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九 十 六 年 度 ( ９ ６ ． ０ １ ~ ９ ６ ． １ ２ ) 工 作 報 告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0-6
個案管理 早期療育個案管理執行協力 持續性
歲，學 督導
督導計畫（台北縣、新竹縣為
前階段
主）
早療政策 早期療育通報轉介暨個案管 持續性
理服務模式及服務成效延續
計畫—成果發表會暨觀摩交
流會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縣市政府 延續由林惠芳秘書長、林幸君主任，配搭曾雅倫督導透過參
與個案研討會、聯繫會報以及業務督導評鑑方式進行協力合
作，平均 2 個月進行乙次，並將業務督導建議議題提案至早
療委員會倡議服務困境之克服。
兒童局 成果發表會與實務交流研討會辦理目的在於肯定執行縣市
表現，以及提供縣市交流觀摩之用，總計安排 16 小時活動
內容，已於 3 月 28 與 29 日完成辦理一場次，總計 150 位參
與研討會，25 縣市皆有成員參與，其中社政、衛生與教育行
政單位約佔 30％、通報與個管中心約佔 50％、療育與聯評
中心約佔 20％。教育與衛生行政部門與第一線執行伙伴報名
參與比率相較過去出席率踴躍，此次研討會內政部兒童局、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與護理及健康照護處，皆親自出席全程參
與，並針對縣市執行建議與困境進行與談，建立起跨系統在
早期療育政策方向上的對話機制與討論。本研討會共邀集 12
個縣市進行服務模式的分享，並由評估小組委員推薦 95 年
度執行表現「值得肯定」的縣市指派擔任回應人或報告人，
並安排主題座談時間，增進縣市分享交流實務執行經驗的機
會。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經費
來源

0-6
專業知能 早期療育督導成長研習暨議 間歇性
歲，學
題凝聚支持團體
前階段

兒童局

療育業務 兒童福利早期療育服務業務 間歇性
的監督—早期療育機構、療育
補助、實施方案、社福考核

兒童局

執行成果摘要
結合今年度執行成果分享、台北縣與桃園縣早療協力計畫、
以及 96 年 12 月 26 日與 27 日業務督導管理增能培訓計畫階
段性舉行，循序從督導協力與政策議題中凝聚出第一線督導
所需關切之主題與政策規劃、服務管理知能，因此年底藉由
安排「向下延伸通報年齡」以及「早期療育機構發展定位」
兩大專題討論，建立起兒童局、機構輔導管理科，以及兒童
局、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民間單位以及早產兒管理系統間的
對話機制，以討論未來在政策規劃與篩檢通報合作模式上的
可行性。另外超過 80％的參與者認為回應到自己工作執行上
有所幫助。此次活動同步邀請早期療育業務政策相關行政部
門，此外出席單位也廣邀社政、衛生與教育系統專業人員，
並安排政府與民間採購關係的綜合座談主題，從跨行政系
統、跨專業以及跨單位間建立對話機制，並邀請不同代表多
元性進行與談。超過 86％的參與者對於主題討論與綜合座談
結果更加清楚。
共提案中央兒童局 2 次會議、台北縣 2 次會議、執行成果研
討會與業務督導增能研討會專題討論 2 次與綜合座談 3 次進
行，同步於中央與地方論述議題之重要性以及凝聚政策共
識，規劃於研討會中訴求倡議觀點與推動方向。在業務督導
增能研討會回饋回饋討論過程中也表示經由專題報告，特別
是早期療育機構的定位與核備程序對於業務執行上非常有
收穫。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0-6
協助結合 協助台塑王詹樣社會福利基 階段性
歲，學 民間資源 金會執行提昇療育服務品質
前階段
計畫

學齡階 兩性教育 發展人身安全教材試教案（家 持續性
段
暴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

修法

辦理「智能障礙者人身安全保 一次性
護實驗性校園教師輔導教案
計畫」成果發表會
學齡階段智障者兩性教育課 間歇性
程推動
特殊教育法修法及相關子法 持續性
研修工作
推動降低班級人數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王詹樣社 共辦理 4 次專家小組會議，1 次機構共識凝聚對話座談會、1
會福利基 場計畫申請說明會以及 14 次計畫審查會議，總計 32 家優甲
金會
等身心障礙機構提出申請，經過書面審查以及實地審查共有
30 家通過審查，並於 12 月 10 日前完成結案報告，再由基金
會將專家小組審查意見與補助款項提供。
家暴及性 96 年度專案已經執行完畢，共有 3 家高職完成試敎，並確定
侵委員會 教材版本內容，97 年度要擴大試敎學校，分北、中、南、東
四區各 4 個學校辦理擴大試敎。
教育部 考量本成果發表會之參與試教單位僅有北區高職學校，且總
會擬於 97 年進行教材分區擴大推廣，故規劃教材分區擴大
推廣計畫實施之後，再行呈現成果發表會。已退回補助款項。
倡導議題 接受納入教育部學校宣導邀請名單當中，出席國小教師在職
進修進行專題討論
教育部 1. 6 月於王榮璋立委協助下提出特教法修正案，教育部在催
促下已草擬出版本，將分專章敘述身心障礙及資優教育，
現送法規會審理中。
2. 參與「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及低收入戶學生
就學費用減免辦法修正事宜」會議，討論就學費用減免標
準改依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經濟條件，優惠相關教育經費。
本會提出修改建議，將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者子女應
分別訂定標準，另點數計算應有區隔，身心障礙學生的點
數計算基礎建議每級提高 2 點，以利障礙學生可取得補助。
3. 3.參與 6 月「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會議」，經決
議並已修正通過降低學生人數，並且每 15 名身心障礙學生
可設置一名教師助理員。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學齡階 家長培訓 育成各地種子家長協助地區 間歇性
段
性特殊教育相關問題的處理
特殊學校 繼續協助未設立特殊學校縣 間歇性
可及性
市爭取就近接受十二年安置
教育

