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些日子以來，大家過得好嗎？開始放鬆放心出遊、和朋友小聚、到餐廳用餐、健身房運

動…，隨著疫情警戒降到二級，大家的生活是否也跟著「微解封」？還是「宅在家」已經成為生

活的新常態！

　　這可能是你我人生中待在辦公室和家裡時間最長的一次，以往工作時有很多會議、接待來訪

的貴賓朋友，或者到工地四處走走看看，每天就像蜂巢箱裡的小蜜蜂，嗡嗡嗡勤做工、飛到西

又飛到東，三級警戒一來才不得不強迫自己停下來、慢下來。對於一向忙碌、不常待在家的人來

說，要適應這樣的生活可真是不容易！有位朋友曾笑談「疫情不僅在工作上面臨嚴峻的挑戰，連

家庭也是，真的是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關係大了！」，一場防疫大戰徹底顛覆了我們習慣

的日常，卻也正好讓我們重新省思人與自己、與家人、與生活、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這一季「幸福家庭講座」特別邀請了知名飲食旅遊作家—葉怡蘭和我們談談「家的模樣」，

在「幸福專欄」裡她剛好提及：「從來自嘆沒有綠手指+奔波奔忙無暇照看的我，和植物始終沒

有太多緣分，特別是香草盆栽，多年來屢敗屢戰，別說供給廚房所需，連勉強存活都難。但這

回，天緣湊巧，疫情升溫前信手進來一批，接下來，兩個多月幾乎足不出戶狀態裡，早晚照料，

竟就這麼意外繁盛起來。」漫長的防疫日子確實有許多不便，卻也帶來許多生活上的改變。

　　這些日子，大家過得好嗎？是否發現除了和朋友聚餐、逛街、喝酒、聊天…其實你更喜歡一

個人安靜獨處；依然熱愛工作卻也喜歡回家當個一家之煮，只因孩子稱讚爸爸的手藝比媽媽更

好！訝異於自己原來還有很多恩賜、才能待開發培養，也才明白「家」之所以稱為避難所、避

風港的真實意義。親愛的朋友，「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念。」–腓立比書 4:7，願你們平安！大家平安！

編輯手記

樂於生活 樂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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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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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連漢仲／台中榮總資深腸胃肝膽科醫師／連醫師的�生保胃站─主�人

　　　　 May姐／May�時光─主�人／May姐生活�房─網站主�人

　　　　 劉清彥(阿達��)／兒童節目���書會、��故事�─主�人

◆ 對象：6��以上至成人

◆ 地點：大毅幸福館

大人�演講，�小��得無����？�讓他�跟著大��Charity
一�做點心、玩遊�、學英文�！

◆ 講師：Charity／玩點心學英文─主�人

◆ 對象：6��以上至12��

◆ 地點：大毅幸福館二樓／舞蹈教室

　　　　玩點心學英文同樂會

打造幸福家�，家人的健康�第一要務。一�家中有人生�，�則打�家人的生活節�，�則�至讓

�個家���在����之中。飲食，�對�影響�體健康的�本。我�口��進�的食物，�會�

�實實的��在�體上，過���，�不�三高�飲食不均，�體機能會失�失�。到底����，

如何做，�能為家人的健康打好基�？

歡迎���幼，一同加入幸福家����的行�，進入飲食與家人健康的樂�，聆�專�醫師的�

言，學習�調健康美味的食物，從飲食為家人的健康打底，一��手打造我�幸福�健康的家�。

11/27 10:00 ~ 12:00(六) 為家人的健康打底，從飲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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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中宅家，綠意與花

這兩月疫中宅家，��工作之外，��力�力自�著�得如實如�，�心知�明�，比之過�，

無�生活或�心之安�安�，�無法一樣。�依�有�小小事物，�因這宅家，而出現了美好的

�化。

比方陽台上這��的綠。

之前�次�到，從來自��有綠手������無�照看的我，和�物始終�有�多�����

香草��，多年來�戰��，��供��房所需，連���活��。

�這回，天���，疫情�溫前信手進了一�，接下來，兩個多月���不出戶�態�，早晚�

�照料，��這�意外���來：

��馬�草、����香、尼德蘭��、��香，�有���、羅�以及同事分享的打拋�對，

所以過�各方���能分清的這三兄�之�色味香，這會兒可全��分明了����數葉���，

欣欣榮發�不�日���供�無�，消化����不上�長。

幸
福
專
欄

多肉�物���。原本��年因�有心得�經�長�

好，這會兒因多了�護，更������意�放，分

����自個兒開�散葉，花台上團團��，一片�

�熱�。

因而�次領會，��綠手��為天定，�看��用心

專��中而�。

�這�成為家中�人一�，不�陽台�賞或隔��

望，���際，分外�目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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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綠意滿�，�內的桌花，則������。

曾經為文�過，�家�、���餐桌上總�時時有花，�花、�花，�和��、��一樣，早成

多�年來怡�自樂的日�。而自疫情�溫以來，出�自�的小小��，�使��不易，���力

維�這習�。

為能����出門與接�，���費了一�心思：剛開始��曾想��，能�和食材食物與日用

品一樣大部分依賴網�，������一�，看了�種�花到府方�，�一來若�地域��不能

及、便�和我的向來需求有����二來���以照顧��花店為先，�����回來，在家�

��決。

�段時間所�之方�：��以兩�為單位，遇到需得出門的日子，便先打電話到��花店，詢問

�日進貨花種和��，好在多年�來�經有���，�快便��出��：通���兩�花，二者

�質���微�開，並��以能��為前提��後�定時間，辦完事�家前、�接店門口��取

花。

�花到家，各自��，比以�多費心思照料，�情��快�水�水、剪��理，以求�長。

好在花分兩�，這一路經�，��季切花�不�，�總得其一能��微活�，����留��

態和������，�力留得好

花好�可賞。�其若�的�木本

切花，花��落了，�葉�舊�

揚，依��能有模有樣。

當�定有人�，��時期，��

生��需，何需多費這力�？�

�如以前��提及，花之於我，

一如家�的書和音樂，�不可或

�的心�滿�與������日

�居家中時�，更成舒心�心定

心之�，不�不�不能�言��

放�。

更希望�，疫情����，������之際，�使�水車�、�使只�微���之�，��一

種���！至�在個人能力與安全��內，生活消費上�可能����許終有��一天，當這一

切�成過�，曾經擁有的��的�愛依賴的，得能不��失��多，得能多多��，如�如�。

葉怡蘭／飲食生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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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15:00 ~ 16:30(六)

