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開春至今，俗稱武漢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從全亞洲傳播至全世界，確診和死亡人

數不斷攀升，隨疫情持續擴大延燒，各種假新聞假知識也在各種社交平台上漫天飛舞，除了身體

健康感受到威脅；心理也倍覺惶惶不安。我們的政府深切感受到民眾面對新型傳染病的未知與恐

懼，「疾病管制署」特別邀集了醫界、學界甚至網紅…製播一系列「防疫大作戰」，教導大家正

確的防疫觀念——勤洗手，生病時或於空氣不流通的密閉空間內務必戴上口罩，非必要勿前往醫

院、參加大型集會活動或人潮壅擠的場所，規律生活作息、均衡飲食、提升免疫力。萬一需要居

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就要配合政府的規定，確實做好與外界隔離，以保障周遭親友與社區的安全，

大家都有正確、正向的態度，那麼不管未來疫情如何變化，相信我們都能守護健康和幸福。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現在反而是重新檢視健康飲食、日常生活習慣的時刻，靠著調節

免疫力、多曬太陽、多運動，才是抗疫良方。剛好原定上一季幸福家庭講座邀請江坤俊醫師主

講 「身體健康從日常保健開始」，因防疫之故順延至4月18日15:00～16:30，如何擁有健康的

身體？吃對食物、攝取足夠的營養為首要，不要讓自己小小的疏忽大大影響了健康！而且在所有

維生素中，維他命D很重要，肺癌、肺炎、肺不好…都和維他命D有關？如何預防和治療，就讓我

們聽聽江醫師怎麼說。

　　防疫非常時期，許多家庭都選擇整天待在家裡，待久了，心情難免焦慮憂鬱，但維持正常生

活是必須的，把自己照顧好才有能力照顧別人，一起度過難關。「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

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1:7；「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

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約翰三書1:2，值此時節，祝福大家出入蒙福平安！

編輯手記

守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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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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家
庭
講
座

04/18 15:00 ~ 16:30(六)

　　日常生活中你吃對食物了嗎？你常常運動

嗎？你知道因為你的飲食讓你的身體代謝出問

題嗎？你知道新陳代謝的問題跟癌症又有多大

關聯性嗎？

　　要有健康的身體吃對食物、攝取足夠的營

養是首要，不要讓自己小小的疏忽影響大大的

健康！生理代謝層面的心血管危險因子的聚集

現象，這些危險因子主要包括高血壓準、血脂

異常包含血中三酸甘油脂偏高、高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糖尿病或高尿酸與凝血因子的不正常

等等。這些疾病都跟人體代謝有關，而它們跟

癌症有著什麼關聯性？其實跟人體維生素D濃

度高低也有影響，該如何預防或治療，聽聽江

醫師怎麼說。

◆ 講師：江坤俊／腫瘤外科名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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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健康從日常保健開始

現 任：敏盛醫院副院長

經 歷：長庚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長庚一般外科副教授 長庚醫學研究部副部長

專 長：乳房外科、癌症治療、維生命D腫瘤治療研究

著 作：一天一D寫給生命的情書

講師介紹 江坤俊

幸
福
家
庭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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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肺炎，肺不好，和維他命D有關?

　　就如同我之前所說，體內維他命D足夠的人，比�不容�得到癌症，通常是在乳癌和大�癌比

�明�，�在肺癌上，最�的研究也有��的結�。一�於2015年的國外研究報告就指出，血中

維他命D的濃度每上�2.5ng/ml，得到肺癌的機�就會下�5%，血中維他命D對肺癌發生最好的

保護濃度��介於20多～30多之間，更高��也�有明�的保護作用，當然這只是單一�的研究

報告，�然血中維他命D濃度和癌症的關係在研究中總是�難有明�的結�，�大部分的研究是正

向的。

　　我們人體的肺，左�有2片、��有3片，�是肺��至�要40～50�以上，症�才會�現出

來，一般肺癌發生�在肺中���3/4、肺兩���1/4。當我們肺中�出現��時比�容�被發

現，因為���呼吸道而比�會有���及��症�出現，�是���又久�不�時，大多數人只

會�得自己�管不好、空�不好，�使��2～3個月，多數人都不會�看醫生，只會�感�糖�

��而�。我們在臨床上看到的肺癌，最常看見的症�就是久�不�及��帶有血絲這麼�單的症

�，�一般人都�忽它。

�肺癌該如何預防？

　　�性��者得到肺癌機�就是一般人的10�，�性則是5�，二手�則是2～5�。因���

還是最�要的，�然癌症一般好發因子就是基因和環�，�肺癌基因�傳影響不大，它和大�癌一

�都是可以預防的癌症。長期��者的肺就�是���肺(肺部�維化)，這是因為長期��造成

發炎所致，肺功能可能只�下50%，常常會���一�受感染致���常高。根據�計指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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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5 分鐘，�肺運動

　　下面這�動作，都能有�加�肺部的功能，��大家可以每天做。�其�多老人家體力不好，

或是���了一輩子，要他們做一些激�的運動時，�容�會感到��如�、不���，這時透過

�單運動來�化肺部，讓肺功能發�保護作用。

�式吸吸

　　一開始可以練習用力吸�，讓�子�起

再����。熟悉後，吸�時深呼吸�將雙

手舉高過�，��時雙手�下����、�

巴做圓圈�將��出，��長一點。吸��

�的時間為1：2，也就是吸�3�、��6
�，每天15分鐘。可�用��時間，�不要

�後做，�前或�後兩小時後做。

摘錄-采實文化《每日好D實踐版》

果��超過15年得到肺癌的機�會下�，�是肺功能一�受�都是不可�的，所以能����當

然是最完�的情�了。�外臨床上，有些�性肺癌者�有��卻也�癌，這可能和廚房的油�有關

係，��提��性做�時，�油�機一定要�開�保�廚房的�好通�。

�什麼是肺�水？肺炎症�怎麼分？

　　肺炎就是肺發炎，它可以是��、病�所致。肺�水就是肺外����水，��是肺�水，所

以肺炎不一定會是肺�水，肺�水也不一定是肺炎，這是兩�事，只是肺炎比���時常會造成肺

�水。肺炎通常都是��或是病�感染所致，因�肺炎也是會傳染他人的。現在�福部大力提�5 
�以下��童、65以上長者要��肺炎�球���，因為65�老人家得到肺炎�球���機��

