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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主的帶領之下，伊甸基金會走過30年了！這一年當中，我們依然有主滿滿的

恩典，與各界的鼎力支持相助，讓伊甸全年事工皆能彼此成就，尤其2013年

開展了許多新服務據點，將社會給予伊甸的愛，隨著主到達偏遠之地，服務更多弱

勢朋友。

秉持著「哪裡有需求，就到哪裡去。」的服務精神，2013年四個季度分別針

對失能長者與身障者對家的渴望、偏鄉慢飛天使(發展遲緩兒)療育經費、中途致障

的成人身心障礙者的生活重建、弱勢社區孩童的多元才藝展現，透過議題及活動，

期待他們被認識與接納，重返社會。

以第二季「守護偏鄉慢飛兒  愛讓成長零距離」中的調查數據顯示偏鄉的四大

隱憂分別為醫療資源缺乏、缺乏幼教資源、鄰里同儕歧視及經濟貧困，在在說明慢

飛兒教育不容忽視，需要教育資源及輔具進入。

對於身心障礙者人權上，伊甸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和事工，因為我們相信國際

間的力量與經驗傳承，能夠幫助我們的服務更加完善全面，例如去年與友會合力推

動台灣簽署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盼望國內早日促成公約合法化，為身

心障礙者權利做更進一步的保障。

面對台灣人口急速老化，又逢少子化，照護的人力、技術、經濟層面等問題

定會漸漸出現，而伊甸面對此不可逆轉的洪流，正規畫推展出不同的服務概念以提

供需求不同的身心障礙老人，更積極至日本等鄰近國家取經學習，對未來做好萬全

的準備。

伊甸與弱勢朋友並肩偕行度過30年，分享喜悅、共度難關，我們從弱勢朋友

身上學到堅忍、不放棄的毅力、樂觀知足的精神，未來的30年，伊甸依然秉持謙

卑的心情，不斷調整自己的腳步，繼續服務陪伴最弱小的弟兄。

讓服務行在愛中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2

服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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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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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甸跨越30，迎向新的一年，伊甸將弱勢團體變成服務組織，從慈善事業變成公益平台，

回顧行走的軌跡，不斷提醒著我們要將福利與福音並重，讓身障者和弱勢家庭每個人的

生命得到完全。

馬太福音4:19耶穌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伊甸順服上帝的旨意，在

推動服務時都有祂的眼光，相信祂的計畫，憑著這份信念，上帝會賜下無限的祝福。身心障礙

朋友身體被箝制，他們看似條件有限，但是上帝造他們有可為之處，不是看他們的不能，而是

要在他們身上彰顯出  神的作為，這對提供服務者來說是很重要的眼光，把上帝的希望、尊榮

透過服務表現出來，恢復生命的尊嚴。

服務推動過程中，伊甸看重人的價值與尊嚴，重視每個需要，得知需求時，伊甸義不容辭

帶入服務，深入偏鄉和離島把服務帶到身邊，援助每個急需的當口，扶助失能家庭。羅馬書

12: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他們在失意的當下、危難無助時，福利資

源的導入帶來福祉；心靈的破口在福音的傳入下，得到慰藉，重燃盼望。

伊甸秉持的服務倫理基礎在於助人者與受助者相互尊重，神造人有自由意識的選擇權，如

何將服務模式更加人性化，伊甸不斷思變和創新，觀察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例如：發展介護

食，改革以往服務使用者既定的供餐方式，讓他們可以自由決定當天想吃的餐食，讓飲食變得

多樣化，這就是伊甸追求的服務，從每個細節落實尊重的精神。在身障就業上，障礙者面臨諸

多問題，就業者的心態準備、職場的人際關係處理等，在在需要適應，他們發出的嘆息、流下

的淚水或是僅抱著一絲期望，  神都看重，決不會忽略屬祂的人。伊甸行在主愛的道路上，從

他們的需求為出發，提升他的自我能力，創造他的價值，輔導他們順利就業。在專業的支持與

服務下，協助身障者自力更生，重返社會。

羅馬書12:16：「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伊甸開展的服務愈

來愈多元，更要學習稻穗的精神，愈飽滿腰桿彎得愈低，懂得謙卑，憑著一顆順服上帝的心服

事；用被聖靈膏抹的口傳揚福音，每天生活中都有上帝的眼光，更新我們的思想來看待萬物。

伊甸迎接來年，在身心障礙領域依然努力不懈，彼此扶持、攜手同心。羅馬書 12:17：「眾人

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在上帝的愛中，伊甸堅定地走下去，迎接下一個30年。

推動雙福生命得以完全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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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基金會創辦人劉俠曾言：「除了愛，我一無所有。」

劉俠以親身實踐的方式，帶領伊甸長期在身心障礙領域推展照護、發展、

關懷的服務當中，2013年迎來基金會成立滿30年、劉俠逝世10周年紀念，如此

值得紀念的年份，伊甸走入校園，在全台灣小學裡推展生命教育，讓孩子們體

驗視障、肢障等障別，為身心障礙者傳達「我們沒有不同」的理念；同時伊甸

在各服務領域當中，推動「尊重、尊榮、尊嚴」的理念，幫助一般大眾理解身

心障礙者的缺陷，破除身心障礙者是社會邊緣人的傳統觀念，並且接納他們唯

一的不同在於需要社會較多的照護關懷。

這一年，除了持續深耕象圈工程計畫、成人照護服務之外，伊甸也看到高

齡社會來臨，將原有的老人照護服務層面拓展得更廣更深，不僅在桃園復興鄉

成立關懷據點，也在南投成立香柏園日照中心等措舉，集結各界資源即希望能

夠活絡健康老人的身心，呵護失能老人的需求，並將愛傳遞出去。

上帝創辦伊甸園，讓世人同享上帝的愛，且同享的權利應沒有差別，伊甸

為著最弱小的弟兄發聲，期待不久的將來，帶著他們一同生活在沒有障礙，沒

有區別的環境當中，陪伴著他們。

服務理念

5

兒童服務│身障成人服務│視障服務│老人服務│新移民服務│象圈工程│志工服務│國際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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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服務
為著弱小的身心障礙兒，2013年伊甸基金會有感於偏鄉的資源匱乏，不僅持續在

