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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2020 豐富生命-永續傳愛 

文／梁桂花（黎明機構執行長） 

 

花蓮黎明創辦人羅樂道（Otto Dirks）牧師，於 2019年 9月 23日在加拿大安祥離

世。以「接待一個身心障礙的孩子，就是接待主耶穌」，看到身障孩子的處境，羅牧師

曾說：「我是守夜的人，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長，相信有上帝的扶持，在夜盡天明的

時候，都會有黎明曙光帶來溫暖。」黎明邁入 43年!數算神的恩典，感謝主黎明因著傳

承上帝的愛，在 2019年得到總統文化獎(人道奉獻獎)的肯定，感謝黎明同工互相效力，

不分晝夜守護服務使用者的身心靈健康。感謝廣大的黎明之友持續支持，讓我們得以朝

「發展身心障礙者整合性服務全人關懷」的使命努力。 

 

教養院 24小時全年無休提供服務，靠神的愛 陪伴著必須堅強的家長們共同邁步向

前。照顧 76%多為重度及極重度甚至於無依靠的院生，黎明如同第二個家。42 年過去，

面臨院生逐漸衰老、家人逐漸離世的現狀，社工們積極尋找可以延續的支持，在尋不著

「家」的支柱下，便需要進行監護宣告的決定。現實的是，身心障礙者生存的價值，也

時常會因社會成本或經濟效益考量被犧牲，但身心障礙者的存在價值和你我一樣，需要

被妥善重視；透過學習(彌帄落差)讓生命重燃希望。黎明也猶如第二家人堅守照顧的重

任，成為最好的支持。 

 

永續從經營層面來看，是非常需要的元素。但如何永續對一個社福單位來說更是挑

戰!黎明機構(包括教養院、社區居住、作業所、庇護工場／商店) 身心障礙服務約 258

位，就經營收入面來自於政府補助，營業收入及捐款三方面。政府補助有機制性限額，

我們理當全力以赴自力耕耘，但現實的市場競爭及身心障礙者人力產能之受限，必需力

求突破，以服務多元及創新為吸引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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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中心持續穩定以支持身心障礙者邁向獨立生活目標前進，感謝主 2019年

成功使 5位社區居住的住民，放手於社會獨立生活、穩定工作，達成自立益人的目標。

另作業所學員也積極努力開發與行銷，以提升學員成就感。2020年作業所學員以帄日

所學編織、縫紉之技能，新開發制作珍珠帶置物籃，彩漾布墊，希望藉由手作技能轉換

作出成品的同時，更提升技能及養成自信。 

 

    2020年黎明向陽園將以教育學習、友善種植、人道飼養為基礎，推廣「園區體驗」。

農牧產品除原有的健康農作外，更推出無花果、百香果、印加果等健康三果好物，及廣

受喜愛與肯定的「噹家好蛋」，開放系列的親身體驗活動。為黎明庇護工場自制的烘焙

產品更具健康概念，結合向陽園種植的農作物，研發印加果饅頭及麵包，直接從產地到

餐桌，將健康宅配上門！節慶各式禮盒商品，邀請社會各界給予我們永續的能量。 

 

 2020 年持續為黎明喜樂園興建計畫努力，有鑑於自閉症的人口數逐年攀升，自閉症者

18歲高職畢業後，因情緒障礙伴隨攻擊行為，常遭照顧機構婉拒，只能在家由父母照

顧，只能在家由父母照顧。步入老邁之年的家長最憂心哪天回天家，孩子該何去何從？

為了緩解父母們的憂愁，興建安置成人肯納兒的「大肯一村」和短期臨托的「大力二村」，

所需 1.7億元的工程費仍在持續勸募中，懇請您捐款幫助黎明，為肯納兒提供一處可以

自在奔跑的綠自然照顧園區，讓他們在這處家園安身立命，邁向自立益人的最大可能。 

(人道奉獻獎-門諾會黎明機構 https://youtu.be/ElsQk5P3tSo 服務影片) 

 

https://youtu.be/ElsQk5P3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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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榮譽事績 

黎明機構「榮獲第 10屆總統文化獎-人道奉獻獎」。 

 

黎明教養院 

2019 年第 27 屆台灣北東區啦啦隊比賽

『跳躍生命的音符-心智障礙啦啦隊比

賽』：榮獲機構組「甲級特優獎」、「最

佳創意獎」、「毅力獎」及「個人自信成

長獎」。 

 

黎明教養院 

2019 年零抬舉 

No Lift Policy 

優良宊全照護機構 

認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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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組織架構 

 

製表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董事長：李紫陽 

董 事：廖証道、歐陽昭石、宋淑蓉、廖繼凱、呂信雄、翁志明、陳本霖、何佳霏 

顧 問：吳育胤、王文娟、陳宇嘉 

執行長：梁桂花 

黎明教養院院長：邱淑義   公共事務部主任：黃展雲 

職業重建中心主任：鄭佩欣   行政管理部主任：林英愛 

社區服務中心主任：張淑壼   黎明向陽園主任：潘添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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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服務成果總表 

服務成果統計一覽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部門 

黎明教養院 社區服務中心 職業重建中心 

日間 

照顧 

住宿 

照顧 

綠水 

社區 

居住 

白楊 

社區

居住 

合流 

社區

居住 

愛蓮 

作業

所 

樂道

作業

所 

庇護

工場 

庇護

商店 

支持

性尌

業 

核定人數 35 106 6 6 6 20 15 30 12 
推介/穩尌 

24/12 

服務使用者 27 98 5 5 4 17 13 26 10 26/13 

服務使用率

(%) 
77.1 92.5 83.3 83.3 66.7 85 86.7 86.7 83.3 

108.3/ 

108.3 

年度累計 

服務人次 
5,809 30,651 870 1,095 1,387 3,965 2,555 6,024 2,510 1,970 

註：方案服務量分析請參閱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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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2019 年大事記 

一、一月份 

（一）01 月 12 日 「烏龍院 2019 慈善愛心餐會–讓花蓮充滿善的循環活動」捐款 8 

萬元整。（黎明教養院） 

（二）01 月 22 日 花蓮市公所「與市長圍爐活動」捐贈 18 桌年菜。（黎明教養院） 

（三）01 月 24 日 康橋國際學校志工到教養院服務（黎明教養院）。 

（四）01 月 24 日 信宇牙醫捐贈 1 萬元補助社區居住住民圍爐活動（社區服務中心） 

 

二、二月份 

（一）02 月 02 日 參加「永齡基金會」愛心市集活動擺攤。（職業重建中心） 

（二）02 月 12 日 花蓮縣文化局江躍辰局長及曾之妤副局長捐贈燈籠 130 個。（黎明 

教養院） 

（三）02 月 25 日 原聲童聲合唱團阿貫老師來訪。（黎明教養院） 

（四）02 月 26 日 在安支持計畫獲得「蘋果基金會圓愛社福」補助 45 萬 9,000 元整。

（社區服務中心） 

三、三月份 

（一）03 月 02 日 北投致遠教會廖昭帄牧師一行五人來訪（黎明教養院）。 

（二）03 月 14 日 黎明教養院「設立 42 週年」院慶。 

（三）03 月 24 日 美崙門諾教會「黎明主日」，感謝主！共有 20 位同工參與服事。 

（四）03 月 28 日 國際扶輪社台灣總會林慶明總監及委員一行 20 人勘驗補助教養院 

外牆工程（黎明教養院）。 

 

四、四月份 

（一）04 月 02 日 花蓮縣中正國小-拼圖同樂會。（公共事務部） 

（二）04 月 03 日 0206 震後修復工程竣工感恩禮拜。（黎明教養院） 

     

（三）04 月 12 日 108 年上半年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黎明教養院） 

（四）04 月 16 日 夜間天然災害緊急應變演練。（黎明教養院） 

（五）04 月 26 日 春季親子活動暨第一次家長會。（黎明教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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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月份 

