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5日風和日麗天氣晴！真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這天，我們為「龍寶建設」與

「大毅建設」合作的【愛臻邸】舉行開工感恩禮拜，向神 獻上感恩與讚美！「大毅建設」於民

國93年購入昌平段255號土地，歷經土地標售、交換鄰地等階段的整併，終於完整了這塊正對

八二三公園1400坪的精華土地。十年前因暫無開發計畫，我們將它規畫為「大毅幸福農場」並廣

邀附近鄰里、大毅住戶一同參與、體驗耕耘收成的感動，不只美化了環境，也推廣社區堆肥再利

用，倡導有機耕作，園內生機盎然、昆蟲蝴蝶自由飛舞，成為一座真正的開心農場。很開心！如

今終於有機會把這塊最好的土地交與建築業界最優秀的「龍寶建設」，一起合作興建。

　　說起這次合作的緣分可追溯到民國95年，15年前我們邀請張麗莉董事長蒞臨分享龍寶的經營

理念，當時的主題是「播下幸福的種子」，張董事長無私的分享讓我們非常感動，也讓這份情誼

延續至今，15年來，我們常以「做幸福家庭的推手」自我勉勵，現在終於有機會合作，未來11期

最好、最優質的住宅將在這裡誕生！相信未來所有住戶最美好的生活也將從這裡展開！

　　雖然原有土地預備開始興建大樓，但「大毅幸福農場」會一直都在，只是搬遷到崇德十路、

榮德一路口而已，600×150公分大小的每一畝田，足可遍植各類蔬果作物，吃得到安心的健康美

味，也能親身體驗「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都市農耕樂趣！認養「大毅幸福農場」熱情招

募中，歡迎您的加入。

　　愛 使我們相聚一起！上帝的愛使我們合而為一！經上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唯

有 上帝叫它生長！」，感謝 神！願 上帝祝福滿滿在【愛臻邸】這塊土地與未來社區裡的每一

個家庭，也賜福新的「大毅幸福農場」五穀豐收。

編輯手記

因為有愛 所以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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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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感�過台灣�林的美，����擁��林，������鳥���～廖科溢與��

��了��健�之外，更�訪�在中����林間的��，�����間的雲海、日�、�光�色之

美，記錄台灣�有動植物，������，��訪原住���時深入�林間所���的�道，�新認

識維持傳�生活方�的原住��落，不�������其�的視覺享�，�能從中�取正�的文�知

識。

　　廖科溢現為亞�旅遊台當家主持人，主持作品包�《發現大絲路》、《發現��30�》、《�

�不�溢》、《�的���有事》、《雲��的49天》等旅遊節目，創下���年��歐、亞、�

三大��遊��，成為台灣��一指的旅遊節目主持人。所主持的節目�同�於新加�、�尼、馬來

西亞、香�、�美等國家��，知名��及�南亞，在亞�地�擁有�大粉絲�。

　　2014年更以《發現大絲路II》�下台灣第49�金鐘�行�節目主持人�，�於�年發行《發現

大絲路》�作及《發現大絲路》��DVD，用實力�定了在台灣旅遊節目第一的地位。2018年再以

《��不�溢III》�下台灣的53�金鐘�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

　　廖科溢�����新�台主�，���好的口條與��的��，���開�演藝新路，為���

���下�好基石，2018年更��參與亞���電視與��MX都會電視台�國合作電視�你�《�

然戀愛���》演�，為廖科溢自�演藝生�的�大��。��後，�中���色表現可�可點，�

��佳口�。

02/19 15:00 ~ 16:30(六) 再次發現台灣～好所在

◆ 講師：廖科溢／旅遊節目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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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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演：�����      
◆ �  演  員：小��道尼     ◆ �  演  員： �西���

◆ 片　　長：101分鐘 ��　　�：���

◆ 發行年�：2020      �發行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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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立德Dolittle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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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下學習英文，

讓英文成為�生活的一��。

性���的�名醫師與�醫��杜立德活在維多�亞時期的英國，�年

前�失愛�後就一個人住在�園的高�之內，與世��只有一����

�在他��。�年�的�王�了��，杜立德����，前���小�

�找��，�上一場���的��旅程。

看聖經學英文01/18 19:30 ~ 20:45(二)

上課日期：1/18、1/25、2/8、2/15、2/22、3/1、3/8、3/15、3/22 �9堂

限制型

◆ 講師：謝曉琪／知染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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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榔是一�傳�染材，因��有單�及�質，�期原住�用於染製��編

製的魚網來�加其�維��性，�可防止海���魚網。薯榔將其�絲後

可��染，�成�後則可進行繪染。

薯榔繪染束口袋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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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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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講師：李念慈／佳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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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師：李念慈／佳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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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提袋�過來兩杯袋就能變成一杯袋，兩杯袋中間有�間可以放�

�，方便�實用的飲料袋，是家人朋友�遊的最佳�擇。

不�是�都能����的��袋，手提��背創造不同的視覺��，

不�是容��高，�能��不��物�！�等����快來一�來體

驗手�的���！

百變飲料杯袋

個性斜背袋

03/05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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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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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空手道班01/12-03/30 19:00 ~ 21:10(三)

上課日期：1/12、1/19、1/26、2/9、2/16、2/23、3/2、3/9、3/16、3/23、3/3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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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與自制、

��與�慧、自信與�決的，�用防�技能。

本課程為�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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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參加者需自行��空手道道服，每�大�1,200元。

◆ 講師：宋一信／中華�國空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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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動有氧-Zumba01/11-03/29 19:00 ~ 21:10(二)

上課日期：1/11、1/18、1/25、2/8、2/15、2/22、3/1、3/8、3/15、3/22、3/29 �11堂
第一梯19:00-20:00  第二梯20:10-21:10
Zumba Fitness�合拉�及��、��、��、�巴、�皮舞、�

�明�、�倫比亞及�倫格等基本舞蹈動作，以及�合�過24個國

家的舞�風格。期�在60分鐘的課程����500卡的��。

本課程為�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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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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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03/29 09:30 ~ 10:30(二)

上課日期：1/11、1/18、1/25、2/8、2/15、2/22、3/1、3/8、3/15、3/22、3/29 �11堂

��不同的������頭�、��、內�、�經、��蒙�體�

�的����放日�生活中的壓力。課程�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

���背�、����、五��、���經�等，持�的練習�可

����擁有美�的�型進而達到��的目的！

本課程為�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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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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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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親子故事桌遊創造一個�故事�體驗桌上遊�的��，��親子享

���的繪本故事，留下��的回�。課程�了享�故事�遊�時

光外，�會分享在親子桌遊�多元教�上的小技巧�！

本課程為�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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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主題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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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桌遊趣01/13-03/31 19:00 ~ 20:00(四)

上課日期：1/13、1/20、1/27、2/10、2/17、2/24、3/3、3/10、3/17、3/24、3/31 �11堂

限制型

�桌上的功課表架�是長�一�一樣～

�是找不到��的��～

�就�快來DIY一個創意功課表架�～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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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功課表架02/12 14:00 ~ 17:30(六)

本課程為�態班�3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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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能參加，本課程為親子課程，一位學員需搭配一