原有服務據點推動「0-6歲發展遲緩兒家庭社區服務方案」，更將服務拓展到台灣

需要的偏鄉角落，成立高雄大社、澎湖白沙等地的早療服務中心，也將兒童早期

療育篩檢拓及到馬祖、苗栗泰安、屏東恆春等，將希望帶進孩子與其家庭當中，

使他們及早把握黃金治療期，將障礙所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走向未來。

6

關懷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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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早期療育專業巡迴輔導團，前進馬祖為當地兒童做發展篩檢。

巡迴輔導則是累積4,452小時，不僅顯示早期

療育存在的必要性，更能看出身心障礙兒的

家庭所需的幫助，而在這些數字背後，伊甸

更加積極用心尋找更多需要幫助的孩子們。

適性教學計劃

為了提供身心障礙兒適性的療育課程，

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托育、時段與到宅療

育，依照孩子的需求，配合家庭經濟、交通

因素，規劃出完整的療育計畫，做最適切的

面
對少子化現象來臨，每個孩子都成為家

中的寶貝，但每個家庭也需要面對15

個孩子當中即有一位遲緩兒的現象，有文化

環境刺激不足者，也有先天、後天疾病影響

者，或者不幸意外者，如果能盡快投入早期

療育，都能有進步的機會。

2013年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托育、社區

資源中心服務、通報轉介、個案管理、時段

或到宅療育等服務項目共計服務16,710人，

專業團隊巡迴輔導或學校共有289次，而學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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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日間托育來說，2013年共服務210

名身心障礙兒，以團體上課的模式，讓身心

障礙兒能夠擁有同儕的互動機會，產生更多

的感官、認知的刺激，也學習人際互動，未

來進入一般學校或者特殊學校較能適應學校

生活。而時段或到宅療育部分服務1,053人，

其中服務對象多處偏鄉，例如高雄那瑪夏

區、屏東小琉球等地方，教保老師每星期前

往身心障礙兒家中、學校進行療育，不辭單

趟一兩個小時的路程，上山下海，只為把握

每一次療育機會，與家長們攜手陪伴孩子經

歷療育過程。

讓愛前進偏鄉

伊甸繼2012年於澎湖馬公市成立托育資

源中心後，所開辦的課程與諮詢服務皆在當

地獲得極大的支持與掌聲，而在服務過程

中，伊甸深知澎湖資源多集中於市區，於是

在2013年在澎湖離島湖西鄉、白沙鄉成立服

務據點，不僅致力服務身心障礙兒早療課

程，更有一般嬰幼兒發展、教養、弱勢兒童

家庭關懷訪視、資源轉介等諮詢服務，也開

辦課程為親子教育加把勁，讓每個孩子都能

跟得上成長的腳步。

澎湖托資中心服務一周年暨喜樂心巡迴音樂會。

8

關懷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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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幼兒篩檢APP

為因應數位時代來臨，由國民健康署、

企業與伊甸基金會共同推動的「幼兒發展檢

測」APP，讓新生兒父母親在家就能隨時輕鬆

檢測孩子的成長。在APP中，除了「0-6歲發

展檢測」之外，更提供認知學習遊戲與伊甸

早療服務據點，持續向社會大眾推動早期療

育的重要性，守護每位孩子健康成長。

上圖： 伊甸推出微電影《慢飛天
使》邀請社會一同認識並伸

出援手幫助慢飛天使。

下圖： 早期療育深入偏鄉之外，也
幫助孩子融入團體生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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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型 服務內容 服務人數/人次

早期療育

日間托育 210人

社區資源中心 2030人

通報轉介 8559人

個案管理 4858人

時段/到宅療育 1053人

專業團隊巡迴輔導/學校 289所次

學前巡迴輔導 445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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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身障 讓愛發光
現階段身障人口已突破111萬人，且逐年不斷攀升，如何「幫助一個人，活了一個

家」，伊甸始終相信透過支持與輔導，身心障礙朋友也能自力更生，重返社會。

關懷身障者，在就學、就醫、就業、就養上不斷看見需要，催生新服務，用愛包

圍，化苦難為祝福，助身障朋友活出生命。

伊
甸秉持的服務方針以身障者需求為依

歸，在就業與生活面向上給予專業的支

持與服務。身障者不論是先天或是後天致

障，導致部份失能，致使家庭經濟陷入困

境。伊甸相信開發身障者潛能，給予職能訓

練；或是輔以不同的庇護措施，最終都能找

到合適的工作機會，回歸社會並且貢獻一己

之力，體現「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真諦。

10

關懷腳蹤

eden 2013-0831-40P.indd   10 14/11/5   下午6:13



庇護工場

烘焙

在職能訓練方面，以「訓、產、銷一元

化」的方式協助身障朋友就業，不僅設立職

業訓練班，也為不同障別的身障朋友開啟不

同的職涯之路。伊甸的烘焙庇護工場設立於

桃園和台中，販售精緻糕餅西點，並推出

「定期定額愛心餐盒」訂購，透過他們巧

手，展現烘焙技能。

2013年，伊甸桃園烘焙咖啡屋通過

ISO9001:2008國際標準系統驗證，消費者可

以安心食用產品。此外，2013年於台東設立

第一家庇護工場「嗎哪食堂」，由身心障礙

朋友提供輕食、簡餐、飲料與手工餅乾，大

展手藝。

阿萬師清潔工作隊

為台北市最具規模的清潔服務庇護工

場，主要提供具工作意願但工作能力不足之

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安置。透過個別化、

專業化與多元化的服務目標，讓身障者可以

走入社會，提升生活品質。經營型態朝向自

給自足而努力，降低福利支出與社會成本，

使身心障礙福利工作得以永續經營。

數位資料處理

依據身心障礙者的潛能，提供發展職業

適性及職業性向的場所，服務內容計有「電

腦資料輸入」、「文書處理建檔」、「印前

作業」、「辦公室業務支援」等，讓他們能

有穩定的庇護性就業機會。2013年在身障者

職業重建部份，庇護性就業共服務137人；在

身障者支持性就業/職前準備、見習、職業輔

導評量、職業訓練、媒合就業、穩定就業服

務方面，則服務1,339人。

無障礙生活服務

伊甸推動「友善家園」不遺餘力，持續

倡導全齡通用的無障礙環境，從住宅、交通

到旅遊去除環境障礙，才能真正落實友善空

間。2013年無障礙住宅方面，針對社會住宅

推廣、興辦、無障礙住宅修繕服務1,200人

次。

無障礙交通

伊甸營運復康巴士，協助身障者就醫，

提供交通的便利性。2013年將服務開展到澎

湖七美島，服務離島地區的身障朋友和弱勢

家庭。2013年在交通服務方面，復康巴士交

通服務1,444,970人次。

無障礙旅遊

打造無障礙的旅遊環境，身障者出遊就

能暢行無阻。伊甸積極建構無障礙旅遊資訊

平台，規劃友善的旅遊路線，鼓勵身障者走

出戶外，達到身心靈平衡。2013年在無障礙

伊甸八德服務中心的中途致障成員到澎湖進行希望之旅。 總統馬英九參訪伊甸萬芳啟能中心，

為學員們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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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就業技巧，使其日後能回歸家庭、適應社