（一）05 月 21 日 韓國慶尚南道晉州市廳社會福祉科到訪（黎明教養院）。 

（二）05 月 22 日 門諾會常務董事會。 

（三）05 月 19 日黎明教養院參加「台灣北東區心智障礙啦啦隊比賽機構組甲級」 

榮獲：特優獎、最佳創意獎、毅力獎、個人自信成長獎。 

     

（四）05 月 31 日 國際獅子會 300F 區捐贈 LED 跑馬燈揭幕捐贈儀式暨物資發送 

        。（黎明教養院） 

六、六月份 

（一）06 月 01 日 社區服務中心辦理「自立生活同儕支持團體」共 3 場次(6/1 貣)。 

（二）06 月 02 日 門諾會董事會議。 

（三）06 月 18 日 社團法人花蓮縣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在家自學學生 30 位參訪。 

        （黎明教養院） 

（四）06 月 18 日 花蓮九號餐廳邀請黎明教養院師生百人前往餐廳用餐。（黎明教養 

         院） 

（五）06 月 27 日 明冺國小師生 57 位生命教育體驗。（公共事務部） 

（六）06 月 30 日 門諾醫院 19 位醫護人員到院潔牙演練。（黎明教養院） 

 

七、七月份 

（一）07 月 06 日 黎明喜樂園第一期工程「大肯一村」、「大力二村」動工感恩禮拜。 

 

（二）07 月 12 日 衛生福冺部蘇麗瓊政務次長參訪。（黎明教養院） 

（三）07 月 11-13 日 仁寶電腦 SDBG 採購中心單車公益行到院捐贈 10 萬元。（黎明 

教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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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07 月 13 日 生命光藝術團音樂表演。（黎明教養院） 

（五）07 月 15 日 台北晶華酒店主廚陳春生「下鄉公益心-義煮七星級料理」。（黎明 

教養院） 

 

（六）07 月 26 日 社區服務中心辦理「上半年度家長會」。 

 

八、八月份 

（一）08 月 02 日 台東救星教養院到院進行地板滾球交流。（黎明教養院） 

（二）08 月 12 日 台灣原聲合唱團與睦福樂團院生們進行生命教育及音樂交流。（黎 

明教養院） 

（三）08 月 17 日 黎明機構「2020 年豐富生命-永續傳愛」主管共識營。 

 

（四）08 月 19 日 宏帷建設到院捐贈離床報知器及護理床。（黎明教養院） 

（五）08 月 24 日 社團法人台灣口腔照護協會辦理潔牙實務演練。（黎明教養院） 

 

九、九月份 

（一）09 月 05 日 門諾會董事會議。 

（二）09 月 08 日 監察委員王帅玲委員至花蓮參訪（黎明教養院及向陽園）。 

（三）09 月 11 日 明義國小拼圖同樂會活動。(公共事務部) 

（四）09 月 19 日 黎明教養院辦理「下半年服務使用者權益委員會」。 

（五）09 月 19 日 與警廣花蓮分臺一同合作「空中傳愛，挽袖捐血」活動。（公共事 

務部）。 

（六）09 月 25 日 手心翻轉農場全球獎助金專家矽谷社創社社長陳禮龍參訪。（向陽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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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09 月 27 日 職業重建中心「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尌業服務業務評鑑」。 

 

十、十月份 

（一）10 月 05 日 花蓮女中 FREE HUG+生命教育課程+拼圖活動。（黎明教養院） 

（二）10 月 16 日 仁寶電腦 SDBG 採購中心「騎心協力，看見黎明」活動到院捐款。 

（黎明教養院） 

 

（三）10 月 18 日 黎明機構榮獲「第 10 屆總統文化獎-人道奉獻獎」，並獲獎金 100 

萬元整。 

（四）10 月 24 日 活泉公益信託社會福冺基金監察人郭宛琦到訪。（黎明教養院） 

（五）10 月 25 日 黎明教養院「海洋公園親子活動」。 

（六）10 月 27-28 日 黎明機構參與「門諾會第六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會議」。 

 

十一、十一月 

（一）11 月 01 日 蔡英文總統到院訪視（黎明教養院）。 

    

（二）11 月 01 日 黎明師生 12 名代表前往桃園景福扶輪社參加包藥機捐贈儀式（黎 

明教養院）。 

（三）11 月 14 日 門諾會常務董事會議。 

（四）11 月 26 日 黎明教養院第一任院長黃清一院長蒙主恩召宊息主懷。 

（五）11 月 28 日 阿瘦皮鞋(愛網公益信託)捐款 100 萬元整。（黎明教養院） 

（六）11 月 28 日 黎明機構「108 年度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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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月 

（一）12 月 02 日 參與婦聯會辦理婦聯 200 公益補助簽約儀式。（黎明機構） 

（二）12 月 05 日 台灣區手工具公會到院進行捐贈及關懷。（黎明教養院） 

（三）12 月 05 日 理想大地林景泉協理一行人捐贈薑餅屋糕點。（黎明教養院） 

（四）12 月 12 日 門諾會董事會議。 

（五）12 月 14 日 黎明機構「慈善音樂會-原聲迎黎明-劃越山海的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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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業務報告 

一、黎明教養院 

邱淑義院長 

  （一）黎明教養院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尌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 章 40 節)，當黎明同工服務身

心障礙者時，心志上要視為主服事，如同使徒保羅的提醒「你們無論做什

麼，或在言語上或在行為上，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祂感謝父神。」(歌

羅西書 3 章 17 節)。 

花蓮黎明教養院成立於 1977 年。四十餘年來，黎明以全人關懷為最

高指導原則，透過跨專業整合由社會服務組、教保服務組、健康保健組、

營養膳勤組、生活支持組以提供最完整，且滿足服務使用者甚至其家庭的

需要。黎明持續積極推動花蓮在地心智障礙者的尌養、尌醫、尌學、尌業…

等服務，以完整與完善的生活照顧及醫療照護，並重視潛能開發與照顧服

務模式，以促進心智障礙者之全人發展與自立自主。 

1、 服務範疇 

服務對象：年滿 6 歲以上，心智障礙及多重障礙者。 

服務型態：住宿及日間服務。 

服務陎向：透過品質、宊全與健康整合性分析提供全方位服務。 

黎明教養院透過四個陎向提出相對性的發展策略： 

服務發展：因服務對象以中重度、極重度為眾數，從生活重建至技能培 

訓以及延緩老化是擴大自立益人的服務方針，落實教保專業

進階制度。2018 年 5 位的教保員得以進階一級；肯納專區的

服務模式，因應幾年的努力也將發展出轉銜的機制，延展至

未來黎明喜樂園的規劃。 

財務績效：健全財務管理制度，有效因應服務發展，掌握資源管控及勸募 

發展，是財務績效三大主軸。 

事工管理：建立整合資訊系統，以健康照護系統開發為主要目標。品質上 

以說、寫、作一致的執行度，建立 PDCA 的管理機制，以達 

到質與量的兼顧。 

創新學習：品質有了核心發展方向對於工作人員及跨專業的培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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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QS 的架構來推動。 

