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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們平
常對我們

的照顧，聖
誕節快要

到了，這是
個平安喜

樂的節日，
祝你們聖

誕節快樂。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
到來了。我在聖誕樹
上掛上滿滿的祝福，
也寄上我最深的祝福，
祝你們聖誕快樂。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
希望一直幫助黎明的
你們每天都快樂。

聖誕節快要到
了，

我要謝謝你們
平常

照顧我們。

畫者 ：魏賢義

秋 萍

尊 珍

聖誕節是個充滿祝

福的節日，我願獻

上我的祝福給你們，

你們是我最關心的

朋友。

祥 薇

美 雲

蒙 娜

聖誕快樂    新年如意  
          闔家安康    豐盛有餘

木泉與黎明師生    敬上

院生的祝福

 今年六十歲的阿賢愛畫畫，
作品曾入選為全國心智障礙者
才藝大賽平面繪畫組，是黎明
的一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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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認識身心障礙
文／編輯部

　　你印象中的身心障礙者是什麼樣子？這幾年黎明院生積極走入社區，不

僅認識社區生活的多元樣貌，也學習服務鄰里，服務長輩。另一方面，社區

朋友們逐漸認識他們有禮貌、愛微笑、愛唱歌、愛跳舞的一面，扭轉過去對

身心障礙者刻板負面的印象。

　　腦性麻痺的阿嘉雖然咬字不清楚，但只要聽到喜歡的歌曲仍會用盡全力

的跟著一起唱，經典台語歌都難不倒他；輕度智障的小蘭是個愛撒嬌也孝順

的年輕女孩，一邊在社區中努力學習自立生活，一邊不忘時時回來探望安置

在院內的媽媽；大男孩阿斌是老師的好幫手，跟著老師幫忙洗碗，然後彎下

身子輕聲問老師：「老師我有乖，你有愛我嗎？」這些孩子的身上也許看不

到所謂的「完美」。但當你看見他們認真、努力生活的神情，活出超乎我們

想像的精彩生活，有時候我們慶幸他們是不完美的，因為這樣才能不斷挖掘

他們身上無限的潛能和奇蹟。

　　黎明今年 37 歲，每一年都很努力的推動服務、持續往前走。改變不是

一蹴可幾的，黎明的院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一點點、一滴滴的邁開緩慢的

步伐，讓更多人了解身心障礙者全新的面貌，身心障礙者的代名詞不再與悲

情可憐劃上等號，如今「自立益人」才是人生的目標。

　　時序進入歲末，這一期喜樂誌將與您分享黎明這一年來的改變，以及我

們努力推動的方向。期待您與我們一起，在不完美的日子裡，認真、努力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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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中的蝴蝶 文／洪美月（教學保育部）

