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初，終於有機會參訪世界知名的「銀色傳奇」～位於台北三芝的「雙連安養中心」，走

進「雙連安養中心」反轉了我們一般對老人照護機構安靜、晦暗、各種味道雜陳…的刻板印象，

明亮大廳、寬敞的走道和溫馨舒適的空間設計，加上基地背山面海的宜人景致，讓我們還一度以

為走進了某個高級渡假村，參觀過程中偶遇一位91歲時入住「雙連」如今已高齡98歲的爺爺，不

但健朗而且健談，看見長輩們在銀髮之年，面容依然閃耀著溫暖和煦的亮光，心中必定滿有喜樂

平安，此處真不愧「銀色傳奇」之名。

　　台灣已是高齡社會，老年人口達14%，2025年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長壽」幾乎是所有已

開發國家共同的課題，如何積極地迎接長壽時代，依然精采生活，快樂安心地變老？這是一個值

得我們每一個人認真思考的問題，但最好不要等到「年老」時才來想，所謂的「年老」是指覺得

身體虛弱，各種疼痛接踵而來，更糟糕的是智力衰退，想要思考、規劃都已經使不上力的時候，

也不要等到臨近退休或已經退休時才思考，最好在中、壯年，大約55歲時就開始思考，想想如何

讓55歲後的生活更豐富，然後慢慢一點一點學習、培養起來，這樣才有可能開創出幸福不老的第

二人生。

　　鼓勵大家在退休前就開始進行「退休練習曲」，基金會從這季開始特別為55+的成員開辦

「關節肌力訓練」、「國際標準舞」、「烏克麗麗」常態班課程和「啡嚐時間—品咖啡」體驗活

動，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有些人雖然健康長壽，生命卻不一定豐盛，常常是因為沒有趁早規

畫人生下半場的生活，祝福大家55+以後都能不再只是勞碌於工作或受困於退休就是含飴弄孫安

享天年的想像，勇敢找出自己興趣、熱情的所在，迎向豐富精彩、幸福不老的第二人生。

編輯手記

幸福 不老



為了讓更多住戶能參與基金會活動及維護上課品質，相關規定如下，請大毅家族配合。

一、課程：

    1.網路線上報名成功者:需實際至現場全程參加課程。(不能只領取材料而不參加課程)

    2.報名候補者:請以接到電話通知候補成功為原則。

    3.課程取消:報名成功者，若無法參加課程請於開課前三天來電取消(上班時間AM8:30～PM5:30)

    如當日取消或無故未到，當季累計達兩次者，將暫停下一季報名資格。

    4.遲到:為避免影響其他人，若遲到15分鐘，將無法進入教室上課。

    5.簽到:課程需本人自行簽到，請勿找人替代簽到或上課。

    6.保證金:全程參與課程退回保證金，若中途取消課程者，保證金恕不退回。

    其他事項:

    1.幸福館限制型課程，每戶限報兩堂。

    2.教會據點單堂課程，每戶限報一堂。

    3.墊上皮拉提斯與舞動有氧課程限擇一上課地點報名參加。

    4.同日同一課程不同梯次，每戶限參加一次。

    5.報名日期：依基金會網站公告為主。

二、所有課程活動基金會工作人員均會拍攝記錄留念，影片或照片剪輯完成後將上傳至大毅幸

    福村落及FB粉絲專頁，若有不方便入鏡的朋友，請於參與活動前告知工作人員。

三、活動期間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動，造成不

    便，敬請見諒。

活動相關注意事項公告

2



目錄。
2020.10-12
NO.49

歐娜娜

張苡樺

溫惠華

賴淑慧幸福烘培

韓式拌飯

多肉植物組盆

精油香氛泡澡錠

樂活環保13

解憂教室同樂會

陪伴孩子一起認識情緒

劉清彥

葉嘉青

05 幸福家庭講座

37 幸福廚房

32 大毅家族趣味運動會

35 親子聖誕晚會

快樂的幸福樂齡據點

幸福家庭練習曲

29 其他活動專區

24
恩光堂

台中聖教會

客西馬尼

榮耀之家

活動表

伊歐數感故事桌遊團隊 

12
親子桌遊趣

草莓燭台

雪人音樂盒

黃鈺雯

謝欣潔

兒童教育

36
蕭惠霞遇見幸福

幸福互動

在遊戲中玩出好友誼─

幼兒友伴關係的培養 葉嘉青

08 幸福專欄

生活韓文會話

看聖經學英文

小物收納夾

透明微景觀設計

電影欣賞-侏羅紀世界

張慶兒

Steve & Karen Calmes

COJO鞍革手作皮革團隊

簡美霞

10 人文藝術

幸福二館20
巫昱宏

方淑鈴

陳靜如

李慧滿

溫惠華

彩色素描班

舞動有氧

幸福小女孩點心盤

打包袋

冬季護膚保養品

楊詔閔

趙敏榮&陳秀玲

陳秉均

蔡順發

55+關節肌力訓練

國際標準舞班

烏克麗麗班

啡嚐時間

55+課程16

南天銘

趙苑君

宋一信

舞動有氧-Zumba
墊上皮拉提斯

兒童空手道班

健康律動14

幸福三館22
林渃椏

小魚&Lucky

陳靜如

墊上皮拉提斯

角落生物黏土

愛的手作叉奇DIY
多肉植物拼貼畫 

MOMO

07
胡曉菁

羅丰苓

白家綺&吳東諺

愛的醫治

大人不敢跟我們說的秘密

─如何與孩子談性說愛

反敗為勝的人生 

幸福職場講座

3



月

月

月

10

11

12

節
目
總
表

健康律動兒童教育 人文藝術 55+課程 社區活動樂活環保 職場講座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0

27 28 29 30

17

2423

21

28

15

13

10

08

01

0605

03

06

02

12

09

07

30

19

26

16

14

07

04

14

11

09

02

21

18

25 26 27 28 29

22

29 30 31

16

09

02

06

16

13

20

24

11

04

18

01

11

04

08

18

25

15

22

26

13

20

27

08

01

05

15

22 23 24

31

12

10

03

19

23

17

10

03

07

17

14

21

25

12

05

19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

韓式拌飯

多肉植物組盆

精油香氛泡澡錠

幸福職場講座

幸福職場講座

幸福職場講座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

兒童空手道班

19:00-21:10

19:00-21:10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09:30-10:30

09:30-10:30

09:30-10:30

09:30-10:30

09:30-10:3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14:00-17:30

14:00-17:30

14:00-17:30

09:30-11:30

09:30-11:30

09:30-11:3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1:1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19:00-20:00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韓文會話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國際標準舞班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55+關節肌力訓練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啡嚐時間

小物收納夾

透明微景觀設計

草莓燭台

雪人音樂盒

電影欣賞-
侏羅紀世界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親子桌遊趣

19:00-20:30

19:00-20:30

19:00-20:30

19:00-20:30

19:00-20:30

19:00-20:30

19:00-20:30

19:00-20:30

19:00-20:3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00

15:00-16:30

19:00-20:30

14:00-17:30

14:00-17:30

19:00-21:00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幸福烘焙

14:00-17:30

14:00-17:30

看聖經學英文

看聖經學英文

看聖經學英文

看聖經學英文

看聖經學英文

看聖經學英文

看聖經學英文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舞動有氧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墊上皮拉提斯 幸福家庭講座