參與殘盟身障白皮書-特殊教 間歇性
育部份訂定工作
成年階 就業與
庇護工場、庇護性就業、支持 持續性
段
優先採購 性就業經營管理研討

庇護性就業之型態確認及與 持續性
其他社政衛政服務之配套(新
增)
各地區就業服務中心及社區 間歇性
化就業服務督導與評鑑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自 籌 / 配 透過啟智教育委員會分享相關經驗，並針對未設特校縣市舉
合委員會 行家長座談會
及幹訓
自籌
透過縣市家長座談瞭解地區需要，並獲王榮璋立委、徐中雄
立委及潘孟安立委支持協助，透過公聽會提出需求及在教育
部特教諾委會提案，與教育部進行 2 次協調會，並與縣市代
表進行協商，初步確認未設特校縣市未來重度學生安置方
式，在取得校地部份可逐漸規劃進行設校，校地未有確認或
未設校前以增設重度班為因應並定期評估設校需求，因預算
未跟進，97 年度將持續倡議。
由楊主任委員代表總會參與殘盟白皮書相關研議會議，提供
本會建議
勞委會職 受勞委會邀請出席「2007 年庇護工場國際交流研討會」及小
訓局
型座談會，針對社會企業及特例子公司與小規模作業所分享
總會過去國際觀摩時的經驗，建議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不可
混為一談，同時為銜接身權法對庇護工場的改制，促請勞政
單位應與社政單位共同研議相關服務的開創與分工，並協助
台灣職業重建協會辦理 96 年度認知障礙者就業模式研討會。
勞委會職 透過身權法修法過程要求勞政單位社政單位及衛政在成人
訓局、內 服務部份應有具體回應
政部、衛
生署
勞委會 參與勞委會及台北縣就業服務中心(站台)96 年執行評鑑工作
台北縣政
府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成年階
段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參與勞委會身心障礙就業政 間歇性
策及中長程討論
監督就業安定基金之使用，爭 間歇性
取擴大障礙者就業服務經費

職業輔導 促成北區職評資源中心的設 持續性
評量
立與發展；支持北縣職評中心
的運作
兩性婚姻 內政部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 一次性
會提案；並要求家庭教育體系
配合實施相關宣導及發展支
持服務。
長照制度 促成國家長照制度十年計畫 持續性
規劃
的提出與爭取發展多樣化的
居家式、社區式及機構式服務
提供
住宿服務 托育養護費用的關注
間歇性

經費
來源
勞委會
勞委會

育成

執行成果摘要
參與勞委會委託台灣職業重建協會秘書長邱滿艷教授草擬
身心障礙就業中長期規劃座談會
秘書長受邀擔任督業安定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本年度共召
開 4 次會議，爭取對縣市身心障礙就業、多元就業方案相關
經費。
每月一次出席育成職評專團會議，參與討論職業輔導評量服
務的質量提升討論；第四季協助美好基金會督導職評業務

倡導議題 關注成年智障者婚後家庭支持服務；接受縣市或民間單位邀
請分享兩性教育議題；出席師大個案輔導策略-智能障礙學生
性教育與兩性關係探討研習活動擔任回應與談
倡導議題 本年度行政院長照推動小組由殘盟擔任，本會參與殘盟長照
議題小組繼續表達心智障礙家庭的需要

倡導議題 96 年 1 月 1 日起，將重度住宿養護調整訂為 20,000 元，中
度為重度的 80％，輕度為重度的 40％計算。身心障礙者年
滿 30 歲或年滿 20 歲其父母之一方年齡在 65 歲以上，其托
育補助費或養護補助費之補助標準如下：
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年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2 倍，或未
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者，補助 85%。
2-3 倍補助 70%。
3-4 倍補助 60%。
4-6 倍補助 35%。
6 倍-以上，不予補助。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成年階 住宿服務 依據內政部第六次機構評鑑 階段性
段
推動機構品質提昇

新增機構預評鑑(因應第七 間歇性
屆)與協助輔導
持續性
持續關注社區住宿服務發
展，並與有承辦的協會及基金
會探討面臨問題。
社區服務單位遭受居民抗爭 階段性
議題處理（剩新莊未解決）
老化議題 改善身心障礙福利機構老化 持續性
院民服務品質方案。

