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一）會務報告
教育諮詢組
1.總會擔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雲林區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及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委員，於委員會中為自閉症學生爭取權益。
2.本會洪美珍理事長擔任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
組及身心障礙學生校際重新安置委員，於委員會中為自閉症學生爭取權益。
3.教育部聘本會洪美珍理事長擔任 104 年度特殊教育學校校務評鑑評鑑小組委員。協助
高雄市仁武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台南啟智學校、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成
功啟智學校、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等六校之社群互動項目
評鑑。
4.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聘本會洪美珍理事長擔任 104 年度特殊教育評鑑評鑑之評鑑小組委
員；協助八德國中、永順國小、忠福國小、大成國中、新埔國小、福岡國中等六校評
鑑。
5.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聘本會洪美珍理事長擔任 104 年度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所
屬相關專業服務中心之創新發展運作會議諮詢委員。
6.本會洪美珍理事長擔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殊教育新課綱推動協調會委員。
7.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每一年總會均事先調查自閉症學生的志願，以協助學校
開缺，並使自閉症學生順利安置，而在 2015 年
（1）承辦單位為中央大學。
（2）學科考試於 104 年 3 月 20-22 日辦理。
術科考試於 104 年 3 月 23 日辦理。
8.104 學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學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吳鳳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
學、康寧大學、大葉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台灣首府大學、南榮科技大學、南華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美和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建國科技大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東方設計學院、大仁科技大學、大同
技術學院、中州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明道大學、環球科技大學、慈惠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臺灣觀光學院、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亞太創意技術學
院等 33 所學校，提供 379 系(科)1,762 個招生名額。
9.每一年的七、八月總會均會調查自閉症學生次年度的升學意願及志願，屆時尚需大家
的協助調查。

就業暨安置組
1.本會洪美珍理事長擔任勞動部促進身心障礙者訓練與就業推動小組委員，於委員會中
為自閉症者爭取權益。

2.總會擔任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與桃園縣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網路服務模
式試辦計畫委員，於委員會中建構模式。
3.總會參與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研商加強身心障礙居家服務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規
劃會議。
（1）課程時間合計 76 小時，包含法規制度 11 小時、認識服務對象 40 小時、照顧實
務 13 小時、安全維護 9 小時。
（2）認識服務對象，提出應增加「自閉症之照顧」課程，內容包含認識來自星星的小
孩、如何與自閉症相處與照顧、服務對象口語與非口語溝通與互動之特質與困難、
自閉症互動模式及溝通原則、嚴重情緒行為預防及處理。
4.總會參與勞動部研商身心障礙者多元化職前準備服務及庇護性就業與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收案原則會議：
（1）勞動部針對於現行的多元化職前準備服務，其包含職場見習（職場學習、再適應
計畫）
、就業促進研習活動、在校生職場見習（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
（2）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方案，其包含就業前準備、庇護性職場見習服務，以上內容
各團體會員可參與地方政府之標案執行。
（3）勞動部欲將庇護性就業與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收案做一區隔，然其所制定之標準未
符合實際狀況，且庇護性就業應由職業輔導評量評估身障者實際需求及狀況，而
非用一標準即劃分身障者的狀況。
5.總會參與勞動部研商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第二次會議：
（1）本會於會議中建議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之流程，應回歸 ICF 團隊同時評估，以避
免評估時對身障者的不熟悉而有所誤評。
6.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評鑑指標研擬焦點團體與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評鑑指標研討會：
（1）此焦點團體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公益彩案，同時也是衛生福利部社家署未來
的走向。
（2）本會於會議中提出，此指標的目的及對象，是否為全國，縣市政府？限於招標案？
抑或包含公益彩案？還有未來的相關配套措施？
（3）社家署回應是現階段的日間作業設施已達 117 家（104 年 3 月底）
，社家署為經費
及品質兼顧，預計依照指標成為補助或退場機制的方式之一。
7.總會參與桃園巿 104 年社區作業所覆審案審查會議、桃園巿政府小作所期末會報。
8.參與新北勞工局 104 年度身心障礙就業促進成果發表會。

法令推動組
1.長照保險法草案專家諮詢會議。
2.衛福部社家署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意見徵詢座談會。
3.研商長照服務機構標準草案會議。

4.衛福部「長期照顧法相關授權子法及公告規劃案」座談會。
5.CRPD 民間報告「就業權益」討論會議。

其他
1.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4 年社會福利重點計畫暨預算說明會。
2.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召開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召開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4.參與台北巿自閉症家長協會自閉兒之 25 週年感恩餐會暨才藝展演。
5.參與輔具研發及產業發展焦點團體。
6.本會推薦自閉兒鍾華瑄，參加台北市姊妹市美國鳳凰城所舉辦 2015 年國際身心障礙作
家英文詩創作競賽第一名獎項之殊榮，於 7 月 13 日台北市政府副市長鄧家基轉頒。同
年同姊妹市舉辦 2015 年國際身心障礙人士藝術創作競賽榮獲第二名獎項。
7.深圳自閉症研究會組織團體參訪總會。
8.台塑企業拜訪本會討論生態農場事宜。
9.深圳市自閉症研究會參訪本會。
10.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總合科學學術院參訪本會。
11.日本扶輪社至本會做海外志工與參訪。
12.香港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參訪本會。
13.本會參與身心障礙聯盟更名暨 25 週年慶。
14.本會與桃園市身障聯盟共同連署協助推動桃園市身心障礙者權益及保障。
15.本會加入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16.學習障礙協會邀請本會洪美珍理事長擔任學習障礙生-適性輔導升學生涯講座暨高中
職升學管道說明會之綜合座談與談人。
17.本會參與台北市政府「參與 改變 台北向前」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系列活動記者會。
18.本會參與衛生福利部中秋愛心伴手禮促銷記者會。
19.東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拜訪本會。
20.參與「陪我家星星兒走過 40 年」新書發表會。
21.舉辦員工旅遊-宜蘭太平山之旅。
22.參與「2015 吳尊賢愛心獎」頒獎典禮。
23.參與桃園巿身心障礙協會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4.本會洪美珍理事長受邀至長春扶輪社演講。
25.參與「國際獅子會 300A2 區兒童&文化社區服務委員會成果發表暨專題研討會」。
26.參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第十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會議
27.參與台北巿自閉症家長協會、台北巿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感恩聯誼餐會。
28.本會聘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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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報告
1.衛生福利部：
『心智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總會社區作業星兒工坊』
（1）辦理時間：104/01/01-104/12/31。
（2）作業輔導員 4 位、社工員 1 位。
（3）服務人數 20 人。
（4）作業活動內容為園藝、花藝、紙藝、代工等產品製作。