高，�有21%，小朋友�2.4%��乳癌���一年不到20%，�多人都���癌症，卻��了致

��更高的肺炎，�多��真的不明白肺炎致��的��性。而�，有時候老人家得到肺炎�不是

被傳染，而是吸入性肺炎，�其��功能和��功能��的老人家，容�一�到就造成發�，或是

更��的呼吸中止都有可能。

�外，目前��的肺炎�球���可以預防10～15年，因��合相關��的人就�該��。�多

人問我，年�人需要��嗎？這可以根據你個人型態來決定，�我自己是醫生，每天接��常多病

人，我就會��肺炎�球���，其他�如：糖尿病�者、��功能�，還有��切�者，因為�

�對肺炎�球�免�力的�成是有��的，因�切���的人，也�該���。只要你是屬於高危

險�，��都�該���，做好保護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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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Steve & Karen Calmes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以上至成人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5名，額滿為止)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5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500元，

全勤者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需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上課日期：4/14、4/21、4/28、5/5、5/12  共5堂

希望與外國人面對面學英文嗎？想提�英文聽說的能力嗎？�外�

老師帶領，��聖經故事��與分享，提�英文��與聽、說能

力，在��自然的環�下學習英文，讓英文成為�生活的一部�。

看聖經學英文04/14-05/12 19:30 ~ 20:30(二)

生活日文會話04/13-06/22 19:00 ~ 20:00(一)

上課日期：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6/22 共11堂

�日本旅遊時，聽不�看不�也無法�通嗎～那就來參加生活日文會話課程！課程中會介紹日常用日

文單�及生活情�會話練習與�用，也會介紹日本�會之�性與文化�質。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喔！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1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勤者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

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意事項：1.本課程為互動式學習，透過情�式分享讓學習更有趣喔。2.本課程�有50音基本�音教學，��

具備50音基�者參加。3.本課程不提供�兒照�、�聽與代課，教室以參加學員開�進場。

◆ 講師：吳致秀／專�日文講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6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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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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藝
術

◆ 講師：木匠兄妹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7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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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曉琪／知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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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導　　演：�許��

◆ �  演  員：����斯��  演  員：安���

◆ 片　　長：100分鐘    ��　　�：���

◆ 發行年�：2019     　�發行公�：迪士尼

��機使用，作品�裝，���光。將準備大小不一

的木�小��和無���，讓學員發�創意，自行在

作品裝飾。

透過天然染色—柿汁繪染，將不同花�的各�型版，

透過�發�的柿汁將之�染上色，使柿汁汁�染著於

�上，�現自然��。

安��家�開大學生�，玩具們��來到愛�玩具的小�孩�

�家中。�天，��帶來了一個手作新成員�叉奇�加入玩具

們，本身為��式餐具的叉奇認為自己不是玩具，而是��，

因而�發了不���。在一場�險旅程之後，�迪�長與老友

�����，發現外面玩具們的���比他想�的還要�大…

機能型手機架

柿汁繪染餐具袋

玩具總動員4

05/09

05/30

06/20

14:00 ~ 17:30

14:00 ~ 17:30

19:00 ~ 21:0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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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型

限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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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教
育

不管你對香皂熟不熟悉，都可以教寶貝們做出超成功又可愛的鴨鴨皂

喔！讓我們把每一次的手作，都變成一場腦力激盪的饗宴吧。

鴨鴨皂04/11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 講師：Momo老師／愛畫畫�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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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桌遊趣04/09-06/18 19:00 ~ 20:00(四)

上課日期：4/9、4/16、4/23、4/30、5/7、5/14、5/21、5/28、6/4、6/11、6/18 共11堂

有過過年時家人親子聚在一起玩���、大��的回�嗎？記得那些�媽�給你的，以及你�給孩子

的有趣繪本嗎？親子故事桌遊創造一個聽故事和體�桌上遊�的情�，��親子享受��的繪本故

事，然後一起化身故事主角，在各種��桌遊中合作與�險，留下寶�的親子回�。本課程�伊歐數

感故事桌遊團隊帶領，�了享受故事和遊�時光外，也會分享在親子桌遊和多元教�上的小��喔！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1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勤者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需扣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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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主題博�館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3足�至7足�，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5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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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BT星球的王子TATA，夢想著有一天能將愛傳播到全宇宙，為了實

踐夢想，TATA與守護者宇宙機器人VAN踏上旅程來到了地球。認識許

多夥伴，他們各自擁有不同魅力，在一起時更閃閃發光的BT21！迎著

夢想奔跑的BT21他們之間發生的愉快而又感動的故事會一直繼續。

宇宙明星BT21鑰匙圈05/23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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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童
教
育

限制型

大人小孩都喜歡的角落生物�！療�又可愛的

��，完全�化每個人的心。透過課程可以�

塑出喜愛的角色！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 講師：小魚&Lucky／不食�手創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以上至成人，

　　　　 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角落生物黏土06/06 14:00 ~ 17: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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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上皮拉提斯04/14-06/30 09:30 ~ 10:30(二)

上課日期：4/14、4/21、4/28、5/5、5/12、5/19、5/26、6/2、6/9、6/16、6/23、6/30 共12堂

課程結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酸��、����、五��、��神經�等，�續的練習也可��

我們擁有��的身型進而達到�身的目的！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勤者

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 講師：趙苑君／專�皮拉提斯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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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空手道班04/08-06/24 19:00 ~ 21:10(三)

上課日期：4/8、4/15、4/22、4/29、5/6、5/13、5/20、5/27、6/3、6/10、6/1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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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智慧、自信與果決的，使用

