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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事上你們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 ( 哥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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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 葦 26 周 年 慶 募 款 園 遊 會 ~
歡迎來玩
親愛的蘆葦之友平安 :
蘆葦一年一度園遊會回歸了！
受 到 廣 大 蘆 葦 之 友 熱 烈 響 應 的 蘆 葦 周 年 慶 園 遊 會， 今 年 確 定 在
11/12( 六 )9:00 盛大辦理，除了慶祝蘆葦 26 周年慶之外，更為正在興建中的永
康身心障礙社區服務據點籌募工程款。大樓建築經費近 3500 萬，目前僅募得
26% 尚缺 2500 多萬，而近 2 年因疫情及通膨因素致大環境經濟不景氣，可明
顯感受機構募款比以前辛苦許多，因此期待透過園遊會召集社會大眾一起幫助
蘆葦建置新大樓，讓蘆葦的服務得以觸及更多需要的身心障礙族群。
永康社區服務據點在 8/10 舉行動土典禮後，施作工程已正式啟動，9/22 進
行建築基地開挖，目前進度已完成地基灌漿。隨著工程進度逐步推展，據點雛
型也一點一點建構，每每看著基礎工程所勾勒出來的範圍，總是讓我對未來新
大樓落成充滿期待，更對日後服務對象在這裡快樂穿梭、洗車的樣態有著無限
想像。據點設立將對大台南身心障礙人口數最多的永康區注入新服務資源，不
僅可以讓身障民眾就近取得專業資源，透過融合場域營造更可成為友善環境新
典範。
今年園遊會一樣有著高人氣美食、好玩遊戲及琳琅滿目的生活雜貨，預計進
駐 60 多攤的愛心商家響應蘆葦募款活動；此外活動中也規劃多種時下最夯卡通
造型玩偶穿梭在現場，期待營造歡樂有趣的氛圍，讓所有蒞臨的大小朋友們都
能享受無憂快樂的一天。
在此誠摯邀請所有支持蘆葦的好朋友，在 11/12 這一天帶著您的家人及好朋
友來到蘆葦共襄盛舉，支持蘆葦永康身心障礙服務據點興建計畫，一起成為打
造專業服務的基石。
期待您的蒞臨 ~
願天主降福您及您的家庭平安、喜樂！

他決不讓你的腳滑倒；保護你的也決不睡覺。( 詠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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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就業你我他
社資專員 / 許芷涵

尋求一份理想的工作，是許多人心目中

持性就業服務、職前準備訓練等職業重建服

的願望，但這樣的願望對身心障礙者而言卻

務，協助身心障礙夥伴獲得適性且穩定的就

是需要跨過許多阻礙，以及藉由旁人的協助

業機會。而在服務經驗中可以發現，不少身

才得以達成。礙於生、心理限制，障礙者在

心障礙者對於進入職場工作深感嚮往，但因

職務種類選擇上相對受限，但在受限的狀況

著對職場認識不足或受限於未有良好之就業

下，是否就代表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想望或

準備，因此進入競爭性職場就業對他們而言

無法做到呢？依據《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

並不容易，例如：曾使用小作所服務的阿惠

公約第 27 條》：「身心障礙者享有與其他人

對外出就業有所想望，但礙於工作技巧及體

平等之工作權利：此包括於一個開放的、融

耐力受限未能符合現實中競爭性職場需要。

合與無障礙之勞動市場及工作環境中，身心

工作人員在了解阿惠期待後，評估其現況符

障礙者有自由選擇與接受謀生工作機會之權

合蘆葦中途職場服務標準，因此隨即轉介至

利。」顯見平等工作以及自由選擇工作機會

中途職場進行職前準備訓練。蘆葦中途職場

乃基本人權，身障者當然也不例外，但如何

乃設置於實際職場，故訓練情境完全為一般

在受限的狀態下協助障礙者發揮特質與潛能，

職場工作樣態，因此在訓練過程中阿惠體力

順利地與職場接軌發揮自我價值，則是「職

及學習速度一度無法跟上進度，但阿惠不曾

業重建系統」存在的意義。

喊累也不願對挫折投降，反而利用閒暇時間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長期以來乃是蘆葦

一次次練習，憑藉自身努力加上輔導員技巧

服務發展重點之一，透過職業輔導評量、支

性地協助，讓阿惠對訓練工作逐漸上手甚至

你的言語是我步履前的靈燈，是我路途上的光明。 ( 詠 1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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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獨立操作。然而當身心障礙者如願取得