　　「設計」如何讓生活過得更好？如何從生活的需求與體悟出發，打造實用舒心的理想

家宅？將透過個人居家改造圓夢歷程，分享關於空間觀點、設計思維、生活美學，

以及樂於生活樂於家的溫暖點滴。

葉怡蘭／飲食生活作家

　　飲食旅遊生活作家。《Yilan美食生活玩家》網站與「PEKOE食品

雜貨鋪」主人。寫作與研究領域橫跨飲食文化與趨勢、食材、

茶、酒以及旅館與生活美學。著有《日日物事》《日日三

餐，早‧午‧晚》《紅茶經》《家的模樣》《食‧本味》

《隱居‧在旅館》...等共十八本書，多數並發行簡

體版。作品散見各大專欄與各地華文媒體。曾擔任

台灣農產品產銷履歷與多項生活品牌代言人、政府各公部

門諮詢顧問，以及多種飲食、設計、藝文之國際與國內競

賽評審。

家的模樣

◆ 講師：葉怡蘭／飲食生活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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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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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生
活
講
座

�日的�手�成傳道人，從��的�����成數個��學位的�

學��長，現在更將自�的時間�力於傳福音工作上，呂代豪�師

�：人生上半場，打不好�關�，我��有下半場�到底當時��

樣的力�，讓呂代豪�師能活出一個全�的自�？

讓我���呂代豪�師的故事~

◆ 講師：呂代豪／�師

◆ 地點：大毅幸福館

放下屠刀－打好人生下半場10/16 09:30 ~ 11:30(六)

�開�園，進入社會����實人生的開始。

�對人生，總要�對許多的課題，而社會如一所大學，總有許多課題

要�對，你我�如社會大學中的同學，不�經歷順�、���歡�、

���你我心�的這�感�，羅文裕��成了�，想�動人的故事�

�你�。

◆ 講師：羅文裕／�手

◆ 地點：大毅幸福館

社會大學同樂音樂會11/20 09:30 ~ 11:30(六)

歐�北�區域各國，每到聖誕季節，便會在��中�滿�光�的溫�！從

�更斯筆下的聖誕��、����中的�光傳�、��的�達尼號�地、

到��的�中��，�年這個��的聖誕節，讓我�一�相聚、用�官�

旅行、來��來自北國的�日�語！�合幸福故事分享，一�來體�一個

最溫暖的「白色聖誕」。

◆ 講師：許順典／遊��� Noniko 
◆ 地點：大毅幸福館

北國白色聖誕 White Christmas12/18 09:30 ~ 11:30(六)

9



�逢失明��的��、���樣對�時的無�、經歷��������不放�的決心。在伊�

��服務�，有著一�熱愛音樂、���夢的����者，他�組成�人合�團、樂團，透過

音樂分享生�、關懷�勢。在每個��與��的�後，�一個個��者自我��、��限制、

迎向�生的��故事！

為����者的音樂�華，�廣��表藝活動，促進��者多元��發�，伊�基金會��培

訓��音樂專�，開發多元��的音樂表演，�請�與伊�共同����表藝工作，為促進�

�者福�與�動文化�權�聚力�！

伊甸盲人喜樂合唱團

�����透力的天�合�，伊��人�樂合�團，�

伊�基金會創辦人劉�(�林子)��，在1985年成�

的���人音樂團隊。�一�熱愛音樂的大��組成，

表演�格多元，�長��中西經典名�與�行��。成

�36年來，團隊���內外60多個國家地區，巡演��

場，�600�人感��樂�放的生�熱情。

以演��現��者的音樂�華，以���出有限

生�的無限美好。成�於2005年，�多位音樂

科班出�，�長�樂演�與合���的����

者組成。表演�式��多元、����。曾��

參與總�府、外�部、台北故�…等演出。 �
現��者��限制的音樂�能。

伊甸盲人喜恩合唱團

10



◆ 時　間：15:00~16:30
◆ 演出者：伊��人音樂團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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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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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藝
術

◆ �　　演：�當溫高德      
◆ �  演  員：�歷�大��斯�     ◆ �  演  員： 蕾����

◆ 片　　長：113分鐘 ��　　�：保護�

◆ 發行年�：2021      �發行公司：華�

◆ 對　　象：大毅家族優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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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吉拉大戰金剛10/30 19:00 ~ 21:00(六)

◆ 講師：Steve & Karen Calmes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以上至成人

◆ 費用：免費參加(限15名，額滿為止)

�希望與外國人�對�學英文�？�想提�英文��的能力�？成人英文班�看聖經學英文��外�

�師�領，��聖經故事��與分享，提�英文��與�、�能力，在��自�的��下學習英文，

讓英文成為�生活的一部�。

兩位�����開���的��對決時，��的�運�在��。金剛與

�的保護者，�上��的旅程，�找���的家園，同行的�有吉�，

這名年�的小��，與金剛間有著����大的��。�他�意外地與

��的哥吉拉�路相逢，並在全��發一片����。

看聖經學英文10/19 19:30 ~ 20:4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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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型

◆ 講師：李念慈／�拉��工作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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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口袋���方便，用途��多，�可��塑�袋的使用�，�來做為小

��袋，�實用�可愛！

束口袋10/02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本課程為�態班共9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900元，全�者全數

退�保證金，�一堂課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12



◆ 講師：陳梅花／���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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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雯／自�手作�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5��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用��作的貓作品，��在�部表情的�(�)型，作品可表達自�的

內心��。當裝飾用，���在經�出入的地方，兩�(�、�)��

不同的表情，可�加生活中的感�與分享。

使用上��方便，��三角�設計，表�使用���磨，��使用防

水�好��。課程會�大家使用��機，歡迎一�體�手作與��的

樂趣。

情侶貓

花漾手提袋

12/0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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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文
藝
術

限制型

限制型

�意事項：請自備�及剪刀(大小均可)。

�意事項：本課程請學員自備�、原子筆。

舒�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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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空手道班

舞動有氧-Zumba

10/13-12/29

10/12-12/28

19:00 ~ 21:10

19:00 ~ 21:1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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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19:00-20:00     中�班20: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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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梯19:00-20:00  第二梯20:10-21:10

