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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愛心成家 伴他成長-心智障礙者社區多元服務活動 

募款成果及使用報告書 
 

一、 勸募目的：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為提供心智障礙者兒童早期療育及成 

人生活技能訓練、社會技能訓練、工作技能訓練、復健、 

住宿、養護服務及就業輔導等，提昇獨立生活的能力；並 

提供家庭支持服務、輔具服務，改善身心障礙者生活品 

質。 

 

 二、募得款項使用用途：共募得新臺幣 775,470元。 

  
(一) 早療訓練服務-補助新北市幼兒潛能開發服務站督導人事費用， 

共支出 160,000元整。親子團體及親子活動費用，共支出 9,959 

元整。 

(二) 個案照顧服務(住宿服務)-補助本會附設之臺北市私立和平發展 

中心採購住宿相關設備經費，共支出 33,180元 

(三) 個案照顧服務(住宿服務)-補助本會辦理之東明扶愛家園購買相

關設備經費，共支出 231,000 元整。 

(四) 成人訓練服務- 交通車座椅更新補助-補助本會辦理之台北市永 

明發展中心交通車座椅更新，共支出 53,550 元整。 

      (五) 成人訓練服務-補助育成蘭興站(社區作業設施)教學設備購置費 

           用，共支出 47,781元整。  

     (六) 成人訓練服務-補助「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心願工坊」 

教保員人事費用，共支出 240,000元整。 

 

三、計畫執行情形: 

 
(一)  早療訓練服務-補助新北市幼兒潛能開發服務站督導人事費用， 

共支出 160,000元整。親子團體及親子活動費用，共支出 9,959 

元整。 

  本會新北市幼兒潛能開發服務站服務主要目標為結合區域內的專業資   

  源，推展社區化、多元化的服務，讓 0-6歲發展遲緩的嬰幼兒及其家 

  庭可以就近取得療育服務、親職教養、社會福利等資訊；另也支持區 

  域內各項資源進行專業諮詢、早療宣導與融合和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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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教保員與社工員搭配提供服務如下: 

1. 到宅療育 

    提供兒童大小動作、認知、語言、社會互動、生活自理等能力評估   

    及訓練，並給予家長親職諮詢與指導家長親職技巧，增強主要照顧 

    者正確適切的照顧技能及療育復健知能。 

      2.定點療育 

     為兒童進行發展評估和療育並提供相關衛教及早療諮詢服務 

      3.親子團體帶領 

    為提升親子間互動，幼兒動作、語言、人際互動及生活自理等能 

    力，促進家庭在社區生活的知能。依個案發展需求，由教保員與社 

    工員討論團體之內容，並依團體成員需求提供戶外體能活動、手作  

    及烹飪活動以及社區資源使用介紹。。 

4.托育中心專業諮詢 

      與托育中心合作提供幼兒個別指導，給予家長及老師對於兒童行為 

      指導及專業知能建議。必要時協助與家長溝通兒童的早療需求和資 

      源連結，使兒童和家庭能得到適切支持 

 

       不論是提供到到宅亦或是定點服務，教保員會先安排四次的評估了    

       解幼兒的能力，且依幼兒需求安排治療師給予建議，依評估以及治 

       療師建議擬定半年的個別化服務計畫，而社工則評估家庭動力及功 

       能，並依其需求提供諮詢及連結資源支持；依計畫內容提供服務， 

       且在服務過程中會教保與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員會進行討論，配合案 

       家的需求將家長需要的知能技巧融入服務中，並在服務過程中提供 

       家長充分詢問和討論時間，就上次給予的建議執行做追蹤，若家長 

       提出相關疑問就再修正策略，讓家長執行。 

       除以上所述，服務站也盤點社區資源並依資源類型討論合作方式， 

       如:進行發展篩檢給予家長教養諮詢；支持社區中其他方案及社工， 

陪同到所、到宅評估幼兒發展並給予教養建議；也在其會議和團體 

督導，進行早療資源、親職教養、玩具教具使用……等課程培力。 

       服務站督導除規劃方案執行外，也與社工、教保進行個別督導及服 

務討論，陪同社工進行資源拜訪，接待參訪團體，每月招開專案會 

議討論方案執行並協助與基金會其單單位協調，支持整個方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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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篩檢活動及專業諮詢 

