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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神奈川縣在 2016年 7月 26日凌晨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死傷人數最多的

殺人事件，我們感到悲痛與不捨，也認為應該從本次事件中，觀察日本處理經驗，反

思台灣現況做為借鏡。本會將持續追蹤本事件後續報導。

 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的存在，即使障礙限制再高，我們的一生都持續不斷的在接

受成長、衰退與適應的變化。我們相信孩子可以從母體出生，就代表這個生命已具備

接受這個現實世界生存挑戰的基礎。沒有一個人可以任意奪走別人的生命。

提昇照顧人力，減輕照顧壓力

從 2015年底的統計數字來看，各類身心障礙服務機構照顧了 18,744名障礙者（日

間照顧有 6,067人、部份時制照顧有 985人、全日照顧及夜間照顧者 11,692人），照

顧服務的人力卻只有 9,263人（照顧服務的護理人員 582人、教保員 3,245人、生活服

務員 2,654人、社工員 646人。）其中教保員及生活服務員是需要三班人力配置的，計

算下來平均照顧人力比都高於 1:10，夜間更有可能高於 1:15。這樣的照顧人力比真的

可以滿足需要嗎？

 照顧人力無法滿足照顧需要的時候，機構管理的風險就會升高，照顧品質、照顧

者與被照顧的安全、意外事故⋯⋯等就有機會發生。機構為了管理只好限制生活的範

圍及活動的選擇，生活安排就可能只侷限在機構範圍內，這無論是對照顧者或被照顧

者來說，都可以導致出現「被機構化」的現象。如果希望提昇障礙者的生活品質，降

低機構化的現象，照顧人力一定要增加、生活活動範圍一定要從機構到擴大到社區。

導入積極性支持的作法，讓被照顧者有更多決策的機會或參與的可能。

 政府需要對社區生活的支持做出必要的承諾，包括照顧人力的培養與引入、社區

居住的配套措施、對照顧者的支持服務、照顧專業能力的提升。

 

在日本津久井山百合園事件後

，台灣應借鏡與反思的事

文／林惠芳（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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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機制夠完備嗎 ?

這次的事件也再次讓過去曾經爭論過的機構風險管理議題再次受到檢視，本事件

行兇者是原任職的員工，當機構發現員工的言行舉止有異狀的時候，有相關的協助措

施或機制，提早協助防範意外的發生嗎？心理安全的機制應如何介入？照顧者的心理

壓力，我們不應該漠視。

社會福利機構的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過去曾要求機構對於緊急意

外事件要訂定處理的流程及辦法，但大抵多以天災（地震、颱風⋯⋯）或火災、傳染

病等標的事項為主要規範的內容。對於機構發生人質挾持或是人身安全危機事件的預

防及處理常因為發生的機率過低，因此較未曾列入必要訂定或演練的項目。

 本會呼籲國家應協助機構建構與地區警察機關安全連線的機制，監督機構風險管

理的責任。機構應將安全事件預防與處理納入緊急意外處理範圍，保持安全警覺。

 這則日本新聞（http://tinyurl.com/h9av224）中，照顧機構已經開始作警民連線預

防演習，針對這樣的事件，我們應該從中汲取經驗及教訓。

 

本會也要向媒體提出呼籲，媒體請善盡社會責任。在本次事件可以看到媒體沿用

日本新聞報導內容，然而部份網路媒體以聳動標題報導，如：「日殺人魔犯案動機？

學者：他內心孤獨」、「日本神奈川安養院驚傳瘋狂砍殺　至少 15死 45傷」、「神

奈川安養院刺頸魔　曾籲讓身障者安樂死」、「日本神奈川安養院瘋狂砍殺 至少 15死

45傷」、「日媒：神奈川殺人狂仇視身心殘障者」。

 以「殺人魔」、「瘋狂砍殺」、「刺頸魔」等為標題，將犯罪現象以聳動標題羅列，

以偏激的用詞形容嫌犯，會引起社會不安，造成障礙者及家屬的恐慌。建請媒體在關

注點閱率之外，敬請撤下不適當的標題，回到新聞客觀立場，論述事實。

 

社區共融要從理解開始

台灣目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舊制：身心障礙手冊）及伴隨有心智障礙事實者，

約佔全人口的 2%，從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舊制：身心障礙手冊）的人數來看，約有近

