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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穿著高領毛衣的肯納園狗MINI
入圍中華電信 2022 年桌曆



　　有鑒於眾多成年肯納症者養護需求的迫切，我們在 2004 年 10 月 18 日成立了『財團
法人肯納自閉症基金會』（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 930216122 號），我們的使命是呼籲
政府落實「肯納症者」的教育、就業和生活安置，減少肯納症者家庭的負擔及社會問題。

加入肯納 Instagram，
關注肯納最新產品與創
作。
# 肯納青年 # 手作商品

追蹤肯納 Facebook，
及時收到肯納最新資訊。

# 肯納青年 # 手作商品品

前往肯納官網，
觀看肯納最完整的記事與
作品。
www.kannner.org.tw

青商會協助推廣正名「肯納症」與肯納商品
政治大學公共關係與公眾管理課程合作研究提案
肯納全員健檢
靜心中小學關懷捐贈
西華扶輪社贊助肯納電器設備、防疫商品、肯納商品原料
與藍教授 3D 教材研究
肯納學員老化評估
心理療癒共伴家聚
母親節 - 肯納寶貝蛋給媽媽珠光寶氣
明緯公益基金會贊助肯納元氣棧 - 商店服務技能培訓方案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華岡扶輪社贊助肯納學員元氣棧實習計畫
肯納新書「孩子，我要和你一起老去：打造愛與夢想的肯納莊園」
肯納學員的防疫措施
關渡扶輪社與吉濱冷凍公司緊急救援贊助肯納四門冰庫
感謝民視、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報導推廣肯納商品
甘霖獎 - 財團法人林堉璘宏泰教育基金會贊助肯納生態農園開發
中華電信好厝邊 FUN 暑假 DIY 活動
宏源獅子會協助推廣肯納商品 / 贊助肯納
富達麗、友薪企業共同捐贈肯納莊園磁磚
和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肯納莊園衛浴設備
肯納莊園 - 不會停擺的愛
自己的莊園自己蓋
肯納 17 生日慶
好厝邊 - 龍族扶輪社長期贊助維護肯納學員健康安全設備
長期好夥伴 - 富邦文教基金會、震旦行陪伴肯納青年歡樂周末
金心守護禮盒誕生囉！
西華扶輪社、碩華扶輪社授漁 - 肯納精靈樂章禮盒問世
同濟會贊助肯納學員社會適應保險費用、聖誕禮物
多元支持計畫 - 康寧安健 X 肯納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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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主打星
多元支持勸募計畫 -
肯納體適能

　　大家都知道運動的重要，但要
養成運動習慣並不容易，為了讓肯
納青年能多運動並維持身體健康增
進體能，除了每日早上的體適能，
基金會所屬的 6 個小作所，由 108
年開始聘請《康齡安健物理治療
所》團隊進行評估並依肯納學員狀
況每月進行合宜的運動。

　　其中訓練項目包含平衡、肌耐
力、心肺功能等，藉由規律的運動
習慣改善或維持良好的體能。

老化評估

　　在每日工作或活動時，老師發
現部分肯納學員身心狀態有衰退或
老化的現象，故基金會於 110 年 3
月委託《幸福物理治療所》進行老
化評估，項目包含：情緒穩定度、
指令配合、關節肌力張力、簡易智
能評估等，以提供「預防老化」及
「延緩老化」的專業知能。

　　為了讓照顧者和老師一同協助肯納青
年，在評估結果說明時，也邀請家長參與
並與專業團隊進行諮商，了解日後可能會
有的老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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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
母親節～肯納寶貝蛋給
媽媽珠光寶氣

　　今年五月來點不一樣的，
肯納寶貝小小手作，每個能量
寶石蘊藏成一座座水晶小森林，
送給母親紓壓好禮。趁機把平
常我們不太說、不會說的話，
在這一天，都讓您知道，我們
有多愛您。感動滿分 !

　　寶貝蛋源自彭玉燕董事長
的人生際遇中 -「東方之星珠
寶」。藉東方之星品牌能力，

共伴家聚　文／陳筱石

　　肯納家長們正在打造一座村莊，希望用
『愛』陪伴星星兒走到最後一刻。肯納共伴家
人，透過深具品質與情感交流意涵的課程，為
了未來的共伴生活而準備，由三位專業心理師
召集了碩博士班的研究生及諮商實習研究生，
共 18 位共同來為大家籌劃課程。

　　肯納莊園的組成來自四面八方，大家共同
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家長們安心、肯納青年們
有專人照顧的全日型社區。「雖然以前我們並
不認識，但是不久後大家都會遷居肯納莊園，
未來的生活將彼此相互扶持共老」，即使肯納
家人間沒有血緣家人間共同成長的過去，但希
望透過活動中的交流讓彼此更認識更融合，即
使過去無法共同參與，但我們的未來是星星相
惜的，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
遠，讓我們的星星家庭們共同築一個美好未來！