      去年八月音樂班來了一位新生，個子

嬌小的淑芬，一頭蓬鬆的捲髮增添她俏

皮可愛的氣質，柔弱的外表馬上引起班

上其他同學對她的疼惜與照顧。我們期

待這個小人兒生力軍加入音樂班之後可

以提升不少班級溫馨的氣氛，也能更加

凝聚同學之間的情誼。

      然而接下來同學看到的卻是生氣、大

吼大叫、不肯學習、躺在地下打滾的小

人兒。尤其每天早晨更是一場硬仗，總

是要跟老師上演：呼喚她起床、幫忙她

脫睡衣、穿衣服、鞋子等等的拉鋸戰，

像是個還沒長大的幼稚園孩子，每項生

活機能都得要老師協助才能完成。上課

時間她還會偷偷跑回宿舍區，脫衣服、

脫鞋子或躲起來，老師得像跟她玩躲貓

貓一樣，又哄又騙才讓她願意回到教室。

      這期間不斷與媽媽溝通，希望能更了

解她的生活情況來幫助她適應教養院的

生活。媽媽曾說：「二年前因為手受傷，

沒有照顧好淑芬，讓她感覺我們對她的

愛變少了。在情緒最低潮時，我們又將

她送至黎明，讓她承受新環境的壓力與

挑戰。」這些都讓我了解到：黎明是媽

媽和淑芬之間喘息的心靈小站，我們更

應該擔負起照顧好淑芬的責任，讓媽媽

紓解沒有照顧好淑芬的罪惡感。

      因此我們不斷用愛與讚美鼓勵淑芬參

與課程，剛開始她站的遠遠的不願意靠

近更多，或是只願坐在椅子上不肯離開，

我們也不強迫她，只要她願意觀看、不

偷跑就可以了。經過一年多來的相處，

她從不願意參與、完全排斥，到現在已

經學會了一整首舞蹈，也願意跟同學們

一起站上舞台表演。看她綻放笑容，用

兩隻小手努力的敲打非洲鼓、願意與同

學聊天、安慰身邊難過的朋友、也會伸

出雙手幫助聽障的同學，這些都是她一

年來的成長。

 　　淑芬現在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個蝴蝶

的蛹，隨著時間的累積再慢慢的蛻變、

成長為美麗的蝴蝶。連媽媽都說看見淑

芬很大的改變，媽媽說：「淑芬是我人

生中最棒的禮物，而黎明則是淑芬人生

中重要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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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總會找到出路
文／柯妮均（發展部）

　　平常在院裡接受日托服務的綺恩一向

乖巧安靜，難得看到她愛撒嬌的一面。週

六社區打擊的課程上，綺恩時而離開座位

站在教室中央傻笑，時而躺在爸爸肩上扭

動，又時而拉著爸爸將她抱進懷裡。彷彿

一分鐘都靜不下來似的，爸爸得亦步亦趨

的跟在她身邊，臉上卻不見爸爸有一絲不

耐煩的神情，眼鏡下的雙眼、含蓄的笑容

裡都有著快滿出來的愛，對綺恩滿滿的愛。

難怪綺恩愛撒嬌，因為她有一個寵愛她的

爸爸。

　　年初就開班的社區打擊課程因為深受

學員及家長的喜愛，開辦至今有二十五位

成員，後半年才開始加入的綺恩和爸爸是

在場唯一一組的親子檔。總是準時到教室

上課，帶著淺淺笑容的爸爸隨時陪在綺恩

身邊。靜不下來的綺恩無法跟上老師所給

的指示，但爸爸會在一旁協助：什麼時候

該敲鼓、什麼時候換動作，爸爸不放棄讓

綺恩參與的機會，努力的試，埋頭苦幹的

試。換來的也許不是綺恩大幅度的躍進與

改變，但卻為綺恩的生命裡增添不少精彩

的片段，同時更是父女之間親密時光的動

人時刻。

　　很多人認為身心障礙者的生命是困頓

且辛苦的，其實，真正勞心勞力的是身心

障礙者的家人。當身心障礙者為了維持最

基本的生命而努力時，家人們的持續給予

資源及不放棄也代表著相同程度的犧牲與

付出，心裡承擔的壓力和身體同時負荷的

勞男同時併存，看見他們給予身心障礙家

人無怨無悔的陪伴，很難讓人不動容。

　　也因為看見家人們的辛勞和堅持，黎

明堅守身心障礙服務的使命三十七年。我

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顆希望種子，

只要認真澆灌，就有機會長成一棵茂盛茁

壯的大樹。這中間需要耗盡相當長的時

間，不能因為覺得累就放棄，不能因為他

們的改變非常微小就停止前進。回到生命

的起點：相信，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即使

他們是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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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推銷員
文／董麗梅（庇護工場）