在有趣、生動、��的�體運動中學習��與�節、�和與自制、

��與�慧、自信與�決的，使用防��能。

Zumba Fitness�合拉�及��、��、��、森�、�皮舞、�

�明哥、哥�比�及梅�格等基本舞蹈動作，以及�合�過24個國

家的舞��格。期�在60分鐘的課程燃燒趨�500�的熱�。

本課程為�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

全數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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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元。

�辦單位：�團法人台中市基�教天行�道會

本課程為�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

全數退�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 講師：宋一信／中華�國空手道���書長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至15��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南天銘／專�舞動有氧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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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上皮拉提斯10/12-12/28 09:30 ~ 10:30(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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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勢��頭�、�肉、內�、�經、��蒙�體�

�的��並�放日�生活中的�力。課程�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

�����、����、�十�、���經�等，��的練習�可

��我�擁有美�的�型進而達到��的目的！

本課程為�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

全數退�保證金，�一堂課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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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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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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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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故事桌遊創造一個�故事和體�桌上遊�的情�，��親子享

���的繪本故事，留下寶�的回�。課程�了享�故事和遊�時

光外，�會分享在親子桌遊和多元教�上的小���！

本課程為�態班共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者

全數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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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一位家長進行活動。

◆ 講師：伊歐數感故事桌遊團隊、桌上有�桌遊主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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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童
教
育

親子桌遊趣10/14-12/23 19:00 ~ 20:00(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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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1堂

限制型

可愛感��！自�的車車自��！在手感��之間，找到�於自�

與�不同的美感，��在辦公室、房間、工作室或�家中的各個角

落，�����的的手做小物裝飾！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 講師：簡美霞／彩�創意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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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造型迴力車11/20 14:00 ~ 17:30(六)

限制型

這次我�將角落生物一個個�好�滿道美味的壽司�，�上木���，

配點���與�沙�，�上了桌，角落生物迴�壽司開��！�客，�

來�！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 講師：Lucky／不食貨手創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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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落生物壽司車10/16 14:00 ~ 17: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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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活
環
保

◆ 講師：賴淑慧／專�烘��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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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到麵包，��和��的香味時，�會�動你的味蕾？你��有想親手做出色香味�全的

�點？��請你和我�一�來體�幸福烘�的課程�！

本課程為�態班共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000元，全�者全

數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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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學員有親子教室可供使

　　　　　用，�不提供幼兒照顧服務。

幸福烘焙10/08-12/17 19:00 ~ 20:3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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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師：親子創意工坊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課程體�過程中，�師會教大家在�好��上組合出�質感�美�的

��花材，並�配�亮的皮�完成作品，現場會準備香���～可�

�自��歡的香味�！

�意事項：請自備剪刀及保�龍�。

�意事項：酒後不開車，開車不�酒。

限制型
法式花草擴香磚12/11 14:00 ~ 17:30(六)

第一梯14:00-15:30　 第二梯16:00-17:30

◆ 講師：英寶洋行／專��證講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琴酒，在古時候��為有��的�品。於�，��大基酒當中不可或

�的一部分。�了�飲，��琴酒的�味��合與其他飲品互相�

配，調�出美���。課程當中將提到琴酒的歷�、�程及簡易調

酒，讓學員在課後�能於家���調���琴酒。

限制型
琴跟我動手做-居家簡易調酒10/23 14:00 ~ 17:30(六)

第一梯14:00-15:30　 第二梯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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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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會團體在幸福館及教會據點舉辦親子聖誕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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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文歌曲表演、合唱團演唱、戲劇

表演、摸彩、生命見證、樂團樂器演奏、才藝表演、報佳音活動等，

讓您有一個非常難忘的聖誕佳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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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會
愛家教會 12 . 18
北屯區崇德路三段一號（幸福館）

19:30-21:00

幸福衛理堂 12 .25
太平區太興路10號（幸福二館）

19:00-20:30

卓越幸福行道會

太平區育德路167號（幸福三館）

19:00-22:00

12 .25

蒙福之家雙語教會12 . 19
北屯區崇德路三段一號（幸福館）

18: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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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人生�入高年�，最�迎來「三高」(高��、高��、高�糖)相�。這三種��不��

高齡者的健康�標，互相關�的影響�體的健康，同時�動著高齡者的生活與生�品質。當高齡

者�這三種����時，�物���最�接而快�的��，�而，若要�底��的����的�

�，��得從生活型態和飲食的調�與改�著手，其中「飲食」更�有關��的影響。

　　�據���生組�的調�，全��最長壽的國家前十二名當中，有�個國家��著地中�

(西班�、�大�、��哥、法國、希�、以色�)，這���為「�色�域國�」的國家人�之

所以長壽，��國家的生活水�和醫�保�制�，影響壽�最�著的共同因素便�飲食了。

地中海飲食與高年級的益生保胃戰

　　因著地域、文化、傳�和物產，�地中�而居的人�，

在日�飲食中高比�的食用��、��、全��、��和�

��，��比�的食用��品與紅肉，�成了一種�熱�、

高�維的飲食型態，��為「地中�飲食」。許多研究�證

實，地中�飲食�了可以改�腸胃道��外，�可以改�代

�、��三高和�制體�，���體發���，�定�經�

�，預防����與��的發生，有���了���。

　　2004年希�便曾經發表了一�大型前�型研究，他�

觀�28572未成年人飲食習�與���關�，��三年八個

月，發現地中�飲食中的�項飲食習�：多��、多��、

多水���、多全��、多�、�肉、��、����酒，

與高單元不�和���與�和���比�，每提高兩分可以��25%���，包�心��(33%)

與��(24%)��。

　　這種觀�後來在地中�以外地區研究，包�美國與��，�得到��的��。西班�學者更

進一�做了�個大規模的�機����，���發現地中�飲食不�可以��心��與��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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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可以��三高與�

�失��。因�，2015-2020年
美國國家飲食�南，便將地中�

飲食�為三大健康樣�之一。

　　為��地中�飲食對人體健

康�有如��著的��？關��

在於大�食用了能�提供��生

長��的��、��和��(全

��)���食物，這�食物不

�能��腸胃道�動，�能促進

�生�生長，讓�生�保�優勢，提�腸胃道健康力。這����食�維和�糖(如：木�糖、

�糖、�-�聚�)的食物，可以達到改�腸道��生態的目的，�如��作戰一�，��腸胃道

��所�生的�原體。一�腸道�失�，��影響�物、毒素和��的代�，便會�發��發

�，進而����、心����、糖��和��，許多研究證實，阿����和�金森斯���

與腸道�有相當程�的關�。

　　所以，要����這���的機�，維護�體的健康，�要����腸道�相！�了補��

生�，最�本的�決之道

��要飲食著手。服用的

�生��如外��團，透

過飲食�制�能讓自�腸

道的「本���」�大�

來，有能力���原體，

�能改��體的機能。許

多中�年�人�因為�著

飲食�制，�成健康的飲

食習�，不���了體

�，讓原本「三高」��

�得改�，�體的代��數和�便���得更好了。

　　「腸道好，人自��健康」，�其�人生�入高年�後，�體機能���退，如�能���

�好健康的飲食習���好腸胃道，�等於為自���了���原體的��，為自�打一場美好

的�生保胃戰。

(編�：如�想要進一�了�地中�飲食和腸胃保健方�的資

�，歡迎點�「連醫師的�生保胃站」影片。若�有腸胃道

相關問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連醫師�將為���。)

連漢仲／台中榮總肝膽腸胃科資深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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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關節肌力訓練10/18-12/27 09:00 ~ 11:10(一)

上課日期：10/18、10/25、11/1、11/8、11/15、11/22、11/29、12/6、12/13、12/20、12/27 共11堂
第一梯09:00-10:00 第二梯10:10-11:10
年長者更需要肌力訓練，有�的訓練可防止肌肉�失及��心���

���。課程中會��一次次��的動作來學習肌力訓練，並安�可

在家完成的簡單動作來�成運習�維���生活的能力及�好品質。

本課程為�態班共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者全數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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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講師：楊詔閔／KAT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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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標準舞班10/18-12/27 15:00 ~ 17:00(一)

上課日期：10/18、10/25、11/1、11/8、11/15、11/22、11/29、12/6、12/13、12/20、12/27 共11堂
運動舞蹈��國際標準舞，�年來運動意�與功能���到關�，運

動舞蹈成為所有年齡�空�時間的�要活動。期許��本課程使學員

在�舞過程中，享�音樂、藝�與運動的樂趣，�手����人！

課程目標：

1、�、心、�放�。     2、�進��生活樂趣。 
3、了�國際標準舞的基本要�。

本課程為�態班共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者全數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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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活動為主，��不要���底的�子，若有舞���舞�。

　　　　　PS. 服裝會在課堂上�外��補�

◆ 講師：趙敏榮&陳秀玲／專�國標舞�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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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快易通  10/20 09:30 ~ 11:00(三)

手機打開總�找不到想開的�體，大家��手機功能無�不有，需要時���中

找一，功能��種，要如何�加�用�～�讓手機快易通教你一點�通～

◆ 講師：陳明毅／手機�用教學�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以上，每戶限報1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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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五上午

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由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社會參與加上貢獻服務等全方位課程

開啟您全面的學習引擎～學習中心以『健康樂齡』為主軸，

讓55＋的您在輕鬆的課程互動中更年輕有活力～保持最佳學習力及腦力！

請加入學習中心相關網路好友以獲得更多不同的學習資訊及每次最新的報名課程。

歡迎來電洽詢：04-22468211
上班時間：08:30∼17:30；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上班。

臉書搜尋：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官方Line ID：@492cqtql

迎向55+更精彩富饒的人生

9: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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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毅家族趣味運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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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會，並�請公�團體、教會團體來�設��市�，期�透過市�活動可以為公�團體�

�公�基金��他�關懷需要��的對象，同時教會�可��活動基金做為教會各項活動。

活動介紹：

一、活動日期與地點：

　　1. 活動時間：2021年11月06日(�)08：30–13：30
    　   (�時依社區報名組數多�，調�活動�束之時間)

　　2. ���國中�台中市北屯區后�路699號
    　   (主辦單位保有場地調�之權�)

二、活動方式：大毅家族趣味運動會、愛心��幸福市�。

三、活動內容：社區�年華進場、親子組競賽、趣味競賽、�彩、��市�。

�、報名方式：

　　1. 請以社區�理�員會名��寫活動報名表後，�向大毅幸福教�基金會報名參加。

　　2. �日�至09月30日(�)�止 電話：2242-5885／0809-057755，
   　    傳�電話：2242-9080。

�、參賽對象：

　　1. 大毅�設所有社區。

　　2. 親子組競賽，每個社區參賽16名(成人8名，國小三年�以下8名)

　　3. 趣味競賽，每個社區參賽16名(年齡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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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年華進場：

　　本次將以��通總動員�作為打�以及進場表演的主�，��大家的熱情與活力�

　　情的表演，讓大家與�通明��一同�遊在夢想與創想��的大毅家族運動會�。

�、��方式：

　　1. 親子組競賽第一名�金3,000元�，第二名�金2,000元�，第三名�金1,000元�。

　　2. 趣味競賽���金12,000元�，���金10,000元�，季��金8,000元�，���

   　    金6,000元�，參加�5,000元�。

　　3. 歡樂�年華�第一名�金3,000元�，第二名�金2,000元�，第三名�金1,000元
   　    �。

　　4. 以上得�社區均�發���座以���，如遇��有兩隊總分同分時，名次�金會合�

   　    後均分�兩個隊�，則��名次從�，依���。

八、比賽評分方式：

　　�公司�請相關�藝專�評審進行評�，請��評審之所有評定，恕不得有任何��。

�意事項：

　　1. 報名參賽需以社區�理�員會名�參賽，不接�社區住戶個�報名參賽。

　　2. 公�得�與��：經評�後及於當日公�優�社區得主。

    　   (主辦單位保有比賽之活動照片及攝影之公開使用權力，參賽隊�不得有��)

　　3. �彩活動：現場會進行�彩，在下一��簽時未出來領�者�同放�。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及�項內容的權�，無�事前通知，並有權對本活動所有

    　    事�做出��與仲�)

　　4. 園遊��同現金可至�位消費�不找零，未使用完園遊�不得��現金。

　　5. ��活動內容及比賽規�請參與2021運動會住戶信�。

本活動場地�保公共意外�任�，最高��總金額�����，一

切理�以�保內容與保�公司審�為準。

�辦單位：�團法人台中市基�教天行�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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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二
館 