一份工作可以為人們帶來經濟保障亦是

職場門票，還是不免俗會遇到各式挑戰，環

生活安全感來源之一，對身心障礙朋友而言，

境不友善、職務調動等，種種因素都會影響

從中獲得的成就感與自信心，更是其自我實

身心障礙者就業穩定度，因此透過專業人員

現的最佳寫照，若您在生活中遇見辛勤工作

追蹤及二度進場輔導即相對重要。

的他們，可以給他們一個微笑，即是對他們
最大的加油與鼓勵。

由服務經驗中發現，友善無障礙的職場
環境是協助身心障礙者穩定就業的一大利器，
職場環境中的自然支持者無疑是身障朋友最
佳工作夥伴，因此於就業輔導過程中除了協
助身障者孰悉工作技巧外，更重要的是為他
們建構長期的支持系統，使其能在喜歡的職
類中穩定且長期工作。而身障者穩定就業除
了提升其自我價值和認同感外，更重要的是
透過工作所賺取的收入可以減輕身障家庭的
負擔，同時也讓身障者擁有可自行支配的金
錢以達到經濟自主，這些穩定就業所帶來的
影響力都讓人活得更加自信光彩。

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你的工作，千奇萬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曉。( 詠 1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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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歌單 最日常的音樂輔療

「 我 有 很 多 喜 歡 的 歌， 我 等 一 下 跟 你
說！」－蘆葦青年

蘆葦青年生活專欄
執行編輯 / 李靜慧
受訪對象 / 小型作業所及成人日照青年

2. 你都什麼時間聽歌 ?
小雲：回家運動後，會聽音樂半小時。
阿方：回家會用爸爸的手機播歌來聽。

成長每一個階段，總有不同的音樂在陪伴

阿勇：上課、上班。

我們，胎兒時期媽媽播的胎教音樂、小時候家

3. 你唱歌時，喜歡唱哪一首歌？

人哼唱的兒歌、青春期的流行音樂、到陪伴自

小雲：張惠妹”隱形的翅膀”。

己工作或讀書的 BGM，我們擁有個人獨特的歌

阿方：我喜歡唱翁立友的堅持和五月天的入陣

單；對於心智障礙青年他們現階段的歌單是什
麼？他們在個人歌單中，得到什麼感受？我們
一起來看看他們分享的歌單。

曲。
阿勇：（青年滑動 YouTube APP 的介面一邊指
出 MV 畫面）翁立友、( 王力宏 ) 唯一阿，
( 指出暗裡著迷 . 月亮代表我的心 , 挪威
的森林的 mv)。

蘆葦青年分享
1, 你最喜歡聽哪一個歌星的歌？最喜歡哪一

4. 你唱歌或聽音樂的時候，心情是什麼感覺？

首？

小雲：聽音樂心情會很好，心情不好聽詩歌，

小雲：很多捏，我喜歡聽周杰倫、張惠妹、蔡

心情也會比較好。

依林、五月天還有很多，我最喜歡張惠

阿方：聽音樂讓我比較放鬆。

妹，因為歌比較好練。

阿勇：我喜歡阿！

阿方：不一定，只要開 ( 音樂 ) 我都聽，最喜歡
葉啟田 " 內山姑娘 "。
阿勇：打鼓阿 ( 打開手機，指出自己喜歡的音
樂的清單，有歌曲及打鼓的影片 )。

備註：青年喜愛的歌手（依喜好人數排序）
翁立友、詹雅雯、葉啟田、蔡依林、
周杰倫、五月天、喬幼、黃妃…等。

人子來，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路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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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音樂喜好，青年彼此之間喜歡歌曲的
不同，除個人喜好外，會因使用網路平台的能
力有所差異，會使用ＦＢ、YouTube、抖音等
平台者會接受到比較多新的流行音樂，無法主
動搜尋音樂資訊的青年，大多接觸音樂來源大
多聽家人、長輩撥放的音樂、電視節目中的