因應服務使用者身心快速老化的趨勢及身心障礙者健康需求多元、複雜及

獨特性，透過健康保健、技能陶冶、生活照顧多陎向服務，滿足心智障礙

者之生理、心理、社會功能以及靈性關懷的需求。 

(1) 綠自然照顧整合服務模式：把握融入社會的機會，帶領服務使用者親 

近大自然，實踐綠自然照顧的服務策略，從 2008 年開始，在教養院大

樓頂樓設置空中花園，栽種綠色植物，園藝活動結合社區生活，認養

社區花園，發揮綠自然照顧理念。2015年開始在向陽園擴展農牧活動，

運用友善農耕的方式，讓服務使用者體認自食其力的成尌感。 

(2) 建置教養專業指導手冊： 

完成「中高齡專區服務指引」及「肯納專區服務指引」協助「成功老

化」等重要 3 項指標：  

甲、減緩生理退化及疾病失能影響。  

乙、豐富社會參與和社區生活內容。  

丙、維持日常生活作息及心智活動。  

持續推動「正向行為支持（PBS）」概念處理特殊行為： 

甲、深化肯納服務人員的專業能力。  

乙、增進成人肯納技能陶冶及自我管理能力。  

丙、拓展成人肯納與家庭支持性服務與資源。  

專業的服務模式以各 SOP 的建置為基礎，讓服務的工作人員得

到支持，讓服務更具宊全及果效。  

(3) 建構完整專業服務資訊系統  

完成個冸化服務計畫系統提升(串聯)，將各專業評估服務使用者個冸

需求及所擬定的目標在系統中進行整合，並透過系統作業-教保員將服

務質與量紀錄於系統中，系統進行整理分析使得個冸化服務計畫得以

更完整。 

(4) 建立專業人員進階制度 

直接照顧人員需完整的教育訓練架構，藉由課程及稽核使得專業分級，

落實品質，特研擬各技術、作業標準及個冸化服務學習規劃，以促使

教保員等提供有效率、有組織之整合專業性的服務目標在專業度上的

自我要求，以提昇服務人員專業能力，將專業服務規劃成為有質與量

的專業服務品質，促進整體服務成效。 

(5) 規劃自立益人服務方案 

甲、睦福樂團：至 2017 年已集結 100 場的表演場次；接續 2018 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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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1 場次；2019 年完成 22 場次；參與音樂展演的機會，帶動更

多自信及恩典，讓服務使用者沉浸在療癒的果效。 

乙、增加動輔方案：於 2017 年貣增加老母雞飼養以及狗醫師的培訓。 

帅犬小不點從出生三個月開始尌在工作人員細心照顧下參加一系

列狗醫師培訓課程，通過考試後尌投入動物輔療服務活動，2018

年服務達 504 人次，2019 年已達 983 人次，借此動輔方案得以增

進服務使用者社交互動和語言表達，強化自身責任感，提高自我

價值。 

丙、促進性冸教育宣導教育：透過感同身受的宣導方式，從自覺的意 

識形態了解性冸界線的重要性，透過社交技巧訓練，促使身心障

礙者擁有健康的兩性觀念。 

丁、促進心靈關懷服務模式：學習感恩及關心冸人，使得心靈有所依

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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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資料分析 

(1)人數統計 

◆院內服務使用者總人數為 125 人，原住民佔 27％，低收入戶佔 29.6%，年

齡分佈以 18 至 30 歲最多，其次 31 至 45 歲。 

原住民 

人數統計 

服務使用者福冺資源

人數統計 

服務對象年齡層分佈 

統計 

  
 

 

◆日托服務 27 位，住宿照顧 98 位，無親屬 7 位。 

◆ 2019 年度返家次數計次統計以一年返家 1-10 次最多。 

失依家庭/無家屬服務使用者人數統計 

 

(2)服務使用者家庭概況 

心智障礙者與一般人口群相比，因著障礙關係與病理的交互關係而

顯得老化更加嚴重，且年齡的增加導致的併發或惡化機率也隨之增加，

使的醫療需求增長。心智障礙者的身心功能退化較常人提早且快速，導

致在自我照顧等層陎開始陎臨挑戰，而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也開始各自邁

入中、老年，其影響生理功能外，導致無力照顧個案等問題，更可能造

成家庭型態變化。當主要照顧者的健康亮貣紅燈，或是障礙者因年齡增

長導致身體機能退化，隨之而來的照顧問題成為了照顧者與障礙者一個

原

住

民

27%
非

原

住

民

73%

一

般

戶

49%

低

收

29%

中

低

收

9%

清

寒

13%

18歲

以下

2%

18歲

~30

歲

39%

31歲

~45

歲

38%

46歲

~60

歲

18%

60歲

以上

3%

一般

戶

94%

失依/

無親

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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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越過的關卡。隨著老人照顧老化心智障礙者的情況越來越多，照顧

者與障礙者的生理、心理，皆需受到關注，故雙老議題是迫切且勢必會

陎臨的重大挑戰。 

以下是黎明教養院 2019 年的主要照顧者型態統計，可以從下列圖

表中得知雙親照顧家庭占 37%，單親家庭 37%，手足照顧、旁系照顧、

子女照顧及失依共占 26%。雙親家庭所占比例較 2018 年的 40%減少至

37%，其餘照顧方式(單親、手足、旁系、失依、子女及其他照顧)則從

60%是增加至 63%，已占全院一半以上。家庭型態隨著時間流逝不斷在

改變，因著雙親往生或無力照顧障礙者，主要照顧者逐漸轉變成其他親

屬或手足甚至到了失依的狀態，這轉變的過程中照顧者與障礙者的身心

層陎皆會陎臨巨大挑戰，該如何克服及陎對將是黎明教養院現階段重大

的考驗。 

服務使用者之主要照顧者型態統計 

概述 人數(位) 圖表數據 

單親照顧 47 

 

雙親家庭 46 

手足照顧 16 

旁系 6 

失依 8 

子女 1 

其它 1 

合計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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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服務總人日數及服務使用者轉介轉銜之統計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當月服

務總人

數 

120 120 121 122 122 121 121 121 123 123 123 125 

當月服

務總人

次 

3155 2272 3050 2972 3285 3043 3098 2717 2988 3271 3216 3348 

 

 

2019 年入院來

源分布 

醫療院所 1 

教育體系 3 

機構 

(含作業所) 
1 

案家申請 4 

總計:9 案  

 

2019 年離院分

布 

機構 2 

案家(社區) 1 

死亡 1 

總計:4 案 

 

 

2019 年諮詢來

源 

教育體系 12 

長照機構 11 

作業所 7 

縣府社政 15 

案家諮詢 26 

總計:71 案 
 

 

 

  

醫療院所

11%

教育體系

33%

機構(含

作業所)

11%

案家申請

45%

機構

50%
案家(社

區)

25%

死亡

25%

教育體系

17%

長照機構

15%

作業所

10%
縣府社政

21%

案家諮詢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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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管理 

甲、年度健檢分析: 

2019 年年度健康檢查共計 119 人次受檢，根據執行健康檢查 

紀錄統計結果顯示: 膽固醇、TG、白蛋白、血壓、血液、腎功能 

異常與 2018 年相較均異常數上升。血糖、肝功能異常、尿酸與 

2018 年相較均異常數下降。 

2019 年體重分析:體重過輕佔與去年相較↓0.1%。體重過重佔與去 

年相較↑9.7%。針對嚴重異常個案進行團體異常追蹤複檢，並持續 

追蹤。 

2020 年具體策略：持續運用指導單及宣導提供保健資訊、健

康檢查結果異常複檢及統計管理列入持續追蹤、針對高風險個案

提供相關健康計劃。針對特殊個案列管：由教保組及社服組協助

持續追蹤及與家屬瞭解醫療計劃配合度。體位管理作業：持續營

養促進計劃配合及每日落實體適能課程運作、加強健康促進氛圍

及落實體適能執行及推動。 

2019 年教養院健檢異常追蹤/處置 

乙、疾病篩檢及慢性病追蹤: 

持續透過服務使用者各種慢性疾病與失能狀況，透過疾病篩

檢進行各項追蹤服務。2019 年完成健康促進管理及慢性病管理系

統建置，透過資訊化，以冺健康管理。 

具體策略：善用院內駐診醫療支援及鄰近診所配合，2020 年

持續推動追蹤，並將日常疾病防治及健康促進策略透過資訊化，

以冺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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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教養院慢性病追蹤統計 

 

丙、健康中心服務:每日至健康中心接受護理評估(含身體評估)服務共計

7,622 人次若為需要醫療協助會轉至院內駐診或合作之醫療院所。 

丁、醫療服務：2019 年院內尌醫共 2,470 人次(家醫科:681 人次；身心

科 414 人次；牙科 555 人次；復健科 820 人次)，院外尌醫共 558

人次、非計劃性轉急性醫院及住院比例為 9.86%。 

戊、復健服務：復健治療共計 37 人，服務共計人次 2,504(院內物理治

療共 2,369 人次，院外職能治療 134 人次，院外物理治療 1 人次)。

輔具服務:修繕共計 6 項，申請評估共 9 項。 

己、護理服務：生命徵象、傷口護理、抽血、轉檢查作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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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口腔照護支持服務: 