 

方案督導及參訪接待 

  

資源拜訪及社區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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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宅及定點療育 

 

親子團體活動 

 

 

 

    (二) 個案照顧服務(住宿服務)-補助本會附設之臺北市私立和平發展 

中心採購住宿相關設備經費，共支出 33,180元 

    

   「臺北市私立育成和平發展中心」為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機構，自民國八十三年正式立案至今已 24年，旨在提供一個正 

   常化、人性化、社區化的照顧環境，並藉由個別化的服務方案，發 

   揮心智障礙者個人基本潛能，使其能有獨立生活的發展空間。 

   本中心提供全日型照顧服務(含夜間住宿服務)，因秉持「正常化」 

   及「社區化」等理念，故日間及夜間服務分別在不同之場域「和平 

   中心」、「新生園」，提供服務提供日夜間生活照顧服務。目前和 

   平中心之服務人數為 17人，新生園為 12人，皆為領有心智障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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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障礙之身心障礙手冊之成年心智障礙者。本中心因「監視系 

   統」超過使用年限，機器已故障無法使用，為維護服務使用者於接 

受服務期間時之安全，擬尋求補助以期提昇中心之硬體設備，使服 

務使用者在中心能接受適當之訓練及照顧服務。 

        

       主要使用說明如下: 

       1.本中心夜間住宿區「新生園」，主要是提供心智障礙者使其能有

獨立生活的發展空間。 

       2.本中心獲勸募所得補助共計 33,180元,含監視器主機及監視攝 

         影機，監視攝影機主要使用於中心之住宿區監視系統,因已過使用 

         年限,畫質不清,更新後可針對 12名服務使用者安全維護,確實掌 

         握行蹤,且ㄧ旦有緊急事件發生情形之調閱更能清楚呈現事發經過, 

         才能檢討。 

 

監視系統設置於本中心「新生園」1樓及地下室共 8支監視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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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系統主機設置於本中心「新生園」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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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個案照顧服務(住宿服務)-補助本會辦理之東明扶愛家園購買相關

設備經費，共支出 231,000 元整。 

 

  本會臺北市東明扶愛家園目前服務成年心智障礙者人數為 32 人，  

  全年服務人次達 384 人次，未來增加為 70 人，預計年度服務人次 

  達 840 人次，同時減輕 70 名服務使用者家庭負擔。 

  本次購置計畫說明如下: 

1. 液晶顯示銀幕：提供監視系統完整視野，提昇服務對象更佳

的安全生活空間。 

2. 清潔工作車：提供服務對象參與清潔作業訓練活動時較佳的

工作環境，減輕提重物的負擔。 

3. 不鏽鋼工作臺：將工具與零件分類放置，有效增加服務對象

成功辨識與取得物品的機會，提升成就感。 

4. 微波爐：簡易的按鈕操作，讓服務對象可自行簡易加熱食

物，提升生活自理能力，減輕家屬照顧負擔。 

5. 三明治壓烤機：便於操作機型讓服務對象可學習製作簡易餐

食，提升自我生活照顧能力。 

6. 營養調理機：提升吞嚥困難的服務對象進食狀況，維持攝取

均衡營養，並避免因食物型態引起的危險。 

7. 單門冰箱：放置於輕食區，保持食物新鮮，易利於服務對象

進行簡易食物烹飪時的活動流程，以提升服務對象學習效

益。 

8. 摺疊式雨傘架：透過定點放置物品的概念，增加服務對象執

行物品歸位的生活公約完成度，並避免雨具使用後地面濕

滑，維護服務對象行動安全。 

9. 指示牌：用於清潔時提醒注意地滑，以清楚且常見的告示牌

讓服務對象認識應注意內容，藉此類化於一般公共場所。 

10. 卡拉 OK 音響設備：透過移動式卡拉 OK 音響設備，運用於多

樓層家園環境，提升服務對象日間和夜間進行歌唱休閒活動

的便利性與廣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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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顯示銀幕 清潔工作車 