障礙的人，可以唱出他們說話困難的單詞。而

音 樂（ 戲 劇 片 頭 片 尾 曲、 歌 唱 比 賽 ）， 以 及

蒙特利爾大學的心理學家表示歌唱是某些言語

教育與工作環境內會撥放的音樂。研究顯示，

障礙的良好療法，可改善神經系統，及建立大

音樂能振奮人心並擊退抑鬱，同時能和斯達汀

腦的學習迴路。許多蘆葦青年雖語言表達上會

（statin）一樣促進血流、降低壓力荷爾蒙（如

有語音不清晰或是表達語暢斷斷續續，唱歌時

皮醇脂）的水平，並舒緩疼痛。於西維基尼亞

可隨著旋律引導可以完整的唱出完整的歌詞，

大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公衛學院傳染

或哼唱出旋律，心情且得到抒發。

病學教授金．伊恩斯（Kim Innes）表示，音樂
能「選擇性地活化」神經系統與大腦構造中與

透過聆聽或哼唱，音樂成為撫慰或是安定

正向情緒、情緒控管、注意力與記憶等相關的

心情的媒介，以不須樂器、音樂教室或治療室，

區塊，進而帶來有益的改變。因此在空間與活

達到青年日常自我療癒的方式。大家個人的歌

動轉換的過程，使用音樂讓青年可以在聽覺提

單是什麼呢？

示，漸進地調整心情進入下一個活動，或在青
年情緒躁動時，以輕音樂安撫其情緒。不過，

＜參考資料＞

每個心智障礙者不同的特質因素，有些音樂的

1.「開口唱歌」健康就來！ 不僅紓壓還增強免

節奏或音頻，會造成部分自閉症青年的焦慮反

疫力 。Heho 健康。

應，針對情緒舒緩的音樂需依個別化選用。

https://heho.com.tw/archives/63030
2. 「聽音樂」真的對身心健康有幫助嗎？。

除了聆聽音樂，蘆葦青年喜歡的唱歌休閒，

關 鍵 評 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

則可以強化臉部、腹部、背部肌肉，調整儀態，

feature/timefortune/95590。

無論是年長者、身障人士，或是健康者，都是

3. 吳佳純。2017。從療效因子角度看歌唱團體

相當好的運動方式。許多研究表明，患有言語

治療對精神科康復之家住民的影響。23 卷 3 期。

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 若壹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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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願意做的那件事往往是
真正的天賦所在

職能治療師 / 蘇宣穎

「最願意做的那件事往往是真正的天賦

過程 ) 及表現能力 ( 熟練職業表現基本的身體

所在」，最近這一句話很吸引我，我認為「最

和心理能力 )，並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產生職

願意」就代表著發自內心地想要，所以產生

業行為，此理論到最後將環境支持因素納入成

行動力去執行，而對一件事情滿懷熱情地執

為第四個系統；簡單的說，就是以服務對象

行，不論結果如何，相信內心所獲得的滿足

喜歡的活動為主，協助其可有動機從事自己

或是成就感，已經是最大的收穫了。來到蘆

所熱愛的活動，並讓這個活動變成一種習慣，

葦工作即將滿二年，這段時間，在業務執行

並且提供足夠的環境支持，讓個案持續活動

上的指標，就是尊重服務對象的權益與想望，

下去，達到有效的職業行為表現，這在幾個

協助並探索他們想要執行的事情，無論是想

蘆葦青年的身上是可以觀察得到。

要學習的內容、工作種類及個別化策略等，
這與職能治療全人觀點是很雷同的。

小珍是個能力不錯的女青年，舉凡唱歌、
表演、藝術創作、協助班務及作業活動，都

著名的 Gary Kielhofner 博士在 1980 年，

相當有自已的想法，且能夠獨立完成，是團

最初提出人類職能表現模式 (Model of Human

體中能讓工作人員賦予責任的服務對象。曾

Occupation，MOHO)，其理論發展到現代，

經有一次在進行快篩分裝的自願活動中，看

已為職能治療史上頗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

著她細心且分裝無誤的快速動作，讓我忍不

MOHO 是由三個系統組成，分別是個人意志

住地問道 :「妳這麼厲害，怎麼沒有想要去小

( 職業的動機 )、習慣化 ( 將職業組織成慣例的

作所工作呢 ?」，她卻說 :「我想在中心，不

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膽怯，因為你無論到那裡，上主你的天主必與你同在。( 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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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直工作…」。回想起小珍家人的期待是，