一半的障礙者並未申請國家的身心障礙鑑定，也未享有國家對障礙者提供的各項服務。

再從心智障礙者身份來看，2016年第一季統計指出使用全日型照顧機構或夜間照顧機

構服務的有 11,971人，未達心智障礙人口的 10%，顯示目前大多數的心智障礙者是跟

家人共同生活在家庭，居住在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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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共融是現在最普遍的存在，社區共融要從真實的理解開始。瞭解是接納的基

礎，我們鼓勵心智障礙者及家庭成員，讓自己生活圈中的親友瞭解心智障礙者的點點

滴滴；不是只有家長才理解心智障礙者的優點與限制，同時也讓生活周圍接觸的人們，

有機會認識心智障礙者的多元樣貌。

備註：

日本各地方政府於該事件發生後即要求各地照護機構盤點安全措施，各機構亦馬上增加保

護措施及排班人員、請求警方指導員工進行犯罪演習、加裝監視器、與當地民間自治會合

作巡邏等等，但也出現了增購設備的財務問題、嚴格的保護措施與社區融合的方向衝突、

擔心模仿犯、機構員工安全訓練不足等各種討論。

※ 日本維基百科：相模原障害者施設殺傷事件  http://tinyurl.com/jg8zeyv 

※ 東京新聞：相模原殺傷　共生と安全どう両立　障害者施設が 策に苦慮

　http://tinyurl.com/z2lhphf （20160728）

※ 時事通信社：入所者安全どう守る＝施設側、防犯に苦慮－「地域に開く」逆行も

　 http://tinyurl.com/h9av224 （20160728）

※ 每日新聞：「模倣犯が心配」　防犯と交流、施設ジレンマ （20160729）

　http://tinyurl.com/gpu92yo 

※ 埼玉新聞：防犯カメラなし 56％…福祉施設が 策苦慮　費用や地域連携で難しさ

　 http://tinyurl.com/h4l686d （20160811）

※ 每日新聞：防犯 策「不十分８割」　事件受け県が施設を調 　現地聞き取り　

      ／愛知　http://tinyurl.com/hyoukxf （2016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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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奈川縣服務智能障礙者的縣立津久井山百合園，在 2016年 7月 26日凌晨

發生死傷嚴重的殺人事件 (目前共有 19人死亡 26人重傷 )，我們的內心相當悲痛。智

能障礙者是我們的家人，我們可以深刻體會這些受害者的家長們、辛苦的機構員工和

受害者同儕們在心理上的極度恐懼、憤怒和不捨，因為他們都付出很多的關懷與愛，

在這些受害者的身上。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和日本手牽手育成會 (日本智障者家長團體 )已締結為姊

妹會多年，有著深厚的情誼；近幾年也和日本的智能障礙服務單位共同舉辦原生藝術

家創作展 (以陶藝和繪畫為主 )的交流活動；並多次參訪日本的服務單位、學習該國的

服務理念與精神。日本國家整體對於障礙者高品質的各項福利服務，都是各國想要學

習的標竿，會發生這起根基於「歧視」而來的殺人事件，著實令人感到震驚。

行兇嫌犯認為「如果這個世上沒有智障者多好」、「想讓世界上的障礙人士都消

失」。事實上，這樣的概念已經存在人類的歷史許久，法國哲學家傅柯在《瘋癲與文明》

一書中指出「愚人船」的概念：「驅逐瘋人，使瘋人漂泊的社會行動，代表的意義是

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與絕對的過渡和淨化的儀式，在這樣的過程中瘋人被賦予了邊緣

的地位。」

悼 !

我們和日本一同悲傷，

我們堅信理解、包容是預防

悲劇的唯一解答

有關日本神奈川縣津久井山百合園殺人事件的聲明

文／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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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病人或身心障礙者，在近代歷史上，甚至猶太人、異教徒等，只要在前述

