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一 O 七年度業務執行報告書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會
務
推
廣
暨
管
理
費
用

會議類- 

法定會議 

常務董事會議 

$438,465 

107.07.08 

依章程、工作規範規定如期召開 

1. 常務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1次/5人

次

2. 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3 次/31 人次

3. 機構主管會議、核心主管會議等

130 次以上

4. 各單位依業務需要每月均自行

召開各類工作會議

董事會、監察人

聯席會議 

107.03.25 

107.08.05 

107.11.25 

會議類- 

業務會報 

機構主管會議 

107.01-107.12 

每月第四週召

開 

核心主管會議 

107.01-107.12 

每月第二週召

開 

各部門工作會議 
107.01-107.12 

每月 1 次 

會議類- 

員工培訓 

員工專業知能培

育 
$438,464 

107.01-107.12 

每月 1 次 

1. 新進人員訓練：母會使命願景及

行政規範

2. 在職訓練：依不同職務需要以內

訓或外訓等方式提供專業知能

課程、行政管理課程

早
療
活
動

業務類- 

早期療育 

(社區療育) 

發展遲緩及身心

障礙兒童早期療

育社區化定點定

時服務 

歡喜北海岸學園

(淡水、三芝、八

里、三重) 

$2,922,587 107.01-107.12 

1. 107 年社區療育共有 105 個孩童

接受服務，使用早期療育服務孩

童人次達 2,588 人次；定點療育

服務共計服務 58 人、1,325 人

次；到宅療育共計 7 人、237 人

次；親職指導共計 34 人、294

人次。

2. 107 年新增 1 名物理治療師，108

年新聘 1 名語言治療師、1 名諮

商心理師。

3. 107 年共有 231 次治療師介入服

務，協助復健療育諮詢；46 次

職能治療師介入、8 次語言治療

師介入、46 次物理治療師介入。 

4. 107 年重新送案，獲 108 年補助。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早
療
活
動 

業務類- 

早期療育 

(一) 

身心障礙兒童及

發展遲緩學前日

間托育及療育服

務─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唐氏症

基金會辦理愛家

發展中心 

$7,981,847 107.01-107.12 

1. 01/02-01/31 完成 106 學年第一

學期期中 ISP 會議 

2. 02/09 106 學年第一學期結業式 

3. 01/13 奇蹟之家新春長幼共融活

動 

4. 04/03、05/02、12/25 泰中附幼大

融合活動  

5. 04/28、11/21 親子遊 

6. 05/11 母親節踩街 

7. 06/08、11/30 家長會暨權益委員

會 

8. 07/28 第 10 屆畢業典禮 

9. 08/01-08/31 夏令營活動 

10. 09/03-09/28 完成 107 學年第一

學期 ISP 會議 

11. 11/11 早療篩檢活動 

12. 12/21 聖誕節踩街活動 

13. 愛家發展中心江玫湊組長獲早

療優秀人員奬 

14. 通過「王詹樣基金會早療評核

計畫」獲補助金額 576,000 元 

業務類- 

早期療育 

(二)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辦新北市發

展遲緩兒童個案

管理中心計畫 

$4,270,290 107.01-107.12 

1. 針對新北市(三重、淡水、三芝、

石門共四個行政區)0-6 歲發展

遲緩兒童家庭提供個案管理、資

料建檔、親職講座、個管員教育

訓練等服務。 

2. 在案量 47 人、服務人數 578 人、

服務人次 2,495 人。 

3. 106 年重新徵選，獲 107-108 年

補助。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早
療
活
動 

業務類- 

早期療育 

(三) 

新北市新莊裕民

公共托育中心 
$14,444,652 107.01-107.12 

1. 辦理 0-2 歲嬰幼兒日間托育，服

務 75 人，符合師生 1:5 的比率

原則。 

2. 托嬰服務概況：日間托育服務：

112 人次，延托服務 1,731 人次。 

3. 協助家長完成托育補助申請，全

年共 520 件。 

4. 辦理兒童健康發展篩檢、育兒指

導講座。 

5. 推動親子共讀共玩社區服務及

多項多元化的親子課程；親子館

社區服務共計 16,431 人次。 

6. 不定期配合節慶舉辦相關活

動，中心設計各種與節慶相關的

活動遊戲及律動，邀請親子一起

來感受節慶的樂趣。 

7. 107 年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優

等。 

8. 新莊裕民托育人員賴孟宜榮獲

新北市 107 年度托嬰中心績優

托育人員。 

連江縣東引鄉公

共托育中心 
$5,643,626 107.01-107.12 

1. 辦理 0-2 歲嬰幼兒日間托育，服

務 10 人，符合師生 1:5 的比率原

則。 

2. 托嬰服務概況：日間托育服務：

15 人次，延托服務 1 人次。 

3. 協助家長完成托育補助申請，全

年共 103 件。 

4. 辦理兒童健康發展篩檢、育兒指

導講座 

5. 推動親子共讀共玩社區服務及

多項多元化的親子課程；親子館

社區服務共計 1,797 人次。 

6. 不定期配合節慶舉辦相關活

動，中心設計各種與節慶相關的

活動遊戲及律動，邀請親子一起

來感受節慶的樂趣。 

7.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106年托嬰中

心評鑑甲等。 

8. 107 年重新招標，獲 108 年補助。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早
療
活
動 