　　　　　位家長進行活動。

上課日期：1/10—��的天��I、1/17—��的天��II、1/24—��的生態 �3堂

��的天��：天����風��，是�歐�用來預�天�的工�

之一，�過製作天��與���錄��的��變�，����的原

理與預��制。

◆ 講師：邱誌晟、高士弼／大自然科學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至12��，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15名，額滿為止)

大自然親子課程01/10-01/24 19:00 ~ 20: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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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烘焙01/14-03/25 19:00 ~ 20:30(五)

◆ 講師：Momo／愛畫畫美學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2��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師�不����心的教學，讓學員�容�上手，感�手作的樂

趣！�讓學員�在�饅頭時多一���與樂趣。

限制型造型卡通饅頭03/12 14:00 ~ 17:30(六)

第一梯14:00-15:30　 第二梯16:00-17:30

◆ 講師：小魚／魚�博士的手作實驗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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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香�療癒你的防�生活，可愛�仿�的貓咪吐司擴香石，放在

桌子前心�就好好�～

限制型貓咪吐司擴香石03/19 14:00 ~ 17:30(六)

第一梯14:00-15:30　 第二梯16:00-17:30

◆ 講師：Blair／��整理��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6��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6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100名，額滿為止)

擁���的空間會影響你的��與生活品質！居住空間有限，物品��

來�多，�有�決居家��的問題根�——雜物，�能一���。��

���西�多，�整空間��的�點！

雜物再見整理課01/15 14:00 ~ 16:30(六)

第一梯14:00-15:30　 第二梯16:00-17:30

上課日期：1/14、1/21、1/28、2/11、2/18、2/25、3/11、3/18、3/25 �9堂

◆ 講師：賴淑慧／專�烘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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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到麵包、����乾的香�時，就會�動你的���是�有想親

手��色香��全的�點��就���一�來體驗幸福烘焙的課程�！

本課程為�態班�9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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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提供幼兒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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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講座

裘海正音樂分享會「從未放棄」
裘海正／藝人歌手

曾經被稱為「療傷系歌手」的裘海正，唱過許多膾炙人

口的歌曲，如「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愛你十分淚七

分」及「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等等… 

從運動員變成大明星最後為人妻為人母的心路歷程，歡

迎一起來聽她用歌曲，融入在生命故事中的精彩分享！

09:30-11:30

你的孩子跟你不一樣
胡亞倫／老師

01
08
(六)

我們每個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不但成龍成鳳還

要優秀迷人。但是如果做父母的我們一直用舊腦

袋和無法跨越的思維與孩子對話、相處，這將

使我們最愛的孩子承受無可自處的為難與心

碎！我將分享自己的失敗經驗以及如何

幫助孩子走自己熱愛與專業結合的

人生路！

09:30-11:30

03
26
(六)

幸
福
生
活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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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愛自己

、愛家人、愛朋友、愛生活…，愛的傳遞，豐富了人生下半場──

雅雲奶奶說：「很感謝萬好奶奶，她是我的貴人！6年前在公車站巧遇，她邀請我加入了

傳愛這個大家庭，生活變得更有趣了！」眼神中散發出熱情與自信。玉霞奶奶與萬好奶

奶的兒女、媳婦，乃至於孫子，在據點擔任志工多年，坤泉爺爺由妻子介紹而來，親人

的力量鼓舞他們走出家門，在此相遇，也因而開啟故事全新篇章。

學 習──人生60才開始，天天很有事

楊萬好 奶奶 80歲，參加據點8年

「日子很好過、過很快，就不感覺老，生活變得不一樣，身體就容易健康！」

梁雅雲奶奶 84歲，參加據點6年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讓晚輩無後顧之憂。」

吳坤泉爺爺 73歲，參加據點1年

「65歲只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任何體驗都很新鮮有趣。」

相 遇──
因緣份齊聚，開啟新篇章

「一想到要上課就好開心！」，自從來到「幸福樂齡據點」結交好友，互相學習、交換心

 得，生活開始充滿期待，「每週安排各種課程，可以活動筋骨、聊天互動，真的很棒！

 」坤泉爺爺這麼說，感受到團體溫暖的力量，並從中獲得樂趣；可以一起做雪Q餅、學插

 花、化妝、刺繡，甚至上台走秀、去校園表演，參加各類健康促進運動，體能進步了，

 心情愉悅了，連世界也變得開闊，「熟識後還會相約一起到處遊玩、爬山呢！」。

改 變──做喜歡的事，身心Young起來

跨出第一步後，每天都覺得時間過很快，每週都有新話題，不再只是待在家裡守著電視。

萬好奶奶說最可貴的是：「讓不會的，變成會的！讓不知道的，變成知道的！」，玉霞奶

奶也說：「喜歡不斷學習新事物，很有成就感！兒女孝順貼心，每天都好開心！」。最大

的收穫是，與家人之間的互動更好了。一起去旅遊、吃美食，還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把

自己照顧好，日子過得充實有趣，身心快樂，就會健康！

出去傳 精彩人生2.0

讓愛

張玉霞奶奶 91歲，參加據點8年

「自己會做、能做的事，不想麻煩別人，自己能做是福。」

秉持「快樂學習，樂而忘齡」宗旨，把上帝的愛傳出去，開設音樂、藝術、技藝、運動…等課程，讓

55歲以上的學員們攜手學習。幸福樂齡據點，座落於大毅幸福館內，有很棒的志工、很大的喜樂、寬

廣明亮的場地、優質的設備，有專人帶領、陪伴與互動。人生下半場，一起幸福吧。

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幸福樂齡據點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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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愛自己

、愛家人、愛朋友、愛生活…，愛的傳遞，豐富了人生下半場──

雅雲奶奶說：「很感謝萬好奶奶，她是我的貴人！6年前在公車站巧遇，她邀請我加入了

傳愛這個大家庭，生活變得更有趣了！」眼神中散發出熱情與自信。玉霞奶奶與萬好奶

奶的兒女、媳婦，乃至於孫子，在據點擔任志工多年，坤泉爺爺由妻子介紹而來，親人

的力量鼓舞他們走出家門，在此相遇，也因而開啟故事全新篇章。

學 習──人生60才開始，天天很有事

楊萬好 奶奶 80歲，參加據點8年

「日子很好過、過很快，就不感覺老，生活變得不一樣，身體就容易健康！」

梁雅雲奶奶 84歲，參加據點6年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讓晚輩無後顧之憂。」

吳坤泉爺爺 73歲，參加據點1年

「65歲只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任何體驗都很新鮮有趣。」

相 遇──
因緣份齊聚，開啟新篇章

「一想到要上課就好開心！」，自從來到「幸福樂齡據點」結交好友，互相學習、交換心

 得，生活開始充滿期待，「每週安排各種課程，可以活動筋骨、聊天互動，真的很棒！

 」坤泉爺爺這麼說，感受到團體溫暖的力量，並從中獲得樂趣；可以一起做雪Q餅、學插

 花、化妝、刺繡，甚至上台走秀、去校園表演，參加各類健康促進運動，體能進步了，

 心情愉悅了，連世界也變得開闊，「熟識後還會相約一起到處遊玩、爬山呢！」。

改 變──做喜歡的事，身心Young起來

跨出第一步後，每天都覺得時間過很快，每週都有新話題，不再只是待在家裡守著電視。

萬好奶奶說最可貴的是：「讓不會的，變成會的！讓不知道的，變成知道的！」，玉霞奶

奶也說：「喜歡不斷學習新事物，很有成就感！兒女孝順貼心，每天都好開心！」。最大

的收穫是，與家人之間的互動更好了。一起去旅遊、吃美食，還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把