牌，相當重視這個活動。在酷陽下進行園藝，

希望她快樂地學習與生活，而小珍在中心的

我真的有過中暑的經驗，而小裕仍泰若自然

活動表現是，每週開心地歡唱、料理、運動、

地拿著鋤頭，進行鬆土、拔草、播種及澆水，

社區融合活動及規律性清潔工作，並且懂得

在汗滴下顯露出的神情，感覺小裕變得有自信

照顧同儕，還會不定期地參與大型活動比賽

了。隨著秋天的到來，也開始了秋收的販賣，

等等。這些在中心所進行的活動，其實也幫

雖然小農作物長得沒有一致的美麗，但在大

助了小珍在工作、休息及娛樂之間獲得平衡，

家的捧場下，小裕在過程中體驗到銷售的樂

補足了居家生活所缺乏的學習、社交互動及

趣，與人聊天的話題也出現了不一樣的變化，

團體的認同感，所以小珍才會選擇待在中心，

從植物的生長變化、作物的摘收，到販售的

可能這是她內心所想要的。

金額等等。在這自願性的活動中，小裕更是

另外一個例子是小裕，他出自於務農家
庭的男青年，平時在家就會協助農事，可在中

會詢問家人有關種植及販售的疑問，無形中
也促進了親子關係。

心想找人聊天時，卻常會出現空白對話，不

職能治療介入是以全人觀點，理解並啟

知道要跟別人聊什麼，會呆站在辦公室外面。

發身心障礙者的內在動機，協助作出適性選

自從願意參與中心園藝活動，小裕表現地相當

擇，提供剛剛好的挑戰，讓服務對象願意且

積極，且會主動提供種苗、種子及肥料，並在

慣性地持續活動，如此才能產生有效的職能

規律的工作時間報到。回想起今年五月炎熱的

表現，這無論是運用在生活自理、職前訓練

天氣，小裕全副農事裝備，派頭真的比我們

還是求職就業上，都是相同的概念。在這溫

還專業，有防曬帽、袖套、透氣衣褲及手套，

暖陽光的秋天，希望我們蘆葦的服務對象，

並且買了名片掛繩，戴起了參加活動才有的名

都能達到預期的想望。

我的堡壘，我的庇護，我信靠祢，上主（詠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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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無所不在～永康身心障
礙社區服務據點動土典禮

