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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3

「自立」是黎明新年的新希望，

我們在自立中看見

身心障礙朋友堅韌的生命力，

未來的目標正一點一滴

築夢踏實。

本期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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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自立生活的第一哩路
文／編輯部

　　 新 的 一 年 你 們 許 下 什 麼 新 的 心 願

呢？黎明今年的心願是：「豐富生命勤

自立」，可以說是全院師生的目標，也

是院生家人們畢生的期待，今年我們就

要在大家的祝福與支持下，邁向自立生

活的第一哩路！

　　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生活是一條漫漫

長路，黎明不僅為他們照亮黑暗中的路

途，也陪伴他們緩慢穩健的踏出每一步。

這一期分享許多關於「自立」的故事，

包括黎明種子老師親手縫製出「感恩紅

包袋」，縫得溫暖也縫出出路，歡迎大

家購買；居住在教養院的院生小凱和小

婷在受洗之後許下早日獨立，擁有一個

家的心願；在庇護工場工作的 Halu 得到

「最佳進步獎」，在工作中學習自立和

成長。

　　除此之外我們也跟各位朋友分享新

年的近況：黎明社區服務中心搬家之後

的新風貌帶來服務新氣象，歡迎舊雨新

知繼續支持和鼓勵；以及黎明喜樂園的

第一期工程－大肯一村即將動工，這是

成年星星兒（肯納兒）終老的家。

　　新的一年擁有這麼多的心願是一種

幸福，也是一種挑戰，黎明努力為身心

障礙朋友創造幸福、創造可能，讓他們

不再是爸媽永遠的遺憾與心疼，也不再

是揹負一輩子牽掛的天使，他們即將展

開全新的面貌，「自立益人」是我們人

生的目標。新的一年我們認真向前走，

邀請您跟我們繼續一起走！

香蕉阿伯用艱難不靈光的

手畫出 2014 年的春聯，

祝福黎明的朋友新的一年

新春快樂、喜樂豐盛。

封 面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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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朋友因能力受限，常被視為依賴者，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身體

或心理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損，只是影響生活功能的程度不同而已，從這個觀

點來看，身心障礙是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是缺陷。而身心障礙朋友也

不會一輩子都是被照顧者，只要社會有適當的支持與協助，就能達成生活與

經濟上的自立，與一般人相同，擔負起台灣社會公民的角色與功能。

　　身心障礙者自立的觀念在歐美國家已成為社會主流，台灣則剛萌芽，政

策與實務都在摸索與實驗中。後山花蓮因為資訊、資源與專業較為不足，更

需要宣導與教育並推動相關的服務，因此 2014 年黎明以「豐富生命勤自立」

為方向，除了推動身心障礙生活自立、生活重建、二手輔具流通、社區失智

者到宅服務外，在壽豐黎明向陽園陸續為身心障礙朋友開辦拼布縫紉班、園

藝作業班、農牧作業班、房務作業班等，要運用花蓮的好山好水，幫助身心

障礙朋友在田野自然中找到可行的自立之路。另外也要為日益增加的成年肯

納 ( 自閉症 ) 朋友建立合適的教養模式，期待黎明喜樂園的第一期建置計畫 -

大肯一村 ( 成年肯納朋友的家 ) 能夠順利募集足夠的經費，啟動每位肯納兒

與家庭的豐富人生。

　　感謝您幫助黎明有勇氣看見希望，雖然努力的路漫長，如同天韻「眼光」

這首詩歌－「不管路有多遠，心中有愛仍然可以走到雲端。」

　　敬祝 　新年快樂 闔家安康 豐盛有餘

晚學  木泉 敬筆

豐富生命勤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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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紅包袋
文／柯妮均（公共事務部）