會。

2013年個人照顧支持服務方面，針對身

障者社區家園共服務7人；身障者自立生活服

務3人。

日間照顧

大龍養護中心

臺北市「大龍綜合福利服務中心」於

2013年正式啟用，其中1至3樓為「臺北市大

龍養護中心」，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伊

甸經營管理，可容納70名，凡設籍於台北市6

個月以上，中度以上肢體障礙及合併肢體障

礙之多重障礙朋友，提供全日型照顧服務。

視障服務

視障者除了從事按摩工作外，伊甸積極

協助開辦多元訓練課程，例如音樂廣播班、

手工羊毛氈、電話值機職訓班等，讓視障者

可以擁有多元的就業管道。

電話值機

為開發視障者多元就業管道，伊甸開辦

「新北市2013年度視障者電話值機服務人員

養成職訓班」，10位視障者學員在此接受電

話客服技巧的相關訓練並結訓，鼓勵所有學

員未來能發揮所長，迎接新的人生曙光。

旅遊推廣上服務1,200人次；在無障礙生活社

教宣廣上，針對身心障礙體驗和障礙者自我

倡權服務2,500人次。 

輔具服務中心

2013年伊甸與必翔銀髮共同成立輔具服

務中心，打造為輔具資源匯集平台，在維修

與租賃方面，不限資格、在數量與即時性上

提供身障者和銀髮族快速便捷的服務，投入

輔具支持工作。2013年輔具服務24,177人

次。

社區家園

汐止「秀峰家園」

伊甸承接新北市政府在汐止區所規劃的

「秀峰家園」，於2013年啟用。身障者在短

期居住期間學習生活自理能力，與同儕及社

區和樂相處，同時進一步協助連結社區參

與、就業服務等資源，幫助他們自立生活，

回歸社區。

愛滬發展中心

2013年新北市政府委託伊甸在淡水

辦理緊急保護安置機構，當身心障礙

者發生緊急事件時能夠得到妥善

的安置與照顧，該中心提供24

小時的住宿服務，安置期間

全方位提升身心狀態及培

汐止秀峰家園啟用，幫助身障者自立生活、回歸社區。 伊甸盲人喜樂合唱團到各地傳揚福音，帶來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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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心》音樂專輯

2013年適逢伊甸創辦人劉俠逝世十周

年，伊甸盲人喜樂合唱團發行《喜樂心》專

輯。專輯中歌詞摘錄自劉俠－「杏林子」的

著作，透過詩歌獻唱，傳播劉俠女士的堅定

信仰與熱心助人的精神，發揚她寬恕、喜

樂，認真且樂觀面對一切的人生哲學。 

2013年生活重建部份，針對視覺障礙者/

生活重建、定向行動訓練、生活輔佐服務635

人；視障職業重建服務188人。

 伊甸創辦人劉俠逝世10周年音樂紀念會，同工上台獻唱。 大林雙福園區社會住宅啟用典禮。

社會住宅

伊甸於2013年在臺南市大林國宅推出首

棟由民間興辦的「伊甸大林雙福園區」社會

住宅，一樓規劃為辦公室，二樓為肢體障礙

生活重建試住空間，三樓以上共36戶則優先

承租弱勢家庭，提供居住服務。園區提供較

低租金外，將針對社區需求導入復康巴士、

身心障礙生活重建、居家照顧服務等配套社

會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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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建與職業重建服務成果

服務對象 服務類型 服務內容 受益人數/人次

身心障礙者 生活重建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 54人

身心障礙者 生活重建

精神障礙者會所服務/服務諮詢與轉介、社區支援服務、辦理
社交休閒活動、辦理講座與團體、辦理社區宣導、辦理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

230人

身心障礙者 生活重建 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定向行動訓練、生活輔佐服務 635人

身心障礙者 生活重建 社區日間作業措施 53人

身心障礙者 職業重建 視覺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188人

身心障礙者 職業重建
支持性就業服務/職前準備、見習、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
練、媒合就業、穩定就業

1339人

身心障礙者 職業重建 庇護性就業服務 137人

無障礙生活服務成果

服務對象 服務類型 服務內容 受益人數/人次

無障礙生活 輔具服務 輔具服務 24177人次

無障礙生活 交通服務 復康巴士交通服務 1444970人次

無障礙生活 無障礙旅遊諮詢 無障礙旅遊推廣 1200人次

無障礙生活 無障礙住宅 社會住宅推廣、興辦、無障礙住宅修繕 1200人次

無障礙生活 社教宣廣 身心障礙體驗、障礙者自我倡權 25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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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服務
根據內政部統計，我國自1993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歲以上老人比率持續

攀升，2013年底人口已超過269萬，達全台人口數的11.5％。伊甸基金會基於老

殘不分家理念，於民國八十六年成立「長青家園」，開啟老人服務計畫，多年來

服務越趨成熟多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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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度，伊甸共服務超過

3582位老人，服務內容包

括居家服務、送餐服務、24小時養護照顧、

日間照顧、關懷活力站⋯等，續以「健康終

老、活耀老化、銀髮志工、互助聯誼」為目

標。

拓展新據點，落實在地老化

政府統計，有超過6成的老人都希望能與

家人同住，為實現老人在地安老的心願，伊

甸持續在各地開設老人關懷站與日間照顧中

心，2013年年中，「巴陵部落老人日間關懷

站」與「香柏園日間照顧中心」分別在桃園

縣復興鄉華陵村與南投縣中寮鄉落成，服務

獨居及失能失智老者，提供老人樂活課程及

健康保健服務，也將服務帶進偏鄉。

上圖：愛德養護中心圍爐，服務使用者們開心貼春聯。

下圖： 新竹重殘養護中心圍爐，享受家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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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扶老，「老人秘書」啟動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推出「臺北扶老‧軟

