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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無障礙福利之家| 社工組 

臺南市政

府無障礙

福利之家 

臺南市政府無障礙福利之家推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提昇身障者福利服務內涵並強化服務品質，以提供身障朋友全方位多功能的福利服

務，營造有愛無礙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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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臺南市政府無障礙福利之家 

推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社區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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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者及民眾透過老

師重覆記憶及配合韓語

片的教學，讓學員更能

熟記一些常用的字彙，

並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韓語班(初級班) 
 

為協助初學者從最基礎的正統發音

開始，打好文法以及開展會話對話能

力，學習中了解韓國文化、歷史潮

流、民俗民情，充實自我，增廣國際

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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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日語老師教導 

  的日文文法及日本文 

  化的介紹，讓學員藉 

  由彼此的溝通讓會話 

  更順手。 

日語生活會話班 

加強日常生活會話，以運用在職場或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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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標題 

孩子，我以妳為榮。今日妳已學

有所成…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妳會發

揮所學並全力以赴！ 

段落標題 

孩子，我以妳為榮。今日妳已學

有所成，而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

裡，妳會發揮所學並全力以赴！ 

昨日的一切都還歷歷在目，從牙

牙學語、…一路到趕校車、手裡

提著餐盒，對未來的一切洋溢著

自信！從不知時間過的如此快，

但我知道我享受與妳渡過的分分

秒秒… 起起伏伏、成功與挫敗。 

我很期待知道妳的精彩人生會有

如何的發展，也期盼能與妳共譜

生命的另一段美妙樂章。 

 

 

 

◎老師針對每個學員上 

  肢體功能，提供不同 

  的教材及教法，讓每 

  個學員都能學習到串 

  珠的技巧。 

    基礎串珠班 

建立學員手眼協調能力，訓練手部小

肌肉的運動，提昇日常生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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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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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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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標題 

孩子，我以妳為榮。今日妳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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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的發展，也期盼能與妳共譜

生命的另一段美妙樂章。 

 

 

 

◎課程進入尾聲，老 

  師讓每位學員上台高 

  唱自己熟悉的歌 

  曲，並驗收每位學 

  員的學習的成果。 

歌唱音樂班 

提供對唱歌及音樂非常有興趣的朋

友，享受唱歌的樂趣，並將生活壓力

全拋開，或許會發掘自己是『明日之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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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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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另一段美妙樂章。 

 

 

 

◎每一堂課都有一樣作 

  品帶回家，從壽司、 

  識別證帶子、書夾、 

  蛋糕音樂盒，大家都 

  非常開心將成品帶回 

  家。 

SWEETGIFT 不織布 

生活雜貨創作 
利用簡單的不織布縫紉，就可以創作許

多各式各樣的甜點與生活雜貨喔~不織

布縫紉適合新手，讓學員輕鬆完成手工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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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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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老師的指導及志 

  工的協助，讓。 

打包帶編織班 
選擇打包帶編織當素材，除了傳承帶

編技藝之外，也要推陳出新，讓更多

的學員體驗傳統阿公、阿嬤級的織編

智慧，並以打包帶的材質輕軟，多色

變化，防水等優勢條件，開創出更多

美觀實用的作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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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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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每一堂課都

會完成一作品，有

趣加創意，手工皂

班不僅教學員瞭

解手工皂、海鹽、

敷面泥等不同的

保養品做法，讓學

員相互學習。 

手工皂班 
創意手工香皂強調環保性，以不加入

化學成份為原則，環保肥皂可在 24

小時內在水中迅速分解，避免環境受

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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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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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老師講解拼布

縫線步驟，讓學員瞭

解拼布縫線並不是

如此容易，也考驗每

位學員的耐心，因為

這畢竟是學員一針

一線的心血呀! 

創意拼布班 
透過傳統手工藝術結合現代專業創

意巧思，締造個人化產品設計，藉由

專業課程的訓練，增強職能、提昇學

員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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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皮雕班 
 

透過皮雕藝術，將簡單的線條描繪提

升至立體層面，並進入三度空間。因

此，要呈現簡單很容易，但要提高為

藝術技巧，其高難度就很有挑戰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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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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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精油的認識瞭 

  解每種精油的成份 

  並瞭解每種精油的用 

  途，藉以放鬆壓力。 

芳療保健樂活班 

透過芳香療法的運用，達到平衡身心

靈作用。精油的香味美好又具有保健

益處。平易近人的價格，讓您得到健

康、養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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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希望可以持續辦 

  理電腦課程，並增 

  加 POWERPOINT、 

  FACEBOOK等相關課 

  程。 

網頁設計班 

透過深入淺出的實務操作與說，讓學

員具備網路創業概念，進入實際運作

的層面，幫助學員如何成功地專職或

兼職經營網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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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影討論，彼此 

  分享內容，將時事及 

  生活事件融入在討論 

  中，讓每個人可以在 

  這段時間交流。 

電影讀書會 
藉著影片劇情之討論、分享的機會，

透過對話機制，釋放內在能量，發揮

潛能，提昇學習效果並增加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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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

下午 2時由台南市

法扶律師提供民眾

各樣法律相關事件

的分析和解答。 

法律諮詢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權益，提

昇並倡導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相關知

能，特設置法律諮詢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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