專業資源連結
與台師大藍教授的 3D 虛擬情境語言學習教材研究　文／張筱筠

　　科技日新月異，學習者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跳脫傳統教學模式來進行學
習。基金會很高興今年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情境沉浸科技促進語言學習研
究室』攜手進行合作，以線上 3D 虛擬情境程式─第二人生 (Second Life )，設
計出肯納元氣棧咖啡廳之模擬樣貌，藉此訓練實習學員對於餐飲服務流程之了
解及表達能力。

　　肯納學員們在疫情期間雖暫停了商店實作活動，但是個人的虛擬化身依然
在第二人生平台上活躍。未來我們期許能持續建構出其他生活化情境，以協助
肯納症者在日常口說能力上之培訓。

照護著肯納之星兒，凝聚著許多相同故事的家庭，透過肯納園的媽媽們，讓這
份愛心綿延共生，為使這些星星的孩子有能力自足，帶給這些家庭堅強的後盾
與寄託，印證愛似亮麗珠寶般堅強璀燦永流傳 !

《愛未艾，艾為愛》畫展

走過不要錯過，賞畫期限至 11/23 日止。
李淑艾老師個人畫展 10/24 在北投肯納園開幕典禮。現場還有樂隊表演，很是精彩、怡情！
雖然下著雨卻不減大家的熱情！各方來賓絡繹不絕！
11/12~11/23 在和平西路繼續展出，更分享愛心做公益，活得精采人生。
感謝她多年對公益的付出與熱情，一直支持著肯納。
這次畫展盡出精華畫作，義賣所得皆捐助台灣肯納基金會，愛心綿延不息，肯納元氣棧續攤，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
到元氣棧品茗、賞畫，拋下您的罣礙沉浸在《愛未艾，艾為愛》的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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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我要和你一起去》
　　　　　　　　　　　－打造愛與夢想的肯納莊園

　　由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與張瓊齡共同著
作。有鑒於成年自閉症者養護需求迫切，台灣肯納自閉
症基金會致力於服務個案及其家屬、自閉症正名為肯
納症等不遺餘力，兩次榮獲衛生署評核特優獎。張瓊齡
女士自 2003 年初遇花蓮肯納園，期間接觸社會企業，
2019 年起與基金會一起見證與書寫下龍潭肯納莊園的
打造過程。

NPOst 公益交流站

閱讀人

POP radio
POP 最正點

幫助高功能自閉
與亞斯柏格

暖暖，日常 -
戲劇治療創作實驗室

心靈工坊 滾動力

橘世代

肯納 17生日慶　文／周嘉榆

在台灣，每年的 10 月總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月份！
在肯納，每年的 10 月總是一個肯納青年們引頸期盼的月份！
因為，10 月 18 日正是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的生日。

　　2021 的 10 月，COVID-19 疫情終於稍稍趨緩，但全台仍維持二級警戒，
因此我們決定舉辦就算疫情也要一起的 17 歲生日趴 -「肯納就愛 17 生日會」！

　　這次生日趴有什麼特色呢？ 5 個服務據點 6 個班級 Google Meet 線上派
對一起在基金會生日 10 月 18 日的 10 點 18 分正式開始，就是要讓大家記住
1018 ！並且全員全程配戴口罩，我們要 HAPPY，也要防疫！這次我們選擇不
用分食的布丁蛋糕，讓我們能享受美食也能繼續堅守防疫守則。

　　各據點精心準備了視訊歌舞 LIVE Show，並拍攝剪輯的祝福影片，在線上
與大家共享，就算看不到本尊，也要透過鏡頭看到每個你。過程中，我們用時
下最夯的線上抽獎，抽出 90 位幸運的各小作所名產得主 ! 這讓肯納青年〝堅守
座位〞到最後一秒！活動雖然不到 2 個小時，每個小作所的 5 分鐘表演，卻是
老師和肯納青年們一個多月來用心用力所準備的對肯納愛的祝福，再加上熱血
肯納爸媽們以及 FB 網友的加持祝福 ! 讓這個被迫無法相聚的生日，更加感受到
肯納沒有距離的溫馨與熱情 !