防身�能。累��30年，防身�教學經�，對於兒童、��年、��及�會人士等，不同年齡層傳授

安全、有�、實用、�學的防身�能。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勤者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 講師：宋一信／中華�國空手道聯��書長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至15足�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40名，額滿為止)

��班參加者需自行購�空手道道服，每�大�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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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律
動

舞動有氧-Zumba04/14-06/30 19:00 ~ 21:10(二)

上課日期：4/14、4/21、4/28、5/5、5/12、5/19、5/26、6/2、6/9、6/16、6/23、6/30 共12堂
第一梯 19:00-20:00 　第二梯 20:10-21:10

Zumba Fitness 創�於2001年�國��密��多(Miami Orlando)，是結合拉�及��各國音樂與舞

蹈為一體的有氧體�能課程，��的�對教學型式，�莎、��、��、森巴、�皮舞、��明�、

�倫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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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的��。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勤者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

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 講師：南天銘／專�舞動有氧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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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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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活
環
保

幸福烘焙04/10-06/19 19:00 ~ 20:30(五)

◆ 講師：賴淑慧／專�烘�老師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2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1名

你是�每當�到麵包，蛋糕和��的香�時，就會�動你的��？

那就和我們一起來體�幸福烘�的課程吧！

上課日期：4/10、4/17、5/8、5/15、5/22、5/29、6/5、6/12、6/19 共9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9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900元，全勤者全數退還

保證金，缺一堂課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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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照�服務。

限制型

肉圓口感軟Q，訣竅在於粉皮要使力攪拌，內餡使用香菇、竹筍、絞肉加上

九種香料，將所有材料備齊，就能蒸出軟Q帶有彈性的肉圓囉！

◆ 講師：周宛玲／中餐�調����士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純手工軟Q肉圓05/16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限塑開跑嚕！你預備好環保購物袋及食物袋了嗎？趕快跟我們一起加入

無痕飲食的行列吧！

◆ 講師：佳拉迪雅工作坊團隊／台中����人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環保食物袋04/25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使用豆沙加上食用色素調色擠出擬真花朵裝飾蛋糕。

◆ 講師：Vicky／VK flower art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5足�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豆沙擠花杯子蛋糕06/13 14:00 ~ 17:30(六)

第一梯 14:00-15:30　第二梯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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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職
場
講
座

多數內容在未來��都�落�或用不到�基�知識、常識一��

要。那麼家長要給孩子什麼？才是他們未來受用一生的�生�能

呢？與家長們分享如何培養好品格的學生，�進親子關係與國際�

�力。

因著經歷事�失�、兒子����、先生中�失�…等�創，才發

現過�的自己是一個只會生�、不會愛的人。

然而�有一個�煩不帶著一個禮物，宓章發現���的苦難，伴隨

著的�是相�的超�恩�，��祝福的��還能不��大。

◆ 講師：黃千碩老師／天才學院創辦人

◆ 地點：大毅幸福館

◆ 講師：葉宓章／生命教練

◆ 地點：大毅幸福館

如何培養好品格的孩子

愛的泉源-苦難是化妝的祝福

04/18

05/16

09:30 ~ 11:30

09:30 ~ 11:30

(六)

(六)

分享學齡前後的孩子各項發�與常見的親子��題，讓家長對��

更加認識，進而在教養的路上更��。親子教養的關��性而教，

這方面需要�媽的學習，首先������孩子的身心發�與個

性，才能用對方法來教導與對�、完�傳���的愛，如�更能擁

有�好的親子關係，��額外的擔心憂�又能��孩子成長。

◆ 講師：黃彥鈞／�能治療師

◆ 地點：大毅幸福館

在親子關係中雙贏，成為孩子的神隊友06/20 09:30 ~ 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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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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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為覺得出去有危險，就不帶孩子去冒險。過度保護孩子，反而讓孩子失去了嘗試和學習的

機會。」關於教養，藍白拖這樣詮釋……��

　　自�為�生活的旅行者�的�包台客藍白拖，�年間為�者分享了�本書。旅行讓他找到生活

的人生�，從單身�包旅行到親子共遊分享，藍白拖隨著生活角色�變找到更深切的�足點。對藍

白拖來說旅行是他生命的�要養分，�擇具�險性和會��的活動，則是藍白拖�子旅行之外最

�要的生活要事。藍白拖認為，�母不要因為工作�累老�在沙發上�得動，這會讓孩子失���

��的機會。對於玩，他�調：��媽要帶著比孩子更好奇的心��孩子玩，就能享受一起玩的樂

趣，也會發現親子共玩是多麼�的事。�

不要因為孩子太小，就不帶孩子一起出去玩

　　從單身�包客到��的角色，藍白拖樂於品�當下的角色和生活。帶著��兒子����到信

�錄��為孩子念一本好書�公�影片時，藍白拖提到�有了兒子後�然不能再�從前一�想走便

走，卻有了更多�子一起旅行的機會。�有網友和藍白拖說，因為三�前的孩子對旅行�有�多記

�，而��帶孩子�旅行。藍白拖卻認為這時候才要多出�走走，用照片創造生活�錄來�補孩子

的記�。現在他和兒子經常一起看小時候的照片，為��創造了更多的親密關係和共同話題。

了解孩子的喜好，小小利誘鼓勵完成旅程

　　��喜歡走�苦路線的藍白拖�常喜歡��，�兒子卻不喜歡。如何讓�����生��動

力？��開始我帶他�象�，便用�到�上可以吃愛�吸�他。�藍白拖認為兒子有任務導向的�

質，又��喜歡�吃�，所以三�以後無�帶兒子��或長途旅行，都用食物來吸�兒子完成行走

達
人
。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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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務。�我相信這些過程都會變成兒子成長的養分�，藍白拖不用�玩具當�賞，他用�伴做�

�，�孩子一起玩或一起吃，�導兒子做不同的學習和生活體�。�有一�子��迷上手機，不給

玩就�走。�藍白拖擔心兒子玩手機變成習�而影響��，便��手作書一起作手作。他��走出

�才能�大孩子的��，在旅程中培養孩子��達成的意�力。

嘗試與冒險、對話與討論，為父子情感加溫��

　　藍白拖�信�在生活中學習�，���險和�導孩子問問題是學習的關�。帶著兒子當�包

客，他把兒子當夥伴而不是小孩，問他意見，給他��的機會。�到外國人，他會��兒子�著先

��通�朋友。��兒子喜歡主動認識�生人，他也會�意兒子的禮�和安全，提�兒子���人

�不在公共場���。

問問題是藍白拖�子最�要的相�方式，從天空為什麼是藍色的？到地球為什麼不會�掉？總是從

生活��中提出問題��，不管話題深度是不是�合兒子的年齡，都會用兒子�的方式和他��，

�如�幸福�可能對兒子��象，他便用單純的感受，�是開心、好吃來��。兒子現在問的問題

�經��有深度，自己也在話題��中�動更多感受和前進的動力。

關於生活，不是��需要藍白拖，而是藍白拖更喜歡黏兒子……。

他說：「兒子讓我失去自由，卻換來我更多轉動的理由」。

(文��自信�基金會�好好�兒網�好好生活�第13期-達人。生活)

更多��請上 信誼好好育兒網https://parents.hsin-yi.org.tw 

藍白拖：比小孩更好奇，

才能享受親子共玩的樂趣

採訪報導/林瑞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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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親切活�，能夠帶動學員學習意�，有氧舞蹈課程能依學員程度從基�分�動作教起，讓

學員能���進充分學習，��對課程�生�趣，進而�意�之以�的運動。

毛線也可以這麼作，大人小孩一起動手作一個專屬於自己�色

的小毛線帽吊飾！讓小毛帽�伴你上下班、上下課，成為你愛

不�手的療�小物！

◆ 講師：方淑鈴／專�舞動有氧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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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滿／PALAC設計工作室總�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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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動有氧

毛帽吊飾DIY

19:00 ~ 20:00

14:00 ~ 15:30

幸
福
二
館 

幸
福
衛
理
堂

上課日期：4/8、4/15、4/22、4/29、5/6、5/13、5/20、5/27、6/3、6/10、6/17、6/24 共12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有12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勤

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意事項：請自備剪�

彩色素描班04/07-06/23 19:00 ~ 20:30(二)

◆ 講師：巫昱宏／專��畫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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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的色��班，巫老師將帶領學員會畫出台��季的花朵歡迎有�

趣的學員一起來參與畫花的樂趣。

上課日期：4/7、4/14、4/21、4/28、5/5、5/12、5/19、5/26、6/2、6/9、6/1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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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紙�不用�、紙�多、以8開為最�好) 
5.相關繪�之各�色�、彩色�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勤者全

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04/08-06/24

04/11

(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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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毛��的大�巴，和一雙�色��的��，靈活地��在大樹之

間，��相當活�可愛，趕快和老師一起動手做��的小松鼠吧！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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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小松鼠05/09 14:00 ~ 15:30(六)
幸
福
二
館 

幸
福
衛
理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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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巴�加上療�的多肉植物，擺在�關或�在�上當裝

飾，讓人每天心情愉�。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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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肉植物拼貼畫06/06 14:00 ~ 15: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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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三
館 

卓
越
幸
福
行
道
會

基���、�式呼吸及體位法等，��採取各種不同的����給��腦、�肉、內�、神經、�爾�

�體�度的�激�學習��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壓力及��，課程結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酸��、

����、五��、��神經�等，�續的練習也可��我們擁有��的身型進而達到�身的目的！

◆ 講師：林渃椏／專�皮拉提斯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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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100元，全勤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墊上皮拉提斯04/09-06/18 19:00 ~ 20:00(四)

上課日期：4/9、4/16、4/23、4/30、5/7、5/14、5/21、5/28、6/4、6/11、6/18 共11堂

森呼吸留言座04/11 14:00 ~ 15:30(六)

為自己的心，留一�可愛小綠�～

�作�壓�感佳，免�免針線，可當名片座+留言夾。

見過實品都會�呼～�！好可愛�！保證讓人愛不�手！

療�的深呼吸�，動手�作�有成就感，完成後超�合辦公室、

居家桌�擺設及�禮用。

◆ 講師：親子創意工坊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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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事項：請自備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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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總動員4這次�場的新角色�叉奇一直�續受歡迎中！

是不是�可愛�！本堂課可以培養專�能力、�練小�肉發�，

快來���理，把叉奇帶回家吧！

限塑開跑嚕！你預備好環保購物袋及食物袋了嗎？趕快跟我們一起加

入無痕飲食的行列吧！

◆ 講師：Momo老師／愛畫畫�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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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師：佳拉迪雅工作坊團隊／台中����人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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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食物袋

05/09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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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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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吉他班04/06-06/22 19:30 ~ 20:30(一)

上課日期：4/6、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6/22 共12堂

上課日期：4/7、4/14、4/21、4/28、5/5、5/12、5/19、5/26、6/2、6/9、6/12、6/23 共12堂

��他自彈自唱�是��工作及��壓力的�方與表現自我的最佳才�。有音樂基�佳，透過課程的學

習，可運用在生活、��、教會服事聚會…等，�有�於��及自我成長。透過經�熟悉的歌曲��，

在�他優雅��的樂音中學習，快�地成為一個快樂的�他手。

◆ 講師：�敬�／專��他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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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勤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12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勤

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需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舞動有氧04/07-06/23 19:00 ~ 20:00(二)

�餐�後做些�單的有氧舞蹈，來消���的脂�及工作壓力，課程中會�加肺活�及��代謝、血

��環，課程最後會教導用拉�來��及���肉，達到好的��品質。

◆ 講師：王�音／NO1�舞��中心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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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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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光
堂 

活
動
訊
息

好玩的皮革手作課程又來囉！透過皮革老師們用心指導，享受一

針一線的樂趣！快來DIY屬於自己的皮革名片夾吧！

常常因在外洗手清潔找不到肥皂而煩惱，現在就讓大家自己動手

做出方便的隨身皂，讓隨身皂成為我們最佳的出外好夥伴吧！

幸福的三年後，艾莎被魔法森林的魔靈所召喚，當王國不再安全，

安娜、艾莎與雪寶等人將深入到艾倫戴爾王國那個傳說充滿魔法卻

被迷霧封鎖的森林，走入尋根之旅，她們將發現到艾倫戴爾王國長

久以來深藏的謎團....