智障者家屬及專業服務人員 持續性
知能研習—老化與健康維護
(新增)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內政部出 由陳節如副理事長參與內政部機構評鑑委員會委員，領導討
席費
論第七次機構評鑑權益維護部份相關指標。推薦陳美蘭副理
事長、林美淑常務理事及秘書長擔任第七次機構評鑑訪評委
員。受邀桃園縣政府擔任縣內機構評鑑委員。
因指標公告時間較晚，96 年未能主動對應規劃預評鑑事宜，
規劃順延於 97 年進行。
倡導議題 協助台中市家長協會新開辦社區居住服務，與聖心教養院、
嘉義市智協討論服務內容與面臨問題，並協力新竹市政府委
託社區居住服務業務評鑑事宜；參與內政部社區居住訪查新
竹縣及嘉義縣執行情形
倡導議題 96 年未接獲相關新機構受抗爭問題。並會將相關注意要點，
納入住宅法規範。
1. 內政部中辦補助辦理中高齡智障者服務與對策研習，辦
理初階研習共 258 人參加,進階工作坊 168 人參加。內容含
括硬體空間規劃.營養健康議題.機構經驗分享.國際趨勢分
享.感統對應情緒處遇.精神問題處遇等等。
2. 與會者表示此研習有助於其服務機構內中高齡智障者，
並期待持續致力於相關服務，會後也有許多與會單位與本
會保持聯繫。
3. 與機構合作時協助釐清中高齡智障者個別化服務的內容
與進行方式。
開發模組化研習架構，協助 14 個協會辦理，共計 2,730 人次
參與了解智障者老化及面臨之準備議題。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成年階 老化議題 智障者老化議題家長焦點座 持續性
段
談(新增)

中高齡智障者家庭服務計
畫—到宅服務模式(新增)

持續性

因應聯勸方案與 14 個協會團 持續性
督個督.培訓等諮詢協力(新
增)
老化議題相關研究工作
持續性
機構因應老化個案服務之能 持續性
培訓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開發模組化操作方式並推廣於 12 個縣市成立 37 個焦點團
體，並順利辦理完成，參與家長表示有收穫且能得到彼此支
持，成果達到預期，協會並將服務推展至以往較少接觸區
域，使家長獲得資訊與服務。
開發模組化操作方式並偕同 14 個家長協會辦理，96 年共計
服務 165 個案家，其中包含 291 名身心障礙者(263 名智障
者)，協會並將服務推展至以往較少接觸區域，使家長獲得資
訊與服務
總計辦理 1 場職前訓練、3 場在職訓練，54 場次團督個督，
與平時隨時進行之督導協力，協會服務能量均有提升。
持續進行並將發表相關文章。
1. 內政部中辦補助辦理中高齡智障者服務與對策研習，辦
理初階研習共 258 人參加,進階工作坊 168 人參加。內容含
括硬體空間規劃.營養健康議題.機構經驗分享.國際趨勢分
享.感統對應情緒處遇.精神問題處遇等等。
2. 與會者表示此研習有助於其服務機構內中高齡智障者，
並期待持續致力於相關服務，會後也有許多與會單位與本
會保持聯繫。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成年階 社區照顧 臨時托育、居家服務服務模式 持續
段
檢討—身障領域

居家服務與臨時托育服務定 間歇性
位檢視研討會
住宿服務之發展

持續性

持續關注社區日間照顧服務 持續性
方案。

跨年齡 保險議題 心智障礙者保險規劃
議題

持續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倡導議題 已配搭 96 年社會福利考核指標與現場意見溝通、結果檢討
會議持續掌握縣市政府對於居家服務與臨時托育服務之執
行現況，由內政部中部辦公室持續列為 97 年考核追蹤項目，
目前針對臨時托育服務之培訓管道與課程研議，以及居家服
務適用長照保險項目持續關注，96 年新頒佈之身心障礙權益
保障法中亦將居家服務修正為居家照顧個人支持項目，臨時
托育服務定位為家庭支持服務，再次釐清法源依據。
內政部 配搭社會福利考核檢討以及會務輔導評估結果，將改採取一
併檢視現行社區化服務之經驗分享研討會舉行，暫定位為非
典型服務研討會，預計於 97 年度辦理。
倡導議題 內政部聘請秘書長為社區居住試辦計畫訪查委員與持續參
與機構評鑑辦法之修正研議會議、機構設備管理辦法討論會
議，關注住宿服務之發展。96 年訪查新竹縣喜憨兒社區居住
及嘉義縣聖心社區居住方案執行情形
倡導議題 持續出席內政部相關會議，並藉由協力督導、會務輔導與會
務分區聯誼會持續瞭解地方協會辦理日間照顧服務試辦計
畫之未來轉型規劃，目前彙整出多類型之非典型服務皆可視
為日間照顧服務模式，並預計配搭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新法
通過之支持服務篇列為中長程倡議重點。96 年度已倡議台北
市籌組完成社區照顧服務規劃小組，由本會林幸君主任與台
北市智協胡宜庭總幹事成為小組委員持續參與討論。
台北及士 辦理智障者及其家庭私人保險規劃研討會，會中邀請金管會
林地檢署 保險局、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事業發展中心說明保險商
品及爭議處理途徑；並邀壽險、產險相關業者代表分享保險
商品，及產品規劃想法，讓總會及家長幹部更加了解保險商
品的選購觀念與對智障者的相關限制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跨年齡 司法議題 法律個案服務
議題

持續性

建構智障者犯罪防治網絡（新 持續性
增）
矯治教育輔導計畫（新增） 持續性

監獄處遇模式監督
間歇性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模式的創 持續性
設研討
信託個案協助
持續
成立公益信託