　　這一年，我們真的過得很不一樣，很不簡單！但因為我們有彼此 17 加油、
17 鼓勵！所以我們仍然有滿滿的收穫和成長。接下來，我們將持續再接再厲，
17 朝向更棒的 18 再出發！

　　《肯納園，一個愛與夢想的故事》，書中記錄 2000 年起，
四位肯納兒家長，在花蓮蓋了臺灣第一座專為成年肯納兒設計的
花蓮肯納園。真摯的情感與動容的理念，讓本書榮獲中小學人文
類優良課外讀物，以及開卷好書獎。

　　繼《肯納園，一個愛與夢想的故事》，心靈工坊於六月出版
《孩子，我要和你一起老去：打造愛與夢想的肯納莊園》，本
書透過文字記錄肯納園的成長，同時也讓眾人見證「龍潭肯納莊
園」成立的時刻與艱辛過程。書中闡述彭玉燕董事長堅忍信念、
不屈不饒打造肯納雙老莊園的理念，也提供了「人人平等生存」
的具體方式，值得所有人包括相關單位、團體去思考更好的生活
提案與共好、共創歷程。

感謝協助推廣

講客廣播電台
Good morning! Hakka!

漢聲廣播電台
快樂向前行

聯合報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今天不看書

中央廣播電臺
閱讀女人、理財生活通 台灣銀行家

寶島客家廣播電台
客家咖啡館

臺北廣播電台
台北晴天崗

IC 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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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納莊園
不會停擺的愛　文／張維華

　　肯納社會園區由肯納親子住宅、肯納社福大樓及肯納農場三者所組成，其
中肯納農場於 106 年開始推動，作為展開肯納家族的雙老共居、共生、共照與
共老的首部曲，接著是在 108 年啟動的肯納親子住宅工程，現階段正全力推動
肯納社福大樓的建設工程。

　　肯納社福大樓在 109 年年底辦理動土典禮後，隨即在 110 年第一季展開
營建工程五大管線的申請與核報作業，並於 110 年第一季展開基地的整地工程
作業，至第三季已完成大樓地下室的工程及一樓的地基工程，目前準備開始大
樓一樓結構體工程的興建，預定到了年底會展露出社福大樓的結構體外貌，簡
言之，肯納社福大樓的建設工程，以系統有序的按著興建計畫與目標前進中。

　　於此之時，肯納親子住宅已於 110 年第四季取得使用執照，現在持續建置
肯納症者合適的學習和照顧的生活環境，以啟發生活成長、社會互動及學習的
理念實踐；肯納農場在 110 年第三季前主要以農事生產為主，之後調整為「無
障礙特色的農園藝體驗農園」，規劃農園藝生態、體驗與食農課程及活動為核
心的發展，透過對肯納症者和家長們安排系列性農園藝的課程和活動，以親近
自然，獲得療癒與學習成長，推動在地社區融合交流。

　　肯納社福園區期能經由共居與共生，讓肯納家庭間能互相融合，並分享減
輕家長照顧肯納症者的壓力，並對環境的熟悉度提升適應性，再無縫接軌未來
肯納社福園區的生活；另外，也透過共照與共老的方式，對肯納家族和肯納症
者推動有個好品質的幸福照顧工程。

　　所以，肯納社福園區希望提供的是「連續型的照顧服務」，讓肯納家族與
肯納症者能在園區生活、學習和成長，並參酌肯納兒不同的行為能力規劃合宜
配套的照顧方案；讓肯納症者他們先對環境熟悉，同時也促進提供照顧者熟悉
肯納症者，藉由這種熟悉度的提升，對肯納症者不會因為照顧的轉換而有心裡
抗拒，有助於照顧的推動實施。為了推動讓心智障礙或肯納症者的孩子有長期
安置及安心照顧的家園，肯納社福園區正朝著全方位與連續性的幸福照顧生活
環境邁進，肯納社福園區期待大家共創前行！

▼肯納親子住宅第四季取得使用執照 ▼肯納社福園區建設工程▼快樂農場活動

1個元氣棧 +6個小作所→6個服務據點

自己的莊園自己蓋
我們要在肯納莊園裡開店！　文 / 瓊齡

　　此外，還有專為肯納家庭設置的生活溝通支持中心，提供家長或星兒手足紓壓、
成長與支持團體。這項服務可說是從「星語小站」時期便已展開，到了成立肯納基金
會之後，更是有意識地推動，並期望能在莊園中做得更深入。

　　在肯納莊園建設期間，由擔任過基金會三屆董事、擁有三十多年特教實務經驗的
李惠藺博士透過「泮學堂」計畫，以觀察者角色進入肯納基金會六個小作所擔任督導，
近距離瞭解 120 位成年肯納青年在小作所的日常狀況，最後鎖定其中一個小作所，
透過每週固定的個案討論，具體提升工作團隊的實務技巧，也協助工作團隊為該小作
所的肯納青年建立適性的個別學習目標。