幸
福
衛
理
堂

教學方法親切活�，能��動學員學習意�，有氧舞蹈課程能依學員

程�從基�分�動作教�，讓學員能���進�分學習，��對課程

產生�趣，進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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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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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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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班共有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

全數退�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10/06-12/22 (三)

彩色素描班10/12-12/28 19:00 ~ 20:30(二)

◆ 講師：巫昱宏／專����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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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色�筆將以主體與感�做�合、�如�會可以�想到�、與花，

�將�組合成一個��，Liao繪�內容��有趣。不��限於單單�

色�筆創作，而��許多�合媒材的加入讓色�筆創作會更���題

材與多元�作品表現，讓�����情的繪�時間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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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學生需�的用�：

1.水彩色�筆36色  2.�筆2B3B��多�好�  3.�皮�及��皮

4.空白的繪�本���不用�、��多、以8開為最剛好�   
5.相關繪�之各樣色筆、彩色筆

本課程為�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者

全數退�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專為小寶��設計的英文繪本課程，��遊�、繪�、創作、�

�、對�....，��寶���大小、配對、數�、人物或動物�知，

訓練手�並用，�可以�加寶��對遊�的信心～

◆ 講師：MOMO／愛��美學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2��至12��，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5名，額滿為止)

幼兒英文繪本10/02 14:00 ~ 15: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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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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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衛
理
堂

活動地點：台中市��區��路10號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詢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機能型手機架12/04 14:00 ~ 15:30(六)

鑽洞機使用，作品組裝，磨砂拋光。將準備大小不一的木頭小零件

和無毒蠟筆，讓學員發揮創意，自行在作品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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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音樂藝� 大理���墊

有��～有��～�可愛的小萌龍來了�～

圓圓的�體，��的��，�萌的表情～

一�來完成����的小萌龍�～

◆ 講師：邱惠緞／��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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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小萌龍11/13 14:00 ~ 15: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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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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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卓
越
幸
福
行
道
會

基���、�式��及體位法等，���取各種不同的���勢��頭�、�肉、內�、�經、��蒙

�體��的��並學習�放日�生活中的各種�力及��，課程�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

����、�十�、���經�等，��的練習�可��我�擁有美�的�型進而達到��的目的！

◆ 講師：林渃椏／專�皮拉提斯�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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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班共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全數退�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意事項：請自備�及剪刀(大小均可)。

墊上皮拉提斯10/7-12/23 19:00 ~ 20:00(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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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貓頭鷹 10/16 14:00 ~ 15:30(六)

貓頭鷹��的�護�、吉�、�安及一切�慧的象�。作

品可作裝飾或�飾，�可以�用����在��包中。

◆ 講師：陳梅花／���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辦單位：�團法人台中市基�教天行�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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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蕾絲加上�古����之後，用來隔熱或����，餐桌的

質感大大加分！��有創意�能��出美感！

親手���於自�的小小���，可以放入零錢或小東西，�了滿

滿的成�感！在專�的皮革�師教�下，體�一�一線的樂趣，一

��過��的午後時光。

◆ 講師：簡美霞／彩�創意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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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JO鞍革手作皮革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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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蕾絲隔熱墊

微笑小錢包

11/13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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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德路167號(幸福三館)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詢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手�火龍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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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有氧19:0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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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事項：請自備剪刀及保�龍�。

◆ 講師：�聆音／NO1�舞藝�中心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2名，額滿為止)

10/12-12/28(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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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晚餐�後之�做一�簡單的有氧舞蹈，來消�一�天所��的熱�和��及工作�力課程中會�加

�活�及��代�及����，����如何用對的方法，�雕��型及美化體態，課程最後會教�如

何用拉�來舒緩及放�個部位的肌肉，達到好的��品質。

◆ 講師：親子創意工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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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成長過程會有一段���手的�段～

我�設計了��手功能的��，讓親子一�動手完成。

�子會為了��手而�力�手�！

課程�配�師生動活�的繪本故事，培��手及健康的好習�！

擦擦手噴火龍10/23 14:00 ~ 15: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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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邱惠緞／��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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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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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i.org.tw
�詢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有��～有��～�可愛的小萌龍來了�～

圓圓的�體，��的��，�萌的表情～

一�來完成����的小萌龍�～

動力小萌龍12/11 14:00 ~ 15:30(六)

◆ 講師：COJO鞍革手作皮革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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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的小小���，可以放入零錢或小東西，

�了滿滿的成�感！

微笑小錢包11/27 14:00 ~ 15:30(六)

大理���墊 口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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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2/29 09:30 ~ 11:00(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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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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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i.org.tw
�詢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中正路

民權路

三
民
路

自
由
路

台中聖教會

��的�作與演�的發�，在��文明的進程中，有著��的歷���，��為��與火��而成的

樂�，象�著音樂�律與工藝美學的�合。12����有音域寬廣與�法簡易的��，透過基�的

音樂訓練，�可��出美�的�律。因其音色清�，體���，不���、合�，室內、室外，�可

�意揮�，歡迎大家一�來參與��的音樂��。

本課程為�態班共有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全數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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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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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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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客
西
馬
尼 

活
動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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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為�態班共8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800元，全�全數退

�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透過�片觀�、故事��或�作賞�，運用簡單媒材���玩。

◆ 講師：許��／專�兒童美�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7��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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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12/17 19:00 ~ 20:30(五)

吐司包

機能型手機架

10/23

11/20

19:00 ~ 20:30

19:00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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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i.org.tw
�詢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客西
馬尼

�辦單位：�團法人台中市基

�教天行�道會

◆ 講師：李念慈／�拉��工作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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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包不�外型可愛，��功能�����大，出門����方便，

◆ 講師：木匠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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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洞機使用，作品組裝，磨砂拋光。將準備大小不一的木頭小零件和無毒蠟

筆，讓學員發揮創意，自行在作品裝飾。

聖誕節��個溫�團聚的節日，���台透出蠟���的光影，�生花���成一�，��著溫暖的

�台，�年聖誕節�讓這個美�的�台�著你和家人共享聖誕大餐�！

◆ 講師：黃�雯／�格��手工藝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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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花聖誕燭台12/11 19:00 ~ 20: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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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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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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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i.org.tw
�詢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一個提袋�過來兩�袋�能�成一�袋，兩�袋中間有隔間可以放�

�，方便�實用的飲料袋，�家人朋友出遊的最��擇。

◆ 講師：李念慈／�拉��工作坊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百變飲料杯袋11/27 19:00 ~ 20:30(六)

�手香的�味��下過�後��在��林間發散出來草地的�味，���合

所有肌�及各種年齡�使用，大家一�來動手做出天��好用的���！

◆ 講師：曾��／�客文創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左手香舒緩乳液12/11 19:00 ~ 20:30(六)

舞動有氧10/15-12/24 19:30 ~ 20:3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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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音樂有節�的活動�體大肌肉，達到心�，肌肉，肌力�能的�

化並提�基�代���加���，�放�力，���體更健康。

本課程為�態班共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000元，全�全

數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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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2名，額滿為止)

拼貼圍裙10/23 19:00 ~ 20:30(六)

心�來�想要下�，�不想讓�服����，�房好�手�����了！

跟著�師將單調的������的����，一�美美的進�房�！

◆ 講師：簡美霞／彩�創意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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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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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館
【
蒙
福
之
家
】

活動地點：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詢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35

蒙福之家雙語教會的目標，�成為一座�福的��，將上�的恩典與�理，���我�所接�到的

人。目前我�提供三堂的主日崇拜，包��日早上�點的雙語崇拜、十一點的中文崇拜，以及下午�

點的雙語崇拜。�間我��提供各種不同�質的小組、活動與課程，並分���英語、中文或雙語的

方式進行。

我�期�透過各樣的方式，使人在這�得到聖經�理的造�，�兄�妹��之間的��與��，並�

在領�上�的�福後，�能�成為�福�道，��福更多的人。若�想更多��我�，�時歡迎與我

���。我�的官網為http://www.hobchurch.org.tw/，或�打電話04-22479748。

蒙福之家雙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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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Fitness �目前全�最�的健�方式之一，透過簡單而有�

的律動編�，�用時下最�的�行音樂和��音樂��定讓你滿頭大

�並�著笑容�開。不需要任何舞蹈基�。�了前��十分鐘的心�

功能運動，本課程��入體態雕塑�上一堂課同時達到兩種訓練，對

於��的現代人�不可多得的�項！

◆ 講師：Min Chiang／專�舞蹈健�教練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4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有氧律動與體態雕塑10/08-12/17 19:00 ~ 20:00(五)

本課程為�態班共8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800元，全�者全數退

�保證金，�一堂課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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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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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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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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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服務項目：健康促進、電話問安、供餐服務、春季秋季旅遊、預防失能及延緩課程

◆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會 
◆ 服務對象：65�以上���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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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電話：04-2247-9300或04-2298-4774(#324)���

◆ ��費用：500元／月

快樂的幸福樂齡據點每週一~三 09:00 ~ 11:00

幸福樂齡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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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SYME外�師資�       
◆ 費用：免費參加(限10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家長及18�以下��年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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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日期：10/4、10/18、10/25、11/1、11/8、11/15、11/22、11/29、12/6、12/20、12/27 共11堂

以小組模式��英文和聖經課程

蒙福之家英語園地10/04-12/27 19:00 ~ 21:00(一)

本課程為�態班共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者全數退�保證

金，�一堂課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其
他
活
動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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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鳳凰谷感受自然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位於南投縣鹿谷鄉，佔地30餘公頃，飼養展示臺

灣本土及世界各地的珍禽異鳥等，如布萊斯犀鳥、青鸞、藍冠鴿、臺灣藍鵲及巨嘴鴉等，超

過100種鳥禽；園區內定期的親禽互動、鸚鵡生命演示，是來鳥園不能錯過的活動。

園區內擁有活潑靈動並且豐富多樣的動、植物生態，都足以讓到園區參訪的遊客們，體驗山

林休憩的樂趣。另外園區內固定舉辦的各式科教活動，如採筍、賞螢火蟲、青蛙觀察、窺探

昆蟲或是觀星等親子活動，都讓參與民眾能在授課老師的詳細解說下，更加瞭解及認識我們

生活的周遭，進而培養友善環境的觀念。

金剛鸚鵡，親人及可愛的外表常吸引人們飼養為伴侶動物。牠們非常長壽，如好萊塢明星金

剛鸚鵡「龐秋」年齡可達近100歲。此外，牠們有宏亮的叫聲及黏人的性格，需長時間的陪

伴，許多飼主無法長期飼養，便走上棄養一途。鸚鵡具高智商，被冷落或棄養後容易產生憂

鬱引發啄羽症(Feather destruction)，啄光自己的羽毛，這種心理疾病，只有依靠陪伴與

照顧才有機會恢復。 這裡提供遊客與鳥禽接觸的機會，進行「生命教育」，透過工作人員

解說，瞭解鳥禽相關知識，藉由互動「認識」、「珍惜」、「欣賞」，最後「尊重」生命，

不再因一時流行而盲目飼養，任意棄養，造成動物福祉與生態環境的問題。

一、輕鬆級：C區參觀路線+旅客服務中心

　　　　　　(40分鐘，距離約500公尺)

二、自在級：A區參觀路線+B區參觀路線

　　　　　　(90分鐘，距離約2公里)

三、挑戰級：A區路線+B區路線+好漢坡

　　　　　　(100分鐘，距離約2.5公里)

生命演示場、親禽園

Breath

營業時間:上午9點至下午5點

門票：全票50元│優待票30元-學生憑證、20人以上團體│長青票25元-65歲以上

地址：南投縣鹿谷鄉仁義路1-9號│開放時間：09：00-17：00(除夕休園)

電話：+886-49-2750974；+886-49-2753100~5

官網：https://www.nmns.edu.tw/park_fhk/bridnews/

園區資訊

體驗活動

建議參觀路線

生命演示場-金剛鸚鵡近距離互動 親禽園-小鸚鵡餵食體驗(限25名，請先至服務台領體驗券)

一

11:00

15:00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Have
 fun

旅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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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鳳凰谷感受自然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位於南投縣鹿谷鄉，佔地30餘公頃，飼養展示臺