業務類- 

早期療育 

(三) 

連江縣南竿鄉公

共托育中心 
$10,031,019 107.01-107.12 

1. 辦理 0-3 歲嬰幼兒日間托育，服

務 35 人，符合師生 1:5 的比率

原則。 

2. 托嬰服務概況：日間托育服務：

50 人次，延托服務 3 人次。 

3. 協助家長完成托育補助申請，全

年共 221 件。 

4. 辦理兒童健康發展篩檢、育兒指

導講座。 

5. 推動親子共讀共玩社區服務及

多項多元化的親子課程；親子館

社區服務共計 994 人次。 

6. 不定期配合節慶舉辦相關活

動，中心設計各種與節慶相關的

活動遊戲及律動，邀請親子一起

來感受節慶的樂趣。 

7. 107 年重新招標，獲 108 年補助。 

台北市健康托嬰

中心 
$11,447,943 107.01-107.12 

1. 辦理 0-2 歲嬰幼兒日間托育，服

務 45 人，符合師生 1:5 的比率

原則。 

2. 托嬰服務概況：日間托育服務：

52 人次，延托服務 109 人次。 

3. 協助家長完成托育補助申請，全

年共 273 件。 

4. 辦理兒童健康發展篩檢、幼兒發

展講座。 

5. 不定期配合節慶舉辦相關活

動，中心設計各種與節慶相關的

活動遊戲及律動，感受節慶的樂

趣。 

6. 健康托育人員鄭佩軒榮獲台北

市 107 年度托嬰中心優良托育

人員。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早
療
活
動 

業務類- 

早期療育 

(三) 

新北市新莊裕民

國小公共托育中

心 

$4,580,982 107.03-107.12 

1. 辦理 0-2 歲嬰幼兒日間托育，服

務 45 人，符合師生 1:5 的比率

原則。 

2. 托嬰服務概況：日間托育服務：

59 人次，延托服務 191 人次。 

3. 協助家長完成托育補助申請，全

年共 127 件。 

4. 辦理兒童健康發展篩檢、育兒指

導講座。 

5. 推動親子共讀共玩社區服務及

多項多元化的親子課程；親子館

社區服務共計 3,327 人次。 

6. 不定期配合節慶舉辦相關活

動，中心設計各種與節慶相關的

活動遊戲及律動，邀請親子一起

來感受節慶的樂趣。 

三民亦禮非營利

幼兒園 
$2,243,908 107.08-107.12 

1. 招收 3 到 6 歲的幼兒 90 名，目

前現況 67 人。 

2. 辦理社區教保資源活動 4 場， 

共計 20 人。 

3. 辦理親子講座 2 場，共計 20 人。 

4. 辦理免費兒童健康發展篩檢 1

場，共計 5 人。 

5. 辦理親子活動 1場，共計 150 服

務人次。 

6. 不定期配合節慶舉辦各項相關

活動：舉辦中秋節、萬聖節、聖

誕節、三民國中校慶、過新年及

家長座談會。 

7. 召開 1 場家長自治委員會(參與

人員:場地主管機關、幼兒園、

教保專業學者、家長代表、母會

代表及里長)，共計 6 人。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早
療
活
動 

業務類- 

早期療育 

(三) 

