 ) 到宅手語教學

( 五 ) 繪本親子手語活動

詢問單位合作，歡迎來電 07-962-0336#16( 吳副主任 )

詢問翻譯服務，歡迎來電 07-962-0336#19( 楊先生 )

詢問社工服務，歡迎來電 07-962-0336#15( 社工組 )

詢問手語課程，歡迎來電 07-962-0336#11( 蘇小姐 )

( 期刊有電子檔可供索取，請至中心官網下載，如紙本想換電子檔者歡迎來信告知 )

想要用更快速、更簡便的方式瞭解中心最新的活動訊息和資訊嗎？

歡迎加入「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Line@」喔！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腓力比書 1 章 9 節

平安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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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誰也不願意發生的事，但這不是意外，是人為因素，正值壯年的我，

為家庭經濟四處奮鬥打拼。生活上的壓力，讓我養成了抽菸、喝酒、熬夜等

等不良的習性，卻也造成了我後悔一生的後果。

猶記得那天，我獨自鼓起了勇氣，衝進醫院聽醫生對我病情的宣判。聽

完病情的報告，我茫然地出了醫院大門，此時陽光火辣的照在我的臉上，但

我的心裡是灰暗的，陽光照不進來，我的人生變成了黑白。顧不得多少車子

經過我的身邊，獨自走了多少個十字路口，腦中不斷的想要如何向家人解釋

我的病情，雜亂的思緒讓我忘記當時我是如何回到家．．．．．．

經過一段煎熬的治療，回復了正常的作息，在飲食上也節制，注意養生。

把不好的習慣，通通戒掉。感謝有優良的醫護人員、朋友及家人的細心照護、

陪伴及鼓勵支持，我慢慢地回復了健康。那時我感恩上帝恩准，讓我憐惜苟

活下來。我想大概是因為我本性還算善良。也可能是上帝要我幫他完成一些

使命吧 !

但大約在六年前的過年搬回高雄老家後，兩個耳朵就一直嗡嗡作響，睡

覺時似乎有人在說話、唱歌，可是當我清醒時，就陷入了一片無聲的世界。

我心裡想為什麼上帝你又要跟我開玩笑，把我最喜歡的音樂天籟又給收了回

去。

但當上帝幫你關上了一扇門，會再為你開另一扇門，那時我就想這或許

是給我一個新的任務，讓自己去尋找一個新的出口，所以我找到了學手語的

地方 - 平安基金會。雖然從一位聽人變成聾人，在學習手語的過程，看似漫

長艱辛，但我想這是上帝為我開的一扇窗，能不能推開門窗，讓陽光照起來，

一切還必須靠自己和老師朋友的幫助支持，讓我走出自己的世界，重新接觸

人群。甚至可以幫助弱勢族群，讓人生多些繽紛色彩。展現自己熱情，讓我

的後半生，過得更有價值。

學手語的光陰

默言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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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手語到現在的感想是若早知道我會失聰，就應當趁早學手語。而對