自己照顧好，日子過得充實有趣，身心快樂，就會健康！

出去傳 精彩人生2.0

讓愛

張玉霞奶奶 91歲，參加據點8年

「自己會做、能做的事，不想麻煩別人，自己能做是福。」

秉持「快樂學習，樂而忘齡」宗旨，把上帝的愛傳出去，開設音樂、藝術、技藝、運動…等課程，讓

55歲以上的學員們攜手學習。幸福樂齡據點，座落於大毅幸福館內，有很棒的志工、很大的喜樂、寬

廣明亮的場地、優質的設備，有專人帶領、陪伴與互動。人生下半場，一起幸福吧。

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幸福樂齡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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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關節肌力訓練01/10-03/28 09:00 ~ 11:10(一)

上課日期：1/10、1/17、1/24、2/7、2/14、2/21、3/7、3/14、3/21、3/28 �10堂
第一梯09:00-10:00 第二梯10:10-11:10
年長者需要肌力訓練防止肌��失及��心����風�。課程會��

正�動作來訓練肌力，養成運動習�維持�立生活的能力及�好品質。

本課程為�態班�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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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03/28 15:00 ~ 17:00(一)

上課日期：1/10、1/17、1/24、2/7、2/14、2/21、3/7、3/14、3/21、3/28 �10堂
運動舞蹈��國際標準舞，�年來運動意識與功能���到關�，運

動舞蹈成為所有年齡�空�時間的�要活動。

本課程為�態班�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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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容�活動為主，��不要����的�子，

　　　　　若有舞�就�舞�。　PS. 服�會在課堂上�外��補�

�意事項：學員需自備���、�或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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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深根的在地香草  01/19 14:00 ~ 16:00(三)

植物的��，就�人的個性，��而容��識。香�與�及�愛接�的

程�，不只來自�會公��同感，�與自�記�有�大關�。

◆ 講師：錢佳慧／繪�41�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以上，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鹽浴養生～舒壓多樂活03/17 14:00 ~ 15:30(四)

鹽浴養生法～�愛自�、照�家人

◆ 講師：王美戀／多加美�油中心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以上，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25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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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幸福叫

全區規劃為每單位約600*150公分，並建立全區之灌溉排水系統，設置工具室及休憩區等並全面栽種

花植樹予以美化區域劃分；除特定保留區域外，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將其劃分為認養區編號以利大毅

家族成員分區認養。

種植作物：各類花、木、蔬、果均可，惟不得種植非法作物；認養所栽種之作物若經大毅幸福教育基

金會認定有造成公共危險之虞時，認養戶應無條件配合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要求之改善措施處理之。

一、認養戶與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簽認養合約，認養期為一年。

二、每戶僅限登記認養壹區，惟登記認養戶數少於耕地單位數時，不在此限。

三、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定期公告徵求新一期認養區登記。如登記戶數超過認養單位數時，應按登記

　　順序遞補。原認養戶有報名成功下一期續種者，可優先認領原認養區辦理續約。若認養戶在登記

　　一個月內均無任何栽種，則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有權取消認養資格。

四、辦理認養登記發生爭議時，應以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決議方式處理之。

五、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於各認養區均已劃定鑑界標線，認養戶所種植作物不得有越界情事。

　　如遇有糾紛，應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決議方式處理之。

六、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每三個月免費提供有機肥料壹包供認養戶使用，認養戶不得自行使用下列：

　　A.任何含化學性肥料（藥）。   B.農藥及其他會傷害人體等藥劑。

七、每一單位管理費一年貳仟元，所收取之管理費使用於每三個月免費提供有機肥料壹包、水電費用

　　、辦理課程活動，及園區之共同栽培管理費。

　　備註：有機肥料的領取作業以活動開辦日（111年1/15、4/9、7/23、10/22)後一週內領取

　　　　　完畢，時間為週一至週五14:00-17:30，期間內未領取者視同放棄，開放給農場其他

　　　　　認養戶自行取用。

為附近環境之綠美化，透過家人親子間共同體驗農耕之樂，藉以增進住民間互動及情感聯誼，開發花

圃以供大毅家族成員及社區住民分區認養。

認養戶須自行時常整理所種植之作物，如因種植作物、果實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大毅幸福教育基

金會概不負責。

八、幸福農場保證金方案：

　　農場除了現有每年2,000元的管理費外，另收取700元保證金。

　　保證金計算方式： 

　　A.認養期間每三個月辦理一次農場課程活動，同時領取有機肥料，如未參加一次課程活動需扣

　　　保證金100元，二次扣200元以此類推。

　　B.每月一次認養區檢查，如發現認養區不符合檢查重點，以電話聯絡限一週內改善，一週後檢

　　　查發現沒有改善將扣保證金100元，並再給一週寬限改善。第二次進行複檢，仍未改善再扣保

　　　證金100元，並給最後一次寬限改善。假若仍未改善，則收回認養地並沒收管理費，且開放候

　　　補。

　　　備註：每期有二次寬限並扣保證金，如用完寬限機會第三次直接收回認養區並開放候補。 檢

　　　查重點：

� 　認養區內沒有耕種，放任周邊雜草孳生。

� 　作物不可超出耕種範圍。

� 　棚架超出範圍或是任憑傾倒未作維護。

� 　走道及公共區域請勿放置任何物品。

� 　若有自行準備的有機肥（果皮類或廚餘類…等），請埋土裡，不可任憑暴露在認養區，

　　　　　散發異味和孳生蚊蟲。

　　C.農場大門鑰匙保證金100元，若遺失會扣100元。（請勿自行拷貝鑰匙）

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僅提供該認養之土地，對所種植之各類花、木、蔬、果作物，不負保管之

　　責，並請自行負責澆水施肥。

十、認養戶應善盡以下管理之責：

　　1.未經認養戶同意不得擅自摘取他人及基金會於公共區域栽種之作物。

　　2.遵守垃圾子車及回收桶使用規範、勿丟棄大型垃圾（如：畫框或容器）。

　　3.搭設棚架有尖銳物品請進行妥善包覆，保護自己與他人安全。

十一、幸福農場禁止攜帶寵物。

十二、認養合約終止（含提前終止），認養戶應將認養區上所有作物及一切雜物清理乾淨並恢復至

　　　認養前之狀況，若未配合須扣除保證金100元，經基金會確認後，聯絡繳回鑰匙並退還剩餘保

　　　證金。若為提前終止合約，沒收管理費並開放候補，無法配合相關規定，大毅幸福教育基金

　　　會有權決定其日後不得再登記認養之資格。

十三、幸福農場不定期舉辦各項活動，若需使用相關場地或有團體、單位參訪等活動，認養戶需提

　　　供場地配合。

十四、幸福農場管制開放時間至晚上七點，農場並無夜間照明，為維護您的安全請於管制時間內進

　　　出，農場開放用水時間為每日05:00～19:00；進出農場時請隨手將大門關好，共同維護農場

　　　安全。另若遇現場水、電及其他相關問題請電洽：0800-500589。

自己的蔬果自己種，生活更有植感

大毅幸福農場 崇德十路  榮德一路口VS.