大毅家族
趣味運動會

幸福家庭講座

聖誕晚會 聖誕晚會

09:30-12:00

08:30-13:30

15:00-16:30

19:30-21:00 19:00-20:30

4



幸
福
家
庭
講
座

幸
福
家
庭
講
座

11/28 09:30 ~ 12:00(六)

　　點子舖解憂教室在社群上提供各式料理影片節目、

生活知識、勵志名人名言及烘焙結合英文的學習...等單

元，活動將原本只能透過網路看到的節目搬到現場，現

場示範一道親子都能共享的解憂料理，並將解憂廚房節

目片尾阿達叔叔的悄悄話延伸為親子主題演講，此次主

題為「耐挫力-孩子的人生必修課」，希望能透過這樣的

節目和活動，讓觀眾能在生活中遇到煩惱困難時能用不

同的創意思考與正面能量來面對。

解憂教室同樂會

經基金會���認報名成功後，需先��保證金300元，出�

活動當天退還並���雪奇�保�盒。

合辦單位：基���有限公�

◆ 講師：劉清彥／阿達叔叔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6名  

◆ 費用：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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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15:00 ~ 16:30(六)

　　在資訊豐富、取得管道多元的世代，情緒智商是維持個體身心健康愉悅、人際關係良好與邁向成

功的關鍵。研究證實親子共讀對幼兒的情緒產生正面且長期的影響，除了共讀時彼此親密的依偎，孩

子能感受安全及被關愛外，適宜的提問與討論也能幫助孩子發展平穩的情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基於

幼兒會將自己投射成故事中的角色，學習與模仿角色的行為與態度，父母需為孩子慎選貼近生活經驗

的好繪本。透過共讀引發衝突與情緒的事件，讓孩子經歷理解與認同、宣洩與淨化的情緒歷程，進而

參考角色的問題解決方式，反思自己的問題，學習如何自我調整與修復情緒。講座內容將探討如何運

用親子共讀繪本提升孩子的情緒智商。

◆ 講師：葉嘉青／兒童文學及繪本專家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每戶限報6名   

◆ 費用：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陪伴孩子一起認識情緒

經　歷：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教育研究院進修。目前在臺灣師範大學等教

　　　　授幼兒文學及幼教相關課程，擔任臺灣閱讀協會常務理事、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常務監　

　　　　事，並參與臺灣金鼎獎、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教育部閱讀

　　　　起步走等評選工作。曾擔任兒科護理師、幼稚園園長、幼稚園評鑒暨輔導委員、迪士尼電視

　　　　頻道幼教顧問。

講師介紹 葉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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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女團體「��月亮��」一員的胡曉菁，�被人說是最�最

�的一個��是一個人人要�的精���，自�過無數次�還是活

了下來。是��原因讓�有��活下來，請看憂��年之後，胡曉

菁與你分享�如何突�生命困�，找到人生的�一個春天。在前途

看好時，�突然�演��「失�」了。原來，���了�度憂�

�，整整�年，一�活在��的深��。究�，�是��活下來�

讓胡曉菁來告��一個走出憂�正�谷的�實經歷

「看色情片會�樣���保��就不會懷��」如何跟青春期孩子

談難以���又無比�要的性教育��先，腦是最大的性器官：

「遇到讓我�然心動的人��辦�」情感與大腦��相關。透過時

事討論，�進孩子思辦能力，性教育是生命教育，陪伴孩子一起經

歷成長與改�，成為一生最大的�福。

◆ 講師：胡曉菁 ／�東科�大學管理暨設計學院�院長

◆ 地點：大毅幸福館

◆ 講師：羅丰苓／�士

◆ 地點：大毅幸福館

愛的醫治

大人不敢跟我們說的秘密─如何與孩子談性說愛

10/17

11/21

09:30 ~ 11:30

09:30 ~ 11:30

(六)

(六)

當兩個受�的人相遇，是��原因，讓他們勝過過���，進入

���在身為公眾人物，會遇到的��評論，又是如何調適面對

呢�是��讓他們�勝��，反敗為勝�

�請�一起來��吳東諺、白家綺的分享。

◆ 講師：白家綺／女�主持人

　　　　 吳東諺／「我的�師�小�」�主角

◆ 地點：大毅幸福館

反敗為勝的人生12/19 09:30 ~ 11: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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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戲中玩出好友誼─幼兒友伴關係的培養

　　「�有人要和我玩。」「大家都不喜歡我，我討��上學！」是�多幼兒進入新��或是就學中

常�遇的問題。人際關係的挫敗不�會��孩子的學習，也會影響他們的自我��。

　　根據��大學�德納教授�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慧理論，有�人天生具有�高的同

理心、�與人��，有�則相反。親師與孩子共讀相關的繪本，�如：《我想要朋友！》能在享受圖

文��的同時，�對故事的情�及主角面�的問題進行討論或模仿學習，提升孩子的人際相�能力。

�繪本介紹

　　《我想要朋友！》是羅斯�Tony Ross� 所繪著的小公主��中的一本。書中�通式的圖畫線

�自然��，水彩色調明亮溫�，人物的�部及�體表情生動活�，並包�了不同�族與膚色的孩子

們，帶來多元、開放的閱讀氛�。

　　主角小公主終於�到可以上學的日子，懷�著��的

心情及�記��的話：「��有�多朋友可以跟�玩。」

一到學�就�不及�的�請新同學玩，可�一再的�拒

�。當�一個人�單難過時，�發現��也有�多「�有

朋友的孩子」���的。於是小公主主動和他們分享東

西， 並一起玩「��人」的遊戲，結�所有「�有朋友

的孩子」們相���，���他們的�一群小團體也要�

要和他們一起玩。

　　故事反�出幼兒�進入團體的��， 喜歡�朋友、

��被��，�對朋友的定�，以及如何和朋友相�感到

幸
福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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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於是發生了社���、社���等不愉快的情�。這個�皮中帶點��的故事，能�動小

讀者的同理心，為受��的孩子�不平， 也會為小公主善良��的態度及�大歡喜的結�感到

歡欣�舞。

��繪本看幼兒發展關鍵點

　　幼兒園�的生活作�及��的描繪也有助於即將入園的小讀者們做心理準備。其中�家的身

分相對於平�化的場景，促�小讀者對「小公主」身分的好奇與�問， �好達到羅斯想�發孩

子們進一步思考的效�：「小公主」�的是來自�家���頭�的��是�的��「小公主」是

�只是�愛�的父母對�的���一個自�、自愛且喜歡�想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自認為是