新北市新豐公共

托育中心 
$2,466,087 107.09-107.12 

1. 辦理 0-2 歲嬰幼兒日間托育，服

務 40 人，符合師生 1:5 的比率

原則。 

2. 托嬰服務概況：日間托育服

務：42 人次，延托服務 44 人次。 

3. 協助家長完成托育補助申請，

全年共 35 件。 

4. 辦理兒童健康發展篩檢、育兒

指導講座。 

5. 推動親子共讀共玩社區服務及

多項多元化親子課程；親子館

社區服務共計 1,085 人次。 

6. 不定期配合節慶舉辦相關活

動，中心設計各種與節慶相關

的活動遊戲及律動，邀請親子

一起來感受節慶的樂趣。 

臺中市公設民營

坪林托嬰中心暨

親子館 

$4,908,689 107.01-107.12 

托嬰中心： 

1. 辦理 0-2 歲嬰幼兒日間托育，服

務 30 人，符合師生 1:5 的比率

原則。 

2. 托嬰服務概況：日間托育服務

30 人次，延托服務 0 人次。 

3. 協助家長完成托育補助申請，

全年共 30 件。 

4. 辦理兒童健康發展篩檢、育兒

指導講座。 

5. 推動親子共讀共玩社區服務及

多項多元化的親子課程；親子

館社區服務共計 10,363 人次。 

6. 不定期配合節慶舉辦相關活

動，中心設計各種與節慶相關

的活動遊戲及律動，邀請親子

一起來感受節慶的樂趣。 

 

親子館： 

107 年服務 10,363 人次；網路

69,383 人次(嬰幼兒活動 71 場，親

子活動 10 場，親職講座 10 小時) 。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就
業
服
務
活
動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一) 

台北市政府勞動

力重建運用處委

辦-107 年度臺北

市身心障礙者職

業重建個案管

理、就業服務及

就業適應案(麟光

就業服務中心) 

$4,737,924 107.01-107.12 

1. 總開案服務人數 25 人，總服務

案量共 28 人，達成率 112%。 

2. 總穩就率達 92%。 

3. 完成專題講座課程 5 堂、｢性騷

擾防治及性侵害課程宣導｣1

堂、戶外團體活動 2 場。 

新北市政府勞工

局委辦-107 年度

新北市身心障礙

者支持性就業暨

職場適應服務案 

$1,276,373 107.01-107.12 

1. 每月應持續服務 12 人，執行情

形：每月平均持續服務 12 人。 

2. 評鑑績效

106/10/01-107/09/30：推介 26

人/24 人=108%；穩就 23 人/12

人=192%(達成率=已達成/應達

成*100%)。 

3. 年度績效

107/01/01-107/12/31：推介 27

人/24 人=113%；穩就 22 人/12

人=183%(達成率=已達成/應達

成*100%)。 

4. 使用經費小額職再：成功 13 筆

/6 筆=217%(達成率=已達成/應

達成*100%)。 

5. 年度評鑑：甲等。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二) 

台北市勞動力重

建運用處委辦捷

運南港展覽館庇

護工場 

$6,387,539 107.01-107.12 

1. 107 年業績 5,653,537 元，喜餅

訂單約佔 75%以上。 

2. 提供 7 名、十五歲以上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之各障別身心障礙

者且具獨立自我照顧能力，通

過本場進用之庇護性就業者工

作機會。 

3. 通過 ISO 驗證、食品自主管理

優級認證。 

4. 庇護工場評鑑甲等，續約五年

(107-111 年)。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就
業
服
務
活
動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二) 

台北市勞動力重

建運用處補助愛

不囉嗦庇護工場

(承德店) 

$12,637,257 107.01-107.12 

1. 累計至 2/28 合計業績 1,979,470 

較去年同期 1,689,753 成長

289,717 成長率 17%，107 年整

體業績為 107 年，1-12 月

11,509,771 元。 

2. 提供 9 名、十五歲以上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之各障別身心障礙

者且具獨立自我照顧能力，通

過本場進用之庇護性就業者工

作機會。 

3. 通過 ISO 驗證、食品自主管理

優級認證。 

4. 庇護工場評鑑甲等，獲 107-108

年補助。 

愛不囉嗦手作體

驗館庇護工場 
$6,102,420 107.01-107.12 

1. 107 年度 DIY 烘焙體驗人數，

來源佔比如下： 

企業結合 48%、親子活動 25%  

特教單位 19%、專業烘焙 5%  

一般學校 2%、海外參訪 1%  

2. 手工餅乾製作開發： 

◎婚禮小物、喜餅-唐寶寶餅乾  

◎DIY 烘焙體驗：餅乾系列約 12

品項、麵包系列約 12 品項、

塔類西點系列約 10 品項、年

節商品系列約 8 種品項 

3. 加強庇護員工銷售經驗，多參

與展售活動。 

4. 提供 6 名、十五歲以上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之各障別身心障礙

且具獨立自我照顧能力者工作

機會，通過本場進用之庇護性

就業者。 

事業部(含物流中

心) 
$35,242,017 107.01-107.12 

1. 各類商品的組裝、銷售配送，

並支援部分訂單的宅配。 

2. 承接各企業、機關的公益展售

活動。 

3. 規劃及執行節慶檔期禮盒銷

售。 

4. 107 年度營業額為 4,000 萬。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成
人
活
動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三)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辦理天生

我才新莊站(身心

障礙者日間社區

作業設施) 