於聽人朋友的建議是若你家中有逐漸喪失聽覺的長輩或小朋友，最好是一起

來學習國家的語言－「手語」。學習手語不僅方便在情感上的交流，不要讓

年老的聾人覺得他們自己是孤單的，幫助他們有一片生活的小天地，也可以

藉由手語的溝通，更了解這些人們的需求。

此外，胡適先生曾說 :「要怎麼收穫，要先怎麼栽」，就是先有付出才有

收穫。在平安基金會的「時間銀行互助方案」中我們能藉由當志工，協助他

人的時間，讓自己在年老後，需要有人幫忙時，就能用我們自己儲蓄的志工

時間來回饋自己。一方面未雨綢繆地準備，二方面也讓自己生活的更加多采

多姿。

最後給社會一個期許，禱告能擁有「幼有所養，壯有所用，鰥寡孤獨者，

皆有所依，聽聾交融，博愛大同之家」。

「手語」是源自於一群失聰的聾人，在無法接收聲音及無法言語的情況

下，以手勢、表情及肢體動作來表達，慢慢地手語形成了聾人族群彼此溝通

的語言……

愛的語言，這部電影讓我覺得對於聽不見的孩子是非常無助的，加上父

母如果沒有耐心去聽，只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都有可能誤會孩子。影片

中在學校調皮的同學會故意弄掉小瑄的助聽器或將她的助聽器藏起來，導致

助聽器壞掉、不見，通常這樣的情況已經讓孩子感到害怕，當父母如果又不

知道如何跟孩子溝通，聽孩子內心的聲音時，就會讓孩子更不敢將實情說出

口，這時候就應該想辦法去找可以協助的單位。

平安基金會身心障礙關

懷中心可以給這些聾人朋友

一些協助，甚至會去各地方

進行宣導，讓更多人認識這

群聾人朋友。近期中心也去

到了許多學校進行宣導，用

說手語繪本及帶活動的方式

讓孩子們快樂輕鬆的學簡單

手語，也會有家長對於手語

有興趣而一同參與。另外不

管是有需要或是有興趣，中心也有開設手語班可以讓大家一起學手語。這些

推廣及活動不僅是幫助這些聾人朋友，也可以使聽人朋友一起參與，達到「聽

聾交流」的美景。

最後我希望聽人朋友及聾人朋友彼此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及認識，像是聽

人可以多了解聾人使用手語的習慣，以及他們想表達的內容，而聾人也可以

藉著交流了解聽人的世界。另外，溝通、交流是要更了解聾人朋友，可以協

助及關懷這些朋友，但千萬不要用異樣的眼光看待這群朋友，這些眼光也會

影響到他們的情緒，導致他們的心靈受傷。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關

懷、保護及幫助，讓聾人朋友可以在友善的環境下快樂幸福的生活著。

幸福交流

虎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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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的語言》這部微電影中，我們可以看見家人對於小瑄的關心與愛，

以及母親所付出的努力，但於此同時，我也在這些努力的背後發現，雖然母

親心中有愛，但似乎並未完全接納小瑄的特別。

雖然旁人有給予一些建議，但是母親可能因為壓力以及對於孩子的期望

感，讓她有些無法接受他人的建議，執意安排自己認為對小瑄是好的選擇及

資源，卻未曾

想過小瑄心裡

真正的聲音，

也未認真傾聽

小瑄的想法及

感受，導致雙

方之間逐漸產

生隔閡。隨著

時間過去小瑄

不僅無法認同

自己的特別之處，導致有些自卑，對於他人的嘲弄也無可奈何，讓小瑄的心

裡承受更多的壓力及挫折。

我想在生活中應該多多少少都會有人曾經遭遇過相同的困境，那種狀況

不僅讓人覺得壓力很大，也會對自己沒有自信，而越來越不願意去做一些改

變，甚至有認為不可能改變或是有困難的感覺。

希望看完這部微電影的大家都能理解聽損兒及其家庭的艱辛，並且記得

在這個世界上，每個生命都是獨特的，即便有缺陷或者不足的部分，那也依

然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最後，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更加友善，給予聽損兒更多

的接納、尊重還有支持，讓他們能夠不畏生命困境，活出自己最喜歡的樣子。

片中的母親，不希望因為孩子的不同而在外受到傷害，努力的讓孩子變

得跟常人相同，卻沒發現這樣也是變相的傷害到孩子，讓孩子感到被否定，

也不被了解，對於孩子的校園生活也忘記需要多加關心，導致孩子在校園因

為其他同學的不了解而受到霸凌，現在雖然校園教育已納入多元的身障宣導，

但還是不免有些零星的霸凌案例發生，只能靠著校方與家長們共同關心及努

力，盡量避免這類事件發生。

在影片中，也能發現其實身障者的家長本身壓力也是非常大，為了照顧

身障者，勢必要做出犧牲，如同片中的母親，放棄自己律師的高薪工作，就

是希望能給孩子良好及全能的照顧，只是照顧壓力仍舊過大，讓照顧者容易

身心俱疲，這時若能有其他支持性團體的幫忙，想必多少都能有所幫助。

一些身障者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與常人相同，但有時卻忘了

他們實際上的不同，而這樣過度的不適當期待，容易造成身障者本身的壓力，

也讓周遭想幫忙的親友無法真正的幫助到身障家庭。因此最適切的方法，應

該是去接納實際上的不同，找出適合自己開心活著的方法，這才是最重要的。

傾聽心裡的聲音
「愛的語言」觀後心得

未發現的另一面
「愛的語言」觀後心得

徐菁筠王佳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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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學習手語，源自於一次在醫院工作中遇見了一對聾啞父母帶著嬰兒
前來就診，孩子的母親想知道女兒是否也是聽力障礙，但當時無法確認小嬰
兒對眼前搖晃的玩具所產生的頸部轉動是因為對聲音有反應，還是因為對周
圍環境探索的視覺反射，因此當下無法告訴家長他們的孩子是否為聽障。