灣本土及世界各地的珍禽異鳥等，如布萊斯犀鳥、青鸞、藍冠鴿、臺灣藍鵲及巨嘴鴉等，超

過100種鳥禽；園區內定期的親禽互動、鸚鵡生命演示，是來鳥園不能錯過的活動。

園區內擁有活潑靈動並且豐富多樣的動、植物生態，都足以讓到園區參訪的遊客們，體驗山

林休憩的樂趣。另外園區內固定舉辦的各式科教活動，如採筍、賞螢火蟲、青蛙觀察、窺探

昆蟲或是觀星等親子活動，都讓參與民眾能在授課老師的詳細解說下，更加瞭解及認識我們

生活的周遭，進而培養友善環境的觀念。

金剛鸚鵡，親人及可愛的外表常吸引人們飼養為伴侶動物。牠們非常長壽，如好萊塢明星金

剛鸚鵡「龐秋」年齡可達近100歲。此外，牠們有宏亮的叫聲及黏人的性格，需長時間的陪

伴，許多飼主無法長期飼養，便走上棄養一途。鸚鵡具高智商，被冷落或棄養後容易產生憂

鬱引發啄羽症(Feather destruction)，啄光自己的羽毛，這種心理疾病，只有依靠陪伴與

照顧才有機會恢復。 這裡提供遊客與鳥禽接觸的機會，進行「生命教育」，透過工作人員

解說，瞭解鳥禽相關知識，藉由互動「認識」、「珍惜」、「欣賞」，最後「尊重」生命，

不再因一時流行而盲目飼養，任意棄養，造成動物福祉與生態環境的問題。

一、輕鬆級：C區參觀路線+旅客服務中心

　　　　　　(40分鐘，距離約500公尺)

二、自在級：A區參觀路線+B區參觀路線

　　　　　　(90分鐘，距離約2公里)

三、挑戰級：A區路線+B區路線+好漢坡

　　　　　　(100分鐘，距離約2.5公里)

生命演示場、親禽園

Breath

營業時間:上午9點至下午5點

門票：全票50元│優待票30元-學生憑證、20人以上團體│長青票25元-65歲以上

地址：南投縣鹿谷鄉仁義路1-9號│開放時間：09：00-17：00(除夕休園)

電話：+886-49-2750974；+886-49-2753100~5

官網：https://www.nmns.edu.tw/park_fhk/bridnews/

園區資訊

體驗活動

建議參觀路線

生命演示場-金剛鸚鵡近距離互動 親禽園-小鸚鵡餵食體驗(限25名，請先至服務台領體驗券)

一

11:00

15:00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Hav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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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的��，�出一���色��、線�活�的作品，觀者無一不�到�舞與��。

����人想�得到，��在學生時期一��入��，若���師�他�過，他的心到何時�能�

�光明？

　　學生時期的���個優秀、��、家�好的學生，�他向��師���：「我的����律

師，從小我�照著他�的期�，做一個好�子、好學生，�我�的累了，我活著��為了�人，�

有一點意�。」

　　��師深�一口�：「你�歡���？」話一出口，���大了�。��師接�道，曾在課

堂上，看見��用課本�著，��作�的模樣：「如�能一���的話，你�會�得人生���

�？」��原本��的�，���化：「我不可能成為�家的���媽��，����辦法生�

的��」�後����大�。

　　之後，��師�著����自信，讓��有���服��，同意他�擇��所愛的�向。��

��後，進入國外的藝�大學，並��在藝���頭角，終於揮�出生���的色彩。

　　馬��一名出色的廣告�務，現��十�的他，�人最�問他的�：「何時打�退�？」馬�

�會�問：「我熱愛我的工作，為何要退�？」廣告��調��，�得人�不過�。大家��為，

不打�退�的馬�簡���人，他��：「只因為我學會找到�亮點�。」

　　剛�入廣告�時，馬��因每日消�創意，�要�對客戶質�，�得自�的生活��這�廣

告�用�全力�在�人�中一�而�。�到�天，他�著無力的��回家，���到電��傳來自

���的廣告台�：「找到你的亮點�！」他不���深思：��工作過程���累人，��如同

廣告一樣：只要一個亮點，��以使人�象深�。

　　之後，每當馬��逢��時，�會數�這�大大小小的戰�，����自信，意�自我的�

�。��地，上班不�只�完成��的任務，而���為成�自�的過程。

　　如�馬�總會���人：「我並���，每個人�能享��工作到不想退��的熱情，因為每

�工作，一定�有你�知道的亮點！」

�能照著運行在我�心�的大力����的成�一切，�過我�所求所想的。�以�所書3�20節

我所見為�為美的，��人在��他一生的日子��，享�日光之下��得來的好�，因為這�他

的分。�傳道書5�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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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毅幸福村落
【 履幸福　黃名聆 】

��有��語�：「要��一個小�，需�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成為大毅住戶��入第12個年頭，家住大毅的好，�而�這�年生了�子之後�開始��親�有所

體會。

有了�子之後，這�年開始參加大毅幸福教�基金會�辦的各種活動，透過活動���了不��同道

合的好朋友。

各種不同�型��多元化的活動�彩了我�的�日生活，好�歡每季的��電影日，�讓媽媽想�小

時候���回親�家大�兒��口�天電影�看電影的童年回�。

�����，�完晚餐後與�兒手�手散��幸福館，�著��的��看著大��上�放各種�彩的

電影，���，因為我�家中��有電�的，所以�兒����每季�可以看電影的機會。

每年的親子�藝競賽跟運動會�聚著住戶與社區之間的感情，�手合作一同�取�得榮耀，��因為

疫情的關�活動暫停�辦，�等�

疫情過�～期���出發的日子。

��生活中最��的��每季開課

時，�居好友大�兒�朋��相�

�手刀�報名，�辦法～基金會的

課程實在��了，���一點�報

名額滿，熱門程����月天演�

會門�！

��晚上的親子桌遊趣��子最期

�的時�，從遊�中我�看到了�

子的成長與進�，桌遊課下課後一

幸福互動

�小朋友��看著隔�Zumba課跟著音樂一��動�體的�

�，��烘培班熱��剛出�的麵包香，這�看���的日�

一點一滴的��了�子美好的童年，���了我�的生活。

未來有機會�希望能�戰�領大毅幸福農場看看，�著�子當

個�市農�，目前在自�社區�領的�樓花�種的最成功的�

�草、��花，其他的��告��，期�以後小�手��能有

個綠意��的春天。

��開玩笑�我�家�兒�在基金會長大的�子，等�滿15
��要向��歡的小姐姐看�，一�加入幸福�工服務的行

�。

家住在大毅，不止�單�的居住在這�，我�生活在這�，成

長在這�，回�在這�，未來希望能有更多美好的體�發生在

這�。

以後，�請多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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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館－午後精油調香