「小公主」或「小�子」�有無�家的身分，是�會影響�人對「小公主」的友誼或態度�

　　這�問題都�得親師與孩子們討論， �必�考�二至五歲孩子的認知發展。對於正�於

「自我中心」期的幼兒，說教或強�他們表現體貼或與人分享並不適當。

�玩遊戲�朋友

　　孩子在此�段會因為與玩伴共同遊戲而成為「朋友」，�隨著遊戲的結束，朋友的關係不一

定會維持，因此親師可以多提供孩子一�在友善的��中與同�遊戲的�會。

　　透過愉快的玩�，孩子能體會與朋友相�的樂趣，進而提升結�朋友的動�與行為。�到五

歲以後，孩子的朋友關係�為穩定，他們��了解與朋友的相�模式分�多�，除了能一起做喜

歡的事，也必需了解朋友的�場與想法，並且學會分享。

以下��一�能培養孩子同理心的遊戲做參考。

一、唱遊活動

　　1. 一起唱《朋友歌》：「好朋友我們行個禮，��手�來��，����看��， �了就

　　　 要跟我走。」

　　2. 孩子們一�唱歌一��找朋友配對和��，並隨著歌�做動作。

　　3. 當唱完：「����看��，�了就要跟我走。」��的孩子��在��的孩子後面，一

　　　 起再�找其他的孩子��。

　　4. 隨著不�的找朋友、��、以及�的隊��到�的隊�中，所有的孩子都會一起遊戲，�

　　　 到合�成一�隊�後，遊戲結束。

二、戲�活動

　　1. 將《我想要朋友！》改成五�的��或兒童�：「小公主在家與��玩」、「小公主��

　　　 �等拒�」、「小公主與��有朋友的孩子�分享與遊戲」、「小公主與��有朋友的

　　　 孩子�在教室中上課」、「小公主�請所有的朋友到家中玩」。視孩子的�趣與程度決

　　　 定演出全部或其中的一�。

　　2. 每個孩子���演不同的角色，並自製角色�演用的道具，�如：小公主的��等。可請

　　　 孩子自�或��師分配�演的角色。

　　3. 先請擔任不同角色的孩子說出�演時的感受，再請當觀眾的孩子說出觀賞的心得。共同討

　　　 論為��大家會有�樣的感受，並想想自己是�曾有過��的經驗�一起腦力��，�

　　　 演出在��的情�下，可以如何解決問題。

  文�葉嘉青  ��自社團法人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彩虹月刊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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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藝
術

生活韓文會話10/12-12/28 19:00 ~ 20:00(一)

上課日期：10/12、10/19、10/26、11/2、11/9、11/16、11/23、11/30、12/7、12/14、12/21、12/28 共12堂

韓�近�年在全世界非常火紅，常常��的歐巴、歐尼跟阿��外，還想

要知道更多實用的單���以後不需再�����，讓你第一時間就�能

�對話內容，到旅遊韓文也可以擁有基本對談能力，歡迎對韓文有�趣的

你，一起來參加生活韓文會話喔！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

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意事項：不提供幼兒照顧、��與代課，以參加學員開放進場。

　　　　　請學員自備課程教材-��大學韓國語1A Student Book，於各大網路

　　　　　書�平台或書房�可��。

◆ 講師：張慶兒／專�韓文講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 講師：Steve & Karen Calmes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參加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5名，額滿為止)

�想提升英文�說的能力��成人英文班�看聖經學英文��外��師帶

領，��聖經故事探討與分享，提升英文閱讀與�、說能力，讓英文成為

�生活的一部份。

看聖經學英文10/13-11/24 19:30 ~ 20:30(二)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7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700元，全�者全數退還

保證金，�一堂課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上課日期：10/13、10/20、10/27、11/3、11/10、11/17、11/24 共7堂

◆ 講師：COJO鞍革手作皮革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4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親手�製�於自己的收納夾，造型簡約的收納夾，可以放小東西，精�又實

用！在專�的皮革�師教導下，體驗一�一線的樂趣，將帶�你滿滿的喜悅

及成就。

小物收納夾10/24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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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演：J.A.巴亞納

◆ �  演  員：克�斯��特、��高�倫

◆ 女  演  員：��絲達拉斯�華

◆ 片　　長：129分鐘    ��　　�：保護�

◆ 發行年份：2018     　�發行公�：��

◆ 對　　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6名
◆ 費　　用：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自�侏羅紀世界主題樂園與�華��村，被�出��的������之

後，三年�經過�了，��拉�也�就�道人���，放任�活下來的

各���在�林中自生自�。當�上的��火�又開����動，歐文

�克�斯��特 飾�和克�兒���絲達拉斯�華 飾�便展開一項�

�行動，�隊前���拉�，���上的��免於這場足以讓��再度

��的大�難。

歐文一心一意只想找到小�，他�小養大的一隻���，也是他訓練的

�群���小隊的隊長，�目前�在���林中�自�生。克�兒則是

因為出於�對��這個物�的�敬參與這項行動。當他們一群人來到這

侏羅紀世界-殞落國度12/26 19:00 ~ 21:00(六)

◆ 講師：簡美霞／彩�創意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天我們要成為一位景觀與�想的設計師，不受�束��思考，空

間�用黏土、樹�小物、造景水草，歡迎大家一起來設計自己�一

無二的景觀。

透明微景觀設計11/21 14:00 ~ 17:30(六)

�意事項：請自備剪�。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座����的小�，��開�到��發，他們在�圖��小�上的��之際，�然發�了一項天大

的��，�可能讓全地��入自�史前時期以來最可�的����。

人
文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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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噹～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即將到來，讓我們一起來動動手做出可

愛又療癒的小雪人吧～再搭配著音樂盒就像是雪人也跟著跳舞起來

了呢，歡迎學員一起來手作呦！

雪人音樂盒12/12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 講師：謝欣潔／新奇工�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7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親子桌遊趣10/08-12/17 19:00 ~ 20:00(四)

上課日期：10/8、10/15、10/22、10/29、11/5、11/12、11/19、11/26、12/3、12/10、12/17 共11堂

有過過年時家人親子聚在一起玩�克�、大富�的回���記得��

��讀�你的，以及你讀�孩子的有趣繪本��親子故事桌遊創造一

個�故事和體驗桌上遊戲的情�，幫助親子享受精選的繪本故事，在

各�精美桌遊中合作與��，留下寶�的親子回�。本課程�伊歐數

感故事桌遊團隊帶領，除了享受故事和遊戲時光外，也會分享在親子

桌遊和多元教育上的小��喔！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意事項：本次課程為親子桌遊，一位兒童需搭配一位家長進行活動。

◆ 講師：伊歐數感故事桌遊團隊、桌上有戲桌遊主題��館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3足歲至7足歲，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5名，額滿為止)

限制型

��燭台上彩繪出�透明的質感，再加上�紅可愛的草莓，點上�

燭後微微透出的燭光，���又溫�～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 講師：黃鈺雯／�格麗特手工�教學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草莓燭台11/28 14:00 ~ 17:30(六)

兒
童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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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烘焙10/09-12/18 19:00 ~ 20:30(五)

上課日期：10/9、10/16、10/23、11/6、11/13、11/20、11/27、12/4、12/11、12/18 共10堂

◆ 講師：賴淑慧／專�烘焙�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1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20名，額滿為止)