幸福農場認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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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幸福叫

全區規劃為每單位約600*150公分，並建立全區之灌溉排水系統，設置工具室及休憩區等並全面栽種

花植樹予以美化區域劃分；除特定保留區域外，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將其劃分為認養區編號以利大毅

家族成員分區認養。

種植作物：各類花、木、蔬、果均可，惟不得種植非法作物；認養所栽種之作物若經大毅幸福教育基

金會認定有造成公共危險之虞時，認養戶應無條件配合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要求之改善措施處理之。

一、認養戶與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簽認養合約，認養期為一年。

二、每戶僅限登記認養壹區，惟登記認養戶數少於耕地單位數時，不在此限。

三、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定期公告徵求新一期認養區登記。如登記戶數超過認養單位數時，應按登記

　　順序遞補。原認養戶有報名成功下一期續種者，可優先認領原認養區辦理續約。若認養戶在登記

　　一個月內均無任何栽種，則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有權取消認養資格。

四、辦理認養登記發生爭議時，應以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決議方式處理之。

五、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於各認養區均已劃定鑑界標線，認養戶所種植作物不得有越界情事。

　　如遇有糾紛，應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決議方式處理之。

六、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每三個月免費提供有機肥料壹包供認養戶使用，認養戶不得自行使用下列：

　　A.任何含化學性肥料（藥）。   B.農藥及其他會傷害人體等藥劑。

七、每一單位管理費一年貳仟元，所收取之管理費使用於每三個月免費提供有機肥料壹包、水電費用

　　、辦理課程活動，及園區之共同栽培管理費。

　　備註：有機肥料的領取作業以活動開辦日（111年1/15、4/9、7/23、10/22)後一週內領取

　　　　　完畢，時間為週一至週五14:00-17:30，期間內未領取者視同放棄，開放給農場其他

　　　　　認養戶自行取用。

為附近環境之綠美化，透過家人親子間共同體驗農耕之樂，藉以增進住民間互動及情感聯誼，開發花

圃以供大毅家族成員及社區住民分區認養。

認養戶須自行時常整理所種植之作物，如因種植作物、果實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大毅幸福教育基

金會概不負責。

八、幸福農場保證金方案：

　　農場除了現有每年2,000元的管理費外，另收取700元保證金。

　　保證金計算方式： 

　　A.認養期間每三個月辦理一次農場課程活動，同時領取有機肥料，如未參加一次課程活動需扣

　　　保證金100元，二次扣200元以此類推。

　　B.每月一次認養區檢查，如發現認養區不符合檢查重點，以電話聯絡限一週內改善，一週後檢

　　　查發現沒有改善將扣保證金100元，並再給一週寬限改善。第二次進行複檢，仍未改善再扣保

　　　證金100元，並給最後一次寬限改善。假若仍未改善，則收回認養地並沒收管理費，且開放候

　　　補。

　　　備註：每期有二次寬限並扣保證金，如用完寬限機會第三次直接收回認養區並開放候補。 檢

　　　查重點：

� 　認養區內沒有耕種，放任周邊雜草孳生。

� 　作物不可超出耕種範圍。

� 　棚架超出範圍或是任憑傾倒未作維護。

� 　走道及公共區域請勿放置任何物品。

� 　若有自行準備的有機肥（果皮類或廚餘類…等），請埋土裡，不可任憑暴露在認養區，

　　　　　散發異味和孳生蚊蟲。

　　C.農場大門鑰匙保證金100元，若遺失會扣100元。（請勿自行拷貝鑰匙）

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僅提供該認養之土地，對所種植之各類花、木、蔬、果作物，不負保管之

　　責，並請自行負責澆水施肥。

十、認養戶應善盡以下管理之責：

　　1.未經認養戶同意不得擅自摘取他人及基金會於公共區域栽種之作物。

　　2.遵守垃圾子車及回收桶使用規範、勿丟棄大型垃圾（如：畫框或容器）。

　　3.搭設棚架有尖銳物品請進行妥善包覆，保護自己與他人安全。

十一、幸福農場禁止攜帶寵物。

十二、認養合約終止（含提前終止），認養戶應將認養區上所有作物及一切雜物清理乾淨並恢復至

　　　認養前之狀況，若未配合須扣除保證金100元，經基金會確認後，聯絡繳回鑰匙並退還剩餘保

　　　證金。若為提前終止合約，沒收管理費並開放候補，無法配合相關規定，大毅幸福教育基金

　　　會有權決定其日後不得再登記認養之資格。

十三、幸福農場不定期舉辦各項活動，若需使用相關場地或有團體、單位參訪等活動，認養戶需提

　　　供場地配合。

十四、幸福農場管制開放時間至晚上七點，農場並無夜間照明，為維護您的安全請於管制時間內進

　　　出，農場開放用水時間為每日05:00～19:00；進出農場時請隨手將大門關好，共同維護農場

　　　安全。另若遇現場水、電及其他相關問題請電洽：0800-500589。

自己的蔬果自己種，生活更有植感

大毅幸福農場 崇德十路  榮德一路口VS.

幸福農場認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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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区乐龄学习中心
迎向55歲之後更精彩富饒的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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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的您

在輕鬆、活潑、有趣及學習的課程更年輕有活力～

保持最佳學習力及腦力！跟你一起『快樂學習；忘

記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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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電話：04-22468211 請電洽工作人員

各分點上課電話請官方網站聯繫

上班時間：08:30∼17:30；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上班。

官方Line：@492cqtql 
臉書搜尋：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JO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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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台中����崇德路三�1�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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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之家雙語教會的目標，是成為一座�福的��，將上�的恩典與�理，�����所接�到的

人。目前��提供三堂的主日崇拜，包��日�上九點的雙語崇拜、�一點的中文崇拜，以及下午�

點的雙語崇拜。�間���提供��不同性質的小�、活動與課程，�分���英語、中文或雙語的

方�進行。

��期��過�樣的方�，�人在���到聖經�理的造就，������之間的�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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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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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福之家雙語教會

上課日期：1/14、1/21、2/11、2/18、2/25、3/11、3/18、3/25 �8堂

Dance Fitness 是目前全�最新的健�方�之一，�過�單而有�

的律動編�，�用時下最�的�行音樂���音樂��定讓你滿頭大

�����容�開。不需要��舞蹈基礎。�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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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對

於��的現代人是不可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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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03/25 19:00 ~ 20:00(五)

本課程為�態班�8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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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屯区乐龄学习中心
迎向55歲之後更精彩富饒的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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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的您

在輕鬆、活潑、有趣及學習的課程更年輕有活力～

保持最佳學習力及腦力！跟你一起『快樂學習；忘

記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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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電話：04-22468211 請電洽工作人員

各分點上課電話請官方網站聯繫

上班時間：08:30∼17:30；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上班。

官方Line：@492cqtql 
臉書搜尋：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JO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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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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礎分�動作教�，讓學員能���進�分學習，��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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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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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2、1/19、1/26、2/9、2/16、2/23、3/2、3/9、3/16、3/23、3/30 �12堂

本課程為�態班�有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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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03/30 (三)

彩色素描班01/11-03/29 19:00 ~ 20:30(二)

◆ 講師：巫昱宏／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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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台灣�地之節��內容包��時節�、�教�典、原