新增

民法成年監護修法後，協助縣 持續
市相關辦法的制定。
牙科診療 綜合政策倡導計劃（宣導、爭 持續性
保健
取預算、舉辦推廣活動）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倡導議題 96 年 10 月 1 日起，法律扶助基金會及警政署開始試辦警訊
筆錄階段，智障者案件有律師陪同的計畫，沒有刑度和家庭
資產限制，目前約有 15％的律師陪同嫌犯為智能障礙者。
97 年 2 月 1 日起擴大在全國 15 個分局試辦。
士林地檢 智障者法律權益宣導座談會，全國各協會共舉辦 60 場，參
署
與人次共計 3,000 人次。並將法律權益相關規定，已重新建
構總會網頁方式，放在首頁提供家長查詢。
倡導議題 已於 96 年 11 月 30 日舉辦法律個案研討會，邀請法務部矯
治司、桃園少輔院、第一行為工作室賴主任等人，就智障者
的犯罪處遇願景，進行討論，已經有具體共識。97 年會逐步
協調解決。
倡導議題 同上
台北及士 同上
林地檢署
求助個案 96 年度持續提供信託諮詢服務，原以智總為信託監察人的契
約持續管理中。
國泰世華 已協助愛鄰協會成立公益信託。
銀行
縣市政府 尚未立法通過。
顧問
衛生署國 衛生署已承諾未來五年逐年編列十億預算，進行相關服務，
健局
97 年衛生署已經將身障口腔醫療保健示範中心的業務委託
台北醫學大學經營的署立雙合醫院執行。
完成北中南 19 家身障牙科醫療院所訪視，收集相關議題，
並建立機構、學校及協會對該醫院之認識，合計 400 人次參
加

對象 分類
心智
障礙
者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跨年齡 牙科診療 早療委員會提案
議題 保健

間歇性

資產調查 資產調查審核要點蒐集，輔 持續性
具、生活補助、低收入戶 etc
（新增）
體育運動 2007 心智障礙者運動大會

持續

至大專院校體育系所宣傳智 持續
障者特質（體適能志工）（新
增）
協助協會健走俱樂部（新增）持續

專業
人員

研發

研究參與 提供或參與研究計畫

持續

經費
來源
兒童局

執行成果摘要
已經提案要求早療聯評中心應有牙醫師介入不過未被採
納，將持續倡導。

社會救助法已經於 96 年 12 月 21 日完成修法，修改重點為
1、賦予縣市主管機關行政裁量權特殊個案得予以放寬標準
2、不動產不列計範圍增加（國土保安、生態保護、古蹟用
地、祭祀公業可排除）。
內政、教 本屆運動大會由新竹市智障福利協進會承辦。聖火傳遞造勢
育、體委 活動 10/29～11/9，各縣市造勢活動順利完成，第六屆運動會
11.10～11.11 假新竹市立體育場舉行，共有 29 個協會報名參
與。
貴賓邀請到陳水扁總統、林正則市長…等人蒞臨指導，新竹
市地區六百多位志工提供現場服務，活動圓滿完成。
學術單位 本年度共宣導 16 個場次，涵蓋國、高中、小學，以及大專
提供
院校體系所估計宣導人數上千名。96 年大專部份辦理１場
次：國立台北體育學院適應體育學系
共有 11 個協會參與健走計劃，9 個協會成立健走俱樂部，辦
理 87 場次健走活動；參加人次：2,937 人次。利用健走培養
了全台各地共 2,937 人次的運動習慣，並提升身體健康。
並辦理體適能親職講座總計 17 場；參加人數：660 人
研究單位 參與殘盟社區化就業評鑑指標修訂；參與提供意見給特殊教
提供
育評鑑指標研究：參與內政部委託周月清教授進行老年婦女
照顧負擔與社會支持研究的焦點團體、參與勞委會委託育成
社會福利基金會進行建立直轄市縣市政府身心障礙者就業
促進業務評鑑制度相關討論會議；協助林敏慧教授提出勞委
會委託進行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評鑑指標研擬案；

對象 分類
專業
人員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教育訓 宣導訓練 至大專院校相關科系介紹智 持續
練
及實務分 總、身心領域及相關議題（依
享
議題協調人力）
運動指導員培訓
持續

提供實習 暑期實習、寒假、期中

心智
障礙
者家
長

經費
來源

學術單位 與「至大專院校體育系所宣傳智障者特質」方案同時執行。
提供
總計辦理了 16 場校園宣導講座
教育部

持續

自籌

一次

自籌

會員大會

間歇

自籌

理監事會、理事長聯誼會

間歇

自籌

間歇

自籌

家長領 年度計劃 理事長幹訓生活營
導幹部 與預算、
目標

業務分享 分區理事長聯誼會
與訓練

執行成果摘要

主題：「心智障礙者體適能促進研習計畫」在北、中、南、
東四區各舉辦 1 場，共訓練 156 位從事心智障礙者相關服務
專業人員，76％願意再度參加系列課程。
接受東吳大學、師大、政大、台大等校社工系所學生期中實
習，並與身障團體舉行暑期聯合實習訓練及聯合實習成果發
表會；本年度共提供 7 名學生實習
辦理 1 場次，共有 55 人次參與，除了讓參訓者了解家長組
織在社區當中可以連結的資源以及連結的工作方法，也讓家
長瞭解開會的技巧，透過家長之間的經驗分享，激勵彼此提
升倡導之技能。
辦理 1 場次，共 127 人出席，完成章程修正加入觀察會員，
並完成例行提案討論。
辦理 3 次，在台南市進行專題演講：『先進國家與心智障礙
者相關的理念與發展』由陽明大學衛生福利研究所周月清教
授主講；在基隆市進行國際健康功能失能編碼說明，由李世
代醫師主講；12 月會議延至 97 年 1 月辦理在雲林進行社會
福利團體應有的勞動思維演講，由勞工陣線聯盟孫友聯秘書
長主講，並完成新增觀察會員、托育養護費用補助、第七屆
改選籌備事項及 97 年工作計畫及預算等案審議。
北區及南區各辦理 3 次，中區辦理 6 次，針對各項年度重點
議題與家長幹部分享與討論，並提供各協會會務分享平台，
經與會代表建議將於 97 年調整各區頻率為每三個月進行一
次並先完成各次主題規劃。