　　學生下課後的五樓教室空盪盪，禮

堂卻還點亮著燈，原來是教保老師們忙

著縫製學生隔天要上場表演的聖誕裙。

現在，黎明全院上下都在「縫」，學生

們下課空閒時也會拿出針線「密密縫」，

帶領起這股「全院一起縫」熱潮的是黎

明的好朋友－王蕙瑛老師。

　　去年透過身邊好友、同時也是黎明

同 工 的 介 紹 之 下， 王 蕙 瑛 老 師 認 識 黎

明、了解黎明的欠缺，便利用身上擁有

的專長－縫紉努力幫黎明募款，即便早

已嫁到台中，但每隔幾個月回到花蓮娘

家，就會心繫黎明的需要。王老師先是

製 作 100 個 多 功 能 手 提 袋 和 零 錢 包 給

黎明義賣，現在她更捲起袖子一起加入

黎明的行列：訓練黎明的種子老師學習

縫紉技巧，未來由種子老師教導院生們

學習技能，藉由自己的雙手製作縫紉產

品，能達到自立的目標。

　　縫紉看似複雜，但其實相當適合心

智障礙者操作，不僅可以提升感覺統合

的功能，透過手指頭操作的精細動作也

能加強穩定性，老師們都說：院生們學

習縫紉之後有很大的改變，不再像過去

一樣情緒容易躁動、不安，隨著一針一

線的縫製，可以靜下心、緩和情緒，每

縫完一個段落都會開心的跟老師分享，

同學之間也會互相指導、學習，增進不

少同儕之間的情誼。

　　手工產品最大的特色就是每一個物

件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能傳遞簡單的

溫 暖 和 幸 福。 喜 氣 洋 洋 的 年 節 即 將 到

來，黎明首先推出感恩紅包袋分享給大

家，裡面包含濃濃的希望與祝福，希望

每個人都有滿滿的愛跟平安，送給家人

朋友滿滿的祝福，順心過每一天。

產品皆為手工製作，因裁剪部位不同，每個花樣呈現的會稍有不同。因此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訂購請上：食在好心腸福利社（www.newdawn.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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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兒的家―大肯一村
文／柯妮均（公共事務部）

　　58 歲的大方患有典型的肯納症 ( 即

自閉症 )，來自將門家庭，小時候錯過

黃金治療期，沒有養成到廁所如廁的習

慣，家人照顧起來相當棘手，沒輒之下

送到黎明安置。當時他除了有隨地便溺

解手的習慣，還伴有自殘行為。為了調

整他的作息規矩，重新建立他的生活習

慣，老師們煞費苦心，磨合了十幾年，

現在，他學會了使用馬桶，這是新的人

生，也是新的開始。

　　有人說肯納兒就像是來自遙遠的星

球，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類，因此也被

稱做「星星兒」。他們也許因為大腦發

展受損，語言表達與人際溝通有很大的

困難，但我們從教養照顧的經驗裡發現：

只要有愛導航、用對方法，就算是活在

另一個星球的孩子也能夠在自己的人生

舞台上發光發亮。

　　肯納兒的教養非常挑戰，不僅需要

有熟識的人在旁隨時照顧，還要具備結

構式的常規與安全的環境，因此大多數

的星星兒在家與父母同住。然而歲月會

帶走的不只是時間，父母的年紀會隨著

臉上的皺紋和花白的鬢髮一同流逝，無

法照顧孩子到老，成年星星兒的未來該

何處何從，是星兒父母一輩子心頭上的

牽掛。

　　黎明秉持照顧心智障礙者 37 年的

經 驗， 看 見 年 邁 家 人 心 頭 的 擔 憂 和 牽

掛，因此準備為星星兒設立一個家 - 大

肯一村。位在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三農

段，是黎明喜樂園的第一期工程。社區

生活機能完整，將以成年肯納症的終身

教養服務為主。一人一房、八人合成為

一個團體家屋，全村共有四個家庭。大

肯一村完成後，將陸續建造供失智、中

高齡行動不便者居住的家園，整個園區

將可容納 200 人入住，期待您的參與及

協助，幫助成年星星兒找到他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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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
文／柯妮均（公共事務部）