住��典、�光節�、��節�。

色��是一��單而方便的繪畫�材，�可以�過色��的��，加

上��的方��，表現�時而�時而�的美��畫。

上課日期：1/11、1/18、1/25、2/8、2/15、2/22、3/1、3/8、3/15、3/22、3/29 �11堂

上課學生需�的用�：

1.�彩色��36色  2.��2B3B��多�好�  3.�皮�及��皮

4.空白的繪�本���不用�、��多、以8開為最�好�   
5.相關繪�之�樣色�、彩色�

本課程為�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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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司包不�外型可愛，��功能�是���大，������方便，

不�容�大���，�不�空間�！

◆ 講師：李念慈／佳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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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司包01/08 14:00 ~ 15: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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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二
館 

幸
福
衛
理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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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樂齡 療癒拉拉�糖��

專為小���設計的英文繪本課程，��遊�、繪畫、創作、�

�、對�....，�����立大小、配對、數�、人物或動物認知，

訓練手��用，�可以�加���對遊�的信心～

◆ 講師：MOMO／愛畫畫美學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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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 14:00 ~ 15:30(六)

經典浮游花03/12 14:00 ~ 15:30(六)

通過乾燥花基礎認識，花材保存，花材配搭及規劃，學習製作浮游花的

技巧，而浮游花最療癒的就是倒入油之後，花的世界都變的不一樣了。

◆ 講師：黃穎軒Ollie／��文藝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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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幸
福
三
館 

卓
越
幸
福
行
道
會

基礎��、����及體位法等，���取��不同的������頭�、��、內�、�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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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經�等，持�的練習�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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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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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上皮拉提斯01/06-03/24 19:00 ~ 20:00(四)

上課日期：1/6、1/13、1/20、1/27、2/10、2/17、2/24、3/3、3/10、3/17、3/24 �11堂

視覺藝術課程—光影實驗室01/08 14:00 ~ 15:30(六)

關��，開�手電�，在�場比�中，���的目標是�用光線找�

����，��會�到�光下�����，��會�到�上，就�上

����！

◆ 講師：Momo／愛畫畫美學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2��至12��，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課程�束後，學員�了有自�的DIY的手提袋，�有�師�心製作的光影教

�，讓小朋友跟�媽可以在家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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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玩��，��享�繪畫樂趣，�經驗�能開心玩畫�～

在手指的壓、�、�當中，��感�色彩變�，���進的教學程

�，讓你����粉彩指繪技法，�合��、�色搭配等色彩學，

你�能完成�可愛�萌萌柴犬の日�生活�作品。

達文西�於��飛行現象，作了鳥�飛行的����。春秋時期�

�的�班同樣��飛行現象，作了仿生鳥。一同來��自然界的運

行及�用現�的科技，用��的雙手��過�及未來�自造��，

現代對於飛鳥的�外��。

◆ 講師：黃子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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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師：藍博士自造者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至12��，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指繪玩粉彩—萌萌柴犬篇

仿生鳥飛行器－達文西的飛行起點

02/12

03/12

14:00 ~ 15:30

14:00 ~ 16:00

(六)

(六)

幸
福
三
館 

卓
越
幸
福
行
道
會

活動地點：台中�����德路167�(幸福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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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火� 可愛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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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活
動
訊
息

舞動有氧19:00 ~ 20:00

本課程為�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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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師：王�音／NO1�舞藝術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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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03/30(三)

上課日期：1/12、1/19、1/26、2/9、2/16、2/23、3/2、3/9、3/16、3/23、3/30 �11堂

�用晚餐�後之��一��單的有氧舞蹈，來消�一整天所��的�����及工作壓力課程中會�加

�活�及��代謝及����，����如�用對的方法，�雕��型及美�體態，課程最後會教�如

�用拉�來舒緩及放�個�位的肌�，達到好的��品質。

◆ 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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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名，額滿為止)

左手香的����下過�後��在��林間發��來草地的��，

���合所有肌�及��年齡��用，大家一�來動手��天然�

好用的���！

左手香乳膏01/15 14:00 ~ 15: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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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光
堂 

活
動
訊
息

◆ 講師：Momo／愛畫畫美學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2��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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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光路225�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的定格動畫《天����》，可愛的�樣讓大人、小孩都萌

心大�發。

快來��師一�動�巧手為自�製作療癒�好運的����音樂��！

天竺鼠車車音樂盒03/26 14:00 ~ 15:30(六)

◆ 講師：李念慈／佳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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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提袋�過來兩杯袋就能變成一杯袋，兩杯袋中間有�間可以放�

�，方便�實用的飲料袋，是家人朋友�遊的最佳�擇。

百變飲料杯袋02/19 14:00 ~ 15:30(六)

大理石�杯墊 ��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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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03/30 09:30 ~ 11:00(三)

上課日期：1/12、1/19、1/26、2/9、2/16、2/23、3/2、3/9、3/16、3/23、3/30 �11堂

台
中
聖
教
會 

活
動
訊
息

幸福陶笛班

活動地點：台中�中�三�路二�42�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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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的製作與演�的發�，在世界文明的進程中，有���的����，�視為是�與火��而成的

樂器，象��音樂�律與工藝美學的�合。12�陶��有音�寬廣與指法��的�性，�過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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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歡迎大家一�來參與陶�的音樂��。

本課程為�態班�有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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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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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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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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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西
馬
尼 

活
動
訊
息

彩色索拉罐中花02/19 19:00 ~ 20:30(六)

活動地點：台中��子�大成�120�18�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客西
馬尼

上課日期：1/21、1/28、2/11、2/18、2/25、3/11、3/18、3/25 �8堂

本課程為�態班�8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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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片��、故事��或畫作賞�的方�，運用�單的�材享��

畫�玩的創作，讓想�力��。

◆ 講師：���／專�兒童美術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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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03/25 19:00 ~ 20:30(五)

◆ 講師：Melody／樂花花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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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乾燥花材，點上�油當成擴香�用，可學到小型包�花束技能，成品�

有美��實用的��。

口金包01/15 19:00 ~ 20:30(六)

◆ 講師：李念慈／佳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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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一����亮的口金�錢包，�來放�錢或是��都�方便。

貓頭�是�慧的象�，�是一�福鳥，搭配上�動的風鈴時時好運，歡

迎大家來手作��慧與福�通通都�回�！

◆ 講師：謝欣�／新�工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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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頭鷹風鈴03/19 19:00 ~ 20:30(六)

備�：配花(乾燥滿天�)�包��會���整�色，�主要��不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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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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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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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台中�大��立德�自立路10�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左手香的����下過�後��在��林間發��來草地的��，��

�合所有肌�及��年齡��用，大家一�來動手��天然�好用的�

◆ 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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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香乳膏02/19 19:00 ~ 20:30(六)

心�來�想要下廚，�不想讓�服�染油�，廚房好�手�����了！跟

��師將單�的������的��巴�，一�美美的進廚房�！

◆ 講師：�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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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貼圍裙03/26 19:00 ~ 20:30(六)

舞動有氧01/14-03/25 19:30 ~ 20:30(五)

上課日期：1/14、1/21、1/28、2/11、2/18、2/25、3/11、3/18、3/25 �9堂

配合音樂有節�的活動�體大肌�，達到心�，肌�，肌力�能的�

��提�基礎代謝��加���，�放壓力，���體更健康。

本課程為�態班�9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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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變飲料杯袋01/22 19:00 ~ 20:30(六)

