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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牽手繫愛-信望愛心智障礙者多元專業服務」募款使用成果報告 

壹、 經費使用情形〆 

一、本經費使用全數依據 104 年 1 月呈報之「募款使用計畫書」。 

貳、 服務成果報告（104 年 1 月 1日至 104 年 10月 31 日） 

一、 服務個案總數〆 52 人 （沙鹿中心服務至 104.05.31。） 

二、 服務個案年齡〆 

 

 

三、 服務性別分析 

 

 

 

 

 

 

四、 服務障別分析〆 

 

 

 

 

 

 

 

 

 

中心 

 年齡層 
潭子中心 沙鹿中心 合計 

18~未滿 30 歲 36 4 40 

30~未滿 45 歲 8 1 9 

45~未滿 60 歲 3 0 3 

合計 47 5 52 

中心 

 性別 
潭子中心 沙鹿中心 合計 

男 30 3 33 

女 17 2 19 

合計 47 5 52 

中心 

 障別 
潭子中心 沙鹿中心 合計 

多重障礙 17 0 17 

智能障礙 20 4 24 

自閉症 2 0 2 

肢體障礙 1 0 1 

染色體異常 1 0 1 

第一類 6 1 7 

合計 47 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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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服務程度別分析〆 

中心 

程度 
潭子中心 沙鹿中心 合計 

極重度 5 0 5 

重度 18 2 20 

中度 22 3 25 

輕度 2 0 2 

合計 47 5 52 

六、 專業服務 

（一）開案/晤談〆 49 人。 

（二）家訪（後續家訪）〆 25 人/ 27 人次。 

（三）IEP/ISP 會議〆 

ISP 擬定討論會議〆人數〆 29 人。 

ISP 修訂會議〆人數〆 41 人。 

ISP 檢討會議〆人數〆 19 人。 

（四）教學研討〆 40 場次。 

（五）個案研討〆  6 場次。 

（六）復健服務〆復健協同教學 1602  人次，抽離式一對一服務 413  人次 

                體適能課程 1632 人次，復健諮詢服務 17 人次 

                復健知能提昇課程 12 場次/ 92 人次 

                參與 ISP 擬定討論會議/修訂/檢討會議 43 人次 

（七）融合服務〆 

     1.回歸融合訓練服務〆提供 31 名/775 人次/5057 小時回歸融合訓練服務。 

     2.融合支持專業諮詢輔導〆提供 72 人次幼兒園特殊需求幼童專業輔導。 

     3.辦理成果觀摩發表活動 1場/105 人。 

     4.辦理幼兒園特教知能研習 2 場/142 人次。 

5.辦理親職講座 1 場/39 人次。 

（八）健康管理 

1.104 年服務對象健康檢查〆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〆慈濟醫院臺中分院、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辦理時間〆104 年 10 月 18 日 

    ◎活動地點〆慈濟醫院臺中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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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狀況〆 

(1) 參與人數〆潭子中心 44 人 

(2) 提供家醫科問診、全身理學檢查、血液常規檢查、尿液常規檢查、胸部

X 光檢查、生化檢查及自費加檢項目檢查。 

(3) 慈濟醫院當日以義診方式進行，提供經濟弱勢服務對象免費檢查，非經

濟弱勢服務對象亦予以優惠檢查費用。 

(4) 院方連結慈青志工，以一對一協助服務對象順利進行檢查。 

2.104 年服務對象口腔健康檢查〆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〆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國際牙醫診所 

    ◎辦理時間〆104 年 10 月 30 日 

    ◎活動地點〆潭子中心保健室 

    ◎檢查人數〆潭子中心 47 人 

3.口腔照護門診〆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協助單位〆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國際牙醫診所 

    ◎執行時間〆104 年每週三上午 9 時至 12 時 

    ◎門診地點〆潭子中心保健室 

    ◎服務狀況〆 

      潭子中心〆29 診次/120 人次。 

      沙鹿中心〆2 診次/5 人次。 

（九）相關特殊療育 

1.藝術療遇活動〆  

   場次/人次〆 24 場/ 146 人次 

2.動物輔助教學〆  

   場次/人次〆 25 場/ 179 人次 

        3.加賀谷〄宮本式音樂照護〆 

   場次/人次〆 19 場/ 395 人次 

        4.園藝療遇活動〆 

   場次/人次〆 15 場/ 125 人次 

5.性別教育〆  

   場次/人次〆 47 場/ 807 人次 

        6.社團活動〆 

   場次/人次〆 39 場/ 68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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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衛生教育〆  