　　今年的冬天來的特別早，十二月裡

有好幾個寒流來襲，幸好還有溫暖的聖

誕節，讓我們可以撐過整個冬季。黎明

教養院的兩個孩子－小凱、小婷也在備

受祝福的聖誕節前夕在門諾會美崙教會

陳朝欽牧師的見證下受洗，領受上帝的

恩典，展開新的人生，成為 2013 年最重

要的生命禮讚。

　　小凱和小婷是相差一歲的兄妹，六

年前父親過世之後，一家五口媽媽、大

哥小威和最小的弟弟小傑都以教養院為

家。即便如此一家人的感情仍然十分緊

密，小傑喜歡和媽媽撒嬌，小婷是全家

人的開心果，小威和小凱已經有大哥哥

的樣子，足以當弟妹的學習榜樣。

　　小婷最大的願望是趕快長大，和哥

哥合開一家店、做生意養活一家人；媽

媽希望擁有一個「家」，屬於一家人的

生活空間，給孩子們一個完善的家庭生

活。一家人擁有不同的心願，但都是以

「家人」為出發點做考量，心繫著彼此，

在彼此的愛中長出力量和生活能力，朝

向夢想中的目標前進。

　　然而他們的夢想需要許多的支持及

社會資源的幫忙，重度多障的媽媽帶著

四個輕、中度仍還在就學的孩子是一個

沉重的負擔，這時候黎明開辦的社區居

住服務就能成為他們的中繼站，暫時做

為他們回歸家庭的橋樑。社區居住的精

神在於：幫助、支持服務對象能像一般

人一樣在社區生活。因此他們會像一般

家庭一樣，學習如何一起生活、如何分

配事家、如何安排休閒活動，這是他們

未來生活學習的一部分，也是他們生命

課題最重要的一課。

　　「家」永遠是最溫暖的避風港，社

區居住是回歸家庭的前一站，黎明支持

他們擁有自己想要的人生，也邀請更多

朋友幫助我們一起完成這個夢想，希望

每一位身心障礙者的生命都往自立益人

的目標邁進一步。

▲小凱 ( 右 3) 和小婷 ( 左 2) 受洗後與媽媽 ( 左 1)
　大哥 ( 右 4)、陳朝欽牧師及林木泉院長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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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麗梅（職業開發部）

　　多年前 30 歲的 HaLu（哈魯）被媽

媽從磯崎帶到黎明教養院，當時媽媽說

HaLu 無法與家人溝通，常常無厘頭生氣

打人，甚至拿石頭砸路過的車子，讓媽媽

不知所措，該如何教育已成年的智障中

度孩子 ? 在黎明老師多年的訓練和輔導之

下，個性內斂的 HaLu 學會用簡單語言表

達自己的想法，漸漸地 HaLu 個性越來越

開朗，居住在社區家園中喜歡從事廚房工

作。舉凡切菜、洗菜、煮飯、清潔工作他

都能透過學習，樂在其間，也因此和室友

間擁有良好的人際互動。

   

　　三年前 HaLu 在訓練後有明顯的進步，

進而轉銜到庇護工場，初期他只負責廚房

洗碗的工作和地板清潔，會利用空檔坐在

專屬的椅子上沉思。當輪特休時 HaLu 會

主動表達：「碗沒人洗，怎麼辦？」對於

工作的認同和責任心，讓老師頗感安慰，

已蛻變的 HaLu 跟過去的他判若兩人，他

明白自己主責的工作內容，並透過工作緩

解他的情緒困擾，且擴張他的境界。

   

　　每天早晨，HaLu 會跟住在社區家園

的同事一同騎腳踏車上班。下班後自己去

買日用品或零食飲料，是他工作之餘最開

心的事，同時也學會如何做金錢管理。

HaLu 在經過初階訓練後，提升自我能力，

已跨進自立自主的領域，工作項目增加炒

飯、炒菜、協助按號碼牌出餐。12 月庇

護工場舉辦感恩餐會，HaLu 獲得最佳進

步獎，拿到紅包時，溢於言表。從工作中

建立自信心與成就感，超越自我，變得開

朗多話，也會主動指導新進的庇護員工。 

  

　　HaLu生命的改變都看在媽媽的眼裡，

讓年老的她寬心許多。身心障礙者的生命

被改變，是在工作中有感受到被需要，蛻

變成長所展現出對工作的熱誠，遠超過一

般人的想像。我們期待有更多工作機會提

供給身心障礙朋友，協助他們擁有自給自

足的能力，也讓身障朋友習得一技之長，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

最佳進步獎的
哈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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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社區服務中心」開張！