◆ 講師：COJO�革手作皮革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4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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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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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革名片夾

旅行隨身皂

冰雪奇緣2

04/18

06/13

05/29

14:00 ~ 15:30

14:00 ~ 15:30

19:00 ~ 21:00

(六)

(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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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導　　演：��斯巴�、���李

◆ �  演  員：�許����  演  員：��絲�貝爾、愛文瑞秋��

◆ 片　　長：103分鐘 ��　　�：���

◆ 發行年�：2019　  �發行公�：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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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06/24 09:30 ~ 11:00(三)

上課日期：4/8、4/15、4/22、4/29、5/6、5/13、5/20、5/27、6/3、6/10、6/17、6/24 共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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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的�作與演�的發�，在��文明的進程中，有著��的歷���，被�為是土與���而成的

樂器，象�著音樂��與工��學的結合。12�陶�具有音�寬廣與指法��的�性，透過基�的

音樂�練，�可��出��的��。因其音色清�，體���，不���、合�，室內、室外，�可

�意��，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陶�的音樂饗宴。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有12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1,200元。全勤全數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

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意事項

�本課程需自備12�陶�(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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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專�陶�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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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17、5/8、5/22、5/29、6/12、6/19 共7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7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700元，全勤全數退

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透過�片��、故事�導或畫作賞�的方式，運用�單的�材享受�畫�玩的創作，讓想�力奔�。

◆ 講師：許靜�／專�兒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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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單位：�團法人���台中�中華基�教天行�道團

兒童創意美術班04/10-06/19 19:00 ~ 20:30(五)

��的��巴�加上療�的多肉植物，擺在�關或�在�上當裝

飾，讓人每天心情愉�。

母親節前夕，一起把對媽媽的愛，捲進幸福花媽裡，我們用瓦楞紙當素

材用我們的手完成花媽公仔，送給我們最愛的媽媽，母親節幸福快樂～

快看～拉拉熊正躲在蛋糕裡偷吃著上面的水果呢！

要記得把你心愛的東西收在盒子裡，才不會被拉拉熊偷吃掉囉！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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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童話瓦楞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7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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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手工�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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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肉植物拼貼畫

紙捲公仔-幸福花媽

拉拉熊蛋糕收納盒

04/18

05/09

06/13

19:00 ~ 20:30

19:00 ~ 20:30

19:00 ~ 20:30

(六)

(六)

(六)

活動地點：台中��子�大成�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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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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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耀
之
家 

活
動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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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巴�加上療�的多肉植物，擺在�關或�在�上當裝

飾，讓人每天心情愉�。

◆ 講師：陳靜如／�子�黏土創意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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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肉植物拼貼畫04/25 19:00 ~ 20:30(六)

限塑開跑嚕！你預備好環保購物袋及食物袋了嗎？趕快跟我們一起

加入無痕飲食的行列吧！

◆ 講師：佳拉迪雅工作坊團隊／台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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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食物袋05/23 19:00 ~ 20:30(六)

一個充滿想�力的創意文具帶給我們心靈的�靜，���動數�，

帶領我們走向未來的每一天！

◆ 講師：���／彩�創意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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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奇米妮萬年曆06/20 19:00 ~ 20:30(六)

舞動有氧-Zumba04/10-06/19 19:00 ~ 20:00(五)

上課日期：4/10、4/17、4/24、5/8、5/15、5/29、6/5、6/12、6/19 共9堂
配合音樂有節�的活動身體大�肉，達到心肺，�肉，�力�能的�化�提�基�代謝��加�軟

度，��壓力，��身體更健康。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9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900元，全勤全數

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則需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 講師：Yuri／專�舞動有氧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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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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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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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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酌收費用：750元/月)

◆ 主辦單位：�團法人中華傳愛��服務�會   ◆ 服務對象：65�以上的長輩(名額有限，額滿候補)

◆ 活動地點：台中������路三�1�  
◆ ��電話：04-2246-8211或04-2298-4774(#329)許老師、�老師

快樂的幸福樂齡據點每周一~五 09:00 ~ 11:00

幸福樂齡據點

上課日期：4/10、4/17、5/8、5/15、5/22、6/5、6/12、6/19 共8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共8堂課，採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共800元，全勤全數

退還保證金，缺一堂課需扣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舉辦同樂會。

有氧律動與體態雕塑04/10-06/19 09:30 ~ 10:30(五)

Dance Fitness是最新的健身方式之一，透過�單而有�的�動編�，不需任何舞蹈基�。�了��

分鐘的心肺功能運動，也�入體態�塑同時達到兩種�練，對於��的現代人是不可多得的�項！

◆ 講師：Min Chiang／專�舞蹈健身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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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動地點：�福之家雙�教會(台中������路三���)  
◆ ��電話：04-22479748或0985-564822 何靜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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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帶給人幸福，為�，大

毅�設自96年起��古�音樂台�作一�列幸福家庭講座，�請親子、��、家庭關係領�之專家，

每期收錄15則錄音，在好家庭廣播(FM97.7)定時播

�，�集結�成專輯，�送給客戶做為生日禮品，

及提供給需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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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日�

17：56 舞蹈馬�斯�21：56 �點音樂

古�音樂台播�時間：每週一～五

幸福家庭練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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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北屯區　　　　　　　　學習中心樂齡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協辦單位: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