硬兼施」服務方案，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調查，臺灣老人的跌倒率盛行，平均每五個

老人就有一人曾經跌倒，為有效預防老人在

自宅內跌倒的機率，伊甸擔任「老人秘書」

一職，以獨居老人為優先，規劃專責人員協

同職能治療師為近貧長輩評估居家環境，代

辦修繕申請，為長輩打造住的安全、安心的

居住環境。

生活育樂  全方位照顧

伊甸不僅關心老人生活照顧上的需要，

更關懷老人情緒心理上的健康，2013年伊甸

基金會一同協辦宜蘭盃全國樂齡歌唱大賽，

與宜蘭縣政府及其他多所社福單位連結，共

創溫暖、滿足並充滿歡樂的老年社會。

打造安心家  身障長者有所依  

2013年春節，伊甸在基隆服務中心、南

投日照中心、新竹重殘養護中心及愛德養護

中心、宜蘭教養院等多處服務中心開辦圍

爐，為弱勢身障長者打造一個「安心家」，

滿足他們貼春聯、吃團圓飯的心願。

左上圖：宜蘭不老節歌唱大賽。

左下圖：南投香柏園日間照護中心開幕。

右圖：桃園復興鄉巴陵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開幕，老人們載歌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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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新移民
來自中國、越南、柬埔寨等地的新移民，在台灣孕育下一代，面對族群的融合，

伊甸基金會提供多元服務，不僅幫助新移民融入台灣大家庭，也致力培育新移民

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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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甸基金會長期關懷新移民家庭從文化、

生活個層面，擁抱他們進入台灣大家

庭。至2002年起，伊甸基金會從關懷身心障

礙者的生活過程當中，發現迎娶新移民的人

數越來越多，從生活層面來看，漸漸發現新

移民面對新環境的需求，經過多年深入了解

後，發展成全方位的服務，如法律諮詢、經

濟協助、生活適應輔導、就業媒合、成長學

習課程等，而新移民二代則是提供多元智慧

培力，舉辦多元文化、戲劇、人際關係等活

動，幫助孩子認識母親的家鄉背景，接受兩

地文化的不同，有助於家庭和諧與健康。

2013年伊甸在新移民家庭服務方面，共

計34,501人次，其中二代培力有3,614人次、

兒童及少年社區服務據點則是26,652人次。

二代培力部分除了沿襲往年的二代培力營，

關懷新移民二代，培育他們正向面對多元文化議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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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暑假與企業合作舉辦「新移民二代青春

期工作坊」，以「多元文化與兩性人際關

係」為主題，協助青少年在心理成長的過渡

期當中，學會正確面對多元文化議題、異族

通婚及自我，當未來面對文化衝突時，能夠

擁有健康的心態包容化解。

新移民服務成果
服務類型 服務內容 服務人數/人次

家庭服務

二代培力 3614人次

兒童及少年福利社區據點 26652人次

親職支持 1000人次

親子團體 1087人次

新移民家庭整合服務 2148人次

保護服務 住宿服務 186人

左圖：新移民二代多元智慧培力營的溯溪課程體驗。

右上圖：新移民二代青春期工作坊體驗戶外活動。

右下圖：伊甸舉辦親職講座，協助新移民融入台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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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小象快樂長大
在偏鄉，孩子們常常看著父母親的背影，目送他們外出打工養家。面對青壯年人

口外移，資源不均的狀況下，偏鄉孩童的教育、生活常達不到基本需求，吃不飽

長不高，對成長期的孩子來說，食物帶來的營養與家人的關懷其實非常重要。於

是伊甸「弱勢社區象圈工程計畫」以大象群不分血緣，將未成年的小象群包圍起

來照顧保護為概念，於台灣各地的偏鄉教會、協會、學校合作，依當地孩子的需

求，提供他們課後照顧、快樂早餐計畫與多元才藝學習的機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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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偏遠社區教會

伊甸以孩子的需求出發，也考量到各地

的民情不同，希望資源能發揮最大效用，並

且結合當地的力量，共同照顧愛護孩子們。

2013年伊甸「弱勢社區象圈工程計畫」共培

力偏遠社區教會共46所，用合作模式集結台

灣各地需要幫助的守護社區，由伊甸提供社

區所需要的資源連結，以一年為單位，期待

長期為孩子們撐起快樂學習的天空。而伊甸

每年也定期舉辦大象充電營，讓不同守護社

區彼此分享成果與困難，藉由經驗的傳承，

成為彼此的助力。

讓照顧營養跟得上

在「弱勢社區象圈工程計畫」當中，

2013年在課後照顧、快樂早餐、品格教育與

回饋社區活動部分共服務了2,023人次，而課

後照顧多為教會或者協會申請，讓孩子們下

課、寒暑假有一塊溫馨之地可以去，補充失

能家庭的功能；快樂早餐則結合當地社區力

量，一同將營養與愛餵養孩子們健康快樂長

大。

除了照顧孩子的功課、培養才藝之外，

也十分注重品格教育與注重社區回饋部分，

藉由歌唱，啟發孩童對音樂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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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與守護社區期待孩子學業上不落人後，

更期待他們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因此在活動

設計上更是費盡心思，例如設計課程與教

材、參與社區晚會表演、前往社區據點關懷

陪伴老人、環境清潔等，最重要的是，孩子

們參與活動後，漸漸找到自己的價值，對未

來的想像更加寬廣了。

小象展翼  給孩子一個舞台

因期望給弱勢孩子有勇氣夢想，伊甸與

守護社區為孩子選擇適合的才藝學習，藉由

美術、音樂或體育，導入師資、表演舞台與

經費，讓每個孩子都有學習多元才藝的機

會。另外，繼2012年推出《後山小手印》一

書展現後山孩子的繪畫才能，2013則推出

《Sing The World  唱自己的歌》迷你專輯，收

錄四個弱勢社區，五個部落孩子唱的古謠、

自創歌曲，更邀請數個知名樂團進入社區親

自教導孩子唱歌技巧，將他們原有的天賦發

揮至極致，看見自己的價值。

左上圖： 已邁入第六年的「星夢想」計畫，幫助弱勢學童學習才藝與課後照顧。
左下圖：邀請業界師資進入偏鄉社區教學。

右圖：伊甸基金會協助孩子課後照顧外，更培養他們學習多元才藝。

象圈服務成果
服務類型 服務內容 服務人數/人次

支持服務
課後照顧、學童早餐、品格教育、回饋社區活動 2023人次

培力偏遠社區教會及學校 46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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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志工服務
多年來志工無私的付出與貢獻，是伊甸珍貴的資產。2013年參與伊甸志工服務總