對象 分類

協會
及基
金會
組織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一般家
增加一般家長接觸社團訊息 持續
長
之可近性
協會 資訊需求 傳真簡訊、手機簡訊
持續
推波引水會訊（四期 2、5、8、間歇
11）

相關政府部門提案與會議記 持續
錄分享機制建立
尋求督導 依總會協助協會業務辦法辦 間歇
及顧問協 理
助
工作人員生活共識營，幹部訓 一次
練

組織充權 家庭支持方案–家庭互助小 持續
組、關懷訪視服務推廣
協 會 庇 護 協助引介資源與人力協助提 持續
工 場 之 經 供庇護工場經營建議
營協助

經費
來源
自籌

執行成果摘要
規劃進行網頁更新

自籌

96 年度共計發出 21 封簡訊給理監事、會員代表、資深家長
幹部、協會理事長及總幹事。
自籌
51 期專題：禁治產與成年監護制度探討
52 期專題：社區居住
53 期專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54 期專題：智能障礙者法律專題
每期發行：8,800 本，4 期總計發行：35,200 本
自籌
秘書處內部透過紀錄公文照會進行；加強理監事會工作報
告；相關參與提案儲存於公用電腦空間中
求助協會 協助基隆智協進行會務督導
內政部中 共有 44 人次參與，主要研習重點為讓工作人員了解在社區
辦
當中可以連結的資源以及連結的工作方法，也藉由分組討論
的呈現，讓工作人員分享工作上遇到的壓力來源，互相抒解
壓力，也學習釋放壓力的方法。
內政部 爭取社會福利獎助項目納入家庭支持有關項目，96 年僅成功
納入關懷訪視志工相關費用，97 年將持續爭取其他項目
求助單位 不定期提供，本年度務結合會員輔導進行

對象 分類
政府
部門

需求

立法院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持續

特殊教育法

持續

國民年金法

持續

民法（成年監護及未成年人監 持續
護）

中央政 行政院
府

刑事訴訟法
政府組織再造議題

持續
持續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倡導議題 經過三年共 23 次小組會議及分區公聽會與行政部門協商
後，已於 7 月 12 日經總統公布實施。新法共有九章 109 條，
除主管機關擴增及新增經濟安全與保護專章之外，庇護工場
轉為勞雇關係並不受最低基本工資限制是影響較大的改
變，庇護工場經營者將受到較大的規範及加重雇主責任，但
障礙者的勞動條件則將更有保障。此外取消補助領取的設籍
時間限制、障礙鑑定將與國際接軌、福利服務改為支持觀點
並依實際需要提供都將衝擊未來的服務調整，97 年將持續關
注相關子法及服務制度的設計。
倡導議題 於 10 月與王榮璋立委合辦二場特教法修法公聽會「與時俱
進－現行特殊教育法不足與檢討」，蒐集相關意見，並由王
榮璋立委以總會草擬版本為基礎，向立法院提案審議，並期
待迫使教育部版本可以盡速提出，後因立法院會期問題，無
法在屆次內完成，擬再列 97 年工作計畫中持續推動。
倡導議題 已於 7 月完成立法程序，採社會保險制整合老人及老農津
貼，月投保金額 17,280 費率 6.5％；每年以 1.3％計算給付額
度。重障基礎年金保證 4,000 元；未納保前致殘者，重度以
上無工作能力（為加入勞保者）領重障年金 4,000。保費自
付額部分重度以上免繳，中度補助 1/2，輕度補助 1/4。
倡導議題 民法修正最後差臨門一腳，無法順利三讀，復因跨界不連續
需重新開始立法程序。目前陳節如委員已經將該法案完成連
署並於院會完成一讀，待司法委員會排議程。
倡導議題 如前所述已完成警訊筆錄有律師陪同之政策目標
倡導議題 尚未通過立法程序。

對象 分類
政府
部門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中央政 行政院
府

行政院社會福利委員會（陳 間歇
姊）

行政院

長照推動小組諮詢顧問會議 持續

經費
來源
委員

執行成果摘要

促成個人債務更生法盡速通過
提請政府檢視現有法定服務及創新福利服務，以採購法競標
及以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結合民間服務，導致服務商品
化的不良現象；另縣市政府委託民間社福團體辦理各項福利
服務業務積欠委託或補助經費案：林萬億政委於 960102 做
出社會福利業務應從促摻施行細則排除，且經評估不宜用促
參法應回歸政府採購的會議結論。
建請行政院衛生署規劃設置身心障礙者牙科醫療保健中心
案：促成預防保健由國健局主政，並就近程、中程、長程之
計畫作規劃；醫管會應統籌規劃試辦據點，並先委由基隆、
台北、新竹 3 家醫院辦理，並規劃標準作業流程；為達到每
縣市至少設置 1 個身心障礙牙科特殊診療據點之目標，應透
過健保局總額支付制度，利用提高點值作為誘因，由各縣市
之牙醫師公會協助，並配合醫事處現行規劃建置之身心障礙
者牙科醫療服務網絡模式，增設服務據點；中華民國牙醫師
公會全國聯合會草擬牙科醫療保健中心之營運計畫書
庇護性就業所需工作場地向地方政府租用需交付租金等相
關問題：仍待持續處理
諮詢顧問 因長照計畫已提出，96 年起為執行工作的推動，由殘盟聯盟
代表身心障礙領域參與。