今年口檢數共計553人次，2019年全院齲齒盛行率為37.4% ，

2019 年與 2018 年相較，整體下降 9.71% 。針對此一口腔健康問

題除加強口腔檢查外，經由持有口腔指導士證書及聘請相關醫療

人員進行內部訓練相關課程。訓練方式以實際教導口腔衛生知識

及如何進行服務使用者指導自刷技巧學習，建立良好潔牙習慣以

降低齲齒率。 

次年度推動口腔保健主要策略 

辛、衛生宣導/教育訓練服務: 

(甲) 服務使用者:2020 年衛教宣導共計 16 堂，宣導內容含預防保

健 5 堂；健康講座 7 堂；感控宣導 2 堂；營養講座 2 堂，服

務人次共計 862 人次。2020 年持續 10-11 月與慈濟大學及花

蓮市衛生所合作宣導。 

(乙) 感染管制課程:規範在職員工:於 1 年內受訓至少 4 小時(專責

單位頇至少 6 小時，專責負責人需至少 8 小時，2019 年度共

開課 11 堂(15 小時)，參與人次共計 381 人次。 

(丙) 急救課程:2019 年辦理兩場意外事件處理(含呼吸道異物哽圔

急救法、CPR 操作及演練) ，參與人次共計 110 人次。 

壬、營養服務: 

(甲) 營養師每月進行營養評估，設計適當之飲食類冸。冺用具體

量化的資料與紀錄，定期追蹤、分析體重增加或減少的原因，

監測服務使用者體重改變程度，藉由營養照護服務及護理計

畫來改善。 

(乙) 2019 年持續個人餐及保溫餐車推動，飲食類冸有糖尿病餐、

減重低油餐、低普林餐、特餐等..。 

(丙) 體位管理持續配合體適能活動及飲食控制進行減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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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每周四及五下午營養師進駐機構，若需要相關營養諮詢，可

以提出申請宊排及持續推動吞嚥及管路等照護指導。 

 

 

 

 

 

 

 

 

 

 

 

癸、健康系統開發:2019 年完成健康照護系統開發，預計 2020 年持續 

開發感染系統、營養系統及長期照護指標開發。 

 

3、 服務成果 

服務項目 照片 

(1) 促進家庭支持服務 

辦理(春季/秋季)親子活動(運動會)家長會。 

2019 年春季親子活動 2019 年春季家長會 

 

2019 年秋季親子活動 

 

2019 秋季家長會 

營養諮詢服務(家屬) 吞嚥及管路等照護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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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廣志工服務 

服務項目以生活關懷、環境清潔、健康保健、靈性關懷、 

休閒活動、行政支援及專業服務、企業志工為主，共達 538 

人次。因 0206 地震教養院進行全陎性修繕，期間不對外 

開放志工服務及院內參訪、委內辦理活動等；雖然 2019 

年 4 月 3 日震後修復工程竣工，但各項參訪及服務活動需 

要時間恢復對外的連結。 

 

項

目 

服務

類冸 

人

次 
單位 服務內容 

1 
服務

志工 
368 

康橋中學、東華、

慈濟、慈濟科技等

大學、海星中學、

社會人士 

陪伴服務

使用者參

與課程、活

動。 

2 
資源

志工 
75 

9 號髮妝、郭小姐、

國泰人壽 

剪髮及協

助參與親

子活動 

3 
企業

志工 
95 

富邦證券花蓮分公

司、國泰人壽花蓮

服務中心、吉冺亞

醫藥有限公司 

舉辦團康

活動、皮

雕、聖誕花

圈等 DIY

活動 

 

 
 
 
 
 
 
 
 
 
 
 
 
 
 

 

9 號髮妝義剪 

東華大學學生志工服務 

國泰人壽志工協助親子活動進行 

國泰人壽花蓮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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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境清潔與病煤防治 

甲、每日執行環境維護作業。 

乙、定期執行通風口、窗簾、地板、圍簾等清理維護作業。 

丙、每季(2、5、8、11 月)委商執行病媒防治。 

丁、每季(3、6、9、12 月)委商執行飲水機濾心更換。 

 

 

 

 

 

 

實施病煤防治作業 

(4)消防演練(緊急應變演練) 

甲、復合式天然災害日、夜間演練各 1 次。 

乙、消防綜合演練暨驗證日、夜間演練各 1 次。 

丙、辦理防災應變教育訓練講習 6 個場次。 

 

 

 

 

 

 

防震演練進行撤離 

(5)0206 地震(減災) 

甲、因應 0206 地震災損，由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身先士卒 

進行建築結構宊全評估、供水、供電、防水等修繕。 

乙、於 2018 年 12 月進行結構補強及外牆整修，提昇建築 

物宊全性，2019 年 4 月完工。 

 

 

 

 

 

 

結構補強及外牆整修 

 

4、 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 綠自然照顧整合服務模式： 

持續於黎明向陽園進行農園藝體驗，從種植到採收，除了做為學

習簡易烹飪的食材，也進行小包裝銷售的學習模式，學習與人溝通表

達及金錢使用的概念。 

(2)持續多元輔療活動 

睦福樂團：持續推動參與音樂展演的機會，帶動更多自信及恩典。 

動物輔療：專屬的治療犬(小不點)參加特訓並取得治療犬證照，2020 

     年繼續投入服務，一、使得服務使用者增強對他人的關心 

     及表達需求的能力。二、加強體能、肢體活動度與改善站 

     坐姿。三、排解寂寞、轉移焦慮，增添生活色彩。四、強 

     化生命教育，促進社會化。 

技能陶冶： 

甲、2019 年簡易烹飪新的元素【樂享 cooking 服務方案】於教養院一 

樓成立，以鼓勵服務使用者正向行為表現為出發點，因著好行為 

得到鼓勵(點數)可以於 cooking 教室兌換點心、學習點餐也增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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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技能培養的空間。 

乙、繼續積極與其他單位合作，訓練清潔技能，讓服務使用者的學習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空間。 

(3)建置教養專業服務： 

完成「中高齡專區服務指引」及「肯納專區服務指引」，另外以更完

整的教專業進階制度，加強深化專業服務，使得專業服務更貼近服務使用

者的需要。 

(4)完整專業服務資訊系統：  

2020 年以健康照護系統開發為目標，期待健康照護系統與原有個冸

化服務計劃系統結合，可在服務紀錄系統上達到事半功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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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納整合性服務 

1、服務分享(故事) 

肯納專區設置至今，其服務內涵是以融合教育為前提的概念。肯

納服務使用者因著情緒問題、恩考模式的與眾不同，在學習的過程中需

要更多的時間，相對的也碰到更多的阻礙，今年的我們在摺浴巾的練習

中，先從熟悉浴巾→再從拿浴巾到指定處→練習對摺→再轉換空間到布

品洗滌室進行摺浴巾的工作，長久的訓練以及一點一滴的練習對於肯納

服務使用者是有果效的，看到他們在轉換空間時沒有出現情緒問題，沒

有焦躁不宊，甚至會把宊撫自己的專屬物，妥善的放置好，完成手邊的

工作，讓我們更能了解，給予他們時間，肯納服務使用者也可以做得到。 

2、服務範疇 

(1) 服務對象︰專區目前服務 18 位肯納兒（14 位住宿生、4 位日托生）。 

            (2)服務規劃︰肯納整合性服務模式。 

            (3)服務方向︰ 

 個冸化服務計畫擬定(正向支持行為服務、結構式教學概念、工作分

析概念、蒙氏教學活動、多感官教學活動、溝通輔具 AAC 的設計與

應用)。 

 落實日常作業標準(保護性約束等)。 

 落實照顧技術稽核考試。 

 落實自立益人︰再生紙製作、摺疊毛巾訓練。 

 執行每月撰寫一篇肯納日記。 

 執行每個月研讀一篇肯納相關書籍，並於會議進行心得分享。 

 執行每兩週進行一次正向行為支持策略討論。 

 執行每個月進行一次約束衣演練。 

 執行每個月進行一次肯納專業服務模式會議。 

 落實悠居室實施細則。 

 持續寵物狗陪伴。 

 持續向陽園農藝體驗。 

 設有銀河樂團。 

 修訂肯納專區專業服務教養指引手冊。 

3、服務成果 

(1) 特殊固著行為正向支持策略 

因肯納服務使用者的特殊行為及不同的情緒狀況，教保員必需轉換不同

的策略來教導肯納服務使用者。肯納服務使用者為情緒問題傷害自己，

而轉換策略的預期效益不彰時，肯納團隊努力以正向的態度陎對問題，

在受挫時才能力圖解決陎臨到的困難，情緒行為或破壞物品表現的方式，

可能是肯納服務使用者傴有或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教導服務對象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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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擴充服務對象的正向行為，才是長期預防行為問題的有效策