行兇者講出的兩句話中，將智障者三個字置換掉，都可以得到一樣的文本，那就是「歧

視」。「歧視」導致二戰時猶太人遭屠殺，「歧視」也導致這次二戰後日本死傷最多

的單一殺人事件。

我們衷心期待，文明的進程，是往自由民主和照顧弱勢的方向邁進，大家不應該

忘記歷史帶給人類社會的教訓。特別是在類似這個憤怒殺人事件在各國相繼發生的當

下，每個社會都應該想到策略，來預防弱勢者再度成為可能的被攻擊對象。

今天，當我們用力譴責兇嫌植松聖是殺人兇手的同時，也不要忘記檢視在你、我

的內心是否也曾經有過「如果這個世上沒有 XXX多好」、「想讓世界上的 XX人士都

消失」的類似念頭；或者曾經有過行動排斥老人機構、身障機構或社會住宅進到社區

當你、我的鄰居。這些念頭和行動的累積都將成就更多植松聖。我們相信唯有用理解、

包容，才能避免悲劇再度發生。

不管在日本、台灣或在其他國家的智能障礙者都是很努力的在工作、學習和過生

活，期待每一個人能夠看到智障者活潑豐富的生命故事、和每位智障者的家長父母深

情、永不放棄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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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 26日凌晨，於障礙者支援機構「神奈川縣立津久井山百合園」(相模

原市綠區，由社會福祉法人 Kanagawa共同會經營管理 )發生了該機構所服務的智能障

礙者遭受到襲擊，奪走 19條人命、20人受傷的前所未有的事件。本會衷心地為死者祈

禱冥福，並對家屬致上最真誠地慰問；並且由衷祝福傷者透過適當的治療，能夠早日

康復。

對於無力抵抗的障礙者們做出如此殘忍的襲擊行為，我們不但感到驚愕，一想到

受害者家屬們的悲傷與懊惱心情、更是感同身受地全身顫抖。計畫在職員人數少的時

段、對無力反抗的智能障礙者們進行突襲的兇殘行動，我們無法原諒。

這個事件，不單單只是本會會員或相關人員，還包括多數的障礙者、家屬、以及

福祉從業人員，都陷入了不安，所造成的傷害是難以想像的深刻。為了不使這樣的事

件再度發生，有必要徹底調查瞭解事件發生的背景。

自今日起，對於與此事件相關的人們，包括被害者、及被害者的家屬、遺屬、以

及同住在該機構的智能障礙者們，請全面與確實地關照與照顧。此外，對於事件的背

景、原因、內容，請徹底調查，並檢討分析提出早期與中長期的對應策略，並請進行

深度的討論以做為今後的教訓。再者，為使此事件的負面效應不要再繼續擴散漫延，

也請將此後對應與討論的過程與訊息公開。

又，為使傷者及亡者遺屬，即使只有片刻、可以安穩平靜地過日子， 特別要請媒

體從業人員們及相關報導機關，在採訪報導時謹守自律原則。

目前，透過媒體所傳達出，本事件的嫌疑犯對於障礙者的生命與尊嚴的否定言論

之供詞。然而，我們的孩子們，不論是有著什麼樣的障礙，每個人都是努力地、珍視

自己生命地活著；而身為家屬的我們，也對於這一步一步的努力，支持著、守護著。

關於神奈川縣立津久井山

百合園事件 ( 聲明文 )

文／久保厚子（日本手牽手育成會全國會理事長）

翻譯／高雅郁（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社工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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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幸地事件中所奪走的每一條人命，也都曾經如此珍貴地存在過。犯下此罪行的

人，請正視自己的行為，對於犯下如此重大罪行的認知，不能虛與委蛇地帶過。

而對於廣大的國民們，祈願您們能夠藉由此次的事件，去正視每位障礙者的生命

的重量。而不論是否有障礙，我們由衷地祈盼，每一個人都能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與

個性，一起迎向共生社會。

2016 年 7 月 26 日

日本手牽手育成會全國會

理事長 久保 厚子

註：日本手牽手育成會（http://zen-iku.jp/info/member/3223.html ）是全國心智障礙家長組織，

於日本全國各地設有家長會，從家長的立場出發，為心智障礙者及家庭提供相關支持與服

務。智障者家長總會與其締結為姊妹會，在心智障礙服務的領域中互相交流學習。* 本文經

作者同意後翻譯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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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津久井 Yamayuri園所發生的大量殺人事件感到強烈地憤怒與深切地悲傷。

現在，多數的媒體報導都特別針對嫌疑犯；對於加害者的事，以及為什麼會做出如此

殘忍虐待的行為，我想知道。

但同時，我也更想要知道被暴力奪走性命的這些被害者們的事。在生前，他們每

一個人，都會因為著什麼而開心呢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一直為了什麼而努力著呢 ?

