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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中縣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珍愛天使珍愛天使珍愛天使珍愛天使」」」」----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者多元專業服務者多元專業服務者多元專業服務者多元專業服務成果報告 

壹壹壹壹、、、、    經費使用情形經費使用情形經費使用情形經費使用情形：：：： 

一、本經費使用全數依據 99 年 1月呈報之「募款使用計畫書」，使用情形詳見附件一。 

貳貳貳貳、、、、    服務成果報告服務成果報告服務成果報告服務成果報告（99 年 1月 1日至 99 年 10 月 30 日） 

一、 服務個案總數：  81  人 

日間托育：  78  人，時段教學： 1  人，到宅療育：  2 人） 

二、 服務個案年齡： 

0-3 歲： 5 人,3-6 歲： 20 人,6-12 歲： 14 人,12-15 歲： 2 人 

15-18 歲： 1 人,18-30 歲： 32 人,30-45 歲： 6 人,45-60 歲： 1 人 

三、 服務性別分析 

     

 

 

 

 

 

四、 服務障別分析： 

 

 

 

 

 

 

 

 

 

 

 

 

 

 

中心 

 性別 

山線中心 

兒童服務 

山線中心 

成人服務 
海線中心 合計 

男 12 25 10 47 

女 11 15 8 34 

合計 23 40 18 81 

中心 

 障別 

山線中心 

兒童服務 

山線中心 

成人服務 
海線中心 合計 

多重障礙 23 7 30 

智能障礙 24 4 28 

自閉症 3 1 4 

肢體障礙 6 4 10 

染色體異常 0 0 0 

重器失能 1 0 1 

頑性癲癇 1 0 1 

罕見疾病 1 0 1 

聲語障 0 1 1 

其他 4 1 5 

合計 63 1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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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服務程度別分析： 

中心 

程度 

山線中心 

兒童服務 

山線中心 

成人服務 
海線中心 合計 

極重度 6 3 9 

重度 25 5 30 

中度 23 7 30 

輕度 9 3 12 

合計 63 18 81 

 

六、 專業服務 

（一）開案/晤談： 66 人。 

（二）家訪（後續家訪）： 61 人/ 106 人次。 

（三）IEP/ISP 會議： 

ISP 擬定討論會議：人數：42 人。 

ISP 檢討會議：人數：90 人。 

（四）教學研討：61 場次。 

（五）個案研討：11 場次。 

（六）復健服務：物理治療 428 人次,職能治療 290 人次,語言治療 178 人次 

                復健協同教學 467 人次,抽離式一對一服務 157 人次 

                體適能課程 879 人次,復健諮詢服務 26 人次 

                復健知能提昇課程 14 場次/119 人次 

                參與 ISP 會議 22 人次, 參與 ISP 檢討會議 8 人次 

（七）轉銜服務： 

◎轉銜環境參訪： 

      國小：21 所 

      國中：1 所 

◎信望愛 99 年「轉銜停‧看‧聽」家長座談會 

＊時間：99 年 5月 2日上午 8：30～12：00 

＊地點：信望愛豐原中心 

＊活動成果： 

 1.總計家長、學生及工作人員計 30 人參加。 

 2.參與活動家長對活動感到滿意 100％（含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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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中邀請李一飛老師以教育處及國小老師身份代表，針對身心障礙兒童就學

福利疑問一一解答，同時亦邀請轉銜適應狀況良好之學生家長李淑芬女士，

分享其經驗與其他家長共勉。 

◎轉銜狀況： 

海線中心： 

轉銜國中：0 人、轉銜國小：5 人 

山線中心：     

    轉銜國中：1 人、轉銜國小：7 人 

（八）融合服務： 

     1.回歸融合訓練服務：25 人／722 人次／1,417.5 小時。 

－提供 25 人進行 722 人次／1,417.5 小時回歸融合訓練服務，提供交通接送服

務 589 趟，學生與保育員午餐 1,444 份，召開相關會議 23 場/299 人次。 

－1-3 月針對 20 位家長做問卷調查，對服務感到滿意佔 91.6％（含非常滿意）、

4-6 月為 99％（含非常滿意）。 

2.達成融合轉銜共 2人。 

3.社區融合：127 次/2292 人次 

（九）健康管理 

1.九十九年「服務對象體重過輕過重」營養諮詢會議 

◎主辦單位：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協助單位：豐原醫院、慈濟台中分院、童綜合醫院 