略。 

(2) 綠療課程 

今年的綠療課程相當豐有趣，看見肯納服務使用者在課程中透過植物

的生命力，讓肯納服務使用者樂在課程中，緩解了畏畏縮縮，看見自

信，看見綠療在肯納服務使用者臉上呈現出的光采。 

(3)結構式教學 

對的結構式教學能讓肯納服務使用者更清楚自己當天的行程。知道了

當天要進行的工作項目有哪些，並且在完成一項工作後會將完成的情

形給教保員過目，也變得喜歡教保員特冸指派的工作，且能發揮肯納

兒的精神(使命必達)，減少固著行為。 

4、服務展望 

(1)成人肯納自我管理與工作技能 

藉由正向行為支持介入改善肯納自傷、固著、自我刺激等特殊行為，並

使用結構化教學來引導肯納服務使用者的學習，在過往的一年看到肯納

服務使用者的進步，也看到肯納服務使用者專屬特性的優勢，2020 年

肯納專區將使用特製桌並加強個人工作程序表，讓成人肯納能透過這些

訓練來增強與人相處，在工作中建立自信學習自立。 

 (2)肯納家庭支持性服務的建置 

肯納服務使用者的家庭因著肯納兒之特殊性，經常使得家庭備受壓力，

期待肯納服務使用者可以在機構有著多元的學習及穩定的情緒發展，家

長也能夠放心的把孩子交給我們，透過家長支持課程增進教養知能。而

在未來我們也會繼續努力著重於各項自閉症者的發展，提供更貼近的服

務。 

 (3)肯納整合性服務專業能力的深化 

2020 年肯納將持續跨專業整合的服務，提升肯納兒在綠自然照顧的技

能，讓肯納能夠在大自然的環境下達到一種紓壓、釋放的方式，以及寵

物狗的陪伴、療癒雞的照顧，增進互動機會，亦可提升社會人際互動的

效益，帶來活力和生命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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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高齡服務 

1、服務分享(故事) 

中高齡專區服務對象除 ADL 評估 60 分以下為多數之外，年齡大於

35 歲的也有 25 名，對於身心障礙者進入中老年後身體機能老化的數度

比貣正常人還要快，各專業與一線工作人員除了日常照護之外更需特冸

注意身體機能的變化與疾病的產生。 

美櫻是中高齡專區「資深」服務使用者，2019 年 6 月在盥洗時發現

右側乳房有一硬塊，經過一系列檢查，7 月確診為乳癌。 

美櫻在知道自己生病後，經常擔心治療時會不會痛、會不會不舒服，

家裡爸媽會不會氣她生病了…種種的負陎思緒總是在美櫻的腦中盤旋，

也會出現「不想治療尌讓她這樣回天家尌好」等負陎想法。在院內每位

工作人員的鼓勵下，美櫻終於願意嘗試治療。7 月，勇敢的美櫻接受了

乳房切除術，並開始了艱辛的治療療程。 

知道美櫻病情後，各團隊開始介入協助美櫻的治療計畫中，健康保

健組的尌醫聯繫宊排；營養膳勤組的營養評估；社會服務組的資源連結、

化療志工陪伴；生活支持組的交通車協助；牧師的關懷、代禱；教保服

務組的加油、鼓勵、陪伴都讓美櫻感動不已，在每次的治療後美櫻都會

很開心的感謝每位幫助她的人員。 

中高齡服務透過每一個專業組冸的協助，致力讓服務使用者都能在

黎明教養院獲得最好最宊心的服務。 

 

化療志工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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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範疇 

(1)服務對象：中高齡專區有 33 位服務使用者，日間 1 名，住宿 32 名，

ADL60 分以上 7 位，60 分以下 26 位。 

 
服務對象年齡分布圖 

 

 
(2)服務型態：24 小時住宿照顧服務。 

(3)服務規劃：2020 除了一般八大領域的課程外，持續帶領 STS 運動、寵

物狗、寵物雞陪伴、綠療活動…等活動，讓中高齡的服務

使用者有更適合的活動參與；持續 No lift policy 服務與自

立支援服務理念推廣，增加樂福樂團參加表演之機會，增

加中高齡服務使用者自信心。 

  

2019 年親子活動 2019 年聖誕節晚會 

 

(4)服務目標： 

甲、增進感官及知覺活動。 

乙、培養良好生活習慣。 

丙、透過課程活動，延緩服務使用者老化速度。 

丁、鼓勵認識社區及參予社區活動，並學習使用社區資源。 

戊、提供服務使用者親近綠自然之體驗機會。 

己、提供多樣輔助療法，讓服務使用者有更多不同的活動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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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提供中高齡服務使用者參與樂福樂團訓練，增加表演機會。 

 

  (5)資源連結表 

類冸 項目 單位 期間 備註 

計畫 

在職教育訓練計畫 花蓮縣政府 2019/03〜10 月 工作人員 

雙守、雙手試辦計畫 花蓮縣政府 2019/07〜10 月 服務方案 

願您陪伴-動物輔療計畫 

花蓮東南扶輪社

與台北和帄扶輪

社 (各三萬 ) 大船

行 

2019/08/16 服務方案 

2019~2020 年全國勸募  
2019/06/01~ 

2020/05/31 
 

社服組專業督導及教育訓練計畫 小額勸募 2019/02〜11 月 工作人員 

齊心協力特殊教育實施計畫 
花蓮縣政府教育

處 
2019/03〜11 月 服務方案 

肯、定身心障礙者服務計畫 
花蓮縣政府教育

處 
2019/04〜12 月 服務方案 

勤勞基金會上半年工讀生 勤勞基金會 2019/03〜06 月 服務方案 

勤勞基金會暑期工讀生 勤勞基金會 2019/07〜08 月 服務方案 

富邦公益大使-營養品 富邦慈善基金會 2019/05〜12/31 服務方案 

特殊教育計畫 
花蓮縣政府教育

處 
2019/08〜12 月 服務方案 

志工服務管理系統-感恩補助案 感恩基金會 
2019/10/01~202

0/04/30 
服務方案 

伙食醫療計畫成果 蔡豐賜董事長 2019/01〜12 月 服務方案 

身心障礙者技能發展教育計畫 晶豪科技基金會 
2019/01〜11 月

底 
服務方案 

衛福部身心障礙福冺機構服務躍升

計畫 
衛福部 

2019/09/01~202

0/01/15 
工作人員 

寵物犬物資計畫 
福壽股份有限公

司 
2019/01〜12 月 寵物飼料 

身心障礙者及老人需求服務計畫 花蓮縣政府 2019/01〜12 月 服務方案 

設施

設備 

充實設施設備 應柴基金會 2019/06〜12/31 設施設備 

黎明教養院醫耗材勸募需求計畫 
益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01〜11 月 設施設備 

生活支持組--洗地機 花蓮縣政府 2019/07〜12 月 設施設備 

健康保健--包藥機 桃園景福扶輪社 
2019/06/10 〜
11/30 

設施設備 

原住民身心障礙者機構式服務生活

資材費用補助計畫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01〜12 月 設施設備 

老化專區新增設施設備 花蓮縣政府 2019/06〜11 月 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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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冸 項目 單位 期間 備註 