被害者們的共通點是「障礙者」吧。但是，在看到他們的障礙之前，每個人都和

沒有障礙的人一樣，有著各自獨特的、充滿喜怒哀樂的人生。

比起這個悲慘究極的事件更嚴重的，是我們無法知道每一位被害者的樣子與個性

吧；所以我們也無法痛切地從這個事件中學到生命的重要性吧。為了要聽到「被害者

的聲音」，我想要先知道關於被害者的事。

雖然接下來應該會需要費盡許多時間，但請身為地方訊息發佈元的神奈川新聞，

務必可以針對事件的全貌，進行多面向的探訪報導。每一位被害者個人，都不會只是

簡單地被化約成為「被害者的人數」。

我想聽聽被害者的聲音

文／長瀨修（日本立命館大學特聘教授、前國際融合組織Inclusion International亞太區代表）

  翻譯／高雅郁（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社工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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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電視新聞上看到了津久井山百合園的事件，

聽到嫌疑犯植松聖說出「障礙者不存在最好 !」這樣的話，

我的心碎了。

我想起了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的事情。

那個時候，跟不上課業的我，被朋友說

「你去死吧 !」、「我們不需要障礙者 !」

然後，朋友就離開我了。

那個時候，我被嚇到了、很震驚。

在這 20多年來我已經忘記的這些話，

(因為這個事件 )再次抽痛我的心，

有整整 2天的時間，

我一直都在嘔吐、而且 (明明是夏天卻 )一直覺得很冷。

我和家人一起生活，

每個星期有 4天在商店街裡的花店工作，

從家中到花店的路途中，也被其他人告知這件事。

很恐怖！

我到現在晚上都沒有辦法閉上眼睛，

一想到如果那個時候，

我人也在那間發生事情的機構裡的話，會怎麼樣？

現在我覺得，

身為障礙者，很好 !

文／奈良崎 真弓（日本神奈川縣自我倡導者向日葵會代表）

                                                                                                訪問／森本美紀   

翻譯／高雅郁（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社工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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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也會說出「救命 !幫幫我 !」這樣的話吧。

想著想著，都有幻覺了。

嫌疑犯植松聖否定障礙者的生命的事情，我沒有辦法原諒。

可是，當他預告說將會做出這件事的時候，

為什麼他身邊的人都沒有去注意到這件事呢 ? 

植松聖的人生會變成這個樣子，真是太浪費了。

我的心情是傷心多過生氣。

「障礙者最好都不存在 !」這樣的想法，

或許每個人都曾經這麼想過吧。

但是，如果真的都沒有了障礙者，

這個社會又會變成什麼樣子了呢？

當大家的年紀大了、身體也會沒有辦法再行動自如了吧，

或是可能因為發生事故，而造成身體行動的不方便，

這個時候，如果是你被說「不需要你存在了 !」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 

如果這個世界上都只有活力十足的 (健全 )人，

這樣你不會覺得就像是機器人的世界嗎 ? 

在這樣的世界裡，街道上、車站裡，

可能也都不會有無障礙環境了吧。

每個月一次，我和智能障礙的朋友們會一起聚會，

互相討論工作、年金、居住、戀愛等煩惱，

我們會互相給建議，也會一起學習法律。

對於長期待在家、不出門的夥伴們，我們也會鼓勵他們，

「就算是很恐怖，也請試著跳出來看看吧，會有人支持著你的。」

走出家門，讓沒有障礙的人增加與我們相遇的機會，

我認為是對彼此都很重要的事。

和有沒有障礙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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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笑、一起感動，有時候一起哭、一起生氣，

就是這樣，人活著才有價值，不是嗎 ? 

我認為這樣才能感受到生命的重量呀。

就算是沒那麼努力也可以，

只要可以陪在沒辦法笑、沒辦法哭的人的身邊，

問問他「你怎麼了 ?」

這樣也很好。

我對於專業用語及長篇文章很難理解，太難的漢字我也不會寫，

要在腦袋中計算的事情我也不太行，

「好希望自己不是障礙者」這樣的想法出現過好多次。

但是，我和很多不一樣的人相遇，感受到每個人的不同，

其中有 1位是智能障礙合併行動不方便的男性，

他需要有其他人提供身體上的支持跟照顧，

臉部的肌肉也沒辦法自己動，

但是他每天只要一睜開眼睛、就會覺得「今天也還活著 !」

我被他感動到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

當障礙者，很好 !