　　新年新氣象！黎明社區服務中心在

中美路正式成立囉！為了整合社區服

務，提升服務效益，在 2013 年底將原有

的「愛蓮服務中心」以及「自立服務中

心」合併，搬遷至現址（花蓮市中美路

63-1 號），加上「食在好心腸福利社」，

黎明社區服務中心成為實踐「自利益人、

友善環境」。

    

　　黎明社區服務中心維持了原有「自

立服務中心」的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

服務」、「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社

區輕度失智者服務」等，並且結合心智

障礙者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也就是原

愛蓮服務中心的「社區居住」、「社區

作業所」，藉由整合專業資源能擴大服

務效益，幫助更多社區中的身心障礙朋

友朝向自立生活的目標。

    

　　中心也計劃將原有的「輔具出借服

務」轉型為「輔具資源流通服務」，最

大的改變是免除輔具出借的押金，將輔

具出借服務改為「捐贈 - 轉捐贈」的資

源流通，建置需求資料庫，向社會大集

募需要的輔具，經過評估及檢測後，直

接提供給需要者，這樣不僅減輕了弱勢

家庭的負擔，也促成更大的社會公益價

值。

    

　　「食在好心腸福利社」是黎明社區

服務中心的另一亮點，將身障朋友參與

種植及製作的許多健康好東西跟大家分

享，同時給予身心障礙朋友一技之長的

訓練、工作的機會，實踐自立益人的目

標。不論是農場生產的無毒蔬果、品質

優良的牧草雞蛋，或者香草茶、五芯茶、

春節後推出的濾掛式咖啡，以及布類產

品、軟陶手工藝產品等等，讓「公益好

心腸」的朋友透過實際的購買行動支持

身心障礙者自立，同時照顧好自己的身

心靈。

文／倪頌惠（社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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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娃天使

　　綠娃自出生以來就比同年齡的小朋

友走的比較慢，學習能力也沒有他們好，

老師總是要綠娃不要氣餒，他只是翅膀

展翼需要比別人多一點時間，將來有一

天，綠娃一定也能飛的高、飛的漂亮。

　　「綠娃」是由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

業學系與黎明教養院首度的產學合作下

完成的插圖，設計概念藉由有「綠鑽」

之稱的火龍果幼苗為主軸，賦予延續精

神的意義，讓小小的綠娃有著強大的生

命力，在愛的照護下茁壯成長，長成一

顆顆翠綠的小芽。簡單的插畫中傳達出

黎明對身障者的照顧、對生命的熱忱及

對土地的堅持。

　　綠娃插畫共有四個主題：In Love we 

Grow －愛是成長的祝福，每個小幼苗都

需要您我愛的灌溉，茁壯長大把愛分享

出去；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改變世

界從您做起，您的出力，可以讓更多需

要幫助的朋友自立，活出生命的堅持與

盼望；Loving Care Makes them Strong －愛

的照護，賦予渺小的幼苗生命力，愛的

灌溉，蘊育渺小的幼苗成長喜悅；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小螞蟻看

起來微不足道，但小螞蟻用微小的能力

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一點一滴的幫助，

讓小芽有更多資源成長。

　　黎明在行政院勞委會的指導下，透

過多元培力計畫努力提倡身心障礙朋友

生活和經濟自立，多年來守護著許許多

多的綠娃，呵護他們成長、茁壯，希望

每一份對綠娃的祝福都能成就公益，在

各界的支持下，把愛和生命的力量傳遞

出去，讓身心障礙者的生命像綠娃一樣

發光、發亮。

文／廖守慧（社區外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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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多肉植物」多快樂
文／盧廷鑫（社區外展部）

　　您還在為如何照顧植物而煩惱嗎？

還在為植物枯萎而感到難過嗎 ? 不妨可

以試試栽培多肉植物，多肉植物品種豐

富多變，它有千奇百怪的形狀，肥嘟嘟

的可愛模樣，充滿著療癒的魔力，教人

愛不釋手分外喜愛，只需要花一點心思，

就可以輕鬆擁有綠手指的能力。

    