歡迎加入 facebook 粉絲團：「花蓮牛軋餅」
服務專線：03-8460527
http://www.newdawn.org.tw/diakonia/

　　十九歲的小謝忠厚憨直，有些過動現

象，每天會從吉安的家裡出發，搭乘第一

班花蓮客運抵達花蓮火車站，再由火車站

前站月台步行到後站庇護工場上班，他覺

得這樣可以訓練自己更獨立。除此之外，

小謝會利用假日參加教會主日崇拜和黎明

社區打擊樂課程，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小

謝對自我的期許是在庇護工場習得一技之

長，將來可以獨當一面當老闆。

　　小謝說自己在校期間因控制不住地愛

講話，常惹老師生氣，成為老師頭痛的學

生。但是這樣的特質在庇護工場十分受到

歡迎，今年六月從花蓮農校綜合科畢業之

後，小謝在學校老師的轉介下進入庇護工

場工作。工作期間他跟著老師的行銷技術

與方法，他說：「老師教我：『看到阿嬤

要叫阿姨、看到阿姨要叫姐姐，這樣他們

聽了很高興，就會跟我買牛軋餅。』」小

謝逗趣的說法讓大家轟堂大笑，但他有禮

貌的態度、嘴甜的推銷也的確為牛軋餅的

生意增色不少。

　　目前黎明庇護工場有 24 名身心障礙

同工，我們會根據每個同工的專長和特色

給予工作任務，讓他們在工作的過程中培

養專業的技能和自信的態度。就像小謝在

庇護工場一樣，他說：「每天都很期待

出去賣牛軋餅，當個快樂的牛軋餅推銷

員。」當庇護工場的身心障礙朋友經由輔

導下擁有自立自主的能力之後，我們更

期待他們可以進入一般性就業職場。期待

有一天他們能羽翼豐滿、展翅上騰翱翔天

際，我們也珍惜您的每一份支持，做為我

們繼續往前走的墊腳石和動力。

▲小謝（右二）在庇護工場得到肯定

　與成就感，是個快樂的推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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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文福、謝惠雯（向陽園）

　　1920 年，美國門諾會為了救助烏克蘭

大飢荒，發動所有教會捐助許多民生物資，

開啟門諾會的社會關懷愛心捐贈事工，捐

贈物資包括奶粉、牛肉與豬肉罐頭甚至是

二手的衣服、棉被等，進一步成立基督教

門諾會中央委員會 ( 簡稱 MCC)，對全世界

尤其是第三世界展開各項援助行動。

    

　　捐贈物資－拼被，是媽媽在孩子長大

即將離家之際，將孩子的舊衣物拆解拼製

成拼布，作為祝福孩子的禮物。而門諾會

的拼被是由一件件廢棄的二手衣拆解成一

塊塊布料再拼接而成，不僅代表門諾會簡

樸的精神，更透過將拼被送往全世界遭逢

巨大災變或貧困的國家，充分表達門諾會

互助與愛好和平的精神，直到今日門諾會

的拼被手工藝仍盛行歐美亞各國。

　　黎明教養院得到勞委會身障多元培力

計畫的協助，推動花蓮的身心障礙朋友們

生活自立與經濟自立，期待能達成身障朋

友自立益人的目標。布品縫紉班是其中一

項技能培訓的課程，因為適合身障朋友操

作，更因為黎明教養院期許能承接當初門

諾會宣教師們，立志奉獻自己青春歲月給

台灣人民的這份使命，將上帝的愛心傳遞

給每個需要的人身上。

　　為了這個計畫，拼布種子教師的訓練

課程十月份開課了！感謝上帝預備一位有

愛心且經驗豐富的拼布老師，設計一系列

適合身障朋友的課程。在老師的耐心教導

下，每一位種子教師皆認真學習，期許自

己將來可以幫助身障朋友，也透過拼布、

拼被的技藝傳達出門諾會和平、互助、簡

樸的精神。

愛拼工坊開課了！

▲在拼布老師的指導下，學員們

    聚精會神的學習縫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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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設計打造無障礙花蓮

　　一個左手萎縮、只剩右手可以活動的

人，你們相信他可以泳渡日月潭兩次嗎？

這個勇士就是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的董

事長唐峰正。坐在特殊打造的電動輪椅上

面，時速可以高達十三公里，笑稱自己是

追求速度感的人，不因雙腳萎縮永遠不會

走路而停止對極速的追求。唐峰正說：「透

過通用設計的概念，我學會游泳、參加哈

雷機車隊、還成為 wii 網求界的費德勒。」

　　為推廣「通用設計」理念，希望讓花

蓮以最節省成本的方式，建構無障礙、友

善幸福的城市，唐峰正董事長十月份在黎

明教養院的邀約之下，參與「友善花蓮很

幸福 --2013 身障者權益倡議活動」，並

以「通用設計」為題演說。「通用設計就

是讓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都能以最自然的

方式共享資源，以腳踏車步道為例，如果

全台灣都有安全的腳踏車步道，不僅方便

一般民眾騎乘，也嘉惠推著嬰兒車的家

長、還有需要以輪椅代步的身心障礙者，

如此一來可省下不少興建無障礙專用道的

成本。」

　　八個月大的一場高燒，讓唐峰正一

出生就注定與小兒麻痺為伍一輩子，但

1985 年美國設計師 Ronald L. Mace( 梅斯 )