你是�每當�到�包，��和�乾的香�時，就會�動你的���

�就和我們一起來體驗幸福烘焙的課程吧！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000元，全�者全

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意事項：本課程�提供上課學員進入教室，非上課學員有親子教室可供�

　　　　　用，�不提供幼兒照顧服務。

限制型

這次選用討喜的貓頭鷹造型花器，再搭配上多肉植物，可愛極了，你

我一起來打造這份幸福。

◆ 講師：張苡樺／��自然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4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多肉植物組盆11/07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限制型

韓式拌飯是韓國百年歷史的傳統米飯料理，一個大碗盛裝著熱騰騰

的白米飯，一根湯匙隨性的拌勻，一起大口的吃吧！

具有淨化潤膚、軟化角質的功效，放鬆的同時也享受著天然花香與

精油香氛，製作過程充實又好玩，非常適合親子同樂。

◆ 講師：歐娜娜／韓國美食料理�研者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 講師：溫惠華／183.8工�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韓式拌飯

精油香氛泡澡錠

10/17

11/14

14:00 ~ 17:30

14:00 ~ 17:30

(六)

(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樂
活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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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上皮拉提斯10/13-12/29 09:30 ~ 10:30(二)

上課日期：10/13、10/20、10/27、11/3、11/10、11/17、11/24、12/1、12/8、12/15、12/22、12/29 共12堂

課程結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善����、����、五十�、�

��經�等，持�的練習也可幫助我們擁有美麗的身型進而達到�

身的目的！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

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 講師：趙苑君／專�皮拉提斯�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20名，額滿為止)

舞動有氧-Zumba10/13-12/29 19:00 ~ 21:10(二)

上課日期：10/13、10/20、10/27、11/3、11/10、11/17、11/24、12/1、12/8、12/15、12/22、12/29 共12堂
第一梯19:00-20:00   第二梯20:10-21:10

Zumba Fitness 創�於2001年美國邁阿密��多(Miami Orlando)，是結合拉丁及世界各國音樂與舞

蹈為一體的有氧體適能課程，熱�的�對教學型式，��、��、��、�巴、�皮舞、��明哥、

哥倫比亞及�倫格等基本舞蹈動作，以及結合超過24個國家的舞曲�格。期�在60分鐘的課程���

近500�的熱量。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 講師：南天銘／專�舞動有氧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40名，額滿為止)

健
康
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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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空手道班10/14-12/30 19:00 ~ 21:10(三)

上課日期：10/14、10/21、10/28、11/4、11/11、11/18、11/25、12/2、12/9、12/16、12/23、12/30 共12堂
��班19:00-20:00     中�班20:10-21:10

在有趣、生動、��的�體運動中學習��與禮節、�和與自制、�敢與智慧、自信與�決的，�用

防身�能。累�近30年，防身�教學經驗，對於兒童、青�年、�女及社會人士等，不同年齡�傳授

安全、有效、實用、�學的防身�能。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班參加者需自行��空手道道服，每�大約1,200元。

◆ 講師：宋一信／中華�國空手道��秘書長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15足歲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健
康
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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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55+關節肌力訓練10/12-12/28 10:00 ~ 11:00(一)

上課日期：10/12、10/19、10/26、11/2、11/9、11/16、11/23、11/30、12/7、12/14、12/21、12/28 共12堂

年長者更需要肌力訓練，有效的肌力訓練可以防止肌肉�失及��心

�管��的��。課程中將會��一次又一次正�的動作來學習何�

肌力訓練，同時也會安�日常可以在家�完成的簡單動作來養成運習

�來維持��生活的能力並且良好品質。

課程目標：

透過運動來�加肌力、改善活動度、�加心�能力並且提高身體平�的能力來預防��，同時希望能

�學會簡單的動作在上課以外的時間也能�自己運動來養成運動的習�。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意事項：本課程請學員自備��墊。

◆ 講師：楊詔閔／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足歲以上，每戶限報1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20名，額滿為止)

國際標準舞班10/12-12/28 15:00 ~ 17:00(一)

上課日期：10/12、10/19、10/26、11/2、11/9、11/16、11/23、11/30、12/7、12/14、12/21、12/28 共12堂

運動舞蹈又�國際標準舞，近年來運動意識與功能��受到關�，運

動舞蹈成為所有年齡�空�時間的�要活動。國際標準舞更受到國家

的�點培訓運動項目，下個月將於花��辦全台灣最大�事「全�運

動會」，����三�全�運動會��頭�的趙敏榮&陳秀玲�師，十

月�將代表台中市出�，並期���本課程�學員在跳舞過程中，享

受音樂、��與運動放鬆的樂趣，�手、投足����人！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意事項：�服與�子�著�性為�，容�活動為主，�子部分�量不要����的�子，若有舞�就�舞�

　　　　　PS. 服裝上會在課堂上�外�細補充

◆ 講師：趙敏榮&陳秀玲／專�國標舞�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足歲以上，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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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嚐時間11/18 15:00 ~ 16:30(三)

當然咖啡生�都是精心�選的，烘焙時調整��大小，�制火力強�

都會小心��的、�可能專心�志����地��也不敢大意...�即便

如此�度烘焙下、���滿的黃金�特����膩、中培下溫和�潤

的巴西喜拉�軟�無力、���人�培細�優�的����也單�...有
品質最�的咖啡、��有最好�的咖啡！原來喜新�舊�三���是

常情。有���有美感、想�咖啡時��住不�、�耐���好�！

不必�用心��、讓我來��咖啡、你問我就回�、你愛你的牙�加

��、我�我的�加雪�...能共享一個午後��的時光�是最歡喜的。

◆ 講師：蔡順發／多馬咖啡館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足歲以上，每戶限報1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15名，額滿為止)

烏克麗麗班10/16-12/25 15:00 ~ 16:00(五)

上課日期：10/16、10/23、11/6、11/13、11/20、11/27、12/4、12/11、12/18、12/25 共10堂

烏克麗麗是一����的��樂器，��在�他樂器一族，通常有�

��。學烏克麗麗�人的地方，就是能�快把�自�自唱的樂趣，加

上教授和�及單音的��，可自�也可帶�歡樂�身�的人，是一�

容�上手的樂器。�學��，大家一起讓幸福的小樂�，不�回響在

每個人溫�的家中吧！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0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意事項：課程請學員自備烏克麗麗。

◆ 講師：陳秉均／專�烏克麗麗�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足歲以上，每戶限報1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5名，額滿為止)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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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二
館 

幸
福
衛
理
堂

教學方法親切活�，能�帶動學員學習意�，有氧舞蹈課程能依學員

程度�基�分解動作教起，讓學員能���進充分學習，��對課程

產生�趣，進而�意持之以�的運動。

◆ 講師：方淑鈴／專�舞動有氧�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舞動有氧19:00 ~ 20:00

上課日期：10/7、10/14、10/21、10/28、11/4、11/11、11/18、11/25、12/2、12/9、12/16、12/23 共12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有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

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10/07-12/23 (三)