雖然當時醫生與家長以紙筆溝通，但很明顯的看出來家長對文字並不熟，
所以在溝通上有一些小阻礙。加上有一次孩子因為腸病毒需要住院，因爲暫時
沒有病床可以讓孩子立刻住院，所以只能按照流程留下電話等待通知。而且
因爲夫妻倆都屬於聽障，所以家中沒有電話，於是留了大伯家電話 ，再由大
伯家的婆婆前往個案家通知案母帶孩子來住院。一來一往的溝通，對於一般
聽人之間來說是簡單的，但是對於聽障者來說這些溝通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時
間或是需要透過旁人幫忙傳達及接收。

經過了這些經歷及過程讓我萌生學習學語的想法，只是當時沒有 YOUTUBE
手語教學 , 而且在救國團、市民學苑等社團也沒有手語招生訊息，所以學習
手語這件事便始終停在發想階段。轉眼十幾年過去，去年底在方舟就業協會
的活動中，遇上平安基金會在現場推廣手語的的工作人員，才有機會把「學
手語」這件事落實。

報名手語課程之後 , 我在一次工作中，認識一位聽障女孩，我們用文字
交談 , 成為 LINE 友 , 她曾說到：有次孩子腸病毒住院，她和先生一起陪在病
床旁，因為擔心孩子半夜發燒哭鬧聽不到，因此徹夜不眠。在認識聾人後，
讓我更進一步體會到他們在生活上的不便，也希望未來有更多人知道手語，
甚至是學手語。即使是簡單的一句問
候，都能讓他們覺得自己並不孤單。

這個世界不完美，我也不完美，
但若付出一點點讓世界往完美再靠近
一點，何樂而不為呢 ? 因此，去年上
了初階手語後，今年再度報名進階，
持續的學習。課堂上看見銀髮族同學
認真向學，以及老師及助教認真的上
課，更讓我覺得自己不能偷懶，雖然
不知道以後能否再繼續上課，但很高
興有機會接觸手語。

學習手語的契機

陳渝心

時間，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東西了。

普遍低薪又高齡化、少子化的現代，影片中的順英就是我們的生活寫照，

現在的社會大部分都要雙薪家庭才足以支撐整個家的經濟支出，卻又需要同

時照顧年邁父母和幼小兒女，一定會深感時間不足。雖然還沒到需要煩惱這

些的年紀，但為了身邊的人們，更需要從現在就開始尋找能讓家人都獲得最

好照顧的方法。

工作是一名公務員的我，以

往只想著如何投資理財，讓家中

經濟無虞，但「時間銀行」的提

案更切合我心。在閒暇的現在，

可以從事志工服務，用自己小小

的力量來給予社會溫情。在忙碌

的未來，可以提取這些存入銀行中的時間，轉而愛自己的家人，讓家人獲得

更好更貼心的照顧。這不僅是時間的銀行，更是愛的銀行，也讓我更有動力

想讓這個戶頭額度滿滿，讓我和家人都幸福富足。

幸福戶頭
「順英的時間銀行」觀後心得

劉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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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平淡的午後，一杯沁涼的冰飲，我坐在電腦面前，手托扶著下巴，

嘴簌著冰涼下肚，但眼前卻是毫無目的的上網思考著，我應該做些什麼亦或

學些什麼…

 正當我與腦中迷途思緒理出一抹頭緒時，突然想起過去因為工作的關

係，曾經遇到一位聾朋友來我們的店消費。與他交流當中，靠著純紙筆的往

來與交流，當下就曾想，為了與他溝通，我覺得應該要學習手語。以此為契

機下，開啟了我學手語之路…

為了貼近聾世界，除了自我學習外，我還參加了平安基金會開辦的手語

班。整個課程的編排，是由聾老師搭配翻譯老師由淺至深的教導，讓我感覺

與聾之間的距離更近了，頗為有趣！更藉由聾老師的雙手，敘說著他的故事，

逐漸了解聾世界與聽世界存在許多待解決的問題。雖然說現階段的我可能還

沒有能力去幫忙這些事情，但是希望透過手語增進能力，讓我與聾更親近。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人認識這個用手編織的美麗言語，並幫助及共賞著這聾世