提出的「通用設計」概念讓他的生命轉

了彎，他說：「以前學游泳要三個教練幫

忙，現在透過自動下水椅，自己就能游

泳。」同時也分享：「通用設計有七個原

則：公平、彈性、簡易、易懂、防錯、省

力、適長。強調所有產品與環境的設計能

讓所有人使用，而不只是考慮正常使用者

而已。」

　　黎明自立服務中心成立一年多來，和

唐峰正董事長一樣，希望為身心障礙朋友

打造友善、無障礙的生活環境、也提升

社會大眾對無障礙議題的重視。我們渴望

鼓勵更多年輕學子一同重視友善環境的議

題，也讓通用設計的概念融入台灣人的生

活當中，如此一來才能真正落實無障礙的

生活城市。

文／柯妮均（發展部）

※自立服務中心即將遷移到花蓮市中美路

63-1 號，歡迎有需要的朋友來找我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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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熟的玫瑰花

　　患有輕度智障的秋蘭十月底受花蓮縣社會處的

邀請，在「花蓮縣成功就業身心障礙者分享宣導會」

上擔任主講人之一。現場共有十位傑出的身心障礙

朋友現身說法，年紀輕輕的秋蘭與他們相比毫不遜

色，一舉手、一投足都是自信開朗的表現。黎明的

老師每每看到現在的秋蘭，都會用欣慰的語氣說：

「秋蘭真的長大了！」

　　秋蘭在花農畢業之後經由學校老師的評估到黎

明教養院，剛開始她是老師名單裡的頭痛人物：「她

常常哭，情緒一來就生氣。」情緒反覆低潮的反應

讓她在團體活動中無法和同儕和睦相處，也造成老

師班級管理有很大的困擾。花了很長的時間，老師

像是朋友一般的跟秋蘭聊天，讓秋蘭在完整的愛、

信任、和包容之下，逐漸卸下心防，展開笑顏，開始願意幫助同學也幫助老師。

　　去年在社工的評估之下，秋蘭有機會轉換角色，從被照顧者轉換為可以照顧他們的

身心障礙者。白天到黎明向陽園工作，協助軟陶手工藝的製作及銷售；下班後在社區家

園中居住，和室友一起幫忙做家事、煮三餐、努力工作照顧自己。一有空就回院裡看媽

媽，心疼年邁媽媽的行動不便，立下「趕快賺錢照顧媽媽」的心願。

　　秋蘭是真的長大了，在黎明十年的期間接受老師的照顧，十年後的今天成為照顧他

人的天使。她像是一朵慢熟的玫瑰花，從初生的花苞到完整的綻開需要費心的澆灌和施

肥，也需要耐心的等候和觀察，但只要假以時日，就能看見他們長成一株成熟、美麗的

花蕊。每一個院生的改變與成長都不是一朝一夕，只要給予愛與陪伴，他們都能夠活出

充實的人生。

文／楊立如（社區外展部）

愛蓮作業所、食在好心腸福利社即將遷移到

花蓮市中美路 63-1 號，歡迎舊雨新知持續來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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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張證書
文／柯妮均（發展部）