（5）社區參與及充權活動為自立生活培力團體、電影欣賞、體能活動(舞蹈活動及歌
詞敎唱)、社區適應（戶外教學）
、金錢管理、手語、陶笛等。
2.中華民國聯合勸募協會：自閉症者自立生活培力計畫
(1)辦理時間：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2)計畫內容：組成一個自閉症者自立生活培力團體，預計有 6~8 位成年自閉症者參與，
共進行 40 次團體活動。
3.中華民國聯合勸募協會：自閉症學生就讀大專校院輔導計畫
(1)辦理時間：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2)計畫內容：
A、升學大專校院輔導服務
B、大專校院就學輔導服務
C、大專校院入學輔導營
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地方自閉症家長組織專業能力扶植計畫三年計畫-第二年
(1)辦理時間：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2)計畫內容：探討地方自閉症家長組織之「地方服務需求」及「專業服務發展策略」，
編寫指引手冊，並扶植部分地方家長組織從地方需求中，發展組織專業服務方向與能
力。
5.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自閉症者參與體適能活動計劃』
（1）辦理時間：104/01/01-104/11/30，每月一次，週一下午 14:00~16:00，每次 2 小
時，共計 9 次 18 小時。
（2）計畫內容：從課程中讓自閉症(含心智障礙)者學習團體球類運動知識，讓其了解
運動的好處、如何避免運動傷害以及處理方式等運動相關知識。藉由長期持續的
訓練課程，培養自閉症(含心智障礙)者定期運動的習慣，增進心肺功能、體耐力、
肌耐力、爆發力、彈跳力等身體機能，加強身心健康狀況。藉由訓練課程，讓自
閉症(含心智障礙)者增加參與社區之機會，每週一次與社區居民互動交流，並學
習使用社區資源及行為規範。
6.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人際互動發展和身體觀察戲劇治療課程』
（1）辦理時間：104/01/01-104/11/30，每月一次，週三下午 13:00~16:00，每次 3 小
時，共計 9 次 27 小時。
（2）計畫內容：由專業講師針對自閉症主題特別量身設計，教材範圍涉及創造性戲劇、
創造性舞蹈、應用戲劇和特殊教育範疇。採用戲劇做訓練身心開發，將戲劇中的
技巧與協助自閉症的技巧結合起來。活動包含肢體開發、感覺統合訓練、社會參
照技巧、創造性戲劇活動、即興表演、互動遊戲、具結構性的劇場遊戲等。
7.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5 星星相惜讓愛走動』活動
（1）辦理時間：104/03/28（六）。

（2）辦理地點：市民廣場（新仁愛路段）。
（3）感謝大家踴躍出席 3 月 28 日『2015 星星相惜讓愛走動』
，此次參與共 10 個團體會員參
與，共計約 420 人，均給予每人 200 元的園遊劵（踩街回來後，憑手冊蓋章兌換）及上
台表演的團體會員每團均給予 5,000 元的演出費；現場有 30 個攤位，含 4 個團體會員
販售自家產品。
8.國際身障者日：『你我手牽手 看見星世界』
（1）辦理時間：
A.自閉症者展覽開幕式暨才藝表演：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四)。
B.自閉症者作品展覽：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四)~12 月 16 日(三)
(2) 辦理地點：台北車站
（3）計畫內容：
A.活動內容主要分為「作品展覽」
、
「才藝表演」二大部分，在「作品展覽」的部分，
由於不同年齡層的自閉症者所呈現出來的作畫風格、攝影技巧及創作內涵相異，
故將繪畫作品分為學前組、國小組、青少年組、成人組等四個組別；攝影作品分
為人物組、景觀組等兩個組別，參加者在各自組別中做評比，針對評選出來之作
品做「作品展覽」
，我們預計將作品展示於公共空間，讓作品與民眾生活融為一體
表達出社會參與之概念，點綴空間美學。展覽開幕式也融入自閉症者「才藝表演」
，
打造星兒魅力舞台，不僅讓社會大眾有機會看見自閉症者天賦異秉的藝術創作，
也讓星兒成為一日 super star。
B.（A）作品甄選a.預計將收到 500 件自閉症者及心智障礙者之作品。
b.甄選出 40 件自閉症者及心智障礙者之作品。
（B）作品展覽：
a.展出 40 件自閉症者及心智障礙者之作品。
b.共進行為期 34 天的展覽。
9.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自閉症者顱薦椎舒壓課程
(1)辦理時間：104 年 9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2)計畫內容：引導自閉症(含心智障礙)者的心靈整合，針對其體功能障礙、情緒障礙、
行為障礙、學習障礙等提供療法，以即為輕小的力道平衡中樞神經系統，進而增進神
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的機能，提升整體健康狀態，強化本身自我癒合能力；並辦理推
廣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