◎辦理時間：山線中心：99 年 09 月 10 日、99 年 9 月 14 日 

            海線中心：99 年 09 月 21 日 

◎活動地點：山線中心、海線中心 

◎參加狀況： 

1.參與人數： 

     山線中心：23 人、海線中心：8人(總計：31 人) 

2.提供體重過重或過輕服務對象透過營養諮詢調整飲食達到健康飲食保健身

體為孩子健康把關。 

3.從營養師的建議中安排營養補充課程，讓服務對象能有效的透過正確的食物

補充達到身體 BMI 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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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關特殊療育 

1.美術療育：  

場次/人次：41 場/217 人次 

        

  

  

2.動物輔助教學：  

場次/人次：50 場/38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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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陶藝教學：  

場次/人次：39 場/570 人次 

        

  

 

4.加賀谷式音樂照護：  

場次/人次：64 場/152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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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庭支持： 

(一)親子活動 

◎九十九年海線中心親子活動    

�主辦單位：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贊助單位：信望愛家長會、同慈會 

�辦理時間：99 年 5 月 22 日 

�活動地點：沙發后花園 

�參加狀況：家長、學生計 35 人，工作人員：11 人，同慈會志工：46 人， 

總計：92 人 

�活動概況： 

        此次活動與同慈會志工共同辦理，除了提供機會讓志工服務身心障礙家庭外，

也在互動中，讓服務對象接觸更多的人、事、物，增加生活經驗，活動過程中，

透過「加賀谷宮本式音樂照顧」活動的帶領，帶動整體氣氛，中午透過烤肉，

讓家長與家長間互動更為頻繁，孩子在綠意盎然的草地上遊玩，有風車、小水

塘…等，非常的輕鬆愉快，但由於兒童遊樂設施尚未開放，無法使用實為可惜，

整體而言，家長滿意度達 100％，且期望下次待設施完善後，可以再來一次。 

�成效： 

  1藉由戶外活動抒解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成員平日累積之壓力及焦慮，讓家 

庭成員同享一起出遊的歡樂感受，渡過美好的時光。 

2透過烤肉、田園生活感受不一樣的美好，提昇心靈的充實感。 

 

◎九十九年山線中心親子活動    

�主辦單位：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贊助單位：信望愛家長會 

�辦理時間：99 年 5 月 1 日 

�活動地點：潭子大木塊農場 

�參加狀況：家長 23 人、學生及手足 20 人，工作人員：13 人、志工 8 人，總 

            計：64 人 

�活動概況： 

當天天氣晴朗，且農場內空間寬敞且活動內容豐富，透過團康以及坐鐵牛車、

進行彩繪 DIY、餵食動物、採收有機蔬菜…等活動，讓服務對象與手足們盡情玩

耍，接觸更多的人、事、物，在活動過程中，家長們像朋友般聚在一起，透過

遊戲讓大家的距離拉近，玩得很開心，家長回饋表示，辦理很成功，依問卷調

查，活動滿意度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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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1到戶外走走，呼吸新鮮空氣，心情好，更有元氣！ 

  2親師相互分享孩子的成長與趣事，相互溝通陪伴孩子成長的以形成教養共 

識。 

          ○3 家長們彼此分享教養特殊孩子的心情與心得，相互鼓勵支持。 

 

(二)親職講座 

◎九十九年『親職 update~煩惱 go away』親職教育系列講座活動Ⅰ    

�主辦單位：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家長會 

       經費來源：台中縣公益彩券盈餘經費、信望愛家長會 

�辦理時間：99 年 3 月 14 日 

�活動地點：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豐原中心 

     �參加狀況： 

第一場（語言訓練技巧）： 

       參加人數：總計人數：110 人（家長：45 人、手足：32 人、工作人員、志工： 

33 人） 

     �成效： 

1藉由親職教育系列講座，讓參與之身心障礙者家長/家屬，擁有執行家庭教育 

之知能，降低親職困擾。 

       2藉由親職教育系列講座，讓參與身心障礙者家長/家屬獲得在家教養的專業技 

能，以迎接生活中的問題與挑戰。 

       3藉由此親職教育系列講座，讓參與之身心障礙者家長/家屬能相互分享教養經 

驗及想法，促進各家庭間之情感交流，並從中獲得支持。 

 