　　「這輩子都不要成為別人的包袱和負

擔！」年屆六十歲的曹汝瑛溫和卻堅定的

說出這一句話，同時也說出所有身心障礙

朋友的心聲。謙稱自己沒有讀過書的曹汝

瑛，就像是倒吃甘蔗一樣，在人生的後半

年榮獲花蓮農校的聘書，受邀至學校的軟

陶社團擔任指導老師，「這是一輩子做夢

都沒想過的事！」但對這輩子沒有拿過一

張正式畢業證書的她來說，這張聘書是她

逐夢踏實的起點。

　　說起話來侃侃而談、有條不紊的曹汝

瑛，甫出生就患有先天性的小兒麻痺症，

全身癱軟的身體讓她四十歲之前沒有電動

輪椅的協助，只能在家中的沙發和床舖間

移動，要出門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幸好

小時候靠著畢士大的老師教認字，自己養

成在家閱讀的習慣和做手工藝的興趣，種

下她未來成為軟陶講師的契機。

　　甚少面對人群的曹汝瑛剛進黎明時很

安靜、很內向、也很害羞，要她在一間教

室中對 17 位高中生進行教學可說是：「不

可能的任務！」但在黎明老師不斷的鼓勵

之下，現在推著電動輪椅在花蓮農校裡行

進，聽到學生大聲打招呼：「曹老師好！」

曹汝瑛漾著不好意思的笑容說：「還真是

不習慣。」幸好軟陶社團的同學上課情形

非常好，她說：「每一次上課要跟 17 位

同學講課兩個小時，上完課都筋疲力盡，

但心裡卻很踏實、很滿足，這是以前從來

沒有過的感覺！」

　　四十歲之後的曹汝瑛擁有全新的人

生，現在的她每天行程滿檔，享受到門諾

基金會上課當學生、到花蓮農校當講師、

到同儕家訪視協助申請居家照顧的充實生

活。她很感謝黎明的老師不斷鼓勵她走出

家門、激發她的潛能，她開玩笑的說：「在

黎明被迫成長。」但她也坦言：「要不是

有黎明老師的督促，我不可能有今天。」

在黎明的協助下她得到很多心裡的溫暖，

她也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鼓勵更多身心障

礙朋友，讓自己的人生有新的改變。

▲拿著花蓮農校的證書，曹汝瑛擁有

　全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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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服務 ~黎明志工情  文／邱瑞慧（發展部）

　　經歷癌症的病痛，人生幾乎是跌落谷底，原本在職場上有著亮眼成績的她，卻怎樣

也沒想到無預警的必須相信自己已經生病的事實，面對病症療癒後的重生，思想著自己

仍可以將快樂與生命正向的溫暖再次分享；她是憶倫，初次見到她，我看見憶倫因為化

療而稀少的頭髮，但是清亮爽朗的說話語調，真讓人無法想像這是一位歷經癌症化療的

女生；現在，每個週二上午，憶倫一定準時八點鐘出現在黎明，接著便是她在教保部 3

樓住宿區快樂陪伴院生的服務時間，短短

不到半年的志工服務，憶倫竟然可以熟悉

許多院生的各項生活習性，那股熟練一點

兒都不亞於院內的教保老師……

　　連續三年、每個學期，國立東華大學

吉他社的青年學生們，總會主動和黎明聯

絡，熱情討論規劃替黎明教養院在花蓮市

區街頭勸募的大小細節，這群青年學生個個都有精湛的吉他琴藝，信手拈來就是一曲又

一曲悅耳的歌曲；連著三年，在特定的週末昏黃街燈下，花蓮市區舊鐵道商圈非常音樂，

年輕學子拿著木吉它自彈自唱、輪番上陣演出每個人拿手的曲目，主持人更是賣力的鼓

吹路過的行人，聆聽享受浪漫樂音之外，請將手中的愛心，送給黎明教養院；此時，我

們總會見著許多的爸媽牽著稚嫩幼兒的小手，將小小的零錢輕輕放入奉獻箱當中，銅板

叮噹作響，讓我們感受每一分奉獻的祝福；

而這群玩吉他的青年學生，將志工服務的精

神用音樂的歡樂寫出年輕的熱情……

　　髮際鬢白的銀髮長輩們，有些是學校退

休的老師，有些是為家庭辛苦付出一輩子的

母親，高齡的爸爸、媽媽們，在每兩個月機

構刊物寄出之前，總是先到黎明替我們一同

黏貼數千份的地址標籤條，其實這項志工服務，長輩們早已從 10 年前持續至今，甚至，

這群慈祥和藹的爸媽們會說，謝謝這個社會還需要他們，聽見這話，我的心中感動不已，

勞碌大半輩子的爸爸、媽媽們，心中似乎未曾替自己著想過，總是思量著他人的需要，

而甘心樂意繼續燃燒晚年的生命；你說，這樣的銀髮情懷，怎叫我們不動容呢 ?