界的美景。

 邂逅溝通的手

蘇裕淳

在這個消費社會的時代，任何事情都需要金錢才能夠解決，但一般平民

老百姓並沒有足夠的錢財解決每件事，特別是在孩子與老人的照顧更是當今

社會重大議題。再者，與過往農業社會大家庭不同，隨著社會變遷家庭型態

已呈現多元化，單親家庭、核心家庭已成為現今家庭多數的樣貌，無法像過

往大家庭有足夠的支持系統相互照顧。

然而，平安基金會的時間銀行方案，透過累積的志工時數，將實數變成

時間貨幣，並且換取所需的服務，不但減輕家庭的經濟壓力及照顧負擔，也

擴張個人社會網絡。人與人之間有了聯結，志工也能夠發揮所能，提供老人、

身障、兒少等各類需求者多元化與個別化的服務。並且當有天自己也需要被

幫助時，也能夠獲得到他人的協助。彼此互助、互惠，形成一個善的循環，

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一種方式，同時促進社會良善風氣，是一個非

常有意義的服務。

美好的世界
「順英的時間銀行」觀後心得

石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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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110年1-3月教會與公司行號捐款芳名錄

教會各分會捐款明細
個人捐款明細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900

社團法人台北市內湖港墘
福德協會

$50,000

哈拿澧恩企業社 $2,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台灣教會公報社

$6,525

財團法人金鴻兒童文教基
金會

$120,000

傑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00

財團法人 TVBS 信望愛永續
基金會 

$500,000

公司行號捐款明細

王李中癸 $4,000
王振發 $1,200
王敏雀 $2,000
向萬盛 $6,220
江鈴玉、
曾建榮

$20,000

何曜男 $2,000
余文娟 $3,000
吳三傑 $1,200
吳文娟 $4,000
吳育儒 $1,000
吳明哲 $1,000
吳張里 $1,200
吳龍勇 $332
呂育儒 $1,000
呂姵怡 $1,000
呂碧雲 $5,000
巫坤福 $1,500
李文理 $821
李加恩 $10,000
李育慈 $120
李欣霓 $2,000
李彩蓮 $96
李敏菁 $2,000
李穎宣 $100
李聰政 $1,200
周榮冠 $4,000
林尹媜 $4,000
林佑錫 $1,000
林佩蓉 $4,000
林昀星 $300
林阿銀 $1,000
林苑玉 $4,000
林倍瑜 $20
林萌俐 $500
林雅貞 $10,250
林盟豐 $2,000
林碧環 $500
林麗君 $5,000
花國太 $4,000
邱士娟 $5,000
邱涵渝 $2,000
邱曾芳 $5,000
侯勝鴻 $3,000
施錫焜 $2,000
柯玉環、
張美燕

$50,020

洪天飛 $3,600
洪虹妃 $316
洪筱涵 $80
美和科技大
學夜二技社
工三丙師生

$3,000

范文德、
陳美惠

$800

翁嘉鴻 $1,200
張永吉、
王慧蓉

$6,000

張欣怡 $500
梁世軍 $10,000
梁幃棠 $200
許慧娟 $1,000
許瓏勳 $2,000
郭秀鳳 $1,000
郭貞吟 $1,000
陳光昭 $1,000
陳林秀華 $3,000
陳虹諭 $2,000
陳智美 $158
陳薇心 $2,000
善心人士 $50,000
馮郁婷 $130
黃月春 $2,575
黃明發 $300
黃畇瞳 $2,000
黃淑芩 $400
黃淑娟 $1,000
黃淑華 $500
黃惠貞 $2,000
楊偉民 $230
楊淑真 $6,000
楊連登 $2,000
楊勝賢 $20,000
楊麗寬 $1,500
萬金寶 $1,500
葉春巖 $855
葉美雪 $6,000
董錦豐 $15,000
廖紫伶 $1,200
趙承恩 $4,000
劉學儒 $2,000
潘春葉 $134
蔡上年 $5,000
蔡孟均 $144
蔡宜瑾 $8,000
蔡芳蘭 $50,000
蔡金紫 $490
蔡信興 $4,000
蔡瀠慧 $500
鄧仁愛 $4,000
鄭仁迪 $100,000
鄭仁懷 $100,000
鄭玉秀 $4,000
鄭承志 $10,000
盧功偉 $6,000
蕭佑安 $2,000
蕭景耀 $1,000
蕭銀成 $5,000
謝佳瑛 $100
謝財益 $261
蘇振順 $771
蘇麗華 $490