一個提袋�過來兩杯袋就能變成一杯袋，兩杯袋中間有�間可以放��，

方便�實用的飲料袋，是家人朋友�遊的最佳�擇。

◆ 講師：李念慈／佳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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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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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活
動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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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中華傳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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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路三�1�  
◆ ��電話：04-2247-9300或04-2298-4774(#324)���、王�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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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廣的是幸福家庭的理念、�造�滿愛的家，因為只有�

滿愛的家�能��人幸福，為�，大毅�設自96年����典

音樂台製作一��幸福家庭講座，�請親子、��、家庭關�領

�之專家，每期�錄15則錄音，在好家庭廣�(FM97.7)定時�

放，���製成專輯，���客戶�為生日�品，及提供�需要

的��，�過分享與傳�，�上�的愛與幸福家庭的��傳揚。

07：56 日��象�11：56 ���日�

17：56 舞蹈馬�斯�21：56 �點音樂

�典音樂台�放時間：每�一～五

幸福家庭練習曲

禱告會        (五)  晚上20:00-21:00

主日崇拜      (日)  上午10:00-11:30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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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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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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勝者教育協會推動「反毒者聯盟」青少年防毒體驗教育活動，宗旨在

藉由反毒情境桌遊增強青少年對毒品危險意識，帶領青少年從中反思毒品的危害

，達到拒絕毒品的目的。

　因應新型冠狀肺炎防疫期間，避免群聚感染機會，實施以班級、小組模式進行　

　  ，使用《遠離毒品陷阱》反毒情境桌遊執行，透過桌遊以「虛擬人生」概念　

　　　帶入活動中。幫助青少年透過桌遊活動設計，了解毒品的誘惑陷阱、認清　

　　　  毒品危害的真相、懂得如何拒絕誘惑、保護自己。

　　　　讓學生模擬染毒的後果，了解一旦染毒對個人身心、生活與生涯的破　　

　　　  壞。學習遠離毒品的要領，懂得保護自己，並透過反思引導決定拒　　　

　　　 絕毒品的侵害。

Ho
pe

這個活動讓我了解拒毒的重要性，當

自己壓力過高時，如果你的心智值又

不夠，就會有很高的染毒機率，所以

不但要釋放壓力值也要讓心智值提升

，學會如何拒絕接觸毒品，當同學誘

惑時要懂得拒絕，這活動真是個充滿

意義的活動。

讓我們來看看參加活動後，學生的回應：

品格教育不能耽延！生命的轉變、缺您不可！邀請您一起在青少年生命轉化中有份～

林同學：

『現在要染上毒品是很容易的

，而且現在毒品的名稱又都很

新穎，甚至會用動畫的名字來

命名，所以，對任何來路不明

的食品都有可能會摻有毒品的

食物或飲品』。

張同學：

您可以【實際行動】支持生命品格建造工程：    

(1)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掃瞄QR code 立即行動！)

(2)郵政劃撥─帳號：21873471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註明：為台中辦公室)

(3)銀行轉帳：玉山銀行(銀行代碼：808)  帳號：0118-440-008-944

(4)支票捐款：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地址：10485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57號3樓

   電話：(02)2501-1210  會計小姐     傳真：(02)2501-1220

   募款許可字號：衛部救字第1101362197號

若您有任何疑問，請與我們聯絡！

得勝者台中辦公室地址：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447號4樓A1

　電話：(04)2298-0919  FB搜尋：得勝者教育協會 

得勝者教育
得勝者邀您一起【投資品格、灌溉未來】

Champion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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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介紹

Xpark代表�與地��行的�一個世界。

在海�、�地及天空的生物，每一個小小的��都��傳���「生存的��」。��最先�的

科技，�造���的��、��、��、�音。��到地�上每個不可��的�落，�到�發、

感�療癒、��心�。�是一個講�生�、生物、生存、生態、生活的公園　　　　　　　　　

是Xpark最想傳��大家的��。

�Xpark，以能滿�所有旅客的期�、提供�一無二的感動為設立��，懷���的心，�未知�

意，與進�同行。�

「新感動 無限」

�次亮相的��倫��與國王��一同居住在��，�

�到�地�����進入��中���食。��可愛�

態，與��開�人的��回�。

企鵝奇遇—��來��地與海�，
��與���相遇

台灣�台灣海�、巴士海�、���及�海���，

是名�其實的海�國家。

��海���，��多樣的魚�、變���的海�地

�，福���完整�現了�樣的生存��，�如�進

海中，一���之美。

福爾摩沙—�進海中，一���之美

�色�光�在�明的���上，無�鏡�創造���

�，�色��的��在����遊，讓�的心�一�

���舞。

����的成長過程，��參與��的�生，發��為人知的��生活�。

癒見水母—�游�花�，與�����舞

��實驗室，�����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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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園�中��春德路105�
電話：(03)287-5000

����無數的���所�成，無色的石���能分�����

�，����上因居住有色�生��擁有了��色彩。�經數��

年的��，時間造就������樣的樣�，與�藍的海��成�

�的對比，180��景設計，大自然巧�天工的設計�享�前。

珊瑚潛行—��潛入��的��之海

不只是能與動物為�，Xpark 更�日本咖啡���「PRONTO」

合作，�造館內「Xcafe by PRONTO」，可以一�������

在空中飛行�的游��態，一�在�內享�餐飲

企鵝咖啡館

�����的�候，��了一片欣欣�榮的�大�林，��的��

��了��感，��色色的生物在�上、�上、�中��生活，�

�百�的生物在�片�林中成家，�現�����的生�力。

雨林探險—��之地，���林��之旅

成人�

學生�

孩童�

博愛�

NT$ 550
NT$ 400
NT$ 250
NT$ 250

領航北路三段

高鐵 北路 一段 

高鐵北路二段

洽溪路

青
埔
路
一
段

春
德 

路

高
鐵
站
前 

西
路

青
昇
路

華泰名品城
大興
國中

中
山
南
路

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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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小志工
【 家風景  李羿萱&李詠庭 】