　　經常會有人搞混仙人掌及多肉植物

的關係，其實仙人掌是屬於多肉植物的

一類喔！在形態上有的植株長的矮矮、

葉子圓圓肥肥的，看了令人垂涎欲滴，

有些像是一棵小樹般，有松柏之美，透

過組合可以變成自然的藝術品，在不同

的環境與季節中，會呈現豐富多變的色

調，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廢棄資源，例如：

蛋殼、燭臺鋁座、布丁杯、飲料瓶蓋，

花點巧思都可以變成一個漂亮的盆栽。

    

　　黎明投入園藝輔療多年，這段期間

中一直不斷摸索，什麼樣的植物素材適

合心智障礙者體驗及操作，意外中發現，

多肉植物是一個不錯的素材，因為它沒

有刺、安全、繁殖容易、耐旱，適合讓

院生操作，並結合廢棄資源再利用的環

保概念，讓栽培出來的多肉盆栽，每個

人看了都非常喜愛，得到肯定與讚美，

這就是院生成就感的來源。

澆水秘訣：

1. 水份寧可少一點也不要多，約一星期澆水一次。

2. 多肉植物含有很多水份，當葉面出現紋路時，表示要補充水份囉 !!

3. 儘量讓盆缽中土壤乾燥後再澆水，較有利土壤中根系及微生物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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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恆慧 (公共事務部 )

　　更換一個泳池大小空間的天花板，

需要多少時間？

　　答案是僅需要半天！這是在陸軍花

東防衛指揮部的努力下所完成的成果。

位於黎明地下室的復健治療室需要更換

符合消防法規防火材質的天花板，然而

對一個將近泳池大的空間來說是一個浩

大的工程，尤其在院生們頻繁的使用率

下，復健室僅能空出一個上午的時間更

換，幸虧獲得國軍花防部的弟兄們協助，

在數次往返現場審慎評估後，來了五組

的國軍弟兄們，身手敏捷地在半天內完

成任務。

　　更換的過程中高挑的天花板不斷掉落

厚重的灰塵和棉絮，尤其是天花板後方佈

滿密密麻麻的管線，增加國軍弟兄們不少

更換的難度。然而這些問題似乎都難不倒

他們，仍舊秉持堅毅不放棄的精神，迅速

的完成更換的任務，連換下的天花板都幫

忙載運清除，展現出國軍協助弱勢義不容

辭的精神。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長期以來非常

關心弱勢在地的黎明，繼 2012 年七月

國防部因為收到院生皮介民的信件，安

排三軍儀隊到黎明教養院表演，讓行動

不便的院生享有榮譽般等級的福利；去

年暑假為了鼓勵腦麻院生皮介民完成國

中學歷，指揮官全子瑞中將特地到院頒

發禮槍致贈，期許肢體不健全的障礙者，

勇於追求生命的夢想。

　　除此之外，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多

次提供國軍弟兄的人力資源，協助院內

及社區（向陽園）進行大面積環境的清

掃整理，幫助黎明維持乾淨整潔的空間

提供給院生，小小的善行幫了黎明很大

的忙，也讓我們看見國軍關心弱勢的心

意，用最真摯的行動來表現。

黎明有許多需要，因為被放在心上，因為社會大眾一點一滴愛的給予，

成就了黎明的善工。歡迎您加入我們，洽詢電話：03-832-1280。

被放在心上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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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起來
文／漂流牧