社資專員 / 許芷涵

日期：111/08/10( 三 )
時間：早上 09:30-11:00

潑旋律搭配動感的舞步，讓台下來賓也忍不住

地點：蘆葦永康泉源工作坊後方工程基地

瞬間嗨到最高點。

跟著動了起來，此起彼落的歡呼聲讓全場氣氛

「在天主的聖愛內，祈使蘆葦永康身心障

此外，當天主軸活動 - 動土祈福禮，邀請

礙社區服務據點興建工程順利進展，請來賓用

到天主教台南教區阮光足神父主禮，在悠揚的

鏟！」、「預祝蘆葦永康身心障礙社區服務據

詩歌中眾人齊心祈禱，祈求天主護佑蘆葦服務

點興～建～順～利！」

據點興建能平安順利。而典禮壓軸重頭戲，動

是的！歷經五年的籌備與規劃，蘆葦永康

土儀式則在林吉男董事長帶領下，聯合各界長

身心障礙社區服務據點正式於晴朗的八月天動

官貴賓一起動鏟，為據點建設獻上最殷重的期

土，當天一早太陽露臉，一掃連幾天大雷雨的

盼與祝福，儀式在祝福的音樂聲與繽紛彩帶點

陰霾，提供賓客舒適的觀禮體驗。為讓觀禮貴

綴下，畫下圓滿句點。

賓感受到滿滿誠意與歡迎，『泉源』、『磐石』

當天工作坊青年熱情真摯的表演融化現場

工作坊青年 ( 以下簡稱小作青年 ) 很是用心，親

貴賓的心，貴賓上台致詞時回饋 :「在蘆葦的服

手加工製作了典禮專屬紀念品小物 - 徽章與特

務裡能夠讓身障者創造不同以往的可能。看見

別版口罩，讓每位來賓佩戴上紀念品時都有賓

他們在台上表演時的自在與活力實在很是感動；

至如歸的感受。除了手工精心製作的紀念品外，

也相信蘆葦在永康設立服務據點，將造福更多

小作青年還特地展現練習已久的歌曲 -『派對動

在地身障家庭。」、「蘆葦選在永康設立社區

物』、『心花開』，以勁歌熱舞表演開場，活

服務據點造福很多在地身障家庭，看到身障青

祢的慈愛如雨露恩澤四野，滋潤大地（詠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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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台上表演的自在與活力有莫名的感動浮上
心頭。」，蘆葦青年藉由表演讓社會大眾了解
到他們也能擁有無限可能，透過融合場域讓更
多人以正向態度認識身障族群，這正是呼應蘆
葦成立身障社區服務據點的初衷。
未來永康社區服務據點正式啟用後，將增
設手工洗車場供心智障礙青年有穩定作業收入
並提升專業技能，且據點座落於永康泉源工作
坊旁，週邊有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統一企業、
永康工業區、台南桂田酒店等企業商圈，相信
透由洗車服務將促進心智障礙者與社區民眾間
的友善互動與融合，此外據點也將同步設置社
區服務辦公室及對社區民眾開放之交誼空間，
藉由諮詢服務、活動辦理及空間設施開放，提
供身障者與一般民眾良善的雙向互動。
「 動 土 」， 代 表 工 程 已 正 式 啟 動， 身 心
障礙者與社區融合的理想與願景正在逐步打造
中，藉由社區服務據點的建置，期讓社會大眾
有機會深入認識身障族群及其需求，進而以同
理心取代刻板印象，共創友善共好的融合社會，
期待您能共同加入，讓愛無所不在。

清晨宣揚祢的仁愛，夜晚傳講祢的忠信（詠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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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眼神
社工組長 / 劉瓊芬

每天在工作中忙碌的你我，不知是否曾在
夜深人靜，更或者在迷途徬徨中想過，工作對
我們而言的意義與目的為何？我想，大多人可
能會說『為了生活、為了養家、為了賺錢…』。
然而，對工作坊的青年而言，工作的意義
與目的又是什麼呢？其實，工作坊的青年也跟
你我一樣，在工作中為自己的生活各項所需做
預備。因此，工作坊的教保員與社工，每年都
會跟每位青年討論『個人想望』，進而帶著青
年朝圓夢的路邁進，不論想望是大是小，我們
都相信在支持之下，青年們是能夠為自己的期
待努力。猶記過去，青年們出現各項期待時，
往往要求家人協助滿足，但如今青年已建構並
學習，為自己負責與努力。
上半年度泉源及磐石工作坊，分別辦理一
場個人想望成果發表會，在發表會中青年們分

享『我自己買衣服、我自己繳手機費、我做好
多好多的事情』，參與在其中的我們提出了關
鍵疑問，『那你們的錢從那裡來呢？』，頓時
看著青年們散發出自信的眼神，大聲說『我們
自己賺的啊、我們做代工有薪水啊、我們做餅
乾可以賺啊…我們～』，各種回應與回饋此起
彼落的一個個傳遞了出來，在那當下的我們對
這群青年的努力精神及堅持投以高度的敬佩，
更甚至回過頭捫心自問，我們有這樣的堅持與
努力嗎？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在青年身上我們看
到，是一個成人為自我負責的態度；是一個人
對自我價值的認同與肯定。在工作這條道路上，
工作坊青年需要你我的協助，需要多元的職種，
需要足夠的工作機會，需要你我一起支持一起
相信，工作坊的這群朋友，與你我都一樣。

從旭日東升到日落之地，願上主的名受讚美（詠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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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助跑的我，一樣展翅翱翔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 邱唯