※ 本文原文刊登在日本朝日新聞 2016.08.26 電子新聞「( 耕論 ) 障害があったとしても 障

害者でよかった、今思う 奈良崎真弓さん (2016 年 8 月 26 日 )」http://digital.asahi.com/

articles/DA3S12528453.html 

※ 本文經奈良崎 真宮小姐及朝日新聞授權同意本會翻譯刊登，請勿任意轉載。

※ 朝日新聞授權同意編號：A16-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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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第一次聽到日本神奈川縣津久井山百合園事件，你有什麼想法？

答：我覺得這件事聽起來是太意外。為什麼日本有這個殺人案件，把我們無辜的智能

障礙者（殺掉），雖然他們躺在床上或是有些不方便，他們還是有可能有振作起

來的時候。

問：兇手說：想讓所有的障礙者消失。你的想法是？

答：兇手不是智能障礙者，他怎麼可以幫智能障礙者決定，智能障礙者要不要活下來。

問：因為他覺得他們活得不快樂。

答：哪有可能不快樂？他又不是代表智能障礙者，怎麼可以把他（們）殺掉。

問：想對嫌犯說些什麼？

答：請他不要殺害無辜的智能障礙者（朋友）。

問：想對還在醫院的朋友說些什麼？

答：請他們身體養好！再繼續照顧其他智能障礙者（朋友），不要再有智能障礙者被

傷害的機會。

問：想對被殺害人說的話？

答：（到）天上當快樂的天使，雖然他們很不舒服，但就忘記了吧。去上面當快樂的

天使，照顧機構還活著的智能障礙者（朋友），不要再有這個事件發生。

※ 訪談錄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3xwZCJcDs

臺灣的智障青年說……

訪談對象：江雅雯（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凱帝貓智青社文書組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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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本發生津久井山百合園被襲擊並造成 19人死亡 26人重傷，我感到非常的

難過和憤怒。因為該機構是服務智能障礙者，大部分的人幾乎是無行為能力者， 

這根本是歧視！

雖然大部分的民眾看到智能障礙者或其他障礙者看法是異樣眼光或是口氣惡劣，

但他們也沒有歧視到殺人的地步；但也有人選擇包容我們、協助我們、支持我們，並

且一直不斷的改變別人對我們智能障礙者的看法。

我也希望此事件別再發生，也希望總有一天別人對我們的看法不再只是障礙者，

而且也能夠自己獨立生活。

※ 訪談錄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7GqbCEzsIs

臺灣的智障青年說……

訪談對象：曾昱誠（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　幸福種子社副社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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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究竟有幾個雪人呢？事實上我根本數不清楚，但是我靜靜的在旁邊

端詳，每一個雪人的表情，都那麼樣的不相像，有的像在沉思，有的開心地笑著，有

著如路人般只是駐足於路旁，有的正看著彼此相視而笑。

原生藝術家裡，會特別注意韶華，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喜歡觀察的人，在

咖啡廳裡，有低頭專注於課本的學生，不斷轉頭望向窗口，在等著誰的女孩，每個人

在不同的思維當下，臉部的表情早已悄悄的說出心事，我喜歡觀察每個人不同的神情，

即使只是擦肩而過的瞬間，早已對我訴說一段很長的故事。

韶華是個很有個性的創作者，在採訪智總的筱婷時，藉機對於我喜歡的這位創作

者有多點認識，在韶華創作的時候，有許多屬於他自己的堅持，雪人要擺在哪裡、哪

個角度，沒有人可以擅自作主，那就像是一段故事，你將主角擺錯了方向，整齣戲的

溫度與主要精神就偏移了，只是韶華要說的是什麼樣的故事？他從來沒說過，要觀賞

者自己去體會。

圖 / 王韶華的作品「雪人」，我在旁數好久還是放棄了。

「人間」原生藝術創作展

觀後感

文／余秀芷（漢聲廣播電臺節目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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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次看到了韶華的轉變，以

