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11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中高齡中高齡中高齡中高齡心智障礙者心智障礙者心智障礙者心智障礙者

壹壹壹壹、、、、    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 

台灣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的需求與日俱增，無論是對身心障礙者或是失能失智

長輩的服務單位或機構，在

與機構內專業服務設計的議題

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為

者老化專業服務原則的依循方向

心養老~心智障礙者老化服務手冊

服務經驗為基礎，彙整本會對

服務經驗，採用圖文並行的方式呈現

業人員在使用上更容易瞭解

https://bit.ly/3IRU31x)

此外，考量心智障礙者

需求，本會從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實際照護經驗的角度

出發，出版「心智功能障礙者老化評估使用手冊暨紀

錄表」，用以進行老化評估及照護監測

照顧者的需求外，也可依照服務對象個別需求擬定照

顧計畫目標，再整合現有的資源提供個別化服務計畫

期能為國內心智功能障礙者照顧服務機構帶來實質

的幫助。評估架構如下圖。

為協助擬建構中高齡心

正在提供中高齡心智障礙者

長照服務單位有更專業的指標與藍圖

人員能善用老化評估工具及老化照顧知能

期待藉由本課程的辦理，提升

來的改變，運用專業知能提早介入預防

務使用者良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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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礙者心智障礙者心智障礙者心智障礙者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與評估研習課程與評估研習課程與評估研習課程與評估研習課程

招生簡章招生簡章招生簡章招生簡章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老化照顧與服務

無論是對身心障礙者或是失能失智

在長期照顧服務品質的控管

的議題，逐漸為各方所重視。 

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為提供一套針對身心障礙

專業服務原則的依循方向，於 2022 年出版「安

心智障礙者老化服務手冊」。本手冊以實務

本會對中高齡身心障礙長者的

採用圖文並行的方式呈現，希望能提供專

業人員在使用上更容易瞭解。(書籍介紹請詳見官網

) 

心智障礙者的日漸老化的照顧與評估

從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實際照護經驗的角度

心智功能障礙者老化評估使用手冊暨紀

以進行老化評估及照護監測。除能瞭解被

也可依照服務對象個別需求擬定照

再整合現有的資源提供個別化服務計畫，

期能為國內心智功能障礙者照顧服務機構帶來實質

。 

為協助擬建構中高齡心智障礙者服務機構或是

心智障礙者服務的社會福利團體或

更專業的指標與藍圖，以及支持專業

及老化照顧知能於服務中，特辦理此

提升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能及早發現老化所帶

運用專業知能提早介入預防、延緩或因應老化的照顧需求

。 

 

與評估研習課程與評估研習課程與評估研習課程與評估研習課程 

此專題研習課程。

機構專業人員能及早發現老化所帶

延緩或因應老化的照顧需求，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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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參參參參、、、、    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臺北市南港養護中心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新北市愛育發展中心 

肆肆肆肆、、、、    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一、從事心智障礙者及長期照顧服務之專業工作人員。 

二、每場次 30 人，2場次共計 60 人。 

伍伍伍伍、、、、    研習日期與時間研習日期與時間研習日期與時間研習日期與時間：：：： 

一、 北部場:111年5月26日(四)，9：00至17：00，課程時數7小時。 

二、 中部場:111年6月7日(二)，9：00至17：00，課程時數7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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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與與與與講師介紹講師介紹講師介紹講師介紹：：：： 

表一、研習課程表 

時間配置 課程名稱及大綱 講師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11：00 

(2 小時) 

中高齡中高齡中高齡中高齡心心心心智障智障智障智障礙礙礙礙者照顧空間與活動設計原則者照顧空間與活動設計原則者照顧空間與活動設計原則者照顧空間與活動設計原則 

1. 打造符合智障者老化之生活空間 

2. 因應心智障礙者老化之服務調整 

3. 中高齡智障者活動設計原則與風險預防 

4. 案例分享 
馬海霞 

11：00-12：00 

(1 小時) 

中高齡中高齡中高齡中高齡心心心心智障智障智障智障礙礙礙礙者者者者常見疾病與常見疾病與常見疾病與常見疾病與健康照顧健康照顧健康照顧健康照顧 

1. 中高齡智障者飲食營養與健康照護 

2. 中高齡智障者體適能活動規劃要點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1 小時) 

(續續續續)中高齡心智障礙者常見疾病與健康照顧中高齡心智障礙者常見疾病與健康照顧中高齡心智障礙者常見疾病與健康照顧中高齡心智障礙者常見疾病與健康照顧 

3. 中高齡智障者心理健康與情緒支持 

4. 案例分享與實務操作 

馬海霞 

14：00-17：00 

(3 小時) 

中高齡中高齡中高齡中高齡智障者智障者智障者智障者的身心變化與支持需求的身心變化與支持需求的身心變化與支持需求的身心變化與支持需求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1. 心智障礙者身心變化與老化徵兆 

2. 因應心智障礙者老化的評估技巧與工具介紹 

3. 老化評估結果分析及運用於 ISP 

4. 老化評估工具實作與討論 

鄭芬芳 

17：00 課程結束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簡簡簡簡介介介介：：：：    

1.馬海霞 

現職：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業總督導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臺北市南港養護中心主任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副理事長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常務董事 