幸福的女生擁有著幸福的生活，�用點心來�加幸福的溫度，美�的

點心需要�來幫幸福加溫，快來製作�於�的幸福點心盤吧！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幸福小女孩點心盤14:00 ~ 15:3010/17(六)

彩色素描班10/06-12/22 19:00 ~ 20:30(二)

◆ 講師：巫昱宏／專��畫�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迪士尼�終�陳出新，為我們帶來感動與歡�，本季色��班將帶領

學員回顧這�迪士尼人物。有�趣的朋友可以以一起來參加。

上課日期：10/6、10/13、10/20、10/27、11/3、11/10、11/17、11/24、12/1、12/8、12/15、12/22 共12堂

上課學生需帶的用具：

1.水彩色��36色     2.��2B3B(�多�好)    3.�皮�及軟�皮

4.空白的繪圖本(�張不用�、�量多、以8開為最�好) 
5.相關繪圖之各樣色�、彩色�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全

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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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二
館 

幸
福
衛
理
堂

活動地點：台中市�平區��路10號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hapihouse.com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色��又實用的打包袋，歡迎大家來一場與��編�袋的��！歡

迎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來編��於自己的�用編��！

◆ 講師：李慧滿／PALAC設計工作室�監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打包袋11/14 14:00 ~ 15:30(六)

一起來動手做天然好用護手霜＋唇膏～取材自素有青春之樹美譽的

「乳油木樹」，樹齡達300年之�，�有�奇保濕成分�以天然�

選植物油與���人精油的��素材，可修護乾裂粗糙肌膚，超經

典修護脣膏質地如絲綢般滑細不油膩，保濕水潤感改善唇紋喔！

◆ 講師：溫惠華／183.8工作�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冬季護膚保養品12/05 14:00 ~ 15:30(六)

�意事項：請自備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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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三
館 

卓
越
幸
福
行
道
會

基���、�式��及體位法等，���取各�不同的�特����頭腦、�肉、內�、�經、��蒙

�體適度的��並學習�放日常生活中的各��力及�張，課程結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善����、

����、五十�、���經�等，持�的練習也可幫助我們擁有美麗的身型進而達到�身的目的！

◆ 講師：林渃椏／專�皮拉提斯�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墊上皮拉提斯10/15-12/24 19:00 ~ 20:00(四)

上課日期：10/15、10/22、10/29、11/5、11/12、11/19、11/26、12/3、12/10、12/17 、12/24 共11堂

角落生物黏土10/17 14:00 ~ 15:30(六)

大人小孩都喜歡的角落生物�！療癒又可愛的模樣，完全�化每

個人的心。透過課程可以��出喜愛的角色！

◆ 講師：小魚&Lucky／不食�手創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協辦單位：�團法人臺灣�台中市中華基�教天行�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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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動員4 這次�場的新角色�叉奇一�持�受歡迎中！

是不是�可愛阿！本堂課可以培養專�能力、訓練小肌肉發展，

快來���理，把叉奇帶回家吧！

美麗的蝶谷巴特加上療癒的多肉植物，擺在玄關或掛在牆上當裝飾，讓

人每天心情愉悅。

◆ 講師：Momo�師／愛畫畫美學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2足歲至12足歲，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愛的手作叉奇DIY

多肉植物拼貼畫

11/21

12/12

14:00 ~ 15:30

14:00 ~ 15:30

(六)

(六)

幸
福
三
館 

卓
越
幸
福
行
道
會

活動地點：台中市�平區育德路167號(幸福三館)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hapihouse.com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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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光
堂 

活
動
訊
息

初階日文漫畫班10/17-12/26 10:00 ~ 11:00(六)

上課日期：10/17、10/24、11/7、11/14、11/21、11/28、12/19、12/26 共8堂

�師將運用圖�強化記�，協助學員以�鬆畫�畫圖像的有趣方式，學習「日語五十音」、基本「單

�」還有簡單的「問�語」。只要對日文五十音和簡單�畫繪畫有�趣的大小朋友們都可以參加喔！

◆ 講師：巫昱宏／專�日語�畫�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8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800元，全�全數退

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上課日期：10/6、10/13、10/20、10/27、11/3、11/10、11/17、11/24、12/1、12/8、12/15、12/22 共12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舞動有氧10/06-12/22 19:00 ~ 20:00(二)

晚餐飯後做�簡單的有氧舞蹈，來消���的��及工作�力，課程中會�加�活量及��代謝、�

���，課程最後會教導用拉�來��及放鬆肌肉，達到好的��品質。

◆ 講師：��音／NO1�舞��中心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5名，額滿為止)

上課學生需帶的用具：

1.空白的繪圖本(�張不用�、�量多、8開為最�好)   2.��、�皮�    3.可自備相關之各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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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光
堂 

活
動
訊
息

◆ 講師：木���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7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李念�／�拉迪�工作�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一起來動手做天然好用護手霜＋唇膏～取材自素有青春之樹美譽

的「乳油木樹」，可修護乾裂粗糙肌膚，超經典修護脣膏質地如

絲綢般滑細不油膩，保濕水潤感改善唇紋喔！

◆ 講師：溫惠華／183.8工作�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冬季護膚保養品12/26 14:00 ~ 15:30(六)

忠孝路

建成路

國
光
路

濟
世
街

浸信會恩光堂

活動地點：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25號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hapihouse.com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DIY�子課程中可以讓大人小朋友認識到�木特性以外，也能體驗

��、�光、��保養上油等程�。為了多讓人認識到日式��，

�師還會提供�木香包小體驗喔！

包包也可以用��的方式來做�！再加���，方便好用的多夾�

��包就完成了。帶著簡單的�樣必需品，快樂的出�吧！

檜木筷子DIY

多夾層斜背包

10/24

11/28

14:00 ~ 15:30

14:00 ~ 15:30

(六)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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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12/23 09:30 ~ 11:00(三)

上課日期：10/7、10/14、10/21、10/28、11/4、11/11、11/18、11/25、12/2、12/9、12/16、12/23 共12堂

台
中
聖
教
會 

活
動
訊
息

幸福陶笛班

活動地點：台中市中區三�路二段42號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hapihouse.com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中正路

民權路

三
民
路

自
由
路

台中聖教會

��的製作與演�的發展，在世界文明的進程中，有著��的歷史��，被視為是土與火��而成的

樂器，象�著音樂韻�與工�美學的結合。12���具有音�寬廣與�法簡�的特性，透過基�的

音樂訓練，即可��出美�的��。因其音色清潤，體���，不論��、合�，室內、室外，�可

�意��，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的音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有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

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意事項：

�本課程需自備12���(��樂器可�樂器行或課程師資)。

�課程中有安�20分鐘茶點、活動時間(�台中聖教會主�)。

◆ 講師：���／專����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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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西
馬
尼 

活
動
訊
息

上課日期：10/16、10/23、11/6、11/13、11/20、11/27、12/4、12/11、12/18 共9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9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900元，全�全數退

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透過圖片觀�、故事引導或畫作賞�，運用簡單�材享受�畫�玩的創作。

◆ 講師：�靜�／專�兒童美�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7足歲至12足歲，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兒童創意美術班10/16-12/18 19:00 ~ 20:30(五)