往的雪人都是同樣的造型，聽說這

回，指導老師用了許多的方法試圖

引導韶華，對他熱愛的雪人創作有

多點不同的想法，「雪人在雪地裡

耳朵會凍僵，你想不想給他個耳罩

呢？」

「不要 !」韶華依然是很有個

性的，低著頭毫不猶豫地拒絕，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再去與他對談一次，那天或許

是心情好，韶華答應了。

阿，這就是藝術家個性啊，十分的隨性卻有所堅持。

因此在這一次韶華的雪人創作中，我見到了小小的驚喜，有戴耳罩的雪人，

有戴蝴蝶結的可愛雪人，但相同的是，他們依然各自擁有不同的個性與要訴說的

故事。

當你是個觀察者時，同時間也是個被觀察者。

我走往另一個作品前，這是臉譜的陶藝作品，每個臉譜即使有著不同表情，

但他們的嘴巴都是張得大大的，或者像喇叭般擴音器般，只要接近這個作品，一

眼見到的就是臉譜的嘴，我低下頭看作品的解說，這是顏志宇的作品，這位創作

者是為聽障者，他因為聽

不到也不會說話，看著旁

邊的同學交談，嘴巴一張

一合的，於是再一次創作

中就將這個畫面用陶土呈

現出來，這是段障礙者自

我認同的過程，而我以一

個觀賞者的角度，發現觀

察與被觀察之間有趣的景

象，在這作品前我不禁笑

著想，原來當我們大聲說

話時，是這個樣子呀。

圖 / 雪人開始有了些不同的轉變，有戴著耳罩的雪
人，也有伸出雙手的雪人。

圖 / 張大嘴的人像，到底在吶喊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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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我們駐足最久的，是黃明志的作品，在擺放作品的櫃子上，有著陶製神明燈、

香爐以及供品，而桌上放的卻不是神像，而是如遺照的畫框，這到底是誰的喪禮呢？

看了作品解說之後，我在作品前大笑了起來，將朋友以及母親喚了過來，我們開心的

分享與討論這個作品，我笑著對母親說：「如果我做這樣的作品，你一定會扁我一頓

吧？」這位創作者，將自己的家人，以及他最喜愛的陶藝老師畫像用陶土製作出來，

對於他來說，這樣如喪禮的擺設並不是種負面的事情，而是對於喜愛的人所做出的心

意，生、老、病、死，這是誰都逃脫不了的人生經歷，我們在生命最後，可以為所愛

的人做的事情，是記住他的樣子以及懷念著他。

人間原生藝術創作，由智障者家長總會以及樂山教養院的院生聯合展出，藝術是

無框架的，用藝術打破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框架。而在這次的展出，智總更提供了詳

細的無障礙資訊，以及手語導覽員、影像描述員預約，是一個無任何框架與阻礙的藝

術展。

圖 / 生死話題，可以是嚴肅而深刻的，也可以是輕鬆而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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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鶯歌陶博館邀展，本次展覽作品來自心思縝密、想像力沒有邊界以及擁有自

由靈魂的創作者，他們將生活中關注的事物及想法紀錄在陶土中。

原生藝術（Art Brut）是由法國當代重要藝術大師尚‧杜布菲（Jean Dubuffet）所

創造的名稱，意思是從未受過美術教育的自學者的藝術創作。

本展由「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與「日本社會福祉法人信 會」共同策劃，

作品來自臺灣的臺北市弘愛服務中心、樂山教養院，日本社會福祉法人信 會以及香

港聖雅各福群會藝想 St. James' Creation。

「人間—原生藝術展臺灣、

日本、香港聯展」紙上展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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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鬼臉／伊藤喜彥（日本） 圖／房子／土屋雅顯（日本）

圖／橙花／梁翠雲（香港） 圖／藍極魚／許家豪（香港）

圖／蓋房子／張家誌（臺灣） 圖／海底世界／徐維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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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金額 名稱 捐款金額 名稱

1,500,000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60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

578,860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300,000 鄧素文

230,000 武秀珍

200,00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

101,600 陳義聰

100,000

三宜油化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東華扶
輪社、是知管理顧問公司、財團法人小
英教育基金會、高雄市巨港扶輪社、國
立中正大學紫荊影展

75,000 蕭立家

66,028 李艷菁

55,000 林恩平

53,400 郭維新

50,00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益信託實助基
金專戶、許輝民、鈞泰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楊添圍

46,315 瑞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居珊珊、德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000 陳誠亮

22,000 王國羽、陳月英、黃炯煌

20,000
洪啟章、秦建譜、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
公益基金會、許香蘭、陳永一、程思穎、
楊錦良、廖世傑、劉士霆、魏向賢

19,800 詹承儒

18,000 陳雲梅、鄭宜欣

16,500 洪明儒

15,188 王育瑜

15,000 林彥君、黃文賢

13,200 鄭惠娟

12,800 林惠芳

12,200 晨方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晨鈺文化有限公司、陳己香、陳泰燁、
黃智重  邱曼妮、羅炯德