設籍本市年滿55歲以上之市民皆可報名

109年3月至110年2月

電話:04-22984774分機329 薛冰瑩小姐

網路:掃描QR code報名並來電確認

現場:於傳愛辦公室報名並繳費

報名成功者，請於開課第一日繳費，未繳費將釋放名額。收費標準依照各班級收費原則，

各班報名招收至名額滿額止。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一號)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447號二樓)

招生對象

課程期間

上課地點

報名方式

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二樓舞蹈教室

請掃描QR Code
進入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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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樹成蔭的幸福居
【樹幸福 呂文佑】

　　�大樹裡的好生活。�這�台�，深

深吸�著我，�管位於�華��的都�，

對於綠樹��，鳥�花香的�意生活，�

然是我這個從小在水��林裡長大的�都

���所��的生活。或許是因�際會，

又或許是��一�，樹幸福這個名�，給

了我無限的想�空間。住進這個���年

多，我感受到的不只是綠意�然的環�，

更多的是如同親朋好友般的�居們，還有

把我們照�得無�不至的大毅�設及大毅

幸福教�基金會。

　　還記得當���進��的時候，大毅�設為��舉辦了一個�是�入��的一個相見歡�會，也

準備了�盛的餐點供住戶及其家人享用，感�就��間習�一�會宴請親朋好友，請大家來家裡��

的感�，更�得大毅的小小用心對住戶來說卻是大大感動。每季準時收到的季刊，�開來�入��的

就是每月每週滿滿的活動及課程，讓人�花��，心動的想要每一個活動課程都想要參加�兒子也參

加了他夢想�久的空手道課程，在每期課程報名前總是會不�的提�我要�他續報，老�也上到了她

人生的第一次有氧舞蹈，而我是��了皮拉提斯，這種充實的週生活，在我�進樹幸福開始，也在我

的人生幸�道路上��了不��好回�。

　　�進��的第二年開始，我有幸加入��管�會�務，�然本身也是在相關的行�中工作，�這

次的角色不同，面對的是廣大的住戶及管理公�、�至於是�設公�，在這�續二年的任期內，我開

始��的對大毅�設有著更新一層的認識，他們�的不��是房子，給�人們幸福及安心的居所，

更�是一個�家�，讓大�裡人與人的��不再是��是�在在電梯裡相遇的點�問候，而是讓所有

的住戶能夠體會到��期�村�會一般濃����的人際關係，一個有�屬感的家。還記得在任主�

時，��得到優�公�大�的第一名�榮，在���禮的場合有幸與大毅�設林總經理一同�天，提

到他希望�的不是一間房子，一項�體，而是希望用愛�造一個家，營造出大家庭的�念，所以他成

幸福互動

�大毅幸福教�基金會，�是�專�的工作人員來����營

造，而不是請�設公�客服部的人來��做，�有全心�入才

做得起來！這點是�難能可�的，��在�設�能有這�的�

力跟決心做這�事的，�不屬於多數，也因為這點，讓我相信

自己的�擇是正�的。

　　�多人都認為首購族，就是�個低�位的，不是��糕的

房子，然後有個�單的管理公�，這�就�齊全了，�是在樹

幸福讓我看到了不同的�擇，你可以當它是首購，�我更認為

是可以長久定居的�擇，相信未來的日子裡，有大毅�設這�

一個�心的�伴下，可以讓我的人生幸福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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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頁-幸福洋溢
【好幸福 陳金鈴】

　　大毅好幸福��，�本寫不完的故事書。故事的�合，是一戶戶的家庭用愛�結�居間的�

容。這一頁頁的歡�、�不�的感動，身在其中，方知他們的難得與可�。

　　好幸福完工2年�，��居間的熟悉度�如���之久。��裡�到面不止點���呼，而

是一�就無法結束。�居間的聚會更時常一聚就到��。好幸福����住戶間不��、不言

�、不����、每個發言都是和�禮�。而這��中每個住戶都身懷��、有各��能專�，

能治�病能��難�症。����居間���油�，我們好幸福�工具、��修�、分享玩具還

能��。還有好幸福團購力��人，固定團購的��生�肉品、�點�食、紅�飲料這些吃的�

的都是小意�，生活用品�被、��、馬��、五金��，無所不�無所不團。

幸福互動

　　好幸福有一�愛�出的�居，為了家人為了��他們不�回報。��2年來辦過大大小小的

活動，不管是自發性的�聚或��活動，任何需要��的他們定不��。從入住未達五成就�過

下午茶聚會，大毅幸福教�基金會也����舉辦了許多活動，�請了專�老師來上手工皂教

學、�油���DIY。�來�多�居入住後，我們活動也�來�多�。每一年�午節的一家一�

大聚會、歡樂的��節��禮物活動。還有��的中庭��PARTY，大人小孩玩的��意�未

�到每週都在�問什麼時候再來一次。我們足�記錄也到過清��場、星月天空、����場，

旅遊的目的不在於�何�，而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歡樂心情。或許，最深�的記�會是遊��上的

歌�和��。所有所有，好幸福這一切是進行式，未來會有更多的旅程更多的歡�記錄。

　　在大毅�設��下，好幸福擁有��的大�外�，在��這����之中依舊耀�不�。住

在這裡，自信、高�油然而生。而�藏在這��的大�之中的卻是一�有�度的家人。

好幸福�����，好幸福的人�有愛，好幸福的故事�奇�。好幸福這一頁，未完、�續…�

33



旅遊介紹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位於�色優�的��水�大���，�地�3.8公�，以�地廣大的生態�與周�

大�����為主體，全�採用生態工法�造，�大�種植當地的原生花�樹種，將生態公園�合了自

然��，��規�有��公園、��、木��、�水�道等設�，還可��三坑自行�道，創造出��

的運動健身空間。

　　三坑生態公園的周�環�，�了工��的開發，又��水�大�，�光��層層��，�接��的

大片��綠地，營造出一片��、��的���到了秋天則有台��樹�裝�場，點點�紅，為充滿綠

意的樹�����的色彩，���分秀�。

　　其實三坑生態公園�在日據時代�是��的���，後因�道的��，而�告水運的�落，再加上

��場�採��後任意回���物，����當地的自然原�，在地方與各�人士�力與�取下，�內

�部營���新設計規�，�入��大�的水源，��改�周�植�綠化，�造成為�光��、���

�的自然生態公園。三坑生態公園�現了��的水岸生態，也成為���明水秀的代表之一。�臨��

水�與大���的生態公園，�在規�之時，就以保�原始生態為主要�念，����人為��，結合

自然與��，�了��與���使用�凝土外，全��可讓�水自然的�入土�內，而生態�周�以原

素材���造，��入源源不�的地下水與�泉水，來保��水的清��防護�岸則以經過防��理的

木�加�維護，提供鳥�暫���之所�水��止��也讓�內生態��，日落時分更�得�色清�迷

人��著木��道���岸，可���欣賞�光�色、��鳥�生態，不��合遊客前來賞玩�心，也

是��取�與��生態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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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園��為大���坊，�著���上��，可����大�與大��的�岸�光�公

園的後方則�接知名的三坑�馬道，全長6公�的自行�道，�度�中，�合大小朋友一同來��

遊賞，盛�時節可欣賞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秋��作收�後播種下�斯�種子充當綠肥，就成

就了大片的�斯�花�，演�出賞心�目的花��點。

電話：03-4793070���免費

地�：�園����三坑��防�

開�時間：星期一至�(24小時營�)

資料來源：�園�光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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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廚房

紅燒香菇獅子頭

材料

【 � 子 � 】�絞肉 ��300g       　�� ��10g      　  �花 ��10g    　   �巴 ��1小匙

　　　　　　 ��粉 ��1小匙   　   �糖 ��1小匙　　 �蛋 ��1�　　　 地�粉 ���許

　　　　　　 新�香菇 ��150g
【 白���】��油 ����  　      �� ��3�  　      �� ��10g   　    �� ��4�
　　　　　　 �� ��1�　　　　   大白� ��300g  　�油 ���許 　     豆�� ����

　　　　　　 ��高� ��1包

作法：

1. 取一容器，�入�絞肉、��、�花、�、��粉、�糖、地�粉、蛋，充分攪拌均��

　 拍�，�成球�後，�在香菇下方，再�入油�內��至金黃色，�起備用。

2. 準備一個��，�入��油，再將�、�、�、���香後，�入大白��至熟軟，加入

　 �油、豆��調�，再加入高���。

3. 將��1的�子��入��內，再���30分鐘，起�前�上���可食用。

營養師小��

　　這道傳�料理中常�加大白�和香菇，大白�是屬��花科的��，對於各種癌症預防是�

�要的��，�配香菇可更加提�身體的自我免�功能。

摘錄-采實文化《每日好D 實踐版》



鮭魚養氣豆漿鍋

材料

豆� �� 500cc　　　�魚片 �� 200g　　　�肉片 �� 200g
�白菇 ��50g　　 　 新�香菇 �� 2朵　　  舞菇 �� 50g
紅� �� 3�　　　　 �� �� 10g

作法：

1. 將豆��入�中，再加入紅�、����。

2. 加入�片、�肉、菇�，��至熟�可上桌。

�可以用1�匙�花、1�匙��油、1�匙���調和出��，�配�

　著吃，更加��。

營養師小��

　　有研究指出，舞菇的多�體對於乳癌的治療與預防都有��，��後�汁會帶有��的�色是正

常的，這是其中的多�與多�體的�色，不需要過�。若加入生蛋一起�，需要先將舞菇�熟再�

蛋，�則舞菇中的蛋白質分��會讓蛋無法凝固。

　　豆�中的大豆異黃�能提�我們�性�爾�，每日��攝取豆�500c.c或是100～200公�的豆

�品，對於乳癌、子��瘤者都是在可安心食用的��。�魚含有的EPA、DHA與維他命D，可以提

�我們的免�功能，有�於身體健康。

摘錄-采實文化《每日好D 實踐版》



　　安�羅�來，發現自己�在�人家的沙發上，��之際，想起��的事：��了3個月的安�

羅，有一天，路人給他一袋麵包：�祝福�有�盛的一年！�對一個遊�而言，��盛�一�聽來

格外��。�他無���，只�著將麵包����吃下�。

　　不料，麵包吃完，袋子還��的。�手一�，是本小�。安�羅看了相當�奇，這是本滿�供

��友吃�住的清�。�紙�金迷的羅馬�有這�的地方？也�，�正�是11月，天��了。�於

是他��站站找尋，得到��、�足各�補給。在�子的最後一頁，寫著一行�及地�：�若�想

找人��，歡迎與我們聯�。�安�羅原不以為意，�當他把�上所有地點都跑�了。他便開始對

那行地�好奇：��正看看��，大不了�開就是。�他心想。

　　到了那地方，一個中年�人開了�：��好，我��歷。��容可�地迎接他，��認識他�

久。安�羅�然�異，�對方親切的態度和��的環�，讓他�快��這���的��。

　　�歷請他到沙發�下，��上一杯�茶。安�羅接過那杯�茶，雙手�著、凝�著，不�想起

��前的�事，�經會把�茶�給他的，是�子和�兒。原本不�不�的家人，�在他的公���

後一�之間不告而�。他�下了��，�從中來，一時無法��，直到�累了，不知不�地�著…

�來後，�是�天��，�歷�呼他吃�點。安�羅在餐桌前��著。��，才說出��前後的一

切經歷，這是他數月以來，第一次對人說出心裡的話，這也是第一次，有人從�到�靜靜聽他說。

　　聽完，�歷�靜地說：�我也�����，原本也有老�和小孩們。�安�羅��看著他同理

的��，情�卻��起來。再次想起�遇到的��，自己�有做��麼，�被這�對�？而�前

的這個好人，�也�遇到這種不公？這��上真有公�嗎？…他��中�，再度��，����起

來。

　　�歷見�，趕���安�羅：��，兄�，�事了，��又讓你想到不開心的事。我�經走過

來了，你也可以的，讓我�你。�安�羅�靜下來後，�感到��，�因�歷的諒�，更多的感激

取代��。安�羅明白到，在這�上，他�實是被寬容接�的！

　　接下來的�個月，�歷讓安�羅�住在家裡，�時常帶著他到各服務�����、清洗�物、

�許多�友�心事。安�羅發現，�然自己接受他人��，卻也能夠��人，他深感被信任和�

遊民版的吃喝住攻略？

神秘的地址

安慰的力量

經歷帶出影響力

冬夜中的奇幻旅程

蒲公英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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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想知道怎麼做�士�嗎？���士��問。