��袋材質本身會有格子紋路，加上�手拼貼完成的成品會有格紋效�，

�有一���。��耐用且超防水，一起來拼貼出自己的小�袋吧！

美麗的蝶谷巴特加上療癒的多肉植物，擺在玄關或掛在牆上當裝飾，讓

人每天心情愉悅。

片片飛舞的雪花，盛開的聖誕紅，都在跟我們說聖誕節到囉～

讓我們一起把它們放在聖誕寶盒上帶回家吧！

◆ 講師：簡美霞／彩�創意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黃鈺雯／�格麗特手工�教學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拼貼小麻袋

多肉植物拼貼畫

聖誕紅雪花寶盒

10/17

11/21

12/12

19:00 ~ 20:30

19:00 ~ 20:30

19:00 ~ 20:30

(六)

(六)

(六)

活動地點：台中市�子區大成�120�18號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hapihouse.com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客西
馬尼

�意事項：本課程�提供上課學員進入教室。

協辦單位：�團法人臺灣�台中市中華基�教天行�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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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台中市大�區�德�自�路10號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hapihouse.com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不能�過這�可愛的�匙�，快與我們一起把可愛的�通人物收

�進自己的泡泡��吧。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泡泡球鑰匙圈11/28 19:00 ~ 20:30(六)

在平安��，為愛人�上有溫度的�福，聖誕鈴�響起，就能傳�

你滿滿的心意。

◆ 講師：簡美霞／彩�創意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聖誕音樂鈴12/26 19:00 ~ 20:30(六)

舞動有氧-Zumba10/16-12/25 19:00 ~ 20:00(五)

上課日期：10/16、10/23、11/6、11/13、11/20、11/27、12/4、12/11、12/18、12/25 共10堂

配合音樂有節�的活動身體大肌肉，達到心�，肌肉，肌力適能的強

化並提升基�代謝��加�軟度，�放�力，幫助身體更健康。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000元，全�全

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 講師：Yuri／專�舞動有氧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5名，額滿為止)

吐司包10/24 19:00 ~ 20:30(六)

��包不�外型可愛，收納功能也是非常強大，出��帶也超方便，

不�容量大��裝，還不�空間呢！

◆ 講師：李念�／�拉迪�工作�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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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三、四下午

北屯區樂齡樂齡北屯區 學習中心學習中心

樂齡學習中心提供社區中滿55歲以上民眾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生活規劃、自主學習、社會貢獻為目標，

期待再教育的中高齡者能正向迎向老後歲月，並能樂活築夢。

課程多元，詳細課程說明歡迎來電洽詢 04-2293-9055/04-2293-9056潘督導

官方Line ID：@492cqtql  │  E-mail：phoebe_pan@e-touch.org.tw

報名請掃描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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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毅幸福館內！有寬廣明亮的場地、優質的設

備、飄香的咖啡、健康的運動、懷舊的課程、親切的好友、多元的

學習及成長、想要擁有最好人生的你，歡迎加入幸福樂齡據點。

活動內容：健康運動、舞蹈表演、手作課程、專題講座、

　　　　　音樂欣賞、歌唱班...等

服務項目：健康促進、電話問安、供餐服務、春季秋季旅遊

一個禮拜五天於活動結束後一起用餐！供餐服務深受長輩的喜愛，活動結束後

不用擔心午餐的著落喔！每週二用餐結束後還有歡唱時間，唱歌可擺脫煩惱憂

愁，還能活化大腦預防失智，桌遊加強手眼能力喔！(酌收費用：750元/月)

◆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 
◆ 服務對象：65歲以上的長輩(名額有限，額滿候補)

◆ 活動地點：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 ��電話：04-2246-8211或04-2298-4774(#329)��師、��師

快樂的幸福樂齡據點每週一~五 09:00 ~ 11:00

幸福樂齡據點

我們要�廣的是幸福家庭的理念、�造充滿愛的家，因為只有充

滿愛的家�能帶�人幸福，為此，大毅�設自96年起委�古典

音樂台製作一��幸福家庭講座，�請親子、��、家庭關係領

�之專家，每期收錄15則錄音，在好家庭廣�(FM97.7)定時�

放，並�結製成專輯，���客戶做為生日禮品，及提供�需要

的�眾，透過分享與傳�，把上�的愛與幸福家庭的��傳揚。

07：56 日出�象�11：56 �谷向日�

17：56 舞蹈馬�斯�21：56 �點音樂

古典音樂台�放時間：每週一～五

幸福家庭練習曲

主日崇拜      (日)  上午10:00-11:30

幸福衛理堂

禱告會        (三)  晚上07:30-09:00

主日聚會      (日)  上午10:30-12:00

兒童主日      (日)  上午10:30-12:00

卓越幸福行道會

雙語主日崇拜  (日)  上午09:00-10:30

中文主日崇拜  (日)  上午11:00-12:00

兒童主日學    (日)  上午09:00-10:30

雙語主日崇拜  (日)  下午16:00-17:30

蒙福教會 

教
會
�
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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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10/6、10/13、10/20、10/27、11/3、11/17、11/24、12/1、12/8、12/15 共10堂

上課日期： 每月�週 �期三 10/7、10/21、11/4、11/18、12/2、12/16 共6堂

Dance Fitness 是目前全�最新的健身方式之一，透過簡單而有效的�

動編�,，�用時下最�的�行音樂和��音樂��定讓你滿頭大�並

帶著�容�開。不需要任何舞蹈基�。除了前面�十分鐘的心�功能運

動，本課程也�入體態���上一堂課同時達到兩�訓練，對於��的

現代人是不可多得的選項！

本課程著�在父母親的成長，並強調每一個孩子的�特。參與者彼此�持與學習，找出最適合個�孩

子的教養方式，讓親子教養這件事情，成為家庭的喜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000元，全�者全數退

還保證金，�一堂課�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 講師：Min Chiang／專�舞蹈健身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20名，額滿為止)

◆ 地�：蒙福之家雙語教會(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報名請�QR Code

◆ 講師：Jimmy／學園傳道會資深輔導師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家長及18歲以下青�年與孩童，每戶限報2名   
◆ 地�：蒙福之家雙語教會(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 報名：0911-222513 劉先生

有氧律動與體態雕塑

親子教養課程

10/06-12/15

10/07-12/16

19:00 ~ 20:00

10:00 ~ 11:00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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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毅家族趣�運動會�聚社區住戶間的互動及向心力，透過本次活動可以�加住戶間互動�會，並�請公