   

不鏽鋼工作臺 微波爐 

  

三明治壓烤機 營養調理機 

  

單門冰箱 摺疊式雨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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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牌 卡拉 OK 音響設備 

  

 

 

(四)成人訓練服務- 交通車座椅更新補助-補助本會辦理之台北市永明發展中 

心交通車座椅更新，共支出 53,550元整。 

 

本會辦理之台北市永明發展中心，於 97年募得兩輛交通車，迄今使用 

      將屆滿十年，內部座椅殘舊破損，骨架外露，危及服務使用者安全，於 

      107年 11月全面更換座椅，此次補助共有 60位服務使用者受益。 

交通車使用效益:  

    1.提供30名心智障礙者，安全與舒適的交通車服務，每天能夠安全往返中心。 

     2.提供 60 名心智障礙者在面臨醫療需求時，能有交通車協助安全戴送至醫療院

所接受保健與治療。 

     3.提供中心 12 名患有癲癇與行動不便之成人心智障礙者，在每月一次社區適應

活動中，能有交通車載患有癲癇心智障礙者安全的前往目的地，避免在搭乘一

般大眾運輸工具時因癲癇發作而造成危險。 

     4.提供 13 名早療幼兒，在每月一次社區適應活動中，部分路程能有交通車載早

療幼兒，確保幼兒之行的安全。 

     5.支援中心其他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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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車外觀 交通車外觀 

 

 

座椅更新前 座椅更新前 

  

座椅更新後 座椅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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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人訓練服務-補助育成蘭興站及夢想工坊(社區作業設施)教學設備

購置費用，共支出 47,781元整。  

  

本會自民國 99年 4月 1日接受衛福部補助辦理「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蘭興站」及 100年 12月 26日接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社區 

日間作業設施夢想工坊」。服務設計主要目標為藉由作業站所安排的 

活動提升作業者自立生活、自我決策、社會融合、人際關係及使用各 

項權利的能力。服務對象為 15歲以上心智障礙者，且未同時選擇社 

會福利機構及精神醫療復健機構接受服務。 

於 106年 1月開始由本會秘書處連結美術老師於每個禮拜一天半天時 

間來教導服務對象繪畫，美術老師使用不同素材以及材料組合，引導 

服務對象畫出多元的畫作，服務對象在參與過程中都展現出新奇的創 

意與配色，107年夢想工坊與蘭興站各舉行 45次及 33次的藝術創作 

教學，更於 107年 3月 10日及 107年 3月 12日舉辦的兩場畫展來展 

出藝術創作，而在 107年度育成基金會舉行全國性繪畫比賽中，兩站 

各有 4名學員取得不錯的成績，也因藝術創作課程使得服務對象有更 

多元的生活經驗以及多元休閒活動，並藉由參與藝術創作課程得到更 

多成就及自信。 

 

  

蘭興站服務對象創作作品 蘭興站藝術課程老師引導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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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興站畫展布置 蘭興站畫展布置 

 

 

夢想工坊服務對象創作作品 夢想工坊藝術課程老師引導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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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工坊畫展布置 夢想工坊畫展布置 

 

 

(六) 成人訓練服務-補助「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心願工坊」教保員

人事費用，共支出 240,000元整。 

 