   場次/人次〆 35 場/ 415 人次 

        8.體能活動〆  

   場次/人次〆 239 場/ 1634 人次 

七、家庭支持〆 

   （一）親子活動 

◎104 年「有愛無礙〃珍情之旅」親子活動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潭子中心 

        贊助單位〆新亞裕旅行社有限公司 

      辦理時間〆104 年 01 月 08 日  

      活動地點〆六福村主題樂園 

      參加狀況〆46 人（家長/手足、服務對象、工作人員、志工）。 

      成效〆 

1. 透過新亞裕旅行社贊助讓身障家庭度過豐富多元的休閒時光。 

2. 促進家庭成員間擁有輕鬆愉快的互動機會。 

3. 讓家長彼此分享教養經驗或心情抒發，及給予支持鼓勵。 

◎104 年「有愛無礙〃真情相待」親子運動會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潭子中心、沙鹿中心 

        協辦單位〆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教育局、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潭子國小 

      辦理時間〆104 年 02 月 06 日 

      活動地點〆潭子國小運動操場 

      參加狀況〆174 人（家長/手足、服務對象、工作人員、志工） 

      成效〆 

1. 讓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參與親子運動會，達到身心之放鬆及良好互動。 

2. 讓慈濟大專青年志工與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有所互動，更加了解學習陪伴、

支持身心障礙者。 

3. 讓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成員藉由運動會參與感受到自信與榮譽。 

4. 藉由團體活動，讓身心障礙者家庭有機會彼此互動、交流，達到情感上的支

持。 

 

   （二）親職講座 

◎104 年度家長大會暨「臺中市現有社會福利資源介紹與運用」親職講座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潭子中心家長會 

     贊助單位〆信望愛潭子中心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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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〆104 年 04 月 19 日  

   活動地點〆東勢林場大禮堂 

   參加狀況〆91 人（服務對象、家長/手足、工作人員）。 

   成效〆 

1. 家長對現有的福利資源可獲得更進一步的了解，保障身障者及自身的權益。 

2. 讓家長彼此分享教養經驗或心情抒發，並建立家庭間互動及給予支持鼓勵。 

 

   （三）機構參訪 

◎104 年「選他所需，愛你所選」住宿型機構參訪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潭子中心 

        贊助單位〆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信望愛潭子中心家長會 

      辦理時間〆104 年 10 月 23 日  

      活動地點〆(1)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由根山居 

                  (2)財團法人幼安教養院 

      參加狀況〆33 人家長（屬）（含工作人員） 

      成效〆 

1. 透過此次活動，使心智障礙者家長（屬）能更加清楚瞭解目前住宿型機構之

服務內容。 

2. 透過此次活動，使心智障礙者家長（屬）能提早準備未來心智障礙者的安置

相關事宜，減少擔憂。 

 

    （四）永續關懷（家屬俱樂部、青年俱樂部） 

  ◎信望愛家屬俱樂部『東勢林場漫步春遊趣』會員大會暨親子活動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〆信望愛家屬俱樂部 

         經費來源〆信望愛家屬俱樂部會費、會員部份負擔 

  辦理時間〆104 年 03 月 22 日 

  活動地點〆東勢林場 

       參加狀況〆 

         參加人數〆83 人（家屬俱樂部會員及其家屬〆64 人、中心代表:2 人、工作人

員:9 人、志工 6 人） 

       成效〆當日共計 20 個家庭，64 人參與，透過會員大會讓會員們了解家屬俱樂

部的運作情形，建立共識以讓會務進行順利。此次安排遠離都市喧囂春

暖花開的園區，讓會員們在放鬆、自在的氛圍中，討論會務及享受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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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漫行的樂趣，度過輕鬆、愉快的假期。 

   ◎信望愛家屬俱樂部『尋訪山中驛站〄探索車埕之美』親子活動 

   主辦單位〆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〆信望愛家屬俱樂部 

          經費來源〆信望愛家屬俱樂部會費、會員部份負擔 

   辦理時間〆104 年 10 月 04 日 

   活動地點〆南投埔里紙教堂、車埕火車站  

        參加狀況〆 

          參加人數〆76 人（會員及其家屬〆65 名、工作人員 10 人、志工 1 人） 

        成效〆當日共計 20 個家庭，65 人參與，此次活動規劃南投埔里紙教堂與車埕

火車站一日遊，讓會員家庭透過紙教堂及車埕小鎮漫遊，釋放生活壓

力々透過親子合作製作木製筆筒、板凳，享受親子同樂，彼此分享欣

賞親手完成的作品。 

◎信望愛青年俱樂部 

 1.幹部訓練〆 

   辦理情形〆由社工協同支持俱樂部會長、副會長、活動長主持規劃每月休閒

活動及聯絡會員參加事宜，共計召開 10 場，幹部參與 30 人次。 

2.休閒活動〆 

    辦理情形〆每月辦理一場休閒活動，由社工及教保員協同支持帶領會員進行，

共計辦理 10 場，會員參與 118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