$3,975,729 107.01-107.12 

1. 服務人數 20 名。 

2. 作業活動：分為 3 組 

◎手工皂組：主要製作絲瓜皂、國

寶皂、愛旅行組等。  

◎代工組：從事國寶包裝、單盒皂

及禮盒包裝、愛旅行組包裝。 

◎園藝組：從事澆花、栽種植物、

園藝創作(乾燥花、盆栽裝飾)、

烹飪創作(花草茶、炒青菜等

等)。 

3. 文康休閒活動：舉辦家長座談

會 2 場次、節慶活動 6 場次、

慶生會 8 場次、親子活動 2 場

次、社區適應 23 場次、貓頭鷹

說故事 19 次、樂活大學 19 次、

烹飪活動 6 次。 

4. 資源網絡建立：外部來訪 8 場

次、宣導活動 5 次、資源連結

53 次、媒體報導 2 次、電話諮

詢 14 次。 

5. 服務輸送：雙和牙醫洗牙 3 次、

物理治療師 10 次。 

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辦理天生

我才大安站(日間

社區作業設施) 

$5,142,323 107.01-107.12 

1. 服務人數 20 名。 

2. 作業活動：分為 3 組 

◎手工皂組：主要製作國寶皂、圓

舞曲皂、花草皂、愛寶貝皂、

愛幸福皂等。 

◎代工組：從事手工皂紙盒包裝。 

◎馬克杯組：從事馬克杯包裝。 

3. 文康休閒活動：舉辦家長座談

會 2 場次、節慶活動 6 場次、

慶生會 11 場次、親子活動 3 場

次、社區適應 12 場次、社團活

動(繪畫社、扯鈴社)60 場次。 

4. 資源網絡建立：外部來訪 7 場

次、宣導活動 13 次、資源連結

22 次、媒體報導 2 次、電話諮

詢 20 次、企業志工 24 次、才

藝班表演 3 次、扶輪公益網物

資捐贈便當盒 20 個、平底鍋 3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個、寶佳基金會贊助社團經費 

114,000 元、放置 2 個發票箱在

里民中心及咖啡廳定期收集發

票、推廣年節禮盒 2 次、支援

義賣活動 2 次。 

成
人
活
動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三)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辦理天生

我才林口文化站

(日間社區作業設

施) 

$2,739,018 107.01-107.12 

1. 服務人數 20 名。 

2. 作業活動：分為 3 組。 

◎手工皂組：主要製作國寶皂、積

木皂、婚禮小物皂。  

◎代工組：從事手工皂禮盒包裝。 

◎園藝組：農園藝種植、陶冶。 

3. 文康休閒活動：舉辦家長座談

會 2 場次、節慶活動 2 場次、

慶生會 11 場次、親子活動 4 場

次、社區適應 12 場次、家長志

工烹飪社團 10 次、疊杯社團 6

次。 

4. 資源網絡建立：外部來訪 8 場

次、宣導活動 1 次、資源連結

22 次、媒體報導 0 次、電話諮

詢 38 次。 

台中市政府社會

局補助辦理天生

我才台中南屯站 

(日間社區作業設

施) 

$2,526,530 107.01-107.12 

1. 服務人數 20 名。 

2. 作業活動：分為 3 組。 

◎手工皂組：主要製作國寶福皂、

波堤皂、花草皂…等。 

◎代工包裝組：從事紙盒代工、手

工皂包裝。 

◎園藝陶冶組：時令蔬果花卉植

栽。 

3. 文康休閒活動：舉辦家長座談

會 2 場次、節慶活動 1 場次、

慶生會 5 場次、親子活動 1 場

次、社區適應 37 場次。 

4. 資源網絡建立：外部來訪 15 場

次、宣導活動 10 次、資源連結

59 次、媒體報導 46 次、電話諮

詢 30 次。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成
人
活
動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三)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辦理天生

我才三重重新站 

(日間社區作業設

施) 

$3,175,461 107.01-107.12 

1. 服務人數：22 名(含結案 2 位)。 

2. 作業活動：分為 3 組。 

◎手工皂組：主要製作國寶皂、桐

花皂、花草皂、寶寶皂、婚禮

小皂、絲瓜皂、圓舞曲皂、積

木皂等。 

◎代工組：從事喜餅禮盒包裝、國

寶皂包裝、愛生活禮盒包裝、

單顆皂禮盒包裝、絲情花意禮

盒包裝、繽紛花語禮盒包裝、

婚禮小物禮盒包裝、圓舞曲禮

盒包裝、愛寶貝禮盒包裝、皮

革吊飾製作。 

◎園藝、清潔組：固定替植栽澆

水、修剪植栽，每天清潔小作

所環境。 

3. 文康休閒活動：舉辦家長座談

會 2 場次、節慶活動 6 場次、

慶生會 8 場次、親子活動 4 場

次、社區適應 18 場次。 

4. 資源網絡建立：外部來訪 16 場

次、宣導活動 0 次、資源連結

70 次、媒體報導 1 次、電話諮

詢 20 次。 

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辦理天生

我才大安工坊(日

間社區作業設施) 