　　李督導的理想是盡可能促進小作所的每一位肯納青年，依照個別能力都有一定程
度的生活自理能力，在團體中能與人合宜互動，在均一的團體活動中，能再進一步
區分出具有個別差異性的角色，譬如：適度規劃讓學員擔任小組長或接待者，
而不是全程由師長們代勞；每個任務都很具體但不一定要複雜，諸如分配讓他
們鋪床、更換床單、枕套等，都有一套標準流程以及自我檢核表可依循，主要
是讓星兒們藉由工作，增進或維持自我照顧的能力，而種種在小作所階段的實
作經驗，都是將來當住戶親子移居肯納莊園後，在社福園區得以繼續實踐的項
目，藉由這些過程，同時也促使生活溝通支持中心的功能在家長的心中越來越
具體化。

　　未來，生活溝通支持中心將提供雙雙邁入高齡的肯納家長與孩子互相學
習、適應變化的機會，進而建立起共生、共學與共養的正向關係。這也是一般
住宅建案不可能關注、也不可能提供的服務。 農場 星語小站社福大樓

8 9



疫情艱辛，感謝有您

　　青商會協助正名「肯納症」，換上臉書大頭貼特效框：自閉與偏見，我支
持正名肯納；推廣肯納商品；大量訂製肯納青年徵選的繪畫圖案當作新春紅包！

　　非常感謝 關渡扶輪社 和 吉濱冷凍公司 提供及時的協助，在這嚴峻的時
刻，方建錩社長一得知消息後，從募捐到製作、防硫、送貨，親自為肯納四處
奔波、監督，非常快速地讓我們收到全新的四門凍庫。這對我們真的很重要！
總算能有足夠的硬體設備，來面對中秋商品庫存空間的需求了 ~

　　感謝 龍族扶輪社，捐贈安全鎖、天花板節能扇、沖水器，協助肯納和平坊
進行設備改善更新，肯納學員有您們ㄧ直維護健康安全好幸福 !

　　感謝 民視、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 在中秋佳節前夕情義相挺！在受到疫
情的的衝擊下，肯納訂單頓失，力偕媒體資源一起來幫助肯納。

　　感謝 西華扶輪社 在疫情期間，捐贈冷氣、酒精、PVC 無粉手套、肯納
商品原料 - 皂基，也與 碩華扶輪社 贊助肯納禮盒 / 提袋的再製費用！讓肯
納不僅設備改善，也幫助肯納得以延伸產品的空間，衷心感謝 !

　　感謝 富達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友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贊助肯納
莊園社福大樓所需要的磁磚，色彩豐富深具特色，肯納莊園將更繽紛絢麗。

　　感謝 和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凱富不銹鋼興業有限公司，特別因應我
們社福園區的衛浴與無障礙的需求，提供不銹鋼置衣架、毛巾架、水龍頭
和便器噴水等等，用實際的行動參與了肯納莊園（社福園區）「共同照顧 
」核心理念的行列中，無限感恩！

　　感謝 震旦行 每年贊助肯納活動辦理並擔任肯納活動的安全守護者，橘
色制服跟在我們身邊暖暖的，謝謝您！

10 11



金心禮盒上架囉！
　　在圓夢系列即將下台一鞠躬前，基金會想著下個禮盒該怎麼做。從一開始
懷抱著夢想（夢想禮盒）的初衷，到現在已經開始建置屬於肯納症者的家園。
一切已不再是個「夢想」，從這一路的堅持，我們是真心（金心守護禮盒）想
為肯納症者量身訂做工作項目，禮盒的材質、摺盒、包裝、製作流程等需要是
肯納學員能夠勝任的，我們希望客人手上是肯納學員滿滿的心意。

精靈樂章禮盒
　　感謝西華扶輪社、碩華扶輪社
贊助，得以讓這可愛精巧的小提盒
問世。以一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
漁的精神，給肯納一個開發新商品
的機會。讓我們有機會傾聽顧客的
意見，開發一個精緻小巧的可愛精
品。

　　精靈樂章禮盒裏頭擺放的是板
橋坊主責的糕餅皂、粽皂。是今年
新挑選出別緻造型的手工皂喔！

我想幫助肯納青年 How to help Kanner Foundation of Taiwan

線上捐款

　

www.kanner.org.tw/donation.aspx

ATM匯款

　

永豐銀行(807)忠孝分行(0058)　帳號005-001-000-20795

郵政劃撥

　

帳號19880720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愛心碼

　 

1018　名稱：（肯納園）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肯納Line@
@skj7626t

捐款芳名錄

110 年度月 1 月 -10 月 收支分析圓餅圖

肯納歷年服務人次

穩定茁
壯中

肯納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人次計算以月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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