　　黎明教養院這幾年培訓院生，希望

他們有一天能回歸社區、獨立自主的生

活，因此訓練及幫助黎明的孩子「自立」

是很重要的目標。我想到耶穌在聖經中

的兩段經文：馬可 2：11-12 耶穌面對一

個癱瘓需要人幫助抬來的人，耶穌知道

他心靈深處的需要就對他說：「我吩咐

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

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出

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

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黎

明也努力幫助這些孩子「起來」，讓神

得著榮耀，讓人得著快樂。另一段是約

翰 5:3-8「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

池子，裡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

枯乾的許多病人。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

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先下去，無

論患什麼病就痊癒了。在那裡有一個人，

病了三十八年。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

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

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

人把我放在池子裡；我要去的時候，就

有別人比我先下去。耶穌對他說：起來，

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就拿

起褥子起來走了。」可想而知當這個人

痊癒後可以起來，自己拿著褥子回家何

等的快樂。能自力更生是一個尊嚴，是

一種快樂，是一份驕傲，我可以！我能

夠！回到社區獨立自主生活。

　　當我看了我的學長－戴晨志博士的

書《壯大自己，讓人看得起》很受激勵，

「人永遠要為雨天做好準備！」（Ready 

for rainy days） 尊貴與榮耀，只屬於肯為

雨天做好準備、懂得堅持到底的人。所

以，我們都要在學習與工作中，逐漸壯

大自己；「成功的冠冕，都是以荊棘編

織而成的！」一個人，即便是天才，但

若少了勤奮與積極行動力，就一定不會

有榮耀、接收歡呼的一天！唯有「破蛹

而出，才能成為飛舞的彩蝶。」黎明的

孩子雖然有困難有障礙，但我們不失望

不放棄！讓我們一起為黎明的目標加油

支持，也讓我們一起成長、快樂起來 ! 

詩篇 126:5-6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

禾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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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314

135

60

58

9

2

0

0

0

統計至2013.12.20止

0.075%

31%

6.75%

1.2%

16.5%

1.8%

1%

0%

0%

0%

已募款金額合計 2,760,914元

★如欲使用本捐款單，請沿虛線小心裁下，謝謝。

黎明教養院經費收支餘絀計算表

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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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善工】邀請您一同來支持

 信用卡 

 信用卡
網路捐款 

其它網路
線上捐款 

請上黎明官網→善款捐助→下載捐款授權書，填寫後傳真至黎明

※黎明收到傳真後，會撥電話與您確認，亦可來電索取捐款授權書

請上黎明官網→信用卡網路捐款

※請依指示操作即可在網路上完成捐款手續

請上黎明官網→銀行轉帳及超商 網路捐款→ATM轉帳→網路Web-ATM 轉帳

※請依指示操作即可在網路上完成捐款手續

網路ATM轉帳  (習慣使用晶片卡者，建議採用)

請上黎明官網→銀行轉帳及超商 網路捐款→超商代收

※請依指示操作後，列印繳款單，三日內至7-11、全家、萊爾富、OK超商繳款。

超商代收捐款  (有印表機者，建議採用)

請上黎明官網→銀行轉帳及超商 網路捐款→7-11 ibon

※請依指示操作後，將繳款編號16碼抄寫(或列印)下來，三日內至7-11、

全家、萊爾富、OK超商多媒體機器列印繳款單，再至櫃檯繳款。

7-11 ibon  (無印表機者，建議採用)

台灣大哥大

中華電信

亞太電信

用戶直撥 518049

用戶直撥 51149

用戶直撥 59029

您的手機
也可以捐款~

請依語音操作即可捐助給黎明

※用戶語音操作時，不收取通話費

※每期捐款上限為3000元

銀行匯款
ATM轉帳

劃線支票

定期定額
郵政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

銀行名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花蓮分行  代號：017

帳號：023-13-097570
※匯款或轉帳完成後，煩請來電或傳真告知：
　收據姓名、地址、連絡電話、轉帳金額、轉帳帳號末四碼。
【手續費由捐款者負擔，跨行ATM轉帳每筆15元，銀行匯款手續費依銀行規定】

戶    名：財團法人基督教門諾會花蓮黎明教養院

帳    號：06456230
※填妥劃撥單後，請至郵局劃撥；
亦可來電索取或至黎明官網→善款捐助→下載劃撥單。

支票抬頭：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

　　　　　花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 
※劃線請註明禁止轉讓背書並寄至花蓮市民權路2之2號財務室收

郵  局：
※請填妥捐款授權書中的郵局自動轉帳授權書等欄位　及蓋章後傳真至黎明
※可來電索取或黎明官網→善款捐助→【下載捐款授權書】

銀  行：
※請填妥銀行(ACH)委託轉帳捐款授權書後，正本郵寄至花蓮市民權路2之2號
　財務室收
※可來電索取或至黎明官網→善款捐助→【下載銀行(ACH)委託轉帳捐款授權書】

信用卡：
於捐款授權書填入定期捐款金額及捐款期間後，傳真至黎明
【下載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結帳時口述6688，將電子發票捐給黎明
※歡迎來電索取愛心碼貼紙

服務專線：03-8321280
傳　　真：03-8346995

黎明官網：www.newdaw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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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善工】邀請您一同來支持