$2,512,003 107.01-107.12 

1. 服務人數：22 名(結案 3 名)。 

2. 作業活動：分為 2 組。 

◎手工皂組(煮皂組、擦皂組)：主

要工作為配方秤重、煮皂及擦

皂、修皂、包膜；製作國寶皂、

愛幸福皂、花草皂等。 

◎代工組：從事摺紙盒及禮盒包

裝。 

3. 文康休閒活動：舉辦家長座談

會 2 場次、節慶活動 8 場次、

慶生會 5 場次、親子活動 1 場

次、社區適應 12 場次、社團活

動(康樂社、烹飪社) 60 場次。 

4. 資源網絡建立：外部來訪 5 場

次、宣導活動 17 次(包含支援事

業部義賣 2 次、快閃 1 次、預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購禮盒、公銷參訪活動等)、資

源連結 14 次(包含扶輪公益網

物資捐贈、寶佳基金會贊助社

團經費、家長志工、健康維護

等)、媒體報導 0 次、電話諮詢

36 次、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實習

生服務 73 人次。 

成
人
活
動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三)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辦理天生

我才土城站(日間

社區作業設施) 

$2,806,572 107.01-107.12 

1. 服務人數 20 名。 

2. 作業活動：分為 3 組。 

◎手工皂組：主要製作桐花皂、國

寶皂。  

◎代工組：從事紙盒組裝、口罩包

裝。 

◎園藝組：澆水、除草、施肥與剪

枝等陶冶活動。 

3. 文康休閒活動：舉辦家長座談

會 2 場次、節慶活動 7 場次、

慶生會 10 場次、親子活動 2 場

次、社區適應 22 場次、學習活

動 45 場次、自我倡導 35 場次、

社團活動 33 場次。 

4. 資源網絡建立：外部來訪 8 場

次、宣導活動 1 次、資源連結

34 次、媒體報導 1 次、電話諮

詢 30 次、小作所粉絲頁活動刊

登 28 場次。 

台中市政府社會

局補助辦理天生

我才台中霧峰站 

(日間社區作業設

施) 

 

 

 

 

 

 

 

 

$51,000 107.12 開辦中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成
人
活
動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四) 

新北市政府委託

辦理新北市愛樂

發展中心(成人日

間照顧服務) 

$12,520,157 107.01-107.12 

1. 服務人數 38 位。 

2. 107 年教保組日托班創新小熊

串珠吊飾製作練習，供義賣活

動使用。 

3. 1/26 第一次創新 10 位工作人員

帶 24 位服務使用者到陽明山水

體驗泡湯。 

4. 第一次 1/25~2/13新北市教育局

補助 107 年寒假身心障礙者營

隊活動—愛樂生活體驗育樂

營。 

5. 3/3 參訪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6. 4/9公銷處媒合新莊燒椒香辣片

片魚餐廳，邀請愛樂學員前往

用餐，練習用餐禮儀。 

7. 4/23 新點基金會撥款 3 萬元，

贊助愛樂發展中心遇見音樂的

美好--音樂教學活動計畫。 

8. 4/30 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匯款

2 萬元，贊助愛樂發展中心遇見

音樂的美好--音樂教學活動計

畫。 

9. 5/9漢諾威馬場9:00派遊覽車到

愛樂帶 40 位服務使用者前往馬

場參與體驗活動。 

10. 6/13 Yahoo 志工參加音樂教學

活動。 

11. 7/2鑫合國際有限公司善心人士

私人捐贈 10 萬元並依愛樂提供

的物資需求清單採買。 

12. 7/6洪玉珊理事媒合陳紹倫先生

捐贈夾娃娃機和三重扶輪社捐

贈投籃機。 

13. 7/20、7/26 富邦基金會補助 5 萬

元贊助青山綠水永續—認識環

境保護與教育活動計畫。 

14. 8/2 金荷扶輪社捐贈 3 台跳舞

機。 

15. 9/16 在淡水農場舉辦中秋節烤

肉活動。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16. 9/17 新北市議會議長參訪慰

問，並加發中秋節慰問金。 

17. 10/6 在五股勞工活動中心 6 樓

舉辦愛樂盃卡拉 ok 活動。 

18. 11/9 施打流感疫苗，服務使用

者共 31 人參加，施打率 79.4% 

19. 12/11 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小學

部)學生到中心進行盆栽DIY活

動。 

20. 12/21 舉辦國際身障者日計畫:

