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會公告

聖誕狂歡派對 
 時間：2021/12/25(六)13:00-17:00 

 地點；興亞區民活動中心 (興亞里松江路 26巷 18號) 

 流程： 

 

備註： 

(1)交換禮物請自行準備約 150-200元的小禮物，亦可準備家中

久未使用但狀況良好(9成新以上)的物品，並請包裝完於活動當

天繳交至報到處。 

(2)若不方便自行包裝禮物者，可於協會上班時間請工作人員協助或於活動當天提早繳交至報到處。 

(如需帶至現場包裝者請於報名時告知，以利工作人員準備包裝紙) 

(3)沒有要交換禮物也可報名參加聖誕活動，但不能參與交換 

有要參加的會員再來電與協會報名 謝謝~ 

時間 活動內容 

13:00-13:30 會員報到 

13:30-13:40 
理事長及貴賓致

詞  

13:40-14:40 
同仁堂醫療講座 

+ Q&A 

14:40-14:50 頒發感謝狀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6:00 遊戲 Time 

16:10-16:50 交換禮物 

16:50-17:00 填寫問卷、發餐盒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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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墊發放登記】 

協會有善心人士贈與的看護墊，要發放給會員，因數量有限，採先登記後發放，領取時期為三個月

一輪，期間內不得重複領取，有需要的會員請來電協會登記。 

※領取資格為 110 年度有繳交會費的會員，領取時期會因數量和人數有所變動。 

協會電話： 02- 2598-6062 

【輪椅維修】這次輪椅維修訂在 12月 22日，請有需要維修輪椅的會員請向協會報

名維修部位及電動輪椅型號，謝謝。   

【1月義剪】 

1.義剪日期：111年 1月 17日(一) 

2.義剪時間：15:00，於本會辦公室。 

※協會每月除了輪椅維修外，又多了專業彩妝造型 Queen老師 來幫忙公益義剪喔。 

Queen老師為專業彩妝造型師，因為協會辦理的公益彩妝課程而更加認識協會~Queen

老師 

有滿腔的熱血與公益不落人後的心，決定身體力行，期望能將自身專業透過公益義剪

服務大家。 

【祝賀 12月壽星】 

協會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與工作人員，要在這個特別的日子，獻給以下 24 位會員最真誠的祝福，

祝福大家生日快樂，許個心願讓自己有更多的夢想，在生活中更加努力。 

王○芳 余○煌 李○蓮 林○輝 林○緯 莊○源 朱○舜 陳○業 

陳○雪 陳○卿 眭○華 葉○坤 劉○宜 劉○鳳 蕭○佑 張○玉 

陳○秀 張○豪 張○銘 廖○源 戴○富 賴○權 呂○清 林○英 



★非常感謝郭漢崇醫師贈送 270本脊髓損傷者排尿照護居家寶典給本協會，我們將於

明年會員大會時發放，如有急需參閱的會員請來電至協會登記並自行前來協會領取

(如有先領取過的會員明年會員大會時將不得再次領取)，另外也提供 50本給非本會

會員的(限)脊髓損傷者傷友們逕行參閱。 

 



★本協會收到冬季旅展 VIP 雙人入場券共 20 張，每

人限領取 1 張，數量有限!! 如有需要請親自至協會登

記領取。☆ 

領取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下午 17 點 



 

彩繪動物繪製的圖片可以變成紙模。 

用蠟筆畫在紙上的動物可以變成立體紙模型。 

依照組裝計畫書，在造紙世界中創建自己的 3D 立體動物。 

teamLab 未來遊樂園&與花共生的動物們 

票種 票價 適用對象 

全票 
380

元 
▲一般身份者適用 

優待票 
350

元 

▲持本國大專院校以下有效學生證件，民國 109 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為憑。（碩博士生、社區大學、

空中大學及在職進修等不適用） 

▲年滿三歲（含）以上或身高超過 90 公分以上之兒童。 

愛心票 
190

元 

▲本國籍 65 歲(含)以上長者本人適用。 

▲本國籍身心障礙者本人及身心障礙者之必要陪同者一位。 

免票資

格 
-- 

▲年齡未滿 3 歲之幼童（入場時，須出示證件，年齡計算方式以進場當日實歲計算，須成年人持票

陪同) 

※大宗團體購票另有優惠：歡迎電洽(02)7721-6955#1 (平日 09:00～17:00) 

※請勿於非主辦單位授權之售票通路、網站購票，以免影響自身權益，若發生現場無法入場或其他交易糾紛問題，

主辦單位及相關售票平台概不負責。 

※優待票、愛心票僅限現場購票。優待票、愛心票、免票身份者須驗證，請於購票、入場前主動出示證件；各項

優惠適用年齡計算方式以進場當日實歲計算。 

※現場 1 樓票亭只收紙本五倍券，並享有紙本五倍券購票優惠$330 元/張。 

※本展於政府公告日期 11/10 起，udn 售票網、科教館 1 樓票亭可使用藝 FUN 券。其餘售票平台，請洽各售票平

台客服。 



11月會務報告 

11月 4日 工作會報 (理事長 盧可明，理事 張

文豪，總幹事 劉逸雲，及全體工作 

人員) 

11月 5日 台北商業大學服務學習 (專員 游之

霆，專員 邢人中) 

11月 7日 手作盆栽體驗課(專員 游之霆，專員 

邢人中) 

          同儕課 (專員 游之霆，專員 邢人

中) 

          新竹縣會員大會 (理事 張文豪，監

事 李東榮，總幹事 劉逸雲) 

11月 10日 芳香療法手作體驗課 (專員 邢人中，

專員 游之霆) 

          第 13屆第 7次理監事會議 

11月 13日 手作盆栽體驗課(專員 游之霆，專

員 邢人中) 