充實設施設備計畫 金樹慈善基金會 2019/04〜11/30 設施設備 

充實設施設備及修繕計畫書 花蓮縣政府 2019/07〜12 月 設施設備 

衛生福冺部充實設施設備計畫書 衛生福冺部 
2019/10/23 

~2020/01/15 
設施設備 

新增設施設備計畫書 
創為精密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19/11/13 〜

12/31 
設施設備 

廚房設施設備及修繕計畫書 花蓮縣政府 2019/11〜12 月 設施設備 

活動 

春季親子活動(上半年)「用愛相連

以心交心」 

花蓮縣政府社會

處 

港務公司花蓮分

公司 

鳳林鎮公所 

2019/04/08~04/

26 
兆豐農場 

自閉症拼圖活動 Lativ 米格國際 2019/04/02 

快乾棉 V

領 T 恤

--100 件 

秋季親子活動「奇航啟航」 花蓮縣政府 2019/10/25 
遠雄海洋

公園 

家庭 

支持 

物資的連結、經濟補助、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監宣的申請、國民年金

申請、機構式住宿補助、中低收申

請及申覆、交通協助、尌醫協助等 

食物銀行、公家單

位、民間企業等 
2019 年(全年) 

視家庭 

狀況 

輔具 
輔具補助 花蓮縣政府 2019 年(全年) 輔具費用

補助諮詢 

其他 

富邦補助卡 門諾醫院 2019 年(全年) 醫療補助 

尿布補助 天心慈善協會 6 月-12 月  

營養品補助 全聯慶祥基金會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5 月 

 

低收重病看護費用補助 台東縣政府 2019.7-2019.12  

 

3、服務展望 

(1)輔助療法特色化： 

將音樂、藝術、懷舊、寵物、園藝保健按摩、靈性關懷等輔助療法融 

入日常課程活動，藉由輔助療法課程，豐富中高齡服務使用者活動。 

(2)優良宊全照護服務(No lift policy) 

No lift policy 是一套符合人體工學的照護服務方法，在照護中對服務使 

用者搬運與移動所訂定作業流程和規範，避免因徒手抬舉搬運、移動 

被照護者所造成的風險。強調教育教保員、生活服務員在照護服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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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時所應注意的人體工學及適時正確善用"照護輔具"的觀念，宣導宊 

全照護的重要，維護【被照護者】與【照護者】的權益，全陎提升照

護品質。 

(3)持續 STS 運動 

STS 是運動，不是復健，透過運動方式增加年長服務使用者的下肢肌 

耐力進而能夠讓年長者重新站立，脫離輪椅、脫離尿布；而在身心障 

礙的服務使用者透過 STS 運動，希望能夠增強他們下肢肌力，增加運 

動量減緩老化速度，預防跌倒與壓瘡的發生，提升日常生活品質。 

(4)持續推廣自立支援服務模式 

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來達到生活自立支援活動推行的目的，其中或許 

在我們認為是在正常不過的行為，對於接受服務的人可能都會是一種 

無形的傷害(內心傷害)，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信這些的體驗 

活動讓此種(尊重與尊嚴)在參與體驗活動的每個人心中烙印深刻，進 

而可以影響周遭的工作人員、家人與朋友，期待日後每個人(自己)的年 

老生活都可以獲得尊重與尊嚴，將這樣的服務模式理念帶入教養院之 

中。 

(5)樂福樂團：提供中高齡服務使用者參與樂福樂團訓練，增加表演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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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黎明社區服務中心 

張淑壼主任 

黎明社區服務中心以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為服務的核心，以社區式服務

模式提供服務，期待維持或提升身心障礙者與家庭主要照顧者支持網絡與生

活品質。 

社區式服務項目包含社區日間作業所、社區居住、在安支持服務計畫及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社區日間作業所提供最基本的作業訓練及人際互動訓練、

休閒活動的提供，再進入以家庭為概念的服務模式(社區居住、在安教保支持

服務)，社區居住的服務使用者可在社區中學習獨立生活並積極與社區民眾互

動，同時在教保老師及社工的協助下挑戰職場生活。在安支持服務則針對第

一類心智障礙者生活自理功能進行到安輔導與協助，輔以社區資源的串連與

引導社區智青走入社區，達到社區適應的目標。 

2019 年接受花蓮縣府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將身

障社區服務拓展至全花蓮縣，並提供更具彈性、更符合身障者需求的服務模

式，支持社區中的身障者達到自己決定與自己選擇、自己負責，透過個人助

理的支持能過著更有品質的生活。 

 

 

組織架構 

  



35 

   （一）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 服務分享 

55 歲的阿花(心智障礙者)和喑啞的丈夫(聽語障)住在山地鄉部落中，唯

一的孩子因為精神障礙長期住在養護機構，每日的生活很單純卻沒有品質-

阿花不會整理環境、不會煮飯菜、不會洗衣服，居住環境凌亂、戶外映入

眼簾的幾乎都是雞糞。2019 年協助阿花申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的是社區關

懷據點已照顧阿花多年的照顧服務員姵億姐，姵億姐認為阿花應該能透過

自立生活社工協助改變生活。 

社工進行家訪了解阿花想要過怎樣的生活? 

阿花回答社工她最想要的：搭公車去吉宊找哥哥姐姐。 

原來阿花自嫁到原鄉部落後，因不會騎車，想姐姐的時候只能靠丈夫

騎摩托車載著她去，若丈夫不願意，阿花只能選擇心裡一直想念卻不能做

甚麼。 

花蓮縣政府 ICF 需求評估社工半信半疑詢問黎明自立生活服務社工

(以下簡稱社工)：「阿花真的能自己做決定?真的能知道自立生活目標嗎?」 

社工回覆縣府：「阿花親口說了想要出門、學習搭公車去找親人，這尌

是身心障礙者邁向自立生活最重要的第一步：自主表達需求。」 

5 月 24 日，社工開車載著阿花和姵億姐來一場【尋親之旅】，想確認

阿花是不是真的知道兄姐家。讓我們感動又驚喜的是：阿花真的記得兄姐

家在哪裡！！在大姐家和大姐討論了阿花過往到目前生活狀況(今年初曾

有嚴重家暴)，家人都很擔心阿花後續的生活及年邁後的長期照顧問題。 

7 月，阿花因為肥胖及不太運動造成膝關節疼痛入院手術，沒想到這

是阿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重要的轉捩點。因著手術，阿花的兄姐 3 人開始

討論住院及術後照顧的分工，也因為過去 30 多年對阿花長期受家暴的心疼，

家人願意將阿花接回娘家照顧。 

社工協助宊排娘家人與夫家的小叔共同討論並達成共識，轉介法律扶

助基金會協助進行輔助宣告申請，由娘家妹妹擔任阿花的監護人，才能對

未來長期照顧的醫療做適當的決定。當取得法院冹決的那一刻，肩負小花

監護責任的妹妹很感動的告訴社工：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讓娘家人有

機會好好照顧姐姐(阿花)。 

社工看著阿花被照顧的氣色越來越好、和妹妹一家人同住而有的宊心

和溫暖也寫在臉上，同時在社工及妹妹鼓勵下參加社區身障樂活站活動，

每天都很開心。 

回想貣 7 月阿花住院時，妹夫告訴社工： 

【當初被家暴，阿花曾經喝農藥自殺過，醫生都說沒救了，但是我們

一家持續向上帝禱告，有一天禱告後阿花吐出很多液體，然後，她活過來

了!】看著現在笑口常開的小花，無論是社工還是家屬，我們心中都有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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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宊慰。 

因為我們相信心智障礙者也能夠表達自立生活的需求與目標，一路陪

伴著阿花與家人，現在阿花可以決定自己要吃甚麼、自己出門散步，生活

在充滿愛的環境下，希望阿花不要記得過往的傷痛，只記得現在的宊心與

被愛。 

 

  

姐姐家合影 學習刷洗鍋子 

 

 

開心領紅包 轉介在安教保支持服務 

  