集聚不一樣成就大力量—以物

易物‧讓愛永續活動。 

成
人
活
動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四) 

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附設臺北

市信義社區式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2,360,970 107.10-107.12 

1. 107/10/19 取得設立許可。 

2. 被選作臺北市 107/10/25國際身

心障礙者日暨身障日照中心啟

動記者會會後參訪地點，柯文

哲市長蒞臨參訪，並吸引許多

媒體前來採訪。 

3. 107/11/1 開始提供服務，107 年

度共服務 15 位個案/443 人次，

個案平均年齡 21 歲。 

4. 107/12/26 社會局進行評鑑，高

分通過(ps.本次評鑑不列等)。 

活
動
辦
理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五) 

協助唐氏症者之

延續學習活動─

唐寶寶冬令營 

$5,536,176 

2018唐寶寶尋

古時光機冬令

營

107.01.29-01.3

1 

107.02.05-02.0

7 

1. 有唐氏症者 30 名，專業社工、

督導及志工 10 名，參與人數共

為 40 名。 

2. 藉由營隊活動方式強化唐氏症

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學習遵守

團體規範、提升社會參與及人

際互動機會。活動內容包括體

驗傳統糕餅文化及節慶禮俗、

尋訪安平古堡及樹屋的歷史故

事、搭乘膠筏近距離認識紅樹

林生態之美等。 

協助唐氏症者之

延續學習活動─

唐寶寶夏令營 

2018年唐寶寶

拯救失落天空

城夏令營 

107.07.12-07.1

3 

1. 由臺師大特教系學生擔任輔導

員，採 1 對 2 (輔導員 1、唐氏

症者 2)方式協助唐氏症者參與

營隊活動，並組成工作小組進

行活動籌劃、課程內容設計與

執行。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2. 本次活動總計 22 位身心障礙者 

(含 17 位唐氏症者、2 位手足及

3 位其他障別者)參與，培養其

生活自理與人際互動能力，提

升社會參與及社區融合，同時

使 22 戶身心障礙者家庭之主要

照顧者獲得喘息機會，也提供

65 位台師大特教系學生累積特

教實務經驗。 

整合門診 107.01-107.12 

1. 行政作業全年度進行。 

2. 每月第三週的週一上午在台大

兒童醫院、週三上午在中國醫

藥大學兒童醫院進行。 

3. 共辦理 22 場次(北區 2 月逢春

節、6 月逢端午節停診)，共計

服務唐氏症患者 1,446 人次(北

區 1,178 人次、中區 268 人次)。 

4. 共協助 12 位、24 人次唐氏症者

申請入住麥當勞之家。 

5. 共計投入志工北區 63 人次、中

區 58 人次。 

活
動
辦
理 

業務類- 

衛教養服

務(五) 

組織會務推動專

業人員方案執行 

$1,007,117 

107.01-107.12 聘任人員、活動方案辦理經費 

機構文宣、會刊

發行 
107.01-107.12 

1. 印製基金會及相關單位簡介 

2. 季刊發行： 

15,000 份*3 期+年刊 5,000 本 

募
款
活
動 

財務類 

經費籌措─配合

資源整合方案規

劃執行 

$12,807,635 107.01-107.12 

1. 鴻海春節義賣(107.2.10) 

地點：南港展覽館/義賣收入：約

52 萬元 

2. 【唐寶旺新春，攜手過好年】

新春感恩茶會(107.3.10) 

地點：三重運動中心/活動內容：

與立法委員高志鵬、三重扶輪社

共同合作，活動包括精彩表演、

趣味闖關遊戲、愛心義賣市集、

親子創意 DIY 糖霜杯子蛋糕等/

捐款：20 萬元、義賣：5 萬元。 

3. 悠遊愛滿點、守護全台唐寶寶

公益機台捐贈儀式(107.3.13) 

地點：愛不囉嗦手作體驗館/活動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內容：連續第 4 年與本會合作捐

贈 AED、公益捐款、消費扣款機

台。 

4. 微笑力量˙不倒的愛-唐氏症基

金會 20 週年感恩秀(107.3.17) 

地點：松菸/活動內容：本會 20

週年慶活動，邀請名模陳思璇、

錢帥君擔任公益大使，並由藝人

于美人、吳慷仁、小鬼(黃鴻升)

及六位伊林模特兒陪同 14位從 3

歲~34 歲的唐寶寶走上伸展台，

在社會大眾面前展現近半年的專

業走秀訓練成果，也讓大家看到

孩子們的努力與堅持/捐款收入： 

$3,855,606 元；支出$2,297,335

元、淨利$1,558,271 元。 

5. 南區從心出發感恩茶會

(107.3.27) 