病人自主權利法線上課程 (全體工

作人員) 

11月 17日 芳香療法手作體驗課 (專員 邢人中，

專員 游之霆) 

11月 18日 萬海公益畫展開幕記者會 (總幹事 

劉逸雲，會計 馮庭萱) 

11月 24日 輪椅維修 

11月 27日 基隆歲末感恩餐會 (理事 張文豪，

理事 徐慰慈，理事 辛文筆，監事 李

東榮) 

          彰化聯合會暨理監事會優良工作會

員表揚 (理事 謝美容，總幹事 劉逸

雲)  

11月 30日 龍安國小校園宣導 (專員 游之霆，

專員 邢人中) 

 

 

 

 

 

11月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心 

11月 02日家庭訪視(社工 左千芸、同儕張雅閒) 

11月 03日聯合聯繫會報會議(主任 劉逸雲、社

工 左千芸) 

11月 04日家庭訪視(社工 左千芸、同儕 張雅

閒) 

11月 05日使用者體驗主題生活體驗 

         家庭訪視(社工 蕭培馨) 

11月 07日同儕職前線上課程 

11月 09日家庭訪視(同儕 張雅閒) 

11月 10日使用者體驗全日住宿體驗 

          個助媒合(社工 蕭培馨、社工 黃家

瑜) 

11月 11日個助媒合(同儕 張雅閒) 

         個助媒合 

         中興巴士宣導(主任 劉逸雲) 

11月 12日台中同儕會議 

11月 13日在職線上課程 

11月 15日台中伊甸會議 

         面談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勘檢(主任 劉逸雲、

同儕 林鈺翔) 

11月 16日個助媒合(社工 黃家瑜) 

         個助媒合(社工 蕭培馨) 

11月 19日家庭訪視(社工 左千芸、社工 林美  

宏、同儕 張雅閒) 

11月 22日電話訪談(社工 林美宏) 

         個助媒合(社工 黃家瑜) 

11月 24日家庭訪視(社工 左千芸、同儕 張雅                

閒)  

         面談(社工 黃家瑜) 

11月 25日需求評估教育訓練 

          家庭訪視(社工 林美宏) 

11月 29日東吳大學會議 

11月 30日面談(社工 黃家瑜) 

          面談 

 

 

 

 

 

 



 

 

社團法人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110年度 11份捐物芳名錄 

 

日期 捐贈者 捐贈物品 數量 

11/05 李○花 

HYUNDAI 4G 折疊手機 1支 

薄荷清新漱口水 6罐 

南瓜養生沖調 1盒 

11/29 郭○崇 脊髓損傷者排尿照護居家寶典 270本 

 

 
110 年度 11 月份捐款芳名錄 

愛心捐款 

陳○宇 300 石○楷 300 周○芬 300 石○楷 300 

施○穆 500 徐○貴 500 葉○汎 500 顏○勇 500 

盧○明 600 謝○容 750 蘇○傑 1,000 邱○泰 1,000 

陳○川 1,000 林○映 1,000 張○瓊 1,000 陳○川 1,000 

林○映 1,000 黃○瑞 1,500 林○蓉 4,000 施○良 5,000 

林○桂 5,000 李○馨 15,000 莊○侑 20,000  

平○計程車合作社 500 善心人士 564 

森○股份有限公司 12,450 惠○慈善協會 15,000 

共計 90,564 

急難關懷金 

沈○雯 100 李○潔 200 廖○鳳 400 陳○穎 1,000 

善心人士 1,000 兆○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共計 37,700 

讓愛閃耀專案 

財團法人萬○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73,600 

共計 73,600 

 



一一○年 11 月份收支平衡表 
110 年 11 月 1 日 至 11 月 30 日 

(借)                                                         (貸) 
科目 金額 科目 金額 

薪資津貼 43,000 會費收入 1,300 

薪資津貼(多元專員) 49,920 利息收入 143 

保險費 54,142 其他收入(舊衣回收) 25,000 

租賦費 27,900 其他收入(發票獎金) 1,996 

稅金 3,100 捐款收入 73,600 

郵電費 6,871 捐款收入(愛心捐款) 90,564 

手續費 409 捐款收入(急難關懷金) 37,700 

雜項支出 3,947 專案收入(多元就業) 55,640 

文具印刷費 2,000 專案收入(自立生活中心) 638,929 

車馬費 5,750   

勞退金提撥 17,239   

聯誼活動費(聖誕活動) 206   

會務推展費 2,000   

專案支出(社會參與案) 1,332   

專案支出(萬海課程) 24,740   

專案支出(自立生活中心) 933,626   

    

支出合計 1,176,182 收入合計 924,872 

收入－支出 -251,310 

 
流動資產表              至 11 月 30 日止 

 
科目 金額 科目 金額 

現       金 22,616 台新活存 486,606 

彰化銀行 138,741 國泰活存-活存 4 

中國信託(077)-活存 325,223 瑞興商業銀行 20 

中國信託(215)-活存 155,642 

 
中國信託(865)-活存 

 
(自立生活中心) 

 

210,108 

郵政劃撥 12,612 現    金 (自立生活中心) 107 

中國信託-定存 200,000 富邦銀行(自立生活中心) 61,225 

臺灣銀行-綜存 53,082 玉山銀行(自立生活中心) 573,665 

    
  本 期 結 存 2,239,651 

  -  保  証  金 200,000 

上 期 結 存 2,490,961 結 存 金 額 2,039,651 

淨       值 本期－上期=-251,310 (元) 

※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急難關懷金餘額為：新台幣 219,491 元整。 

※收入合計含自立生活中心 110 年預撥款費用：新台幣 857,643 元整。 

※自立生活中心第三季核銷社會局未撥款費用：新台幣 1,613,976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