計6,205人，服務總時數高達146,312小時，若以2013年每小時基本工資115元來

看，創造逾16,000,000元社會價值，時數更相當於補充一整年70位以上的全職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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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志工服務

伊甸志工廣泛遍布全台超過80個據點，

服務內容包羅萬象，從電腦/文書處理、教學

服務、照顧陪伴到煮飯餵食甚至開車接送、

架設網站⋯等共7項三十多種服務類型，而其

中以個案陪伴時數32,466小時為最高，顯示

需建立關係、培養信任的陪伴服務志工為需

求大宗。   

「人間伊甸獎」

感謝志工長期付出與支持

伊甸基金會創辦人劉俠（杏林子）說：

「能夠愛是一種福氣，懂得愛是一種智

慧」，伊甸為感謝志工長期投入，以實際行

動服務弱勢，特別設置「人間伊甸獎」表揚

傑出志工，感謝他們不為人知的默默付出。

許多志工在伊甸服務已長達數十餘年，也有

許多志工本身同為身心障礙者；每個無私的

付出都是伊甸持續向前的鼓舞。

會內志工服務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時數

文書 7,243 30,815.04 

服務項目 13,806 56,613.51 

活動 4,836 21,297.24 

專業 483 1,066.27 

資源 3,078 18,028.00 

總務 3,797 17,666.91 

其他 214 825.19 

總計 33,457 146,312.16 

志工無私投入服務，從學習中看見生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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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營隊

讓改變，從體驗開始！

秉持「哪裡有需要，服務就在哪裡」的

理念，伊甸辦理服務學習營隊已屆滿八年，

累積超過300梯的營隊，2013年足跡到達越

南、印度、泰北，服務觸及弱勢學童、身障

肢體及戒毒中心，「愛無國界」，將關懷帶

到世界的角落。

志工心旅行 (改變生命心旅行)

伊甸志工服務中心與伊甸「弱勢社區象

圈工程計畫」合作，創造結合自助旅行的服

務型態，提供22歲以上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

社會青年不同的服務可能，同時也為弱勢社

區帶來外界刺激及教育資源。

「從服務中學習生命的成長；從學習中

看見生命的價值」，伊甸心旅行志工補助全

台各地弱勢社區之教會、協會、小校、村里

辦公室，推展其社區學童課後照顧方案，讓

受助單位能疏緩人力窘境，也讓志工有機會

體驗台灣各地不同的生活樣貌。

2013年海外志工服務成果

服務地點 服務使命 服務對象 服務課程 服務技能

滿樂福、滿星疊
與地方組織深耕，推

動雙福

華裔學童、戒毒中心

的弟兄姊妹

國小課程教學、農耕

體驗、社區家訪、衛

生教育推廣

泰語、華語、英文

和微笑

越南、胡志明
伊甸駐外單位服務、

新移民和身障者
身心障礙者

園藝協助、廚房事

務、環境清潔
越文、英文和微笑

印度、德里 反童工議題 被拯救出來的童工
英語教學、生命教

育、陪伴關懷
印文、英文和微笑

2013年志工心旅行服務成果

服務地點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北
宜蘭縣三星鄉 教養院 身心障礙朋友

新竹縣尖石鄉 偏鄉國小 教育資源

中 彰化縣芳苑鄉 社區教會 課後輔導

南
屏東縣枋寮鄉 社區發展協會 課後輔導

屏東縣滿州鄉及恆春鎮 家庭暨婦幼關愛協會 課後輔導

 東 台東縣大武鄉 修女會 課後輔導

伊甸輪椅舞志工服務長達十年。 服務學習營隊服務身障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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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服務據點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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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紀錄

支持弱勢就業  伊甸連續五年獲金展獎肯定

伊甸再度榮獲勞委會頒發「金展獎」殊榮，再

次在進用身心障礙者成績上獲肯定。伊甸秉持「我

們沒有不同」的理念，致力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的

舞台，透過職業訓練、就業媒合、職場陪伴、庇護

服務等形式讓身障朋友們藉由工作獲得不凡的生命

價值。今年伊甸更榮獲「就業服務獎」。

伊甸發行「幼兒發展檢測」APP

榮獲衛福部健康促進雲端應用優質獎

伊甸發行之「幼兒發展檢測」APP榮獲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102年度健康促進雲端加值應用

評選活動」健康管理組非醫療機構/團體類優質獎，

並為本次甄選唯一得獎的基金會。

伊甸在台灣提供早期療育服務20年，為持續拓

展服務領域，開發「幼兒發展檢測APP」，採用國健

署之兒童健康手冊版本，提供0至6歲幼兒發展檢測

及認知學習遊戲等各方教養資訊，協助家長暸解寶

貝成長進度。

本會榮獲經濟部國貿局補助

赴美出席第92屆運輸研究局年會

伊甸基金會三十年以來一直為臺灣及全球的身

心障礙人士謀福利不遺餘力，故日前本會榮獲經濟

部國貿局補助赴美國華府出席第92屆美國運輸研究

局年度會議(U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92nd Annual Meeting 2013)爭取2018年第15屆長者

及傷殘人士交通及運輸服務國際大會 ( 1 5 t 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ity and Transport for 