母協助下獲得工作機會，但始終因無法勝任工
作及適應職場環境反覆就業失敗，但儘管如此
阿賢對能在職場工作的熱情依舊沒有減少，為
了不辜負家人的期待，阿賢最終尋求了勞工局
的協助。經過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評估後，發
現阿賢工作能力與職場所需有落差，故連結了
蘆葦中途職場資源讓阿賢接受職前準備訓練，
以維持體耐力以及提升工作技巧。在訓練過程
中，阿賢表現勤奮且相當主動，儘管過程辛苦，
但阿賢依舊努力完成任務，歷經 6 個月的訓練，
阿賢提升了就業準備度與職場競爭力，隨即透
過支持性就業服務來協助阿賢進入職場，最終
成功獲得一份洗衣工廠工作。
於就服員密集輔導期間，陪同阿賢一同解
決工作所遇困難，因著阿賢仔細且謹慎的工作
態度因而受到職場肯定，然而因疫情之故，導
致以飯店業為大宗客戶的洗衣廠受影響，致阿
賢工作時數減少，常常一天只有 2-3 小時的排
班；在追蹤阿賢工作近況時，其始終相信疫情
結束後會好轉，然減班狀況持續一年多仍未見
改善，故阿賢萌生要換工作的念頭；所幸經原
業主介紹，獲得另一同業工作機會，就服員二
度進場協助阿賢成功適應新工作，由於阿賢的
根據身權法第 33 條、第 34 條及 CRPD 第

工作表現深獲雇主賞識，破例在第一個月就發

27 條，都有提到身心障礙者就業的權利，促進

放獎金，同事也對於阿賢的工作態度給予稱讚

身心障礙者能夠獲得社會認同、經濟生存，並

及肯定。阿賢自述非常喜歡這個工作，未來希

掃除其障礙、解決就業問題、創造就業機會，

望能夠考取機車駕照並購買一輛機車，並協助

努力發展與塑造適合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與就業

家裡買房。

環境，但在台灣身心障礙者勞動參與率僅約

身心障礙朋友在就業這條路上除了需要多

20%，遠低於一般民眾，且根據勞動部統計，

方的資源介入，更重要的是社會及職場支持及

87.2% 的失業者希望被職場雇用，因此如何協

肯定，以優勢觀點為其找到或創造出合適的工

助身心障礙者就業並且創造出適合的環境為目

作場域，身心障礙者就可以在競爭性職場發光

前社會重要議題之一。

發熱。就如同天鵝般，只要給予夠長的助跑環

阿賢是一位內向的男孩，畢業後幾經在案

境，一樣能夠揮動有力翅膀、展翅翱翔。

世人雖卑微，上主卻對我們念念不忘（詠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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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青年的人我互動

人是社會性動物，每天的生活總不免會與他人有所互動，無論是開心、憤怒、哀傷或溫暖等情緒，
每種感受都是拼湊出生活樣貌不可或缺的一角。心智障礙者跟我們生活在同樣的天空下，生活中也會
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當面對到不同狀況時也有屬於他們的應對模式與喜怒哀樂，現在就讓我們來
看看小作青年畫下與他人互動的各種情境吧。

★ 爸爸身體不舒服，關心他要去看醫生。

★ 搭公車的時候有人指著我的臉講話。

★ 我喜歡跟媽媽擁抱。

★ 在家時跟哥哥打架。

★ 遇到麵店店員時跟她打招呼。

★ 媽媽跌倒時，我會趕快把她扶起來。

祢使盲人重見陽光，使飢餓的人溫飽無憂（詠 146：7，8）

蘆葦需要您長期的支持
近幾年來大環境的改變，社會經濟層面波動已逐漸影響社福單位經營，且隨著身心障礙多元需求的
產生使得服務必須因應需求而生，在募款不易與服務拓展的雙重壓力之下，使得蘆葦經營逐年倍感
壓力，因此我們需要您的長期支持。衷心期盼您繼續幫忙我們，成為蘆葦長期的捐贈者！
◆固定捐款：每月300、500或1000元都可協助蘆葦永續成長。
◆認養身心障礙者學費：每月500元贊助1名清寒身心障礙者獲得永續服務。
◆持續捐贈發票：郵寄發票、介紹超商及公司讓蘆葦放置發票箱。
◆長期認養圓夢豬：認養小豬撲滿回家，存下每天的零用錢幫助蘆葦。
◆於店面放置募款箱：幫助蘆葦推展多元化的專業服務。

上主的慈愛，永無止境；祂的仁慈，無窮無盡。( 哀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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