對象 分類
政府
部門

需求

中央政 內政部
府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經費
來源

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陳 間歇
姊）

委員

內政部
內政部

機構評鑑委員會（陳姊）
各縣市社會福利考核業務

階段
階段

委員
受邀參加

內政部

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工作小
組(陳姐)
96 年直轄市縣市政府落實生
涯轉銜服務輔導計畫(委員)
替代役審議委員會（陳姊）
早期療育推動工作小組(雷太
太)

間歇

顧問

間歇

委員

間歇
間歇

倡導議題
倡導議題

內政部查詢人口協尋網絡會 間歇
報
民法成年監護研修小組（劉貞 間歇
鳳律師）

倡導議題

內政部
役政署
兒童局

警政署
法務部

執行成果摘要
本年度共就身心障礙福利機構不足與不均問題；請政府釐清
補助、採購、促參等委託民間經營業務，政府、承辦單位與
受服務對象之法律關係；加強「身心障礙機構兼辦早期療育
業務」服務品質督導管理及就庇護性就業者如已聲請禁治產
宣告獲准，如何簽訂僱用契約一事，請勞委會與法務部釋疑
等議題提出訴求，促成社區服務方案持續辦理及內政部開始
規劃社區作業設施等新服務試辦；另在促參或採購的使用及
契約簽訂事項上仍須再進一步的追蹤
完成第七次機構評鑑指標研定
秘書長及幸君主任及北智協胡總幹事獲邀參與身心障礙部
份項目的實地訪評，完成訪評報告並提出未來指標修正意
見，除量的指標之外，未來應再加強服務可近性等的評比
內政部將從 96 年開始進行縣市試辦方案並結合輔導計畫，
協助地方政府執行轉銜服務
出席參與北縣的訪視輔導工作，建議各局室配合相關工作計
畫及執行
持續參加。
本會由雷游常務理事秀華代表擔任委員，本年度進行 2 次會
議，針對推廣發展遲緩兒童家庭預防性健康維護與親職參與
方式、檢視到宅服務執行現況與推展方向及針對早期療育機
構執行辦理情形之成效進行業務督導管理主動提案，促成兒
童局鐲於 97 年開展早期療育機構服務指標的研擬
持續參加。

顧問
已完成。
倡導議題

對象 分類
政府
部門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經費
來源

中央政 教育部
府

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李理事 間歇
長/楊主委）

委員

教育部

特殊教育學校評鑑（陳姐） 階段

倡導議題

教育部

十二年就學安置委員會（李理 階段
事長/楊主委）

倡導議題

教育部

各縣市政府執行特殊教育業 階段
務評鑑（理事長/陳姊/楊主
委）

倡導議題
受邀參與

執行成果摘要
參與教育部於 6 月 27 日辦理 5-5 特教諮詢委員會，要求教育
部檢視各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補助高級中等學
校特殊教育經費之實際執行狀況，並即時規劃心智障礙類學
生十二年國教就學之學區。
參與教育部於 12 月 3 日辦理 6-1 特教諮詢委員會，要求重新
檢討高級職業學校特教班經費編列及實施，並就高職重度班
所需專業團隊及行政支援提供現況進行專案報告。
總會由陳節如副理事長及楊憲忠主任委員、李明龍理事長擔
任高中職特教班評鑑委員，分別負責北區及中與南區學校評
鑑工作。上半年完成部份學校評鑑,發現經費誤用及教師人力
規劃不當為主要問題，已在第一時間回饋教育部檢討，並提
出相關意見給評鑑團召集人做為未來改建參考。
96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 12 年就學安置已於 5 月間完成，發
現今年申請學生人數暴增，各特殊學校都有超額安置狀況。
後於參與 97 年度 12 年就學安置會議中及相關會議時提出反
應，持續關注追蹤中。
目前教育部訂每二年評鑑縣市特殊教育業務執行工作，本年
度重點在檢討去年執行成果，教育部委由王天苗教授進行專
案研究。本會代表出席參與教育部於 6 月召開各縣市發展自
我檢核指標協調會議。

對象 分類
政府
部門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經費
來源

中央政 勞委會
府

身心障礙者就業推動委員會 間歇
（陳姊）

委員

勞委會

就業安定基金管理委員會(惠 間歇
芳)