11,000

余彥頻、李明斌、李靜雯、林曉芳、金
增輝、高證皓、張淑慧、郭淑倖、曾淑
英、黃美燕、新富餘生活有限公司、葛
行慧、歐芸茜、蔡文吟、鄭怡品、賴玟
君、譚穎霖

10,0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王雲娥、林則
棻、林政佑、林益文、陳美麗、陳國恩、
黃英瑋、楊孟達、蔡明福、蔡榕育、謝
明峯、羅聖倫、嚴庠霖、嚴珮瑄

9,999 林施二妹

9,800 林美華

9,000 王麗香、朱小綺、翁彰明、張元玫

8,800 王玲

8,200 楊擡霙

8,000 蔡昭

7,700 陳任建

7,400 無名氏

7,000 均竑實業有限公司

6,600 陳信豪、陳柏燕 陳國賢、魏婉菁

6,300 喬思企業社

6,000
李易達、李洋昊、李洋瑞、李諾安、杜
欣育、杜國源、胡若谷、秦老師豆漿店、
黃宗訪、黃金朝、趙曼寧、蔡釗佽

5,800 蘇靖惠

5,500

王美珠、吳正元、吳玫芬、李月碧、李
世玲、李珍梅、辛炳隆、林玉燕、林基
聖、洪俞芳、徐承暉、高愉婷、高誠皓、
張簡郁萱 張簡仲勛、張瑄方、郭水、陳
淑娟、陳淑瑜、陳淑馨、陳慧文、曾志
強、黃見志、黃淑華、黃詣倫、蔡廷岳、
鄭耿忠、鄭敏玲、賴美珍、應志弘、謝
寶鳳、魏均哲、魏均庭、魏曼怜、粘瀞
文

5,200 林美淑

5,191 張鳳嬌

5,000

王汝容、王淑貞、吳志方、呂玉琴、享
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周信廷、林靜羭、
張東源、張哲瑋、張庭楷、張庭榕、莫
玉婕、許聰敏、郭博堯、郭箐、陳怡君、
陳娟娟、陳睿輔 陳楷中、陳寶珠、曾韻
涵、游明泰、無名氏、無名氏 - 辦公室
捐款箱、黃秀春、葉永嬌、鄒瑞芳、綠
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劉幸珍、蔡元輝、
蔡璨琦、蕭碧珠、簡敦誠

4,700 羅欣怡

4,500
李銘譯、林明組、林映汝、林黃甜、黃
子銘、簡裕駿

4,400 施惠馨、楊翠華

4,070 黃曾金蓮

4,000
丁巧蕾、李佩真、張永政、張茂榕、許
佩裕、曾鈺翔、韓孟潔、蘇秋旭

3,840 無名氏 - 才藝賽

3,600 王維駿、蔡明儒

3,500 李佩燕、陳國瑚、楊永泉、謝宜君

3,300

余雅涵、吳蔡淑彥、周文珍、張文賢、
張敏媛、郭幸如、郭庭維、黃柏誠、黃
運宣、歐清美、鄧習敏、謝欣潔、謝俊
隆

3,200 黃明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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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金額 名稱 捐款金額 名稱

20

3,135 阮建福 王郁閔 高福來

3,000

王宣宜、吳行洲、呂幸玲、周瑞傳、邱
文聲、張司青、張素貞、張歐寶秀、張
馨尹、張鈺、許立民、郭鳳春、陳玉華、
華味香飲食冰果室、黃正華、楊美華、
劉進花、蕭先生、謝佳男、鍾尚庭、鍾
蕎安

2,750 林上傑、黃雅芬

2,700 王彥宜、洪慈蓮

2,500
何美姬、張琬暄、陳名銅、陳美秀、陳
誌文、黃國禎

2,476 楊惠鳳

2,400 王彤光

2,200

王淑慧、江歐腰、吳怡慧、李雅均、周
增祥、林素玉、邱阿笋、徐興瀚、高青
世、郭宜沄、郭宛宜、陳秀梅、陳美蘭、
陳素琴、楊秀卿、葉振福、董曉萍、藍
文沇

2,100 尤筱琪

2,000

江衍源、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吳宜
臻、吳珍沼、呂天爵、巫碧霞、周先生、
周勉、林佳蓉、林幸台、林曉慧、施丞
軒、施秋吟、柯白珊、孫自成、徐永家、
張玲、梁元騰、莊寶華、陳弘毅 施琦玉、
陳葉秋香、曾士哲、無名氏、黃念慈、
黃亭睿、黃逸文、楊順吉、詹文惠、蔡
騏楠、謝秀慧、簡進益、蘇士芬