��在五年前因為��阿�的�請，��跟��學長�，��樂器�入了��童�合醫�，第一次來

到醫�表演的��，�����上台，�心自�的音樂不�完美不�動人���，�想到演�完，台

下的阿公阿�������的��，看�他��上�有��，�是�力的�雙手��為����，心

���感動，看他��上�溢�滿�的�容，��領會到音樂��人�的快樂，原來是��樣的單�

���，就�樣，��成了音樂小志工。

一有空��就到醫�分享音樂，當時��年��小，演�技巧或�不是��的��，�看見醫�的�

�因為��的表演暫時�記��，�上多了一��容，�樣�人的快樂，�讓����在學音樂的路

上變�更�定，更�意�力�持、�意�進自�，只希望未來能�用所學，�來更多好�的音樂分享

�更多人。

2020年�，音樂小志工��到了信

望愛�能發�中心分享音樂，看�

��有�多年�比��大的���

�，因為天生的�能不�或�體�

�，心��是�個孩子一樣，��

時時���照�，當時的��，更

是體會到�體健康的��是��樣

的幸福，�知道�世界上有�多人

生活�不是��的容��。

��看見信望愛�師�是�樣的�

力��，��的照���一��飛

幸福互動

天�，��感動一��在小志工��媽媽�的心�，因�際

會，媽媽���阿�，��了音樂小志工�，於2020年8月
22日，在大毅幸福館�辦了一場「讓愛萌�公�音樂會」，

謝謝大毅幸福教�基金會的����持，��演�大成功，�

�不���，��信望愛�能發�中心。

�一天的開心與感動一�深深放在��的心�，�想到，年�

小小的��居然可以為�會��，為大家�來感動���，�

��下心�，希望�用每年��空�時間團練，每一年都可以

�辦一場公�音樂會，��分享音樂，�可以����團體。

謝謝媽媽、��阿�，�����公�，讓��知道能���

�人，是一��幸福的事，而在音樂小志工的背後，���有

一��心�力於公�的志工家長�，他��是在��看不見的

地方����，�持���，��大大小小的表演，�都是因

為有他�的�領、��，����以��演�。

希望音樂小志工能��團��力，未來的每一年，都能���好�的音樂分享�更多人，��大家歡

�與希望，�希望有看到�篇文�的你�，能一�來�音樂會，參與��的感動。

�年夏天，��將會用心準備更�的音樂，期��彩�現分享�大家，2022/8/6��相�大毅幸福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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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滿溢的空間載體
【 植幸福　廖明誠 】

��原本不是台中人，�是因為植幸福的��，讓��在台中�正落地生根。

�是在高��生，18�高中��之後�台��學與工作，�計在台��了18年，之後因為工作�

故，來到了生�中第三個家�—台中。

一開���有�明�定居台中的�想，�於當時在新��有房子，����在外�公司工作，而學�

同事��本���教���有1/4是每���居住地，在台中只是在�外��住個�天��與���

�後，以長�的����，國立大學教�工作�定性相對�高，�不想要分�兩地作����，於是

決定在台中��定居。

對的，��決定要�房子。

之前對於台中可以�是一片�然，

�象中只是���高之間的��落

��，幸好�本�就是���的，

�有�多學長�學��在台中的�

�師事務所或是�設公司��，所

以�會從他��上��一�消�，

看看��的品質與口���點��

�要，�於先前在新�的房子��

��大間的�！�與��有���

��只是���五�地下室�通樓

梯，�是�工��上有�，造成公

幸福互動

設一�無法點�，��對於��的態�都比���與保�。

��便開�了��之旅，當然跟大家一樣�經��，��與房��過�道，�至一�要下��金了，

�是後�因���不�而不了了之��到有一次，��一個��師學�家��，他家在「崇德11」，

�到�����品質不�，後�維修服務�到，�點是�辦了個基金會，專�開設課程與活動供��

���住戶參加，�是�第一次�到「大毅�設」�之後開����個��的口�，大家的看法不外

�是：「房子�的不�，不會�工�料。」、「後�保����好，�修�快」、「有在經���，

不是只有�房子」、「不�花�手法，CP��高」之�，所以��開��定�間��的��，在預

������快�地決定簽��下「植幸福」現居。

住��年下來，深�體會到一�事，�一間房�容�，

因為��物本�只是個空間載體，而其�入的內容物不

是只有�體，而是包�內��溢的��，�就是實空間

與�空間的�互作用��大毅�設房子的人其實都有�

�同理念與�質，植幸福��內有�多�意分���與

分享快樂的�居，而在大毅基金會的���領下，��

�造�一個美好的��，一個幸福滿溢的空間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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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留言板幸福留言板

幸福館─擦擦手噴火龍
很幸福。(其他團體．王小青)

幸福館─吐司包
貼心又親切的課程。(其他團體．何惠兒)

幸福二館─療癒拉拉熊糖果罐
小朋友玩的很開心。(狄斯耐．許予菲)
活動主題安排適當。(好幸福．鄭志鴻)

幸福三館─可愛貓頭鷹
許多才藝活動。(植幸福．黃裙惠)
親手縫製貓頭鷹真的好可愛喔！(其他團體．趙勇任)

幸福館─角落生物壽司車
超棒的 很開心。(其他團體．葉祈箴)

幸福館─療癒蝶谷巴特帆布袋
裝滿幸福。(一遇．鄭秀麗)

美少女手提袋。(奇美．王翎薰)

有家的感覺。(台中公園L區．顏靜櫻)

打造獨一無二的蝶古巴特手提袋，份外開心。(奇美．廖婉伶)

幸福館─束口袋

很可愛的束口袋。(又一城．蔡智琴)

立正對齊，針針密縫，可愛又實用的束口袋。(奇美．廖婉伶)

氣質淑女型手布包，超值型好棒。(奇美．何莉莉)

等好久，終於開課了。真開心！(狄斯耐．李沛珊)

裝滿幸福滿足～暖心。(一遇．鄭秀麗)

活動很有趣。(奇美．陳作融)

很難得大毅對家族的關懷。(台中公園L區．顏靜櫻)

袋袋幸福!感謝幸福館所有參與的人！(江山．紀秋燕)

束口袋很漂亮也很實用。（奇美．楊萬好)

志工熱心服務感恩在心。(台中公園L區．顏靜滿)

很有愛。(其他團體．呂佩芬)

好棒。(熊幸福．沈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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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又親切的課程。(其他團體．何惠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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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才藝活動。(植幸福．黃裙惠)
親手縫製貓頭鷹真的好可愛喔！(其他團體．趙勇任)

幸福館─角落生物壽司車
超棒的 很開心。(其他團體．葉祈箴)

幸福館─療癒蝶谷巴特帆布袋
裝滿幸福。(一遇．鄭秀麗)

美少女手提袋。(奇美．王翎薰)

有家的感覺。(台中公園L區．顏靜櫻)

打造獨一無二的蝶古巴特手提袋，份外開心。(奇美．廖婉伶)

幸福館─束口袋

很可愛的束口袋。(又一城．蔡智琴)

立正對齊，針針密縫，可愛又實用的束口袋。(奇美．廖婉伶)

氣質淑女型手布包，超值型好棒。(奇美．何莉莉)

等好久，終於開課了。真開心！(狄斯耐．李沛珊)

裝滿幸福滿足～暖心。(一遇．鄭秀麗)

活動很有趣。(奇美．陳作融)

很難得大毅對家族的關懷。(台中公園L區．顏靜櫻)

袋袋幸福!感謝幸福館所有參與的人！(江山．紀秋燕)

束口袋很漂亮也很實用。（奇美．楊萬好)

志工熱心服務感恩在心。(台中公園L區．顏靜滿)

很有愛。(其他團體．呂佩芬)

好棒。(熊幸福．沈煒軒)