委員

勞委會

就業服務機構審核委員會（關 間歇
於外勞仲介）
庇護工場規劃工作小組（陳 間歇
姊）

顧問

庇護性就業、社區化就業訪視 間歇
評鑑(惠芳)
就業服務中心訪視評鑑
一次性
設算制度規劃委員會
間歇

委員

勞委會

勞委會
勞委會
主計處

縣市政 台北縣政 早療團體督導
持續
府
府
台北縣
早期療育推動委員會（陳姐）間歇

顧問

執行成果摘要
請勞委會報告身權法後相關子法規劃完成進度、請勞委會加
強發展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以因應相關立法之要求，並訂
定發展計畫並進行進度控管追蹤：促成勞委會相關子法於 97
年 1 月底前完成所有與心智障礙者有關的子法
請勞委會規劃就業轉銜服務之實質服務內涵項目；請勞委會
責成各縣市政府編列庇護工場庇護就業者投保勞動相關保
險費用補助，以協助庇護工場可以繼續提供雇用機會：此二
項提案仍待持續追蹤
受邀擔任就業安定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出席 2 次會議，爭
取長照居家評估經費及相關縣市執行多元就業經費與補助
縣市辦理身心障礙就業服務經費
開過 1 次會議，第一次申請者為原外勞仲介公司借殼上市的
非營利組織，委員會予以否決立案申請
針對庇護工場補助項目及機制提出相關看法，要求庇護工場
定位如為勞雇關係應協助補貼庇護工場經營者增加的成本
壓力
本年度僅 2 場參與中彰區社區化就業訪視評鑪

委員
參與中彰投區就服中心評鑑
倡導議題 96 年度設算經費增加三億，不過均為新增業務經費，原有預
算並無增加。
台北縣政 每 1 至 2 個月帶領 1 次早療個管員團體督導
府
委員
促成透過跨局室合辦相關教育訓練及宣導提升早期療育資
源合作網絡的機制與成效

對象 分類
政府
部門

總會
本身
業務

需求

縣市政 台北縣政
府
府
台北縣政
府
台北市政
府
台北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經費
來源

就業服務督導、輔導團(惠芳) 持續

顧問

庇護工場輔導團(佳琪)

持續

顧問

社會福利委員會委員
持續
（-950927 陳姊）
早期療育推動委員會（陳姐）間歇

委員

台北市政 勞工局就業服務方案督導、自 間歇
府
力更生方案審查
新竹市政 早療推動委員會、早療督導 持續
府
(幸君)
新 竹 市 政 庇護性就業服務方案審查
間歇
府
新竹縣政 早期療育推動委員會、早療督 持續
府
導（幸君）
地方政府 職業輔導評量方案審查與評 間歇
鑑(惠芳)
宣導及
網頁更新維護
持續
募款
新版網頁建置（無障礙網頁）持續
（新增）
廢乾電池回收業務拓展回收 持續
點及相關宣導工作

委員

委員

執行成果摘要
參與北縣生命勵協會社區化就業督導工作，每二個月進行一
次
96 年協助喜憨兒中和庇護工場、喜憨兒土城餐廳、糕菲膳工
坊，並參與北縣府庇護工場評鑑業務。
96 年起由北社盟負責相關議題的幕僚作業

委員

96 年起本業務由北智協接手提案，本會幸君主任及惠芳秘書
長持續參與北智協早療工作會報提供相關建議
參與 3 次自立更生創業貸款審查，共審查 18 案，其中以公
益彩券經銷商案為多
持續參與會議共 5 次

委員

出席參加 1 次庇護性就業服務審查

委員、
顧問
委員

持續參與會議共 6 次

自籌

96 年度因有士林地檢署緩起訴金補助，委託優吉兒網頁公司
重新製作
96 年度因有士林地檢署緩起訴金補助，委託優吉兒網頁公司
重新製作
持續利用本會季刊進行宣導，另把握接受電台訪問機會順便
報導回收工作

內政部
環保署

參與桃園縣職評審查及評鑑工作，全年進行 2 次

對象 分類
總會
本身
業務

宣導及
募款

行政庶
務

國內結
盟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廢乾電池回收業務聯繫、回收 持續
業務及相關報表統計
小額募款統計追蹤
持續
廣播及電視邀約
間歇

環保署

96 年共回收 47,912 公斤

自籌
自籌

公益廣告或宣導短片之製作 間歇
會計工作
持續

企業募款
無

人事管理及統計
出納

持續
持續

無
無

總務及器材管理
民間社會福利推動小組

持續
持續

無
議題倡導

殘障聯盟（陳姊）

持續

議題倡導

法律扶助基金會（政策專門委 持續
員會）

議題倡導

由顧煥鳳女士擔任
接受中廣、教育電台邀請出席特殊教育相關宣導節目；並依
各項議題受邀參與廣播、電視錄影為主。
因經費問題暫緩執行
由林珊嬿女士擔任會計作業，智總 96 年總收入為 17,743,945
元整，總支出為 17,736,849 元整，餘絀 7,096 元整；體智總
96 年總收入 1,060,009 元支出 1,060,763 元，餘絀(-754)元。
由林珊嬿女士兼任，負責全秘書處同仁出勤紀錄與管理
由顧煥鳳女士擔任，負責日常出納工作，智總 96 年總現金
出入總流量為 41,696,412 元；體智總現金流量 3,470,615 元
由顧煥鳳女士兼任
3 月聯合推薦優質立委，包括：沈智慧、雷倩、王昱婷、郭
林勇、徐中雄、楊麗環、黃淑英、王榮璋等人。並參與七月
由內政部主辦的各縣市社會福利考核身障組（配合殘盟）及
經費組（主要負責）。
另由於 96 年 7 月已經成立台灣社會福利總盟，原則上社會
福利堆動小組業務將移交社會福利總盟
由陳副理事長節如擔任殘障聯盟常務理事；持續參與殘盟特
殊教育委員會(楊主任委員憲忠代表)、就業委員會(屏東智協
李連枝副理事長及惠芳秘書長代表)；支援人力協助殘盟身權
法分區說明會辦理
爭取檢警第一次偵訊筆錄律師陪同計劃納入智障者無條件
免費。並協助拜會總統府爭取法扶預算。