育成基金會心願工坊提供心智功能障礙者日間作業活動服務，並辦理相 

關文康休閒活動以提升其社會參與的能力。主要在建立服務對象之團體 

生活規範，並藉由作業活動培養良好的作業態度與技能，以及於單元活 

動與日常生活中學習與他人合宜的互動方式，並透過參與社區活動支持 

服務對象逐漸邁向自立生活的目標，協助並支持社區中的心智功能障礙 

者有更豐富多元的生活樣態，並提升其個人與家庭的生活品質。 

藉由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所安排的各項活動，提供心智功能障礙者社區 

化、小型化的日間活動場所，支持與培養其自立生活、自我決策及維護 

自我權利的能力，並學習人際關係、促進其社會參與及增進社會融合的 

目標，提供服務如下: 

一、服務案量 

    107年工坊總服務 230人次，提供 21名服務對象家庭主要照顧者喘 

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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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活動 

本工坊規劃每週作業活動時間為 20小時，在活動的選擇方面，須 

考量每一項活動在操作或施作的過程中可學習到的能力。依個別服 

務計畫安排適合之工作內容與流程，並運用職務設計及工作步驟分 

析協助每位服務對象多元參與代工作業。經過持續類化支持與同儕 

間協助/分工或提供輔具，服務對象對簡易代工項目/步驟已逐漸熟 

悉，已明顯降低材料與物品耗損比例，更能符合及反應成本，且建 

立正向的成就感與快樂學習。 

三、居家生活活動 

    為強化服務對象各項獨立生活技能與充實生活內涵，並且使服務對 

象能將所學的生活技能落實於生活中，將居家生活以主題式的方式 

規劃學習，包括簡易備餐、個人清潔與環境清潔等。於每週規劃一 

次居家生活活動（視製作的內容調整中午或下午），由教保員與服 

務對象討論後設計活動內容豐富其生活經驗，而將此經驗能帶入生 

活中，並藉由活動參與中提升服務對象居家生活能力，如使用生活 

器具以達安全使用電器與刀具簡易備餐、居家清潔、個人衛生習慣 

養成、金錢使用與管理、安全用藥、健康飲食，期能提升個人的自 

立生活能力，亦能融入生活經驗學習類化於返家中協助分擔處理家 

務，增進家庭生活品質。  

四、自我保護與自我倡導活動 

    為增加服務對象人際相處與自我權益保護的概念，以社工員主責、 

教保員協同的方式，於每隔週三下午透過團體帶領的方式，學習人 

與人相處之禮儀與生活中需要認識的法律觀念，促進其學習與人相 

處之基本禮儀以及提升自我概念，並藉由自我倡導團體讓服務對象 

充分學習如何表達，讓每位成員練習用口語或肢體語言來表達自我 

感受與想法，並由成員互相回饋，並由服務對象討論在工坊生活的 

各項約定，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增加及培養與同儕互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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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維護自身權益不被外人侵犯，並提供基本法律資訊，讓服務 

對象了解「所有權與個人隱私概念」，避免觸及法律，並且可以藉 

由了解法律資訊達到自我保護的方式。 

五、社區參與/社區生活 

 由於缺乏社區資源連結與安全行走能力，導致休閒方式仍受限於家 

庭所能給予的範圍，普遍有經驗受限的情形。於每週五規劃社區生 

活活動（視地點遠近調整上午或下午），每次活動時間約 2-5小 

時，透過社區參與休閒活動，提供心智障礙者獲得人際互動、休閒 

生活與使用社區資源機會，並支持使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與加強安 

全行走能力，並於每個月一次的社區生活活動中，除了在不同類型 

店家學習點餐、結帳及用餐禮儀，同時也介紹相關設施協助服務對 

象更認識環境，期待落實返家後使用住家附近資源。 

六、家庭支持與照顧者喘息 

 成年心智障礙者於日間到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接受服務，得以讓家庭 

照顧者有喘息之機會，家長彼此之間也會相互給予支持，並期許心 

智障礙者在增進其獨立生活能力後，可提升家庭之生活品質。 

作業活動-童書製作 作業活動-口罩 5入裝袋 

  

作業活動-LED燈燈管接頭 居家活動-雞蛋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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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義賣會-擔任一日店長 社區生活-發放傳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