Elderly and Disabled Persons, TRANSED 2018)在臺灣

舉辦。

南方伊甸園多元就業服務榮獲勞動部肯定

獲拍微電影紀錄片

伊甸經營的「南方伊甸園」獲勞動部肯定，拍

攝《再造南方伊甸園》微電影紀錄片。秉持「讓弱

勢就業者在學習與工作中得到尊嚴」的核心價值，

「南方伊甸園」自成立後積極提供災區弱勢族群就

業機會，更接受勞動部就業服務中心協助，輔導災

民以「環保」、「無障礙」為理念，創造園藝就

業、產業重建，將原本荒蕪貧瘠的田地打造得綠意

盎然。

伊甸桃園庇護工場榮獲 

「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績優人員」表揚 

伊甸桃園庇護工場為第一家榮獲桃園縣設立許

可證之庇護工場，提供年滿15歲經職業輔導評量通

過，有工作意願但工作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一個

與真實就業環境相似的訓練、學習場所，協助發展

職業適性及職業性向，支持庇護性就業人員在競爭

性就業中獲得理想工作。桃園庇護工場更通過

ISO9001認證，品質管理備受肯定，榮獲績優主管

及優秀專業人員表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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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基金會黃琢嵩執行長

榮獲教育部「社教公益獎」

教育部為推動終身學習，表揚社教有功人員，

自1975年起辦理表揚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及個

人。伊甸基金會執行長黃琢嵩多年來積極投入身心

障礙族群相關工作，改善其生活及就業，獲頒2013

年度教育部「社教公益獎」個人獎。

伊甸喜樂合唱團李繼吾榮獲

中華民國第17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

伊甸視障歌手，喜樂四重唱第一男高音李繼

吾，獲頒衛福部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先天性

夜盲及視神經萎縮而全盲的李繼吾，不畏障礙，成

為國內首位視障廣播人和錄音師，更成為首次入圍

金視獎之視障主持人。

伊甸社工榮獲2013年度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

伊甸苗栗分事務所主任兼社工督導張智于榮獲

內政部頒發之社工人員「服務績優獎」，服務獲肯定。

伊甸社工榮獲2013年度桃園縣績優社工表揚

淺力新秀獎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縣
分事務所黃郁惠

卓越貢獻獎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縣
分事務所(大園家庭中心)  張瑜珊

1   金展獎——伊甸榮獲就業
服務機構評鑑計畫優等。

2   伊甸赴美國華府出席第
92屆美國運輸研究局年
度會議。

3   伊甸視障歌手獲頒第17
屆金鷹獎。

4   伊甸發行「幼兒發展檢
測」APP榮獲衛福部健康
促進雲端應用優質獎。

5   伊甸苗栗服務中心主任張
智于獲得2013年度社會
工作專業人員表揚。

6   伊甸桃園庇護工場榮獲
「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

服務績優人員」表揚。

3 5

4

伊甸萬芳啟能中心學員張瑞英 

榮獲社團法人台灣癲癇之友協會第18屆繪畫比

賽成人組第一名

繼2012年榮獲文化部「文薈獎」繪本組佳作之

殊榮，伊甸萬芳啟能中心張瑞英在繪畫才能上再獲

肯定。

伊甸社工入圍2013年度南高屏社工獎

伊甸服務社工入圍2013年度南高屏社工獎「個

人獎最佳督導」、「個人獎個案服務-福利服務

類」，服務備受肯定。

伊甸榮獲「2013年臺中市婦女及兒少福利業務

委辦單位 服務禮儀訓練暨隱匿性稽查」多項肯

定

團體獎 最佳服務 卓越獎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
務中心

最佳服務 優等獎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
務中心

個人獎 最佳服務 個人獎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
務中心 洪意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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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經費運用
伊甸跨越30，伊甸服務從身障、兒童到老人始終作全人關懷，關心弱勢族群需

要，給予最堅強的後盾。哥林多後書 1:7：「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

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弱勢家庭因著援助，家不再傾倒，

揮別苦難，對未來得著盼望。

伊甸感謝企業各界和社會大眾、愛心捐款人、愛心志工的付出與關心，因著你們

投入與支持，伊甸的服務面向不斷擴大，在最需要的地方，都有伊甸的服務腳

蹤。期盼在福利與福音並重下，讓憂傷的靈都能福杯滿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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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捐助收入　  業務收入　  事務費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0.8%
其他收入1.22%

捐助收入 

34.56%

業務收入 

13.02%

政府補助收入

50.40%

 兒童福利　  老人福利　  身心障礙者福利　  志願服務
 其他社會福利支出　  行政業務費

兒童福利14.33%

老人福利2.71%

行政業務費5.37%

其他社會福利支出2.95%

志願服務4.12%

身心障礙者福利 

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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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無國界
伊甸基金會打破世界距離的藩籬，將需求帶到世界各地災區，同時積極參與國際

會議為身心障礙者發聲、交流彼此經驗、返台後於國內推動法案等行動，獲得國

際人士一致的肯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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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災難救援重建研討會

有鑑於世界各地災難頻傳，如汶川大地

震與莫拉克風災重創災地，伊甸深入災地

時，看見災民失去家人與家園後重建過程的

需要，因此邀集台灣、中國大陸、香港與澳

門四地曾參與救援工作專家們齊聚共享救

災、重建經驗，彼此學習，成員包括汶川地

震的一公益組織聯合救援行動總召郭虹教

授、香港紅十字會成都辦事處主管林傳芃等

人。會議中，各國專家紛紛表示除了急難救

助、資源分配問題，政府與組織也應積極投

入災後重建部分，如家園重建、身心障礙者

復健、人民生計等，讓愛心發揮更大的力

量。

紀念金馬雷區排雷完成

伊甸因服務金門、馬祖因國共之戰地雷

受傷的身心障礙者，開始正視掃雷的必要

性。自1997年加入諾貝爾和平獎得獎組織國

際反地雷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ICBL)，2006年成功推動政府「殺

傷性地雷管制條例」立法，時經七年掃雷行

動，終在2013年宣布台灣離島地區排雷完

成。

為迎接排雷完成，伊甸於金門舉行「愛

在金門  邁向希望」活動，邀請國際反地雷組

織暨集束彈藥聯盟執行長希薇‧畢麗葛(Sylvie 

Brigot)帶領組織監督報告資深編輯約書亞‧穆

瑟(Yeshua Moser-Puangsuan)、日韓代表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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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同捲褲管象徵紀念所有因地雷而傷亡的