障關中心在民國 108 年

時，一週大約有 2-3 個手語

班，現在是一週有七個手語

班，因為除了週一至週六晚

上的手語班以外，今年新開

拓了週一下午的手語班，現

在學習手語的聽人越來越多

了，大家學習的理由如下：

1. 我喜歡學習手語，因為覺得手語是很美的語言。

2. 我在學校學習過手語，想要把手語學好。

3. 我是照顧服務員，有看到聾人個案，

想要學習手語幫助他們。

4.我的父母是聾人，我想要把手語學好，

好跟父母有更好的溝通。

5. 我的孩子是聾人，我希望我跟我的孩

子一起學習好手語，幫助我的孩子未

來有更好的適應，也希望能夠用手語

幫助到其他需要的人。

6. 我是未雨綢繆，想到說若有一天我因

生病無法說話或是老年重聽的狀況，

就可以用手語來溝通。

7. 我目前因為生病無法講話，學習手語

可以開啟我溝通的新管道。

屬於你的手語學習原因是甚麼呢？

歡迎加入我們的手語學習行列！

關於學習手語

吳秀鶴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80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士東教會 $3,5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博愛手語教會 $20,000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竹中會草漯教會

$10,000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竹中會頭份教會

$6,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南中會錫安教會

$11,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南中會西港教會

$18,2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內惟教會

$4,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永興教會

$17,8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聖心教會

$13,9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鼓山教會

$41,9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壽山中會三民教會

$4,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壽山中會文山教會

$43,8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壽山中會竹門教會

$8,46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中布中會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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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110年1-3月教會與公司行號捐款芳名錄

教會各分會捐款明細
個人捐款明細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900

社團法人台北市內湖港墘
福德協會

$50,000

哈拿澧恩企業社 $2,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台灣教會公報社

$6,525

財團法人金鴻兒童文教基
金會

$120,000

傑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00

財團法人 TVBS 信望愛永續
基金會 

$500,000

公司行號捐款明細

王李中癸 $4,000
王振發 $1,200
王敏雀 $2,000
向萬盛 $6,220
江鈴玉、
曾建榮

$20,000

何曜男 $2,000
余文娟 $3,000
吳三傑 $1,200
吳文娟 $4,000
吳育儒 $1,000
吳明哲 $1,000
吳張里 $1,200
吳龍勇 $332
呂育儒 $1,000
呂姵怡 $1,000
呂碧雲 $5,000
巫坤福 $1,500
李文理 $821
李加恩 $10,000
李育慈 $120
李欣霓 $2,000
李彩蓮 $96
李敏菁 $2,000
李穎宣 $100
李聰政 $1,200
周榮冠 $4,000
林尹媜 $4,000
林佑錫 $1,000
林佩蓉 $4,000
林昀星 $300
林阿銀 $1,000
林苑玉 $4,000
林倍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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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雅貞 $10,250
林盟豐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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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君 $5,000
花國太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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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涵渝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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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真 $6,000
楊連登 $2,000
楊勝賢 $20,000
楊麗寬 $1,500
萬金寶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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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美雪 $6,000
董錦豐 $15,000
廖紫伶 $1,200
趙承恩 $4,000
劉學儒 $2,000
潘春葉 $134
蔡上年 $5,000
蔡孟均 $144
蔡宜瑾 $8,000
蔡芳蘭 $50,000
蔡金紫 $490
蔡信興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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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仁愛 $4,000
鄭仁迪 $100,000
鄭仁懷 $100,000
鄭玉秀 $4,000
鄭承志 $10,000
盧功偉 $6,000
蕭佑安 $2,000
蕭景耀 $1,000
蕭銀成 $5,000
謝佳瑛 $100
謝財益 $261
蘇振順 $771
蘇麗華 $490

障關中心在民國 108 年

時，一週大約有 2-3 個手語

班，現在是一週有七個手語

班，因為除了週一至週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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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學校學習過手語，想要把手語學好。