地點：高雄分事務所/活動內容：

南區分事務所及歡喜工作坊，因

年久設備損壞及滲水，於 106 年

9 月規劃重新修繕，提供會員及

學員更好的學習環境，特於完工

後舉辦感恩茶會，感謝捐款單位

及大眾的幫忙。 

6. 中區唐氏症家庭母親節聯誼活

動(107.4.28) 

地點：飛牛牧場/活動內容：每年

的母親節聯誼活動是中區唐氏症

家庭精彩活動之一，當天參加者

一同體驗手做冰淇淋，在偌大草

原上看乳牛、動物、用飼料餵養，

最後在苗栗著名的垂坤食品採

購，人人手上大包、小包，結束

了愉快的一天。 

7. 【花現美味 糕調說愛】母親節

活動(107.4.28) 

地點：一之軒旗艦店/活動內容：

讓唐寶寶跟媽媽提前度過母親

節，活動除了有唐寶寶活力四射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的開場舞蹈，還有 DIY 裝飾蛋

糕，一之軒也特別與基金會合

作，選定幾款特製商品，聯手三

大超商推出母親節送愛活動，希

望大家能共襄盛舉上網訂購。 

8. 「百大名人‧藝出慈悲」慈善

義賣活動(107.5.18-5.21) 

地點：世貿展覽館/活動內容：為

台北新藝博會首創之慈善義賣活

動，邀請國內外各界賢達親自創

作參與，活動所有收入捐獻給社

會慈善公益團體。自創始以來成

為台北最受矚目的藝術慈善活

動，本次計有 444 位參與，捐款

收入計有 444,000 元。 

9. 微笑唐心-音樂‧野餐‧感恩母

親節(107.5.26) 

地點：新莊運動公園/活動內容：

本活動與五股體育理事長兼林阿

仁基金會執行長張晉婷攜手舉辦

活動，邀請唐寶寶家庭與社會大

眾一同享受陽光、野餐音樂、寫

生、親子蛋糕 DIY，為慈暉五月

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10. 「關懷唐寶寶、和潤愛無限」

愛啟動記者會(107.5.29) 

活動內容：和潤企業再度與本會

攜手合作，並由藝人吳鳳再度擔

任本次活動公益大使，和潤企業

除號召同仁身體力行參與志工活

動外，更義不容辭地訂購 570 份

愛不囉嗦禮盒與愛皂事商品，以

實際行動支持。 

11. 「關懷唐寶寶 和潤愛無限」志

工活動日(107.6.2) 

活動內容：活動當日北、高兩地

共同展開大型家庭志工日，以團

體活動、大地遊戲和陪伴遊園，

讓服務使用者和志工一同度過歡

樂周末。台北場有公益大使吳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鳳、OPEN 醬一同共襄盛舉，不

同於以往在小作所製作餅乾的工

作模式，走出機構，希望大眾能

夠看到唐寶寶最真實活潑的一

面。 

12. 三重扶輪社捐贈儀式(107.7.20) 

地點：國賓飯店/活動內容：三重

扶輪社聯合 8 家扶輪社，分別捐

贈冷氣機 2 台、投籃機 1 台、皮

革製作機 1 台給愛家發展中心、

愛樂發展中心，及三重重新小作

所，並邀請太鼓班及舞蹈班至三

重扶輪社授贈典禮才藝表演。 

13. 「中秋月圓圓 分享愛滿滿」記

者會 

時間：107.8.7 (台北)、107.8.26(高

雄)/活動內容：今年是唐氏症基

金會邁向 20 周年的里程碑，特別

邀請到第 29 屆金曲獎得主、人氣

超旺的活動公益大使盧廣仲～，

他還分享自己的故事，希望陪著

大孩子們堅持自己的正能量，一

同啟程前往下個人生旅程。 

14. 一之軒一日店長活動暨記者會

(107.8.15) 

活動內容：一之軒邀請 10 位唐寶

寶到一之軒旗艦店進行一日店長

體驗日！由一之軒總經理廖明堅

帶領，唐寶寶專注地聆聽輔導員

的教學，輔導員也針對孩子們的

需求，細心地將指令以簡單明瞭

的方式傳達清楚。 

15. 裕民國小公托中心開幕記者會

(107.8.20) 

活動內容：為使社會大眾瞭解本

會對社會福利義不容辭的熱血關

懷，持續承接公托服務，希望藉

由多年來深耕在早期療育服務的

經驗，擴及服務到一般親子及其

家庭，當天特別邀請新北市長朱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立倫及各界代表蒞臨指教，期待