清香放鬆。(奇美．何莉莉)

幸福館－角落生物存錢筒

幸福滿滿。(其他團體．傅子倫)

幸福館－胺基酸洗顏果凍皂

充滿香氣的教室，期待成形的果凍皂，新鮮有趣。(奇美．廖婉伶)

幸福指數滿載。(植幸福．傅月寶)

大家互助合作，增進感情。(狄斯耐．張鈺聆)

很溫馨。(讚幸福．許芳瑜)

課程很棒。(讚幸福．曾淑雯)

謝謝給大家免費且品質好的課程，透過這些課程

提升不少生活品質。(誠石一期．李孟書)

用自己作的果凍皂洗臉，皮膚都ㄉㄨㄞ ㄉㄨㄞ 的。(其他團體．趙勇任)

溫暖幸福。(其他團體．莊淑華)

幸福館－鴨鴨皂

謝謝大毅，老師，志工們，謝謝你們！(其他團體．王小艾)

每次小孩來上DIY課程都很開心，喜歡從課程裡面獲得成就感的感覺！(讚幸福．胡芷瑜琳)

很棒的課程，謝謝。(誠石一期．劉萱慈)

大毅很用心經營各項活動都能增進親子感情互動。(其他團體．廖羽嵐)

幸福館－舒芙蕾鬆餅

活動多樣又有趣，覺得很充實。(樂河市．黃欣榮)

小小舒芙蕾，大大的學問，滿滿的香味。(奇美．廖婉伶)

吃鬆餅甜在心裡,覺得很幸福。(其他團體．許真玲)

幸福館－愛心小天使親子逍遙遊

付出就是收穫，遇見可愛的光毅弟弟，

一個樂觀感情好的家庭。(讚幸福．陳惠婷)

懂照顧需要的朋友和分享真的很開心。(美墅．施承翰)

幸福館－純手工軟Q肉圓

很幸福。(奇美．王素珍)

樂在生活中的小小幸福。(CASA．杜正雄)

做肉圓很麻煩，但是很好吃。(其他團體．趙敏茹)

幸福館－泡泡球鑰匙圈

你們給予的課程很多樣豐富。給家長與孩子們很多的親子互動

及週末假日的好去處，並且能夠遠離3C產品。(其他團體．潘楚芯)

謝謝你們的活動 讓我們假日可以不用待在家中玩手機。(其他團體．潘亞希)

幸福二館－侏羅紀樂園糖霜餅乾吊飾

恐龍鑰匙圈我要拿來裝家裡的鑰匙。(其他團體．趙啟傑)

幸福三館－療癒拉拉熊糖果罐

家的感覺。(台中公園 L 區．顏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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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措施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措施

租賃雙方約定由承租人代出租人履行各項義務，如代付稅捐、代償債務、代出租人支付修繕或擴建費用等

，實質為租賃財產的代價，與現金租金的性質相同，故承租人代出租人支付的各項稅費，均應作為扣繳稅

款的計算基礎。例如：A公司每月給付B君100,000元，扣繳稅額及補充保費由A公司負擔，則每月租金給付

總額為113,778元〔100,000÷（1-10%-2.11%)〕，租金應扣繳稅額為11,377元（113,778×10%）。

特別提醒不論係公司行號或小規模營業人，如因承租營業場所或店面而給付租金，應按實扣繳稅款並於規

定期限填報扣（免）繳憑單，以免逾期繳納或逾期申報而受罰。

*自110年7月1日起交易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地即適用房地合一稅2.0規定課稅。

*以網路申報方式辦理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決（清）算申報案件，節能又便利。

*如期完整提示電子帳簿檔案，得享有獎勵措施，節能e點通。

*記帳士或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申請登錄或變更/註銷，提供稅務入口網線上申辦服務，財政部中區

 國稅局(https://ntbca.gvo.tw)設置專區服務，請多加利用。

*辦理遺產或贈與稅符合跨區收件條件者，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

 報，免受戶籍所在地限制，申報更省時方便。

*利用「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稅檔案功能」辦理贈與稅網路申報，e指免出門(申報網址

  https://net.tax.nat.gov.tw)。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歡迎新住民女性朋友加入志工行列，有意者請洽04-24225822分機503 吳小姐。

為提升兌獎便利性及落實雲端發票無紙化，請多利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除可匯集以手機條碼、悠遊卡、

一卡通及信用卡等載具儲存雲端發票，進行發票管理及掌握消費資訊，並提供24小時兌領獎服務，不受代發獎金

單位營業時間之限制，確保領獎權利。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 稅務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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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獎若有疑義，請洽客服專線：4128282

廣告

承租人負擔出租人之扣繳稅額及補充保險費，視同租金承租人負擔出租人之扣繳稅額及補充保險費，視同租金

實體通路

網路通路

統一發票兌獎APP

android ios

全部獎別

兌獎通路 兌獎據點 兌獎獎別 服務時間

全部獎別

五獎、六獎

二獎(含)以下獎別、雲端發票

專屬千元獎及百元獎

已歸戶手機條碼

之雲端發票

限自然人持有之

電子發票證明聯

24小時提供

兌領獎服務

9時至23時，可選擇兌換

領現金、等值商品或儲

值金；其餘營業時間僅可

兌換等值商品或儲值金

於營業時間內

提供兌領獎服務

五獎、六獎

(限自然人持有之統一發票收執聯、

電子發票證明聯、公用事業兌獎聯)
四大超商、全聯、美廉社

第一銀行、彰化銀行、全國

農業金庫、金門縣信用合作

社、連江縣農會信用部

指定之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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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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園

☆紅　巢

☆水　相

☆酷　皮

☆寬心園

☆東暖閤

☆三媽臭臭鍋

☆BUKA這一隻熊

☆21舞蹈工作室

☆澄心居家清潔行

☆B.B cafe彬咖啡

☆燃手串台中逢甲店

☆樓外樓

☆牛比蔥

☆向陽房

☆品麵包

☆古拉爵

☆阿官火鍋

☆歐咾咖啡

☆高堂中醫

☆森森燒肉

☆林子巡診所

☆沙發后花園

☆耀揚茶食堂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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