 信用卡 

 信用卡
網路捐款 

其它網路
線上捐款 

請上黎明官網→善款捐助→下載捐款授權書，填寫後傳真至黎明

※黎明收到傳真後，會撥電話與您確認，亦可來電索取捐款授權書

請上黎明官網→信用卡網路捐款

※請依指示操作即可在網路上完成捐款手續

請上黎明官網→銀行轉帳及超商 網路捐款→ATM轉帳→網路Web-ATM 轉帳

※請依指示操作即可在網路上完成捐款手續

網路ATM轉帳  (習慣使用晶片卡者，建議採用)

請上黎明官網→銀行轉帳及超商 網路捐款→超商代收

※請依指示操作後，列印繳款單，三日內至7-11、全家、萊爾富、OK超商繳款。

超商代收捐款  (有印表機者，建議採用)

請上黎明官網→銀行轉帳及超商 網路捐款→7-11 ibon

※請依指示操作後，將繳款編號16碼抄寫(或列印)下來，三日內至7-11、

全家、萊爾富、OK超商多媒體機器列印繳款單，再至櫃檯繳款。

7-11 ibon  (無印表機者，建議採用)

台灣大哥大

中華電信

亞太電信

用戶直撥 518049

用戶直撥 51149

用戶直撥 59029

您的手機
也可以捐款~

請依語音操作即可捐助給黎明

※用戶語音操作時，不收取通話費

※每期捐款上限為3000元

銀行匯款
ATM轉帳

劃線支票

定期定額
郵政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

銀行名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花蓮分行  代號：017

帳號：023-13-097570
※匯款或轉帳完成後，煩請來電或傳真告知：
　收據姓名、地址、連絡電話、轉帳金額、轉帳帳號末四碼。
【手續費由捐款者負擔，跨行ATM轉帳每筆15元，銀行匯款手續費依銀行規定】

戶    名：財團法人基督教門諾會花蓮黎明教養院

帳    號：06456230
※填妥劃撥單後，請至郵局劃撥；
亦可來電索取或至黎明官網→善款捐助→下載劃撥單。

支票抬頭：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

　　　　　花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 
※劃線請註明禁止轉讓背書並寄至花蓮市民權路2之2號財務室收

郵  局：
※請填妥捐款授權書中的郵局自動轉帳授權書等欄位　及蓋章後傳真至黎明
※可來電索取或黎明官網→善款捐助→【下載捐款授權書】

銀  行：
※請填妥銀行(ACH)委託轉帳捐款授權書後，正本郵寄至花蓮市民權路2之2號
　財務室收
※可來電索取或至黎明官網→善款捐助→【下載銀行(ACH)委託轉帳捐款授權書】

信用卡：
於捐款授權書填入定期捐款金額及捐款期間後，傳真至黎明
【下載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結帳時口述6688，將電子發票捐給黎明
※歡迎來電索取愛心碼貼紙

服務專線：03-8321280
傳　　真：03-8346995

黎明官網：www.newdaw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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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l 360ml 

260ml 

綠娃馬克杯

骨瓷咖啡杯

小叮嚀

紅包布袋

預購價：
180元 / 個
680元 / 組(四款各1)

預購價：
180元 / 個
　　　　

定價：
1５0元 / 個
　　　　

腦麻畫家黃美廉博士在很快樂的心情下創
作這幅畫，畫中的點點、色色都不一，正
如不同的人，聚集不同形式的燦爛。

限量·純手工

　　產品皆為手工製作，因此數量有
限，售完為止，商品顏色以實際物品
為主；因裁剪部位不同，每個花樣呈
現的會稍有不同。

歡迎使用「食在好心腸福利社」網路平台預購
www.newdawn.url.tw
請注意：平台訂購並完成付款，訂單才成立。
出貨時間：1 / 20之後依訂單先後順序陸續出貨

您的購買是支持食在好心腸福利社的動力，一群不向

生命與困難妥協的身障者，由於您的肯定，

他們能夠完成生活自立的夢想。

電話： 03-8321760 
傳真： 03-8321860
地址： 花蓮市中美路63-1號

即日起至2/10止開放預購
(原價200元)

(原價200元)

預購享優惠
要買要快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