對象 分類
總會
本身
業務

國內結
盟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台北市社會福利聯盟（林志 持續
模）
聯合勸募協會
持續
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學會（陳 新增
誠亮）
民間監督健保聯盟
持續

公民監督媒體聯盟

持續

衛星電視新聞自律委員會（一 新增
信受邀參加專家諮詢委員會）

國際交
流

公益自律聯盟（陳姊）
國際事務工作小組會議

新增
持續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議題倡導 持續身障組會議參與
議題倡導 申請聯合勸募補助雙重老化方案；陳常務理事誠亮及秘書長
惠芳持續參與擔任北區複審委員會委員
議題倡導 配合牙醫公會全國全聯會身障委員會業務辦理。
議題倡導 主要議題包括：要求衛生署限制掛號費；要求醫院財務資訊
公開；持續推動二代健保改革；受邀出席健保局舉辦認識民
間團體倡導議題專題演講一次。
議題倡導 已將原衛星電視公會新聞製播準則精神納入新身權法第七
十四條規定。
議題倡導 針對中時和蘋果報導亞斯柏格症患者當街砍人一事，依據新
身權法向 NCC 提出申訴，為 NCC 認為報紙監督權責在新聞
局，秘書處將持續關注。
勸募議題 配合公益自律聯盟提供財務報表上網徵信
自籌
本年度共進行 5 次工作會議，共有 37 人次參與，主要針對
協辦「亞洲智能不足聯盟會議」與籌辦「兩岸四地智障服務
研討會」的辦理討論為主；另也針對與香港澳門廣州等地家
長組織的結誼討論事項進行相關意見交換。林美淑常務理事
代表參加深圳自閉症研究會年度研討活動。

對象 分類
總會
本身
業務

國際交
流

需求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籌辦亞洲智能不足聯盟會議 新增
（新增）

籌辦兩岸四地智障服務研討 新增
會（新增）

身心障礙口腔照護國際研討 一次性
會（新增）

國外團體及友人來訪接待

持續

經費
來源

執行成果摘要

內 政 部 / 與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合作辦理第十八屆會議，共計有
外交部 752 人次（含義工 132 人）參與，包含來自 17 個國家的代表
在此次大會發表的文章總計 123 篇，包括論文發表 103 篇、
國家報告 8 篇、專題研討 8 篇、專題演講 4 篇。本會及各協
會代表參與踴躍，並有育成自我倡導者參與進行分享。
19 日晚上的「迎賓晚宴」由總會主辦，共有三百多位國際友
人參加，邀請了五個單位及個人表演，讓現場的國際友人非
常感動。
21 日晚上由總會主辦「家長之夜」
，來自臺灣、印尼、日本、
韓國、孟加拉等國的家長及智障青年與會，與會者充分交流
與分享臺灣經驗，讓國外與會者留下深刻印象。
內政部、 邀集家長幹部及顧問討論研討會的主軸及進行方式，進行兩
陸 委 會 次討論會議。發出研討會簡章與徵稿通知。並出席 9 月在香
（ 外 交 港的籌委會報告籌辦進度。
部）
內政部 本會與牙醫公會全國聯合會於 12 月 15-16 日於圓山飯店，共
同主辦該研討會會中有 17 個國家 29 位牙科醫師受邀與會總
參與人數超過 500 人。本會陳節如副理事長受邀於開幕式大
會發表演說。會中除專業的討論與分享之外並舉辦身障機構
潔牙觀摩活動，共有 5 個機構發表潔牙心得。
自籌
協助安排香港保良局代表、東華三院代表、何靜賢校長與劉
春燕治療師來臺灣參訪相關服務經驗。

對象 分類
總會
本身
業務

需求

經費
來源

方案執行（政策推動） 業務強度

國際交
流

國外考察行程規劃

持續

專題委
員會

特殊教育委員會（楊憲忠） 間歇

自籌

會務發展委員會（林志模） 間歇

內政部

研發小組（陳誠亮）

自籌

間歇

各部會

年度列管議題：
1. 齒科保健；麻醉牙科；智障者門診等相關議題倡導。
2. 機構繳費問題再爭取。(降低機構收費負擔)
3. 國民年金立法對身障者之保障。
4. 老化與健康維護議題。
5. 庇護工場與庇護性就業定位模式以及與其他服務整體搭配議題。
6. 家庭支持服務的推展與服務精緻化。
7. 身保法及特教法修法。
8. 降低班級人數/保障重度極重度學生受教權,監督特殊學校

執行成果摘要
協助育成基金會參訪香港卓新力量，進行心智障礙自我倡導
者的交流分享活動；提供台灣職業重建協會美國參訪就業服
務行程建議
召開 3 次委員會議，進行 8 項議案討論，主要議題重點有「96
年全國特殊教育學校發展研討會」、高雄市調色板協會處理
不適任教師、彰化縣不適任教師陳情案、「幼兒園定型化契
約草案」檢討與對策、研商「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
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
「心智障礙學生特殊教育品
質提升事宜」、97 年秘書處工作討論、協助各縣市協會於特
殊教育諮詢委員會提案。
並將本會討論確認建議提交教育部諮委會
進行三次委員會，針對 13 個協會的會務輔導方向與整體會
員團體之發展進行討論。
持續人身安全等相關議題的研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