職能治療師 

 



 

2.鄭芬芳 

現職：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臺灣社會工作

柒柒柒柒、、、、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與交通與交通與交通與交通：：：： 

一、 北部場北部場北部場北部場：育成基金會忠孝庇護工場二樓會議室

一段 181號（建國南路與濟南路高架橋下

 

二、 中中中中部場部場部場部場：台中文創館

1(台灣大道與五權路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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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新北市愛育發展中心主任

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理事 

育成基金會忠孝庇護工場二樓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建國南路與濟南路高架橋下，育成洗車中心隔璧

台中文創館 1301教室(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台灣大道與五權路交接口，1F為彰化銀行) 

新北市愛育發展中心主任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育成洗車中心隔璧）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2 段 2號 13 樓之



 

捌捌捌捌、、、、    報名及繳費方式報名及繳費方式報名及繳費方式報名及繳費方式：：：： 

一一一一、、、、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每人每場次報名費用為新台幣每人每場次報名費用為新台幣每人每場次報名費用為新台幣每人每場次報名費用為新台幣

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

者老化服務手冊者老化服務手冊者老化服務手冊者老化服務手冊

用與清潔費等

二二二二、、、、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1. 採用線上報名

https://bit.ly/3IPEsj3

報名。(務必填寫匯款帳號後

2. 即日起開放登記至

下午 17:30

欲報名者請從速

3. 線上報名

者確認報名情形及進行匯款繳費事宜

4. 額滿後

登錄排候補

三三三三、、、、匯款繳費匯款繳費匯款繳費匯款繳費    

1. 請於接到通知後

銀行代碼銀行代碼銀行代碼銀行代碼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6040604060406040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2. 收款後

3. 如為多人報名同筆匯款

記，以利研習時數認證及開立收據

4. 繳費收據繳費收據繳費收據繳費收據

前取得前取得前取得前取得收據收據收據收據

四四四四、、、、聯繫資訊聯繫資訊聯繫資訊聯繫資訊    
育成研發組

E-MAIL 帳號

五五五五、、、、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退費標準退費標準退費標準退費標準

1. 開課日

2. 逾期退課

3. 若因故無法如期開課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

利利利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

 

- 5 - 

每人每場次報名費用為新台幣每人每場次報名費用為新台幣每人每場次報名費用為新台幣每人每場次報名費用為新台幣 1,5001,5001,5001,500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費用含

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1 本、[老化評估老化評估老化評估老化評估紀錄表紀錄表紀錄表紀錄表]1份、[安心養老安心養老安心養老安心養老

者老化服務手冊者老化服務手冊者老化服務手冊者老化服務手冊]1 本、研習課程講義、午餐

用與清潔費等。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bit.ly/3IPEsj3或掃描右方 QR code

務必填寫匯款帳號後 5碼) 

即日起開放登記至 111年 5月 6日(星期五

17:30 或額滿為止，每場次 30 個名額，

欲報名者請從速。 

線上報名後 3 個工作天內，本會將聯繫報名

者確認報名情形及進行匯款繳費事宜。 

後系統將關閉，未能登記上者，可來電

候補。 

接到通知後 2 個工作天內匯款研習費用

銀行代碼銀行代碼銀行代碼銀行代碼：：：：809 809 809 809     

6040604060406040----04040404----0000043000004300000430000043----1111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收款後主辦單位會回覆確認，方屬報名完成

如為多人報名同筆匯款，仍請分別於線上報名系統

以利研習時數認證及開立收據。 

繳費收據繳費收據繳費收據繳費收據開立為匯款日期開立為匯款日期開立為匯款日期開立為匯款日期，，，，並預設於課程並預設於課程並預設於課程並預設於課程當日交付當日交付當日交付當日交付

收據收據收據收據，，，，請來電告知請來電告知請來電告知請來電告知。。。。 

育成研發組許銘麟研究員，電話:02-27052588

帳號：aa0083@ycswf.org.tw 

退費標準退費標準退費標準退費標準 

開課日 10天前(含開課日)申請退課者，退款

逾期退課、當日缺課者恕不退費。 

因故無法如期開課，本會將無息全額退費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變更變更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解釋及取消本

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及發送資訊至報名信箱及發送資訊至報名信箱及發送資訊至報名信箱及發送資訊至報名信箱

費用含[老化評估老化評估老化評估老化評估

安心養老安心養老安心養老安心養老~~~~心智障礙心智障礙心智障礙心智障礙

午餐、茶水、場地使

code

五)

，

聯繫報名

可來電

QR QR QR QR codecodecodecode    

 

內匯款研習費用。 

方屬報名完成。 

於線上報名系統完成登

當日交付當日交付當日交付當日交付，，，，如須提如須提如須提如須提

27052588分機 17。 

退款報名費 70%。 

本會將無息全額退費。 

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解釋及取消本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之權之權之權之權

及發送資訊至報名信箱及發送資訊至報名信箱及發送資訊至報名信箱及發送資訊至報名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