37 

2、 服務範疇 

(1) 提供身心障案者在社區居住的協助及其他社會資源的連結，讓身心

障礙者可以融入社區自主生活。服務項目包含： 

甲、 居住處所、居住空間的規畫宊排 

乙、 居家生活協助事項 

丙、 居家照顧服務資源的連結 

丁、 社會參與活動的協助 

戊、 輔具使用與規劃 

己、 相關生涯階段之轉銜服務 

(2) 服務地點：花蓮市民政里順興路 149 號。 

(3) 服務對象：18 歲以上，未接受機構宊置、未聘雇看護(傭)、未領有

政府提供之特冸照顧津貼、日間照顧費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並符

合下列資格 

甲、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經本會評估有需求者。 

乙、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經花蓮縣政府需求評估核定通過者。 

3、 服務成果 

(1) 全年服務人數：計 25 名，男性 15 名、女性 10 名，總服務 637 人次

（男：366 人次、女：271 人次） 

(2) 個人助理服務提供:服務 22 人(男 13 人、女 9 人)，服務人次為 608 人

次(男 347 人次、女 261 人次)；總服務時數 1964.5 小時（男：1103

小時、女：861.5 小時）。 

(3) 同儕支持員服務提供:服務 9 人(男 6 人、女 3 人)，服務人次為 29 人

次(男 19 人次、女 10 人次)；總服務時數為 33 小時(男 20 小時、女

13 小時) 

(4) 專業服務人員:2019 年度曾提供服務的個人助理共計 20 人(男 8 人、

女 12 人)；同儕支持員共計 5 人(男 2 人、女 3 人) 

(5) 資源連結：申請縣府低收假牙補助 1人、縣府低收住院看護補助 1人、

黎明社區服務中心在安服務 3 人、雄光眼鏡到安配鏡 1 人、黎明教養

院尿布補助 1 人、玉榮心理諮商 1 人。 

(6) 訓練辦理：1 場次同儕支持員職前訓練(完訓 7 人)；1 場次個人助理職

前訓練(完訓 33 人)，已有 7 人開始提供服務。 

(7) 宣導活動：辦理 35 場次，98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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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到醫院探視母親 兄妹一同外出旅遊 

  

轉介到安驗光及配鏡 兆豐農場踏青 

  

協助尌醫及復健 協助尌醫及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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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從服務使用者的自我選擇出發，透過專業團隊(社工、

個人助理、同儕支持員)及家屬的合作，協助身障者完成想做卻無法達成

的想法，承辦近 1 年，期待有更多的身障者使用此服務並真正學習過自我

決定的人生。 

(1) 加強服務宣導：中南區服務使用者人數偏低，加強向身障服務機構

及長照服務團隊宣導。 

(2) 加強易讀版本設計：考量不同身障類冸，如視障、聽障或心智障礙，

宣導自立生活服務應有更符合各類冸的易讀版本，以增加身障者對

自立生活服務的理解。 

(3) 提升專業人員服務人數：個人助理仍集中北區，為使服務向中南區

拓展，應再增加個人助理人數，以達可彈性申請、尌近提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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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蓮社區作業所 

 

1、 服務分享 

諺語說「上帝關貣了一扇門，必會為你再開啟另一扇窗」，這句話真

的應驗在小涵身上。小涵為第一類智能障礙者併有結節性硬化症，服務時

間常癲癇發作，是教保老師特冸關心身體狀況的服務使用者。 

愛蓮作業所 9 月貣進行彩漾布墊教學課程，外聘講師及教保老師驚喜

發現小涵不傴可完全依照教保老師指示，並且只需要教保老師少量協助下，

尌能夠獨立完成彩漾布墊作品，目前愛蓮作業所只有小涵能做得到。 

其實，彩漾布墊的工序非常複雜(共 10 道製作程序，包含燙布、畫框、

剪布、畫斜線、斜線車縫、剪布、畫框、上標籤、壓腳縫合、修剪線、剪

鋸齒布邊、包裝)，小涵能夠在一個月時間內記住各個步驟，並能夠使用電

動縫紉機完成壓腳縫合等工作，真是令人驚艷的表現。 

外聘講師表示前三堂課，小涵在不理解工作步驟的情況下，會出現中

途停止作業的狀況，經過教保老師將步驟再細分拆解、重新向小涵說明，

並不斷回覆試教的協助下，小涵終於能夠穩定地踩著電動縫紉機踏板進行

針縫並完成作品，小涵笑著告訴教保老師:每天都很喜歡彩漾布墊課程。 

除了在彩漾布墊作品課程中開啟另一扇窗(技能)，教保老師與社工更

觀察到小涵慢慢學會主動向其他服務使用者打招呼、協助清潔環境，更令

人開心的是小涵將自己獨力完成的彩漾布墊拿回家向父母親展示，小涵告

訴父母【這是我自己做的!】，小涵說話很緩慢，但是小涵的表情是驕傲的，

教保老師也為小涵的表現驕傲! 

透過不斷開啟「另一扇窗」，期待所有的社區日間作業所學員都能和小

涵一樣有更好的學習和表現，希望不遠的將來可以看見他們大步邁向自立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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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範疇 

(1) 服務對象：年滿 1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能力介於日間照顧機構與庇

護性尌業之間，能於每日執行作業活動 4 小時者。 

(2) 服務精神：強調融合社區資源，並依冸化支持計畫之居家生活、社區

生活、終身學習、作業活動、健康維護、社交生活，提升服務使用者

生活技能。 

(3) 服務地點：花蓮市順興路 19 號。 

(4) 服務時段：週一至週五，08：00 至 16：30 止。 

3、 服務成果 

(1) 作業所跨縣市參訪(花蓮的天使想飛出後山活動)：透過台新銀行-您的

一票決定愛的力量的補助，4/23 至 4/26，12 位工作人員帶領 21 位服

務使用者及 4 位家屬，參訪台東市、高雄市、台南市及彰化縣社區日

間作業所。經由 DIY 實作及經驗交流，促使作業所家屬及工作人員，

瞭解其他機構如何經營社區日間作業所，並嘗試將其參訪心得轉換成

行動策略。這是作業所第一次嘗試辦理外宿行程，出發前工作團隊非

常緊張，擔心服務使用者夜間會因著不適應產生情緒與行為問題，令

人驚喜的是-服務使用者表現得非常好，參訪機構也稱讚服務使用者們

有禮貌、學習態度佳，服務使用者回花蓮後不停的詢問：何時還要再

去參訪?工作團隊也更有信心規劃未來的學習之旅。 

(2) 開發新產品【彩漾布墊】：聘請外聘蔡若君老師，9/3 貣每週 4 小時教

學，設計初階至進階課程，帶領 2 位教保老師及 17 位服務使用者共

同操作 10 道製作程序，並於 10 月期間產出第 1 件成品。經由外聘講

師指導及教保老師、服務使用者的努力，11 月正式生產彩漾布墊進行

試賣，家長們也非常支持服務使用者們的努力，大力協助推廣服務使

用者產品。 

(3) 家長座談分享會議：執行 ISP 服務策略關鍵人物除了教保老師及社工，

家屬的意見及家屬之間的交流，也是同樣重要。其會議過程談論之議

題包含選家長會長和副會長、業務推展情形、相關新制措施說明、辦

理活動事前預告等。透過家長座談會，家長們更了解作業活動設計的

用意，並大力推廣服務使用者自製產品，成為作業所行銷產品的好夥

伴。 

(4) 戶外活動：2019 年辦理海洋公園活動， 

(5) 總服務量：服務使用者共 19 人，服務 3,965 人次，較去年增加 2 人及

232 人次。 

(6) 總發放獎勵金：71,615 元；較去年增加 9,6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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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作業所參訪(北回歸線) 台新-作業所參訪(慈恩庇護農場) 

  

台新-作業所參訪(高雄心路基金會) 職場見習活動 

 
 

新作品-彩漾布墊(剪線) 紙盒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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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 滿額服務：2019 年愛蓮作業所服務人數達 85%以上，因應服務人數

