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樂康家資中心--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服務地點：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 110 號 3 樓（大豐社福館）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街 43 號（大同國小一樓教室）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 247 號（中正國中一樓教室） 

服務對象： 

1. 設籍且居住新北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活動以身心障礙者為主，欲參加活

動之身心障礙者須具基本生活自理能力，並實際居住於社區中。 

2. 本活動照顧者無法陪同參與，亦無法獨自報名活動。 

活動費用：由中心費用全額支出 
 

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時間：109/09/15(二)09:00 起，活動額滿為止，無報名截止日。 

2. 報名方式：親洽或親自來電(02)2218-6206，欲親洽報名，請事先完成報名表填寫。 

3. 使用住宿型機構者，無法報名本活動；使用康復之家服務者，報名時間自

109/09/22(二)起。若報名時有欺瞞行為，未誠實告知自身服務使用情形，經查核屬

實當季活動一律除名取消參與。 

4. 上午活動時間為 09:30-12:00，下午活動時間為 14:00-16:30，有例外另行備註。

中午不提供餐食，請成員自行處理或由家屬協助。 

5. 年度初次報名平日活動者，第一堂課請提早 15-30 分鐘抵達教室，填寫學員資料卡。 

6. 活動名額有限，以報名優先順序為主，來電即告知是否報名成功，不另通知；報名

成功後請準時出席，若無法前來，請務必提早來電請假，無故不到或無故遲到 10 分

鐘 2 次者，視同放棄該系列活動，並暫停下一季活動報名資格。 

7. 為配合防疫措施，參與活動需全程配戴口罩，活動開始前也請配合量測體溫。 

8. 因應颱風季節，如颱風來襲，將遵照新北市政府指示，若公告停止上班，活動即取

消，不另行通知。 

 

 

 

報名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障礙類別 第_______________類 障礙程度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聯絡電話 (宅)           (行動) 居住地址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連絡電話  



--樂康家資中心-- 

【109 年度 10-11 月社會參與方案活動行事曆】 

 

 本年度活動告一段落，明年見囉~~~ 
 

109 年度 10 月活動行事曆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日期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上午 X 創意動手做 動動綠手指 X X 

下午 時間觀念 伸展拉拉啦 安全保衛戰 X X 

日期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上午 X 創意動手做 動動綠手指 小圈圈會議 X 

下午 時間觀念 伸展拉拉啦 安全保衛戰 一起看電影 X 

日期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上午 X 創意動手做 動動綠手指 我是神射手 X 

下午 金錢觀念 伸展拉拉啦 安全保衛戰 X 土城兩性講座 

日期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上午 X 創意動手做 動動綠手指 我是神射手 X 

下午 金錢觀念 伸展拉拉啦 安全保衛戰 X 土城兩性講座 

109 年度 11 月活動行事曆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日期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上午 X 不插電遊戲 動動綠手指 我是神射手 X 

下午 生老病死這件事 伸展拉拉啦 安全保衛戰 X 樹林創意市集 

日期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上午 X 不插電遊戲 動動綠手指 公益義剪 X 

下午 生老病死這件事 伸展拉拉啦 安全保衛戰 X 樹林創意市集 

日期 11/17 11/18 11/19 11/20 11/21 

上午 X 不插電遊戲 動動綠手指 
一起郊遊趣 

X 

下午 生老病死這件事 伸展拉拉啦 安全保衛戰 X 

日期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上午 X 不插電遊戲 動動綠手指 
小聚會 

X 

下午 生老病死這件事 伸展拉拉啦 安全保衛戰 X 



活動說明：（請勾選欲報名之活動） 

勾選處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 時間觀念 10 月週二下午 新店 
一起學習怎麼看時間，了解
守時的重要性。 

□ 金錢觀念 10 月週二下午 新店 
學習辨別金錢，並了解使用
金錢的方法。 

□ 創意動手做 10 月週三上午 新店 
結合彩繪或黏土，完成創意
小物，增添生活樂趣。 

□ 伸展拉拉啦 
10 月週三下午 
11 月週三下午 

新店 
活動時間：13:50-15:50 
跟著老師動一動~一起伸展
筋骨吧！ 

□ 動動綠手指 
10 月週四上午 
11 月週四上午 

新店 
認識簡單香草植物的功效，
一起療癒身心。 

□ 安全保衛戰 
10 月週四下午 
11 月週四下午 

新店 
小小尖兵就是你！生活安全
你我守護！ 

□ 一起看電影 10/16 週五下午 新店 
一起看部電影，享受難得的
電影時光~ 

□ 我是神射手 
10/23、10/30 

11/06 週五上午 
新店 

一起到籃球場打籃球~揮灑
汗水！ 

□ 

小圈圈會議 10/16 週五上午 新店 兩堂課需同時報名。 

想去哪裡玩呢？一起討論郊
遊地點和安排行程吧！ 一起郊遊趣 11/20 週五 待討論 

□ 生老病死這件事 11 月週二下午 新店 
從認識自己開始，找到生命
的價值，體會生命意義。 

□ 不插電遊戲 11 月週三上午 新店 
時下流行的桌遊你玩過嗎？
一起來挑戰吧！ 

□ 公益義剪 11/13 週五上午 新店 
活動時間：10:00-11:30 
與 A-art 時尚造型沙龍美髮
師合作，一起來修剪頭髮。 

□ 小聚會 11/27 週五 新店 
邀請所有成員一起回顧，來
看看自己有什麼成長吧！ 

□ 兩性講座 
10/24、10/31 

週六下午 
土城 

以影片講解、角色扮演與小
遊戲等方式進行；以提升兩
性關係互動的品質。 

□ 創意市集 
11/07、11/14 

週六下午 
樹林 

一起 DIY 生活小物，豐富悠
閒的午後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