�團體、教會團體來擺設��市�，期�透過市�活動可以為公�團體��公�基金協助他們關懷需要幫助的

對象，同時教會也可��活動基金做為教會各項活動。

一、活動日期與地點：

    1.時間：2020年10月31日���08:30-13:30  
               ��時依社區報名組數多�，調整活動結束之時間。�

    2.地點：�張�國中�台中市北屯區后�路699號�

二、活動方式：大毅家族趣�運動會、愛心��幸福市�。

三、活動內容：社區嘉年華進場、親子組��、趣���、  
             　　　 �彩、��市�。

�、報名方式：

    　1. 請以社區管理委員會名���活動報名表後

      　  �向大 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報名參加。

    　2. 即日起至09月30日�三��止 
      　  電話：2242-5885／0809-057755，傳�電話：2242-9080。

五、參�對象：

    　1.大毅�設所有社區。

    　2.親子組��，每個社區參�16名

    　  �成人8名，國小三年�以下8名�

    　3.趣���，每個社區參�16名�年齡不限�。

�、社區嘉年華進場：

　　本次將以�國家�作為打�以及進場表演的主�，��大

家的想像力共同�造國際村，把世界帶進大毅家族運動會�。

一起分享世界上不同國家的美好！

備�：依報名順�決定�用國家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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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方式：

　　1. 親子組��第一名獎金3,000元整，第二名獎金2,000元整，第三名獎金1,000元整。

　　2. 趣�����獎金12,000元整，亞�獎金10,000元整，季�獎金8,000元整，��獎

　　　 金6,000元整，參加獎5,000元整。

　　3.歡樂嘉年華獎第一名獎金3,000元整，第二名獎金2,000元整，第三名獎金1,000元整。

　　4.以上得獎社區均�發獎��座以�嘉獎，如遇��有兩隊�分同分時，名次獎金會合

　　　�後均分�兩個隊�，則亞�名次��，依此��。

�、比�評分方式：

　　�公��請相關��專�評�進行評選，請��

評�之所有評定，恕不得有任何��。

1、報名參�需以社區管理委員會名�

　  參�，不接受社區住戶個�報名參�。

2、公�得獎與�獎：經評選後及於當日

　  公�優勝社區得主。�主辦單位保有比�

　  之活動照片及攝影之公開�用權力，參�隊�不得有��� 。

3、�彩活動：現場會進行�彩，在下一��簽時未出來

　  領獎者視同放�。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及獎項內容的權�，無�事前通知，

　  並有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解�與���

4、園遊�視同現金可至�位消費�不找�，未�用完園遊�

　  不得��現金。

5、�細活動內容及比�規�請參閱2020運動會住戶信�。

本活動場地投保公共意外�任�，最高��金額�����，

一切理�以投保內容與保�公���為準。

�協辦單位：�團法人臺灣�台中市中華基�教天行�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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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張老老師師11998800

台中「張老師」中心服務中部地區民眾，一路走來深耕致力於

青少年與弱勢家庭服務、「1980依舊幫您」輔導專線及心理健康推

廣工作。共同關懷需要幫助的心，緊握每一隻伸出的手。

在生命的旅途中，有時平淡樸實，有時曲折

離奇，不論何時，「張老師」永遠伴您前行。

每一個人都會受傷，這個世界並不完美...
節錄自《張口，愛的堆疊》

1980依舊幫您輔導專線
專線｜電話直撥1980（中華電信免費）
面談｜親至中心談話（需來電預約）
信函｜來信至tccgc@cyc.tw

LINE好友募集中
活動資訊｜相關課程、公益講座資訊報你知
好康優惠｜不定時好康優惠攏底家
掃描右方QR code或ID搜尋 @tc1980

聯絡我們
行政電話｜04-22033050
中心地址｜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69號7樓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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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o.
12/20
卓越幸福行道會

(日)

太平區育德路167號（幸福三館）

10:00-12:00

5No.
12/20
蒙福之家雙語教會

(日)

北屯區崇德路三段一號(幸福館)

19:00-20:30

社區親子聖誕晚會

2020社區親子聖誕晚會

1No.
12/19
客西馬尼教會

(六)

潭子區大成街120巷18號

19:00-21:00

19:30-21:002No.
12/19
協同會愛家教會

(六)

北屯區崇德路三段一號(幸福館)

社區親子聖誕節晚會，為了讓社區朋友有機會感

受聖誕節的溫馨氣氛，特別邀請教會團體在幸福

會館及各教會據點舉辦聖誕晚會，今年共有五場

親子聖誕晚會，節目非常豐富，有聖誕詩歌演唱

、合唱團演唱、戲劇表演....活動等，讓我們一

起營造健康溫馨的聖誕佳節，將這溫馨節慶溫暖

你、我的家～

Let’sparty
19:30-21:003No.

12/19
幸福衛理堂

(六)

太平區太興路10號（幸福二館）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  免費參加！ 35



　　　　 遇見幸福
【 榮耀丁區  蕭惠霞】

　　時光飛�，住進大毅�榮耀二期社區�眼�十多

年，�記得當��事水電�工的�公在找房子時，�問

我對房子的需�，我只要�要�近學區，讓小孩就近上

學，其����公全權�理，經過�公專�且�慎的精

�細選，最終再經�事裝�工作的公公再次�認，終於

�下房子，且當�我們是�預��，房子�未�好，親

友們擔心房子完工會與我們的預期���大，�我們對

大毅�設有信心，最終��時���讓我們失望，大家

都�滿意。

　　原以為我們只是�到一間品質好的房子，�想到大

毅�設服務更好，不管社區有��問題，�然���十

多年，�然�力為我們�理。更�人開心的是大毅�設

成�「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於每季�辦各�課程、

活動及講座，住戶們��參加課程、活動來�進家人及

��間之感情，而且課程全部免費，這�年來，�的�

�多，上了好多課，�如：舞動有氧、墊上皮拉提斯、幸福烘焙、彩色素描、國標舞及�多的手作課

程，還�了�多名人講座，�了好多學費，以前�只�得讓兒子�上各���課，對於自己想學的，

�是花不下�，幸好遇到大毅�設，不��金為住戶�辦各�課程、活動，每當親友們知道我們的�

設公�有這�好的�後服務，都十分��。

幸福互動

　　�了大毅的房子，更�人高�

的收�是：遇到好��，我家��

的劉��，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護理

師及�養師，每當親友有���難

��，只要請教劉��，�能得到

最好的解�，包��公之前�間盤

突出需要動手�，也是劉��為我

們��適合的醫生，�就像我家的

家庭醫師，能跟他們作��，�是

�幸運了。對面的童先生，也是一

位大好人，以前��在家不�服

時，他還專程����掛�診，�

的好感謝他。還有A區的�小�，經常�家�的�產品與我們分享，�是�幸福了，�語說：�親不

如近�，而近�又是如此優秀及貼心，住在這�，讓人�感幸福�。

　　�了大毅的房子，是我們作的最正�的投資，除了實際的房�上�、��優美、��親切、�設

公��後服務好，讓我們住得�滿意、�得�幸福，這就是我們要的家，�得一生相�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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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小炸彈

幸福廚房

材料

全　� �� 150g　　　細�糖 �� 150g　　　���粉 �� 150g
泡打粉 �� 1小匙　　   �　油 �� 75g　　  　� � 油 �� 50g
��� �� 0.5�　　　��� �� 1t               新������ 20g