透過提供家長安心、安全、現代

化的托育服務，讓孩子們可以快

樂長大。 

16. 歌手龍千玉訪新莊手作體驗館

(107.8.23)    

活動內容：歌手龍千玉拜訪手作

體驗館，與唐寶寶一同製作餅

乾，並現場直播邀請粉絲一同來

關心唐寶寶。 

17. 2018 瑞士銀行國泰世華_中秋

月圓圓 分享愛滿滿(107.9.3) 

活動內容：現場由唐寶寶舞蹈作

為開場表演，中場搭配餅乾與手

工皂 diy 體驗。義賣總收入

$77,050、現金捐款$6,847、國泰

世華基金會捐款 5 萬元 

18. 中秋送愛責信記者會(107.9.18) 

地點：高雄仁武特教學校/活動內

容：辦理中秋送愛責信記者會，

邀請特教學校校長參與及媒體報

導 

19. 渣打銀行 vip 晚宴_畫作義賣

(107.10.5) 

活動內容：渣打銀行 vip 晚宴邀

請高階人士與企業老闆，現場提

供攤位擺放唐寶寶畫作供義賣使

用。總計義賣 5 幅、畫卡 10 幅，

總義賣金額 89,000 元 

20. 新豐公托中心開幕(107.10.19) 

活動內容：新豐公共托育中心開

幕典禮特別邀請新北市長朱立倫

及各界民意代表蒞臨指教，為社

區即將提供從 0 到 100 歲的市民

都適用的「多元照顧在地樂活」

服務慶祝。 

21. 信義日照中心開幕記者會

(107.10.25) 

活動內容：由本會經營管理之信

義身障社區長照機構（日間照顧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中心）於臺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

心舉行開幕典禮。臺北市長柯文

哲親自參與，表示要將臺北市打

造成共融的無障礙城市，希望身

心障礙者在各領域都獲得平等參

與的機會。 

22. 2018 把愛獻給大家公益演唱會

(107.10.14) 

地點：國父紀念館/活動內容：本

會獲邀參與由中華民國電器商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台北市電器商

業同業公會於國父紀念館聯合舉

辦的「2018 把愛獻給大家公益演

唱會」，現場除了邀請眾多知名歌

手共襄盛舉外，主辦單位亦邀請

唐寶寶及家長們蒞臨觀賞及設攤

義賣。廖全平理事長更將捐款所

得全數捐贈給本會做為「全生涯

發展服務計畫」用途。 

23. 坪林公托開幕(107.10.9) 

活動內容：當日市長林佳龍出

席，由鄰近幼兒園的街舞表演揭

開序幕，現場並進行吉祥物揭

曉、贈獎儀式，市長、民眾嘉賓

對中心內設施均給予高度肯定。 

24. 2018 瑞銀益齊跑(107.11.4) 

地點：士林高商/活動內容：UBS

瑞士銀行聯手號召全台金融、科

技、休閒旅遊、傳產製造、傳播

及教育等六大領域、共 35 家企業

共襄盛舉，透過活動募集善款全

數捐贈給 14 間慈善機構夥伴；捐

款：720,000 元。 

25. 中廣擁抱希望傳出愛

(107.12.4-12.25) 

活動內容：本活動由 16 家愛心企

業提供「每日一物」的義賣商品，

於 12/4-12/25進行為期 16天的搶

購活動，每天的限量超值商品各

有不同，義賣所得作為唐氏症及



性質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實施進度 
效益 

起 迄 

心智障礙者的「多元就業力培訓

計畫」使用 / 捐款總金額：

1,971。,343 元、總支出：289,735

元 

會
務
推
廣
暨
管
理
費
用 

管理類- 

財務管理 

(勞務費) 

財務管理─設置

帳冊，辦理相關

帳務查核及稅務

申報簽證，並提

報主管機關核備 

$23,432,581 

107.03 

107.04 

107.05 

107.09 

107.12 

委託會計師辦理帳務查核及申報

簽證 

管理類- 

行政管理

類 

組織行政管理 107.01-107.12 

1. 基金會聘任執行長、副執行

長、行政會計、出納、員工等。 

2. 相關公文收發、捐款收據開

立、財產管理等。 

3. 其餘相關庶務費用。 

4. 員工人數(含附屬機構)共 279

人。 

合計 經費支出 $218,795,361  
 

 

 

經費來源： 

 

項次 收入類別 決算數 

1 利息收入 172,252  

2 受贈收入 63,685,059  

3 特別活動收入 9,664,778  

4 補助收入 74,660,212  

5 銷售淨收入 54,902,023  

6 提供勞務收入 19,785,793  

7 其他收入 3,619,024  

 總計 226,489,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