小�兒加加的表�來找�，��生�規劃。表���到學費，��是�要留在家�的學�。�加加

�表��光放�一點，�畫地自限，���取�學金，����理想。��了感到�欣�，從加加

的��中，�看到�對未來的長�視�。

�多人都�過�個��能�的小故事：兩個�務員到����，看到當地人���，一個認為�無

�會，�一個認為�滿可能。�到�最��到一篇報�，�知道故事�與現實如�相�。一個�安

達的�孩，發現�有國�的�子品�，��了創�的念頭。可��無製作�子的知識與技巧，只能

從問路�的修��與Google��開�—�來完全�個不可能的�務，��最終成功創立品�，而

��最開心的是：�能��原先�不認同的人，一�發現新的�路。

如���只知道故事的上��，心中�免會浮現「�人��」��，���的人生，����在�

�未完��的��，���是��意�自�，遇到Happy Ending的�會��

有一位�����者��德��恩，在�學過程中，因為��與��的��，備��

人��。�他�有�天�人，�而「因為�有遇過好�師」，決定自�成為一位能

理�、包容��學生的�師。他�二��所學�拒�，終於在第二�五所學�發�理

想，深�學生�崇與�愛，教學第一年就��「最佳新進教師�」。

他是如�界定自�的��與生���他�：����教�成為��以�的好�師。讓

�敬�的，不�是他的�持不�，�是於��中，他見到的�是��，�聚�在如�

成為�人的��。

��可能�辦法�快立定志�、知道自�想成為��樣的人，�

��可以保持正�的�光，讓��看見未知背後的無��會。

《蒲公英希望月刊》2021年10月 第271期

你的心要有眼光

看見前面有夢可想

信心將險阻踩在腳下

給找不到未來方向的孩子：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聖經》希伯來書11章1節

蒲公英小品



財政部中區
國稅局東山稽徵所 小叮嚀稅務

110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憑單申報期間為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2月7日
110年7月1日起交易者適用房地合一2.0

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1.適用範圍新增預售屋及其座落基地及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

2.持有持間未逾2年稅率45%、超過2年未逾5年稅率35%、超過5年未逾10年稅率20%、超過10年稅率15%。
3.移轉費用率由5%調降為3%，並增訂上限金額為30萬元。

4.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地，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

購買節能電器退還減徵貨物稅

舊車汰換

自108年6月15日至112年6月14日止，購買經濟部能源局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第1級或第2級之新電冰箱、新冷

暖氣機或新除濕機，每台退還減徵貨物稅稅額以新臺幣2千元為限。並自即日起於稅務入口網/節能電器退還

減徵貨物稅專區/新增簡化身分認證(限直撥退稅)，不需讀卡機便可線上申請。

自110年1月8日起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汰舊換新定額減徵新臺幣5萬元；機車汰舊換新定額減徵新

臺幣4千元。

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

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其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股票之所

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綜
合
所
得
稅

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

自動販賣機銷售食品飲料及收取停車費業者

2.適用條件：(1)實體商店銷售貨物或勞務接受消費者

                使用智慧型行動載具付款。

            (2)分別且全部委託接受金流服務之行動

                支付業者提出申請。

            (3)同意受委託之行動支付業者提供銷售

                額資料與主管稽徵機關。

3.優點：營業稅繼續適用1%、免開立統一發票、減少

　　　　現金遭竊風險及保管困擾。

4.相關法規及申請書可至稅務入口網/熱門連結/小規模

  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專區查詢下載。

查詢「金融遺產」資訊，如存款、基金、信用

卡債、貸款、證券、基金等，繼承人、遺囑執

行人、遺產管理人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全功能

櫃台辦理，申報遺產稅便利安心。

營利事業調帳查核案件以網路或媒體方式提示

帳簿檔案，如期且完整者得享有獎勵措施，節

能減碳無紙化，省時效用大。

營利事業所得稅決(清)算申報，提供網路申報

服務，省時省力又安心。

提醒營業人依法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並依標價

收取價款，不可另行要求買受人額外支付營業

稅款，以避免因短漏開統一發票而受罰。

網路銷售業者請誠實開立統一發票，如有短漏

開情事，只要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

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自動向稅捐稽

徵機關補報補繳，可免除逃漏稅處罰。

雲端發票集速挑戰活動自即日起至111年3月
31日止，總獎金超過230萬元！詳情請至中區

國稅局官網查詢。

尋求稅務協助，可透過電腦或手機以視訊方式

申請納保官協助喔！

國民法官制度，將於2023年上路。

自111年1月1日起必須逐筆開立統一發票，惟考量營業人汰

舊換新、修改程式所需時間，除已具備自行列印發票功能者

外，訂有緩衝期間免予處罰：

1.銷售食品飲料者，自動販賣機在110年12月31日前取

　得者，輔導期為6年(111/1/1至116/12/31)；在111年
　1月1日以後取得者，輔導期為1年(111/1/1-111/12/31)。
2.收取停車費者，輔導期一律為1年(111/1/1-111/12/31)。

貨物稅

1.租稅優惠期間：自核准之當季至114年12月31日止

營業稅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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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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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
國稅局東山稽徵所 小叮嚀稅務

110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憑單申報期間為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2月7日
110年7月1日起交易者適用房地合一2.0

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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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其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股票之所

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綜
合
所
得
稅

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

自動販賣機銷售食品飲料及收取停車費業者

2.適用條件：(1)實體商店銷售貨物或勞務接受消費者

                使用智慧型行動載具付款。

            (2)分別且全部委託接受金流服務之行動

                支付業者提出申請。

            (3)同意受委託之行動支付業者提供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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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發票集速挑戰活動自即日起至111年3月
31日止，總獎金超過230萬元！詳情請至中區

國稅局官網查詢。

尋求稅務協助，可透過電腦或手機以視訊方式

申請納保官協助喔！

國民法官制度，將於2023年上路。

自111年1月1日起必須逐筆開立統一發票，惟考量營業人汰

舊換新、修改程式所需時間，除已具備自行列印發票功能者

外，訂有緩衝期間免予處罰：

1.銷售食品飲料者，自動販賣機在110年12月31日前取

　得者，輔導期為6年(111/1/1至116/12/31)；在111年
　1月1日以後取得者，輔導期為1年(111/1/1-111/12/31)。
2.收取停車費者，輔導期一律為1年(111/1/1-111/12/31)。

貨物稅

1.租稅優惠期間：自核准之當季至114年12月31日止

營業稅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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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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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
my

Cookies
擠花果醬餅

乾

低筋麵粉　　　120g

玉米粉　　　　30g

奶油　　　　　90g

糖粉　　　　　45g

雞蛋　　　　　1顆（室溫）

香草精　　　　1/2茶匙

果醬　　　　　適量

材料：

事前準備工作：

做法：

1.奶油切小塊回溫軟化

2.低筋麵粉+玉米粉過篩

  糖粉若有結塊也要過篩

3.雞蛋打散。

1.奶油加入糖粉攪拌成絨毛狀。

2.蛋液分4、5次加入攪拌均勻。

3.再將香草精加入攪拌均勻。

4.粉類分2次加入，以拌切方式混合均勻。

5.麵糊裝入擠花袋中，使用星形擠花嘴。

6.在烤盤上間隔擠出圖案，中間放適量果醬。

7.放入預熱到160度c的烤箱中烘烤15分鐘，

  關火再悶約10分鐘至脆硬出爐。

8.移至出爐架放涼。

(份量約20片)

幸福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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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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麵包

☆燚條柴

☆牛比蔥

☆樓外樓

☆九肆牛

☆三媽臭臭鍋

☆耀揚茶食堂

☆21舞蹈工作室

☆白俄羅斯娃娃

☆B.B cafe彬咖啡

☆歐咾咖啡

☆阿官火鍋

☆陶然左岸

☆雲鳥日料

☆新華牙醫

☆寬心園

☆左岸巴黎

☆夏馬家居

☆高堂中醫

☆酷皮潛艇堡

☆蒙恩烘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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