◎九十九年『親職 update~煩惱 go away』親職教育系列講座活動Ⅱ 

�主辦單位：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家長會 

       經費來源：台中縣公益彩券盈餘經費、信望愛家長會 

�辦理時間：99 年 5 月 16 日 

�活動地點：台中縣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5 樓會議室 

     �參加狀況： 

第二場（均衡飲食健康五蔬果）： 

       參加人數：總計人數：72 人 

（家長：33 人、服務對象、手足：22 人、工作人員：7 人、志工：10 人）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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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藉由親職教育系列講座，讓參與之身心障礙者家長/家屬，擁有執行家庭教育 

之知能，降低親職困擾。 

2藉由親職教育講座，讓參加的身心障礙者家長懂得如何在家吃得均衡，又能 

輕鬆維持身心障礙者的健康。 

      3藉由此親職教育系列講座，讓參與之身心障礙者家長/家屬能相互分享教養經 

驗及想法，促進各家庭間之情感交流，並從中獲得支持。 

 

◎『慢飛天使‧愛相隨』--信望愛九十九年畢業典禮暨親職講座活動 

�活動日期：99.07.11(星期日) 

�活動地點：潭子國小 

�參加人數：325 人(包括來賓、中心學生、家長、手足、工作人員、志工…等) 

�活動概況： 

1. 今年共計有 21 位服務對象畢業轉銜至國小、國中，透過典禮的進行，祝福即

將畢業的學生能夠順利展開另一個學習的階段。 

2. 安排「周大觀熱愛生命獎」得主張晏晟的鋼琴演奏表演，鼓勵這群即將畢業的

天使及在場所有的參加人員要「突破困境、展現生命」，努力創造機會，讓自

己的人生走出另一片天。 

3. 此次活動安排兩場親職教育的專題講座，第一場為『日常生活衛生宣導』，此

活動讓家長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中瞭解健康衛生的概念，並說明近期的腸病毒及

流感需要注意的事項，提醒家長做好預防。 

4. 第二場為『衰老是一種不必要的流行病』，由徐坤賜醫師主講，分享信念的力

量，強調用我們的思想來創造這個世界實像，當我們用正向的信念來行動時，

快樂就會跟隨著您！藉由專題講座，讓家長們醞釀更多的能量來帶領身心障礙

的子女，面對未來的路程，擁有更多的智慧來面對生命。 

5. 藉由家長大會，透過財務報告及活動報告、中心報告…等，讓家長了解中心及

家長會的運作，增加彼此間的凝聚力。 

 

 (三)永續關懷（家屬俱樂部） 

    ◎『與生態有約~綠世界農場親子遊』親子活動 

�主辦單位：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信望愛家屬俱樂部 

       經費來源：信望愛家屬俱樂部會費、家屬俱樂部會長贊助 10,000 元、會員部份 

                 負擔 

�辦理時間：99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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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新竹綠世界生態農場 

     �參加狀況： 

       參加人數：77 人（家屬俱樂部會員及其家屬：59 人、工作人員：8 人、中心同工

及家屬：10 人） 

     �成效： 

1藉由親子活動安排，增進親子相處時間，創造親子同樂機會，在同工計畫安排

下，使會員們能減輕負擔，真正放鬆地出外遊玩，以紓解平日壓力。 

2透過活動進行，拉近會員間彼此距離，在輕鬆愉快氣氛下，彼此交流，互相支

持。 

 

◎『宜情蘭陽親子二日遊』親子活動    

�主辦單位：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信望愛家屬俱樂部 

       經費來源：信望愛家屬俱樂部會費、會員部份負擔 

�辦理時間：99 年 8 月 14 日 

�活動地點：宜蘭 

     �參加狀況： 

       參加人數：49 人（家屬俱樂部會員及其家屬：44 人、工作人員：5 人） 

     �成效： 

1藉由兩天一日的親子活動安排，提供會員們少有外出遠行的休閒機會，在同工

計畫安排下，使會員們能減輕負擔，真正放鬆地出外遊玩，以紓解平日壓力。 

2透過活動進行，拉近會員間彼此距離，在輕鬆愉快氣氛下，彼此交流，互相支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