人民，同時也持續倡議期待台灣政府立法禁

止使用與儲存人員殺傷性地雷，和金門當地

居民踏上以前視為禁地的沙灘上健行。

諾魯身心障礙學生來台交流

應外交部邀約，友邦國家諾魯身心障礙

學校(Able Disable Center)10名學生來台，與台

灣身心障礙者互動，8天行程中參訪伊甸北

部、中部各服務單位，如萬芳啟能中心、活

泉之家、宜蘭教養院，更與愛明中心的視障

青少年一同到鶯歌體驗捏陶文化，雖然障別

不同，但透過彼此互助，建立起跨國友誼。

而參觀台中迦南園庇護工場時，由庇護性員

工純熟地教導外賓烘焙技巧，率團團長麥凱

琳(Carol Lynn Manier)表示為著學生畢業後有

自行謀生的能力，未來慎重考慮成立相關職

能訓練單位，讓諾魯的學生們畢業後有所

長。

邀請柏金斯盲校教授來台授課

伊甸長期服務視障朋友，從療育課程到

生活重建盡可能貼近需求，為幫助視障者更

多，特地邀請美國柏金斯盲校芭芭拉‧麥里

上圖：ICBL本會與伊甸拜會總統馬英九。
左下圖：外交部南太平洋領袖參訪本會。

右下圖：中小企業帶領以色列青年團來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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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博士(Brabara A.B. McLetchie)與瑪莉‧扎塔

博士(Dr. Mary C. Zatta)來台授課三天，針對視

障者與視覺障礙合併多重障礙者設計溝通、

職前規劃與性別教育三大部分，規劃出全人

的教學計畫，例如如何與人建立關係，到日

常生活規則與行為方法，進而建立樂觀正向

的個人思想與價值觀。

太平洋島國青年領袖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與美國智庫

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合作的「太平洋島

國青年領袖培訓計畫」 ( Pa c i f i c  I s l a n d s 

Leadership Program With Taiwan, PILP With 

Taiwan)25名學員來自南太平洋島國，因為此

計畫共聚台灣培訓領袖課程，過去接觸台灣

政經方面，便安排於11月時拜訪伊甸了解台

灣的社會福利狀況。與身心障礙者們進行藝

術、各國福利措施等經驗交流，彼此分享愛

與經驗。

伊甸參加亞洲反地雷培力計畫

伊甸推動台灣排雷成果獲得ICBL等國際

組織一致的肯定，由ICBL-CMC執行長希薇‧

畢麗葛(Sylvie Brigot)與外交部駐日內瓦辦事處

處長俞大雷大使代表，簽訂國際合作計畫協

議書，在東南亞各國展開為期一年的合作計

畫「著重於東南亞國家之亞洲反地雷運動及

研究培力計畫」。目標將由伊甸協助挑選台

灣4名青年志工至緬甸、越南、泰國、柬埔

寨、寮國為目標，在當地進行2至3個月培訓

計畫，協助該國公民推動禁雷公約的普及

化，進而推動反地雷行動。

左上圖：美國柏金斯盲校赴台北、台中進行兩個星期培訓課程。

左下圖：諾魯身心障礙學校學生訪華團。

右圖：日內瓦外交部俞大雷代表本會及外交部與ICBL執行長簽訂亞洲反地雷培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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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需求 服務到位
伊甸「秉持哪裡有需要，服務就到哪裡」的精神，不斷催生新的服務，期望與弱

小的人為伍，帶給他們福利資源並新生盼望。2013年伊甸在服務上不畏艱難，深

入偏鄉和離島照顧需要的人，讓服務行在愛中，充滿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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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必翔輔具服務中心

維修租借更便利

台灣已超過111萬名身心障礙者，加上

高齡化社會年長者身體功能退化，使得輔具

需求日益增加。伊甸與必翔銀髮共同成立輔

具服務中心，打造為輔具資源匯集平台，在

維修與租賃方面，不限資格、在數量與即時

性上提供銀髮族及身障者快速便捷的服務。

根據內政部調查，肢體障礙者人數超過

38萬，為身心障礙最大類別。儘管近年來各

縣市均成立了輔具資源中心，在當地提供直

接的支持資源，然而隨著潛在使用者人數日

增，輔具租賃需求仍大於供給，民眾需於數

月前就先預約。

另一方面，電動輪椅維修曠日費時，送

修期間身障朋友少了輪椅在旁，將大大影響

日常生活。加上市場上對於電動輪椅並無固

定的維修門市及配套措施，且受到廠牌的維

修限制，送修不便是身障朋友們共同的心

聲。

伊甸擁有服務身心障礙者30年的豐富經

驗，了解弱勢族群所需；再加上台灣福康製

造行動輔具的專業技術與遍佈全台57家行動

輔具門市的資源，與在輔具維修技術上由第

一把交椅的李殿華帶領專業技師團隊共同投

入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銀髮族與一般民

眾輔具維修、租賃、銷售以及相關諮詢服

務。

輔具服務中心提供輪椅健檢與保養服

務，並提供到點、到店維修及道路救援等擴

大服務，讓身障者維修輪椅更方便、即時。

諮詢電話：（02）2581-8477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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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七美復康巴士服務上路

看重澎湖七美島醫療資源缺乏，交通接

送不便，伊甸率先進入澎湖七美鄉提供復康

巴士服務，讓長者和身心障礙者享受就醫交

通接送的便利性。

伊甸於民國七十七年遠赴香港觀摩身心

障礙者交通服務方式，進而引進身心障礙者

交通服務理念，初期服務之車輛數為四輛，

負責服務台北市身心障礙朋友，後續於民國

八十八年成立交通服務中心，開創了全國第

一個公辦民營的復康巴士服務單位。

目前伊甸在全台灣主要城市提供復康巴

士服務，如大台北地區、新竹縣市、高雄

市、澎湖縣等地，這次首度將服務拓展至澎

湖縣七美鄉，伊甸將服務送到有需要的地

方，希望讓身心障礙朋友在外出或就醫需求

上能夠得到充分的協助。

七美鄉為澎湖最南方的島嶼，以觀光著

稱，在風光明媚的背後，外界顯少了解當地

存在著人口外移，醫療資源缺乏且人口老化

的嚴重問題。澎湖離島地區礙於天候影響，

航班受限，醫療船進行巡迴醫療服務往往會

大打折扣，出現空窗期；加上能夠定期參與

巡迴醫療的醫師相當有限，居民需要就醫只

能就近依賴衛生所。

離島的資源匱乏，使得七美鄉的青壯年

人口大量外流，提高老年人口比例。鄉內老

人一多，伴隨而來的是老人醫療，例如慢性

病、看護，緊急醫療後送系統的建立和休閒

娛樂等問題浮上檯面。 

年滿65歲以上老人可經由公所報送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辦理租用服務評估，有復康巴