�好�。�

�常���言的他，說起��，便開始��不�。聽他��道來，��種、照料、��、工法…一

路宛如一場人生�影。�蒸��取後的發��，進入熟成��。為了培養�佳香�，最�要��3
年……�他說。��，3年！這麼久的時間，�等嗎？�我��。

　　��士��揚起�角，�回�我。後來從�人得知，當年他�他��時，那位��的千金小�

�難他：�等你成為一�的��師！�等他真學會�得好�，她卻又說：�等你繼��廠！��繼

��能任意成就？就�等也不見得�得到�！當老實的��士�入苦�時，她卻隨��開到大��

�，從��無音�。

　　���你不要高�有�人家小�。��居們事後對他�不留情地��。��士�自消化了所有

��，更專��入�造��，��終身只做好這�事。�然，��只是她��他的�口。然而多年

後的�一天，她回到家�找��士。�你還�意，接�…我…嗎？�她問。

　　��士����，終於�到了他的夢中情人。這一輩子，他們���相知相�，�守一生，宛

如�心守候�成的�士�，�發出��甘醇的香�。

�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安的意念，不是���的意念，要�你們�後有指

望。�《聖經》���書29章11節

……�有等候�和華的��受地土。�《聖經》��37�9節

《蒲公英希望月刊》2019年07月 第248期

陳年之釀

定。�原本���遇是他生命的��，�也因為這�的經歷，�而能��許多人走出低落的情�。

�然過程中也有許多�友們�不領情，�是當��看著�歷，多年服務下來，�經累�出老練的態

度，不��動�，安�羅也�固心來，�續�力�入服務中。後來，安�羅找到了�定的工作，生

活��回到正�。

　　�天過後，天���，新的事情正在發生。那本小�子中的最後一頁，新�了一行�，上面寫

著安�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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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創意無限。（樂河市．曾宥蓁)

謝謝大毅讓我們有這麼寶貴的親子時間！（好幸福．黃珊珊)

活動很多元，選擇性很多。（好幸福．鄭志鴻)

綠意盎然，一抹清新，爽心舒心。(大毅一遇．鄭秀麗)

一杯綠意，有山有水，小小卻很圓滿。(植幸福．陳宏文)

動手做，療癒的星期六下午，美麗的星期六午后。(樂河市．曾美真)

大姐姐、小妹妹一起融入活動，製作刺蝟大家庭good。（家風景．程鈺溱）

有「家」的感覺。（履幸福．鄭之語、鄭祖閩）

很溫馨及用心的活動。（讚幸福．黃宛玲）

木作書架實在是太實用了，感覺好幸福唷。（台中公園．施淑梅） 

打磨、拋光、接合、組成一個松木書架，樂當一次專業木工。

（台中公園．張聖梅）

很喜歡家人一起手作的感動。（大毅梅川．李孟芬）

甜甜的幸福滋味，回憶起兒時童光。(第五季．屈亭安)

好吃、好玩、好幸福。(履幸福．陳綠荷)

口感綿密，甜甜軟軟。(大毅奇美．何莉莉)

寒冬來臨，需要呵護嘴唇跟雙手，大毅都想到了，老師今天的課程很棒，很實用，

作品天然又滋養。(履幸福．周珊如）

滋潤又水潤，護唇又護手，幸福冬天。(狄斯耐．張麗真）

在寒冷乾燥的冬天，唇語也能美美的一巧笑倩兮。(大毅奇美．何莉莉）

秋冬應景的護手霜及護唇膏，伴我美美度過這一季，謝謝啦！(大毅奇美．廖婉伶）

拼貼，揉搓，一點一滴的塑造屬於個人專屬的米妮萬年曆。

(台中公園．張聖梅）

和家人一起參加，增進彼此關係，很棒。(教會團體．汪雅玲)

喜歡和家人一起互動。(教會團體．顏嘉萱)

分享野鳥知識及剪紙的瑰麗，又帶回翠鳥紙雕，真是快樂。

(台中公園．施淑梅）

看似簡單的構圖，卻有深深的心意，深刻感受到老師對大自然的愛與熱情

感動。(大毅奇美．廖婉伶）

講解精彩，老師知識豐富，說話幽默，讓學員在課程中學到東西。

(其他團體．趙勇任)

謝謝王楨文老師介紹了很多野鳥的生態，不只做紙雕DIY，還能增進知識! 

(其他團體．林書薇)

超立體又超可愛的翠鳥，做完之後好有成就感喔!! (一畝田．黃軍弘)

很充實的一堂課，希望能有野外賞鳥的課程。(履幸福．林雀梅)

109年4-6月 幸福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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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

每週日聚會時間
Sunday Service Times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 1 號
04-2247-9748梨子咖啡館旁

#1 Sec. 3, Chongde Rd., Be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673,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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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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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中英雙語Bilingual 

16:00 中英雙語 (2020/2/9起 )Biling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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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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相

☆紅　巢

☆寬心園

☆IUSE

☆PIZZA披薩工廠 

☆Buka這一隻熊

☆新華牙醫診所

☆BOSKE咖啡麵包坊

☆雲鳥日式料理

☆向陽房

☆古拉爵

☆左岸巴黎

☆耀揚茶食堂

☆廚匠白俄羅斯娃娃的家

☆陶然左岸

☆高堂中醫

☆沙發后花園

☆林子巡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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