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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喜樂家族在 2000年成立，為服務身心障礙兒家庭之公益團體。過去的

20年來， 喜樂共服務超過 550個特殊兒家庭，這些家庭來自不同的背景，

孩子的狀況不一， 可是卻有相同的遭遇與家人說不出的痛苦與煩惱…。 

 

         喜樂家族秉持「尊榮與接納」的服務原則，成立至今服務超過 550個家

庭，現在穩定被服務有 160個家庭，每年服務人次約 16,018人次。目前所辦

理「讓愛多走一哩路:智能障礙者多元服務經費勸募計畫」，為週一至週五的

日間樂活補給站、週日的星期天學校等，另外還有書籍及期刊的出版、提供

表演的舞台及急難救助等延伸服務。 

 

喜樂家族所服務的對象大都屆於就業年齡，但因著喜樂的孩子本身能力有

限，再加上在職場上不容易被同事們接受，常會衍生出不同層面的問題，而造

成家庭及公司的困擾。有鑑於此，喜樂家族透過感覺統合課程及相關輔導課

程，使這群喜樂的孩子們，能再次建立良好的人際係及自信心，並帶來情緒上

的穩定，進而延長喜樂孩子們的職場年限，也讓家庭及公司減少了許多的重

擔。 
 

貳. 計畫目的： 
為使喜樂的孩子們在輔導就業及延續就業上，以多元創新的感覺統合課

程，協助喜樂的孩子們提升就業力。並造福更多喜樂孩子們的家庭因著他們的

就業，減少家庭及社會的重擔。 

 

透過所規劃的課程，使喜樂的孩子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及品格教育，

不僅提升喜樂的孩子們自信心及穩定的情緒，進而延長喜樂的孩子們在職場年

限。因著喜樂的孩子們年的特質，在職場上所展現出的耐力、執著、單純，無

形中鼓勵周邊同事們正面積極向上的力量。 

 

參. 活動申請、執行作業流程 
勸  募  時  間  : 109/01/01~ 109/12/31 

預定執行時間: 109/01/01 ~ 110/03/31 

實際執行時間: 109/01/01~ 110/01/14 
 

肆.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伍. 募款活動內容 
1. 主要透過全國全家便利商店營運部門市的行銷通路，捷運燈箱 及擺放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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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海報，進行募款宣導活動，以號召廣大社會愛心人士，籌募計劃經

費。 

2. 積極辦理宣廣活動，例如邀請名人參與代言、召開記者會、至學校進行宣

傳作業等。 

3. 透過網路傳播之力量，架設專屬網站及臉書，透過網路活動、最新消息動

態，與網友建立互動式參與。 
 
陸. 計畫執行內容 

一、課程 

109/01/01~109/12/31，計 12 個月。進行課程共 52 週。 
 

1. 週間課程(週一至週五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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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藝天地 擊動音符 

  

讚美操 健康飲食 

 
 

社區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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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才藝課程(星期天學校): (109 年因春節及疫情共取消 11 週課程) 
 

編

號 

課 程 名 稱 內容 指導老師   實施時間 時數/ 

單位時 

1 打擊樂課程 喜愛打擊樂者 張  薇 週日上午 9:30-11:15 2 

2 喜樂音符課程 喜愛歌唱打擊 周心婷 週日上午 9:30-11:15 2 

3 爵士舞課程 喜愛舞蹈者 郭美汶 週日上午 9:30-11:15 2 

4 體操韻律課程 喜愛舞蹈者 蔡昕芸 週日上午 9:30-11:15 2 

5 美術創作課程 喜愛美術者 吳乃萱 週日上午 9:30-11:15 2 

6 現代舞課程 喜愛舞蹈者 許幼靜 週日上午 9:30-11:15 2 

7 律動舞蹈課程 喜愛舞蹈者 許幼靜 週日下午 13-15時 2 

8 田園創作課程 喜愛園藝者 江雅雯 週日下午 13-15時 2 

9 乒乓球課程 愛打桌球者 陳慧穎 週日下午 13-15時 2 

10 戲劇課程 愛演戲者 翁岱琴 週日上午 9:30-11:15 2 

11 鼓爸班 喜愛打擊樂 陳永生 隔週二晚上 19-21時 2 

12 親子打擊樂 喜愛親子打擊 陳永生 週五晚上 19-21時 2 

       合      計 22時 

 

現代舞課程 戲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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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創作課程 喜樂音符課程 

  

爵士舞課程 親子打擊樂課程 

  
打擊樂課程 乒乓球課程 

  
3·服務人數： 

週間課程於 109/01/01~109/12/31 期間總服務個案為 1,056 人次。 

週日課程於 109/01/01~109/12/31 期間總服務個案為 6,514 人次。(109 年因疫

情取消 3 個月 28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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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 
戶外演出活動 

 

109年 6月 20日 龍生公園端午節里民活動樂活班演出 服務人數 200人/場 

0109年 8月 26日 台北靈糧堂香柏牧區樂活班演出 服務人數 100人/場 

109年 9月 12日 小人國一日遊-優質生命協會 服務人數 200 人/場 

109年 11月 18日 林永頌律師邀請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感恩餐演出 服務人數 90人/場 

109年 12月 5日 2020愛無限公益餐會 服務人數 800人/場 

109年 12月 12日 華朋扶輪社保齡球公益友誼賽 服務人數 100人/場 

109年 12月 19日  客語聖誕崇拜演出  服務人數 120 人/場 

 109年 12月 16日  樂活香柏牧區演出  服務人數 230 人/場 

 (109年因疫情取消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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