士乘車需求的民眾可撥打服務專線：（06）

921-2239吳組長。

復康巴士服務協助長者就醫。 復康巴士進駐七美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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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雙福園區嘉惠身障弱勢族群

2013年伊甸在臺南市大林國宅推出首棟

由民間興辦的「伊甸大林雙福園區」社會住

宅，不僅是臺南市首座社會住宅，更是國內

首例由民間團體興辦、經營的社會住宅。

據內政部100年社會住宅需求調查，發

現近9成弱勢家庭贊成政府規劃興建「只租不

賣」的社會住宅。在臺南市，弱勢家庭總戶

數共80,525戶，其中「無自有住宅」者

31,156戶，「需求戶數」推估為24,904戶。

伊甸考量到身障者、失能長者和經濟弱

勢家庭，他們不但要面臨經濟和行動能力雙

重弱勢，還要應付高房價、高租金及環境障

礙的困境，於是伊甸開辦雙福園區的構想於

焉誕生，導入中繼站的概念，讓有需要的人

可以得到適切的服務。目前大林雙福園區提

供較低租金之外，亦將針對社區需求導入復

康巴士、身心障礙生活重建、居家照顧服務

等配套，提供多元化服務。

大林雙福園區為獨棟11層樓建築，內有

44戶，一樓為伊甸執行臺南區社會福利服務

的辦公室，為未來的入住戶以及整體社區需

求規畫服務。二樓有兩戶修繕為無障礙住宅

的空間，作為肢體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的場

域。由於後天身障者要重新適應生活狀態、

身體功能，在心理層面更需要持續的關心和

陪伴。在此身障者可在社工員與家人的支持

下學習生活自理，接受復健服務，縮短回到

社區生活的適應時間。

3至11樓則提供居住服務，優先承租予

經濟弱勢、身障及長者家庭。除了提供友善

的居家空間之外，未來將納入無障礙交通運

輸，兼顧就醫、就業、休閒等生活需求，全

面提升居住福利。洽詢電話：（ 0 6）

2146821 。

大林雙福園區提供弱勢族群住的需求。 無障礙住宅空間設計友善對待身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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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柏園日間照顧中心開幕 

伊甸基金會南投縣中寮鄉「香柏園日間

照顧中心」於2013年7月開幕，主要服務失

能、失智的長輩日間照顧服務，設有專業的

照顧服務員及社工員，此外在課程的安排也

相當多元，如健康管理、休閒活動、午餐服

務、音樂輔療及身心機能活化運動、認知活

動等，每天安排各式活動，不僅增添長輩生

活樂趣，同時也讓照顧家庭有喘息空間。

90歲的陳阿嬤育有6個子女，因為身體

機能退化，平常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中睡

覺，鮮少與外界接觸。陳阿嬤的兒子與媳婦

們年事已高，雙雙邁入70歲，逐漸無力肩負

照顧責任。陳阿嬤的家屬得知伊甸設立「香

柏園日間照顧中心」，參觀後決定讓陳阿嬤

到香柏園接受日間照顧服務。來到香柏園

後，原本個性安靜的陳阿嬤變得活潑，不但

會主動關心其他長輩還與他們聊天，陳阿嬤

說，到香柏園上課是她的福氣。

 現年95歲的邱阿嬤，罹患失智症，喜歡

外出，家人擔心阿嬤會走失，只能限制她外

出，所以與照顧者關係緊張照顧壓力也大，

經由他人介紹進入香柏園日間照顧中心，剛

開始阿嬤仍會吵著外出找朋友，經由服務員

的引導及日照中心活動的安排擁有正常的作

息後，已經可以融入日間照顧之作息，在日

照中心可待上整天，經由日間照顧中心提供

的服務讓家屬有了喘息空間，也大大減輕照

顧壓力。

伊甸南投日照中心組長陳美惠表示，目

前香柏園日間照顧中心服務的長輩，大部分

是失智或失能長者，近幾年來因照顧者家中

失智、失能長輩承受極大壓力進而發生悲劇

的狀況屢見不鮮，伊甸照顧服務的導入讓這

些家庭獲得幫助，也能預防憾事發生。伊甸

也期盼來到香柏園的長輩能有豐富的生活，

能有更好的精神與活力，延後長輩進入照護

機構的時間。洽詢電話：（049）2220071。

貴賓上台致辭。 香柏園日照中心開幕，嘉賓共同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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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           精神
我們有個快樂的家園

這是上帝祝福的伊甸

我們手牽手  肩併肩
彼此扶持 齊心奉獻
我們相愛相親 不尤不怨
軀體雖殘心志堅

在基督的愛中

把人間的不幸

化作光榮的冠冕

第十一屆董監事

董事長   葉瀛賓
前得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常務董事   王剴鏘
王剴鏘醫師診所院長（全方位整體醫療服務體系）

常務董事   尹可名 
橄欖基金會董事長

常務董事   宋定懿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研究員

常務董事   施麗月
施麗月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常務監察人   陳宇昭
青草地文理補習班負責人

監察人   王明雄
譜捷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監察人   董倫賢
台東基督教醫院董事

董事   成亮
中華家庭暨社區展望協會理事長

董事   吳孟方
前弘音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副總經理

董事   吳森棋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董事   黃秉德
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教授

董事   陳俊良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資深顧問

董事   劉民和
台灣基督教晨曦會總幹事

董事   劉侃
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董事長

董事   羅紀琼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副所長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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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社會福利服務全台洽詢

‧台北市區：（02）2570-2560
‧基 隆 區：（02）2466-2355
‧新 北 區：（02）2805-2056
‧桃竹苗區：（03）494-7341轉120
‧台 中 區：（04）2296-2884轉330或342
‧彰 投 區：（04）883-7406
‧雲 嘉 區：（05）286-0065
‧台 南 區：（06）214-6821
‧高 雄 區：（07）701-8995轉107
‧屏 島 區：（08）832-7176轉301
‧宜花東區：（03）957-5254轉1112或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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