3. 我是照顧服務員，有看到聾人個案，

想要學習手語幫助他們。

4.我的父母是聾人，我想要把手語學好，

好跟父母有更好的溝通。

5. 我的孩子是聾人，我希望我跟我的孩

子一起學習好手語，幫助我的孩子未

來有更好的適應，也希望能夠用手語

幫助到其他需要的人。

6. 我是未雨綢繆，想到說若有一天我因

生病無法說話或是老年重聽的狀況，

就可以用手語來溝通。

7. 我目前因為生病無法講話，學習手語

可以開啟我溝通的新管道。

屬於你的手語學習原因是甚麼呢？

歡迎加入我們的手語學習行列！

關於學習手語

吳秀鶴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80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士東教會 $3,5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博愛手語教會 $20,000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竹中會草漯教會

$10,000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竹中會頭份教會

$6,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南中會錫安教會

$11,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南中會西港教會

$18,2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內惟教會

$4,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永興教會

$17,8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聖心教會

$13,9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鼓山教會

$41,9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壽山中會三民教會

$4,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壽山中會文山教會

$43,8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壽山中會竹門教會

$8,46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中布中會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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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您成為『撒瑪利亞資助人』身心障礙兒童口手語療育服務需要您的支持

 郵政劃撥  帳號 50199011

戶名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請註明奉獻給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信用卡奉獻 ( 請詳填相關資料，填妥後剪下寄回或傳真給我們 )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 小姐

卡別 : □ VISA 卡   □ MASTER 卡  □ JCB 卡  □聯合信用卡

卡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 :( 西元 )________ 月 __________ 年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

奉獻金額 : □每月捐款 ________________ 元整，共 _________ 期

( ______ 年 _______ 月 ______ 日至 ______ 年 _______ 月 ______ 日止 )

         □單次捐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整  

收據抬頭 ( 全銜 ):

收據寄發 : □年底寄發□按次寄發 ( 捐款收據可列入綜合所得稅的 - 列舉扣除額 )

 線上捐款  網址 : www.peacefoundation.org.tw   

選取「線上捐款 / 付費」→專案選擇「為平安基金會捐款」→填妥資料並於備註欄  

註明「奉獻給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我們的信心需要您以「禱告」托住；我們的堅持需要您以「奉獻」支持

※ 若您希望取消訂閱或是以電子檔方式索取期刊的話歡迎與中心連絡

捐款資訊



一、中心歷史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民國 78 年由

「輪椅牧師」陳博文牧師創立，至今已有 31 年的歷史。因著基督信仰和自身

的經驗，陳牧師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相當重視，在其與劉俠四處奔走之下，

於民國 79 年催生了「殘障福利法」，為台灣身心障礙者福利邁向一個新的里

程碑，陳牧師也因此在民國 83 年榮獲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台灣人權獎。陳牧

師早已於民國 79 年推動手語全民化運動，足見其對於聽障者的遠見與熱忱，

在 31 年的手語推廣服務當中，本中心培訓了許多「資深」且「資優」的手語

人才，承蒙高雄市政府賞識，於民國93年承辦社會局手語服務中心業務至今。

二、中心服務特色
( 一 ) 手語教學

( 二 ) 身心障礙者權益倡導

( 三 ) 身心障礙個案管理

( 四 ) 辦理手語服務中心，協助溝通倡議

( 五 ) 推廣時間銀行，促成優質勞務交換

三、手語教學相關
( 一 ) 手語繪本教學

( 二 ) 口手語綜合溝通教學

( 三 ) 手語證照教學

( 四 ) 到宅手語教學

( 五 ) 繪本親子手語活動

詢問單位合作，歡迎來電 07-962-0336#16( 吳副主任 )

詢問翻譯服務，歡迎來電 07-962-0336#19( 楊先生 )

詢問社工服務，歡迎來電 07-962-0336#15( 社工組 )

詢問手語課程，歡迎來電 07-962-0336#11( 蘇小姐 )

( 期刊有電子檔可供索取，請至中心官網下載，如紙本想換電子檔者歡迎來信告知 )

想要用更快速、更簡便的方式瞭解中心最新的活動訊息和資訊嗎？

歡迎加入「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Line@」喔！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腓力比書 1 章 9 節

平安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簡介

手語證照班

繪本手語班 福

聽
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