作法：

1. 把�和糖放入�盆，用�拌器拌勻。。

2. 把過�後的���粉和泡打粉加入(1)拌勻。

3. 無��油和動物��油加熱至�油�化，再加入(2)中。

4. 把���和���，以及��皮加進�拌勻。

5. 將��密�放����一晚。

6. ��預熱上火220�c，把��裝��袋後剪一小角,再將���一�到模子內約

　 8分滿，烘�約12分鐘或表面�金黃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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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長知識了，柿子可以吃又可以做染劑，謝謝大毅。(榮耀甲乙．陳永玲)

課程豐富，內容多元。(家風景．李曜君)

環保零汙染的幸福。(一遇．鄭秀麗)

和久未見面的好友們一起做DIY，感覺真好。(大毅奇美．陳德昕)

柿染的學問很多，課程很有趣，作品美美的。(又一城．屈亭君)

疫情終於緩和下來，大家又可以一起參加活動了，太開心！(又一城．屈亭安)

美味低GI雞肉飯，有幸福的滋味”讚” (樂河市．江沼蓉)

好吃、健康、又美味，真幸福。(大毅奇美．陳德昕)

一起學習低GI健康雞肉飯，自己動手做，感覺更加美味。(大毅奇美．廖婉伶)

香味四溢，真好吃，謝謝老師。(大毅履幸福．陳綠荷)

親手做的雞肉飯，吃在嘴裡，幸福感在心裡。(其他團體．趙勇任)

一針一線，縫出對地球的愛。（其他團體．謝伊惠）

防疫期間可以製作實用的隨身皂。親切的老師加上熱心的志工，感覺真是太幸福

了。(台中公園．施淑梅)

在疫情蔓延之際自製抗菌天然的隨身皂成為抗疫最佳利器。(台中公園．張聖梅)

自己動手做皂很有趣，多學點不一樣的資訊。(大毅京都．江阿敏)

感謝你們的用心。(教會團體．蔡美慧)

漂亮又實用的隨身皂！(教會團體．林書薇)

柿汁繪染餐具袋幸福館

低GI雞肉飯幸福館

跑跑小松鼠幸福二館

環保食物袋幸福三館

旅行隨身皂恩光堂

超好玩，笑聲連連。(樂河事．林雅倫)

感謝辦這活動，增進親子關係。(其他團體．王義文)

幸福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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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留言板 
退�後第二天，�張就�不�地張羅起牛肉�店。

一開���還以為在說�，想不到他�起��：「你看我像在說���」

晚餐時大兒子問了一�：「��，開店�累的�！你�定��」

�張���回�：「��也不做�吃等�，更累！」

��的，大家都了解�張是來�的。小兒子第一個���持：「�了，你們就讓�����吧！�

多��退�後都���歡，能�點事不也�好！」

正式開張�天，�日長官部�都來道��場。一看�單，��，專�清�口�的��

�張說：「你們不曉得，這其中有個故事。」

原來這配方是�張的母親留下來的。��著在小�內�清�牛肉�，一點一�把�五個兒女拉�長

大，路��也�成有��的店面。後來�張考上公務員，�個��也��找到�事，就�母親收起

來享享清福。�知道以前�感�也�有，這下突然不�了，��百��生起來，�騰了�年也就過

世了。

「我一�����！�知道，就讓���在廚房���活呢！」�張�起����，只是�也看不

出他�的是�水，還是�水。

�����上桌了，大��著溫�的湯頭，口�滿是��的����

 

......在他一切��中享福，這也是�的恩�。�《聖經》傳道書3�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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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

民眾以現金新臺幣(下同)1千元換取票面價值3千元之振興三倍券，或以信用卡、

電子票證、電子支付等方式累積消費滿3千元，領取2千元，即由民眾自付1千元，

再由政府贈與2千元，該2千元屬政府贈與，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7款規定，

因贈與而取得之財產，免納所得稅。

倘民眾將該價值3千元之振興三倍券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得

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1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額之金額為3千元

，並於綜合所得總額20%額度內扣除。

店家收取三倍券應視同現金，比照一般銷售，若是小規模營業人可免開發票，但

一般企業仍必須開立發票報繳營業稅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自辦理107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起，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

日起3年內投資符合規定範圍之實質投資金額達新臺幣100萬元，該實際支出金額得列為當年度未分配盈

餘之減除項目。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調帳查核案件，訂有「獎勵營利事業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案實施要點」，適用者得

以網路或媒體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案，落實節能減碳。

營利事業所得稅決（清）算申報，提供全年網路申報及附件上傳服務。

自109年7月1日起提供「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訊查詢服務（如存款、基金、信用卡債、

貸款等），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全功能櫃台辦理。

贈與不動產利用地方稅網路線上申報契稅或土地增值稅，點選「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

檔案功能」，即可將申報資料銜接至「贈與稅網路申報程式」，核對無誤後即可上傳完成

贈與稅網路申報。

提醒倘有未辦理稅籍登記即開始營業或營業情形已變更而尚未申請變更登記者，應儘速向

所在地國稅局補辦相關登記事宜，只要在未經檢舉或調查前，辦理補報補繳事宜，均可免

予處罰。

經營實體商店之小規模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接受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付款，得出

具申請書，委託行動支付業者，向營業所在地國稅局之總局申請適用「小規模營業人導入

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並自申請核准當季至114年12月31日止，得不受使用統一發票

標準限制，按1%稅率查定課徵營業稅，免用統一發票。相關法規及申請書可至財政部稅務

入口網/熱門連結/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專區下載。

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兌獎、領獎真方便：發

票存載具小確幸 專屬獎金100萬元獎15組、2千元

獎15,000組，並自109年7-8月期至109年11-12月期

增開500元獎60萬組。兌獎若有疑義，請洽客服專

線：4128282。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

稅務小叮嚀

營
業
稅

三
倍
券

統一發票
其他

因疫情影響申請緩繳稅捐案件，分期之期數最多達36期、延期之期限最長為1

年，為維護納稅義務人自身緩繳權益，請留意延期或分期各期繳款書繳納期間

務必於期限內繳納；以免因一時不察，有任何一期未如期繳納時，國稅局將依

稅捐稽徵法第27條規定，就未繳清之稅款，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於10日內一次

繳清；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全國繳費網」APP自108年6月3

日增加「國庫款項費用」選項，

即日起繳款人可於行動裝置開啟

該APP，以「台灣PAY」行動金融

卡繳納國庫款(含捐款國庫)。

國稅局不會以ATM轉帳方式通知

退稅，並多加利用轉帳退稅，以

維護自身財產安全。

廉政反貪一起來，建設國家好未

來，廉政專線0800-286586。

緩繳案件請依限繳納

掃描APP立即下載

android ios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廣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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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版面問題，無法一一將異業結盟廠商的優惠放入，您可以到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的網站下

載列印券面或手機APP出示，方可享有其優惠。優惠廠商如下：

☆十二韻昌平店

☆古拉爵

☆酷　皮

☆糖　園

☆林子巡診所

☆醫生廚房

☆新華牙醫

☆高堂中醫

☆21舞蹈教室

☆BOSKE

☆寬心園

☆牛比蔥

☆阿官火鍋

☆耀揚茶食堂

☆雲鳥日料

☆歐咾咖啡

☆pizza工廠

☆沙發后花園

☆Buka這一隻熊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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