1,960 資深家長餐敘捐款

1,800 林俊吉、陳俞秀

1,600
紀嘯 (Kunal Kishore). 紀 K 寶 . 曾稚婷、
曾瓊慧、黃子珈、楊翔宇、楊憲忠、雷
游秀華

1,598 陳秋滿

1,500
吳旭珅、林秀燕、高林阿絨、楊婉芬、
楊善穎、楊榮順、蔡淑鳳、鄭君豪、賴
美佐

1,400 周穎汶、楊翔智

1,370 何昇峰

1,350 田洺瑄

1,200
王雅珍、林小姐、許伯如、許紘維、陸
柏勳、黃家蓁、黃曉玲、詹綾珍、趙林
彩霞、蔡苑菁

1,100 阮子晴、邵詒珊、蕭治安、鍾美玲

1,000

CH、王金字、古芳瑄 劉榮仁、田興本、
任沛玲、朱美鴛、何竹道、何軍毅、佑
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吳永順、吳玉美、
吳歐洲、李書婷、李滿妹、林文祥、林
永盛、宮肖英、徐嘉駿、高榮藥局

1,000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張先生、張芷
萃、張恆豪、張瓊方、連福生、郭香妏、
郭家琪、陳凡娉、陳玉燕、陳柔妃、陳
睿緒、陳端陽、陳劭瑜、曾如心、曾詩
涵、游秀文、游錦源、無名氏、楊孟達
身心精神科、詹淑媛、趙純莉、劉妙青、
劉潭居、潘玉清、蔡文宜、蔡燿光、鄭
純一、賴明德、賴奕丰、龔珮瑜

900 羅致宏、羅雅晴

800 白鎧綸

700 吳宸君、莊政卿、陳蘇花

640 無名氏

625 鄭家驊、鄭語瑄

610 王乙涵

600
世新大學、武小嵐、洪寧、陳永昇、陳
昱宏、黃陳淑霞、盧泳瑞

562 吳尚曄

530 林俊樺

500

吳小姐、吳紹銘、吳智誠、吳懿宴、李
岱蓉、林小姐、林佳杏、林碧華、邵朝
賢、柯仁崇、徐嘉珍、張意汶、郭育安、
陳先生、陳鴻瑞、游張阿雪、黃顯揚、
楊祐承、楊麗秋、葉怡汎、趙士賢、鄭
賢德、謝宛燕、釋振方

400
白貫宏、江玲虹、東南戰鷹、邱歆、洪
子鑫、許哲銘、郭宜琳、陳志豐、葉癸
桃、趙建華、劉艾檸

315 林家茜、楊玉鳳

300

井美渼、吳金雀、吳彥彤、李員如、林
則權、邱義森、洪薪雅、徐淳盈、張先
生、陳先生、章賢哲、黃靖貽、瑞得室
內裝修企業有限公司、蕭后芳

250 黃千娜

200

何祥銘、吳先生、林先生、林珮如、林
彧甫、花瑋澤、邱亭熒、高明燦、郭秋
子、郭雲綠、陳怡霖、陳韋蒨、陳靜玫、
無名氏 - 元大銀行、無名氏 - 捐發票、
楊小姐、楊淑惠、詹萱俞、盧姵君、薛
明真、鍾詩涵

150 黃美真、黃麒展、蔡麗金

101 宋心臺

100

方泉勝、王小姐、江家賢、江淑惠、何 
豪、吳佩紋、吳翊瑄、宋承鴻、李先生、
辛先生、林月菜、林先生、林明靜、林
清江、邱芝稚、邱福春、洪先生、洪先
生、紀小姐、徐先生、張志德、張淑美、
張茜淯、許先生、郭小姐、郭雲賢、陳
小姐、陳玉城、陳先生、陳佩妙、陳怡
欣、陳采淩、陳俊光、陳品儒、陳柏安、
陳韋潔、陳珮瑩、陳聖意、陳慧穎、程
小姐、黃小姐、黃小姐、黃宥恩、黃裔
茵、黃運範、溫建育、葉小姐、劉小姐、
蔡小姐、戴龍生、鍾先生、鍾先生、蘇
小姐、婕斯 - 王者再臨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