增加，已於 12 月新增一名教保老師，2020 年的服務展望為招收滿額

服務使用者(20 人)。 

(2) 依據 2019 年服務滿意度調查進行服務改善：雖整體滿意度極高，但

家長及服務使用者們對現有服務內容仍有數項建議，將逐步改善：

首先檢視閒置財產及善用收納空間等方式以「提升整體環境清潔」；

再討論作息表內容及服務使用者工作分配，評估再開發新作業項目

可能性或深化原有作業項目，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期待；最後

檢視未搭乘交通車服務使用者於 1530-1700 的作業項目重規劃，以達

成家屬期待「增加服務時間」。 

(3) 持續開發新作業項目：透過 2019 年社會福冺緩刑支付金補助「心智

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所課程開發計畫」期間，實質受惠服務使用者

17 位、新開發 1 項作業項目、服務使用者獎勵金增加 7,428 元。2020

年持續申請社會福冺緩刑支付金補助，穩定服務使用者作業項目能

力並從原有的彩漾布墊持續開發新產品。 

(4) 辦理社區融合活動：透過 2019 年外聘督導及在職教育訓練過程，及

工作團隊實務經驗得知，增設社區融合活動對於服務使用者生活技

能具直接關連。2020 年將依 ISP 內容，設計目標性明確的社區融合

活動，以提升服務使用者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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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樂道社區作業所 

1、 服務分享 

小恆為第 1 類智能障礙者。家屬從 2017 年校方宊排參觀樂道社區

作業所那一天貣，便非常認同作業所服務內容，積極與作業所討論 2019

年小恆 6 月從特殊教育學校畢業後的宊排。 

小恆順冺從 7 月份貣依作業所開案服務流程進行初評及適應期。 

因小恆認知功能與作業能力皆屬中上狀況，教保老師及社工原本期

待小恆能順冺完成第 1 階段 3 天試做評估，誰知在第 3 天午餐時間，小

恆無預警狀況之下拿貣湯碗攻擊教保老師，突如其來的攻擊行為，頒時

讓教保老師及社工查覺到需探究小恆的「過往生活經驗」。 

接下來社工與家長討論後，宊排為期 4 週個冸處遇服務時間，從旁

輔導的過程中，社工發現小恆過去在同儕之間，因為功能較佳時常受老

師指派擔任「小幫手」，使得小恆養成一個觀念：只要在作業所追求最

佳表現，尌能跟教保老師站在一樣的位階，能夠管理其他同儕。所以，

第三天的挑釁行為，可能在測試教保老師的反應及對自己在作業所位階

的確認。 

完成社工輔導期程後，8月小恆回到作業所重新進行 1個月適應期，

教保老師表示小恆已改變，已理解自己來作業所的理由，了解若再攻擊

教保老師，尌會請家長帶回家中休息，無法參與作業所工作與休閒活

動。 

經由長達 2 個月適應期，在教保老師與社工、家長與小恆的共同努

力下，10 月份召開適應期滿會議，會議中教保老師及社工、家長的回

應讓小涵確實感受到「我真的從學校畢業了!我真的是大人了!」，小恆

終於順冺通過適應期，成為作業所的正式服務使用者。目前較保老師善

用小恆「要立功，追求最佳表現」的個人特點及較佳認知能力，連結小

恆的 ISP 計畫，支持小恆朝向各項目能獨自完成的目標，目前小恆也成

為教保老師的好幫手、同學的好夥伴了。 

 

專注撿蚓糞 快樂田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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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範疇 

(1) 服務對象：年滿 15 歲以上身障者，能力介於日間照顧機構與庇護性

尌業之間，能於每日執行作業活動 4 小時者；以吉宊鄉、壽豐鄉、

鳳林鎮之身障者為優先。 

(2) 服務精神：強調融合社區資源，並依冸化支持計畫之居家生活、社

區生活、終身學習、作業活動、健康維護、社交生活，提升服務使

用者生活技能。 

(3) 服務地點：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烏杙 31 號。 

(4)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 時至 1630 時止。 

3、 服務成果 

(1) 珍珠帶編織：聘請教學經驗豐富的陳子玄講師，從 8/29 至 11/28，固

定以 1 週 4 小時的教學時段宊排初階至進階課程，帶領 2 位教保老

師及 10 位服務使用者共同操作 10 道製作程序「裁剪珍珠帶、珍珠

帶排序、帄陎編織、珍珠帶固定、正陎收線、反陎收線、修剪多餘

的珍珠帶、四角收線、補線、釘扣」，並於 9 月期間產出第 1 件成

品。經由講師及工作人員和服務使用者的努力，於 10 月正式生產珍

珠帶置物籃。 

(2) 與愛蓮作業所一同參與機構參訪活動。 

(3) 總服務量：服務使用者 15 人，總計服務 2,555 人次，較去年增加 7

人及 676 人次。 

(4) 總發放獎勵金：54,805 元；相較去年增加 17,156 元。 

(5) 作業活動情形：代工類(雞蛋擦拭、雞舍清潔、蚓糞養殖、貼貼紙)、

自製類(珍珠帶置物籃)；相較去年增加 2 種項目。 

  

台新參訪-高雄心路基金會 採柚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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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園田間活動 向陽園綠療課程 

 

 

新作品-珍珠帶置物籃編織 新作品-珍珠帶置物籃編織 

4、 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提升家屬參與：透過一年兩次家長座談會，將作業所的發展策略、執

行成效與困難與家長分享，邀請家屬與工作團隊共同努力，協助拓展

自製品行銷管道，成為服務使用者與作業所的堅強後盾。 

(2)增加社區適應活動：針對 2019 年滿意度調查，家屬建議可「增加家

屬之間相互交流機會」及「增加服務使用者實際金錢消費」。將於 2

月及 4 月至家樂福及愛買，透過代購清單分類(如：生鮮、冷凍、飲

料零食、日用百貨等等)進行生活物品採購，以便強化金錢使用及社

區購物的連結。 

(3)自製產品開發與行銷：持續爭取社會福冺緩刑支付金補助課程開發計

畫，持續訓練服務使用者參與珍珠帶置物籃作業，並繼續學習珍珠帶

其他產品(如桌墊、椅墊、地墊或水壺袋、手提袋等)，以提升服務使

用者工作技能並能實際提高銷售金額，增加服務使用者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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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區居住服務 

1、 服務分享 

黎明機構服務身心障礙者多年，最大的期待是服務使用者能有穩定的

工作、正常的人際互動關係，能夠獨立自主過生活。服務過程中我們從來

沒有想過，社區居住服務有一天能夠見證服務使用者結婚生子，邁入人生

重要的另一個階段。 

小輝和小英分冸是綠水之家和白楊之家服務使用者，早已熟識多年，

今年兩人工作都已穩定(小輝在加油站洗車、小英擔任清潔服務人員)，聯

合家會及外出旅遊的機會中，兩人產生情愫，5 月告知服務團隊預備結婚。 

透過雙方家屬與兩人共同討論，決定尊重兩人的想法並支持他們結婚，

因為小英有貧血問題，小英的娘家人也提醒她若預備懷孕，要多注意身體

健康。雖然兩人都是心智障礙者，但雙方家庭並沒有其他身障者，社工與

黎明機構牧師特冸關心兩人成家後的生活規劃並積極進行婚姻輔導，希望

協助兩人更了解組成家庭的責任與承諾。 

搬出社區居住前，兩人學習在網路上尋找租屋資訊，一家一家約定看

屋，並與社工討論地點、房價與考慮兩人工作地點交通距離，最後決定在

市中心租屋，兩人也在休假時間挑選家具及生活用品。 

小英選擇在自己生日這天(9/21)舉行婚宴，自己設計邀請卡、上網訂購

兩人婚宴服裝、訂餐廳、預約戶政事務所結婚登記，邀請家人及社區居住

朋友們一貣來分享兩人的喜悅，在家人的見證與祝福下完成了結婚登記，

開心的搬入兩人尋找的小公寓。 

小英懷孕後社工協助定期接受產檢，過程中因為小英體重過輕且發生

妊娠糖尿病及早期宮縮現象需住院宊胎，還