黎明的大小事，謝謝許許多多熱心參與志工服務，不求回報的諸多朋友們，

謝謝您像家人一樣疼惜我們、幫助我們，讓黎明這個大家庭永遠有著訴說不

盡的溫情！歡迎您一起加入我們，洽詢電話：03-832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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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飛翔
文／漂流牧

　　最近學唱一首讚美之泉 16 集「相信

有愛，就有奇蹟」中的「讓愛飛翔」，歌

詞說到：「1. 謝謝你的愛，每個溫暖微

笑，謝謝你的愛，每個緊緊擁抱，堅定的

鼓勵，賜我向前的勇氣，一起追逐夢想不

放棄！ 2. 謝謝你的愛，每個溫暖微笑，

謝謝你的愛，每個緊緊擁抱，堅定的鼓

勵，賜我向前的勇氣，我相信生命充滿奇

蹟。」讓愛飛翔，這裡就有希望，讓愛飛

翔，這裡就有力量，讓愛飛翔，乘著夢想

一起去翱翔，溫暖每顆心，將這世界照

亮。用這份愛去關懷，去看和去明白，用

這份愛去分享，讓世界不一樣，讓這份深

深感動，停留我們心中，因為愛使生命再

次燦爛。歌詞很令我感動與思考 !

　　我想到黎明教養院的事工，就是相信

有愛就會有奇蹟。「黎明」就是在最深的

夜之後的破曉、光明的到來，是帶來希望

與盼望 ! 這些年黎明教養院為了讓這些院

生自力更生，開闢了「喜樂園」，不斷為

院生的明天、未來，持續耕耘、犁田，我

也稱為「犁」明。我真的看到每一位工作

人員的盡心、努力、打拼，也看到不論院

內或社區的服務更廣、更深！呈現的更善

更美！所以我想到 [ 讓愛飛翔 ] 這首歌，

我要對黎明的每一位員工說：「謝謝你對

院生的愛還有每個溫暖微笑，謝謝你的

愛，還有每個緊緊擁抱，你堅定的鼓勵，

賜給我們院生向前的勇氣，一起追逐夢想

不放棄！」另外我也要對許多支持愛護黎

明教養院的捐款者、代禱勇士、關心的朋

友說：「謝謝你的愛，每個溫暖微笑，謝

謝你的愛，每個緊緊擁抱，您堅定的鼓勵

與支持，賜給我們向前的勇氣，讓我們都

相信生命會因著愛而充滿奇蹟。」

　　一個機構若不能讓愛自由飛翔，她不

會是幸福快樂的園地，一個人若不能讓愛

自由飛翔，她也不會是幸福快樂的人！聖

經說 ( 林前 13:1-3)：我若能說萬人的方

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

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

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

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

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

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

然於我無益。

　　讓神的愛自由飛翔，這裡就有希望 ! 

讓愛飛翔在你我心裡，乘著小小的夢想一

起去翱翔，溫暖每個人的心，將這世界照

亮。我們期許用這份愛去關懷，去看、去

體會與付出，用這份愛去分享，讓世界不

一樣，讓這份深深感動，停留我們心中，

因為當你賦予愛，就會使你的生命與 [ 黎

明 ] 再次燦爛。一起飛翔吧 !



黎明教養院經費收支餘絀計算表

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

黎明喜樂園

人與自然和睦共好的所在
黎明喜樂園 目前仍是一片待開發的農地，

期待您的參與及協助，幫助黎明喜樂園成

為台灣身心障礙綠自然照顧典範。

衛部救字第 1020163646 號

加力磚

感恩椅

希望窗

護園樹

歡喜床

開心門

喜樂房

芯教室

得勝梯

喜樂鐘

紀念捐

(200元/塊)

(1,000元/張)

(2,000元/扇)

(5,000 元/棵)

(1 萬元/張)

(5 萬元/扇)

(20萬元/間)

(50萬元/間)

(200萬元/座)

(500萬元/座)

(可配合設置記念物)

(未指定項目捐款與利息)

(100萬塊)

(1,000張)

(2,000扇)

(5000棵)

(350床)

(500扇)

(200間)

(50間)

(10座)

(1座)

286,741元其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已募集捐款項目 目 標 達成率

687

280

124

57

47

9

2

0

0

0

統計至2013.10.31止

0.068%

28%

6.15%

1.14%

13.4%

1.8%

1%

0%

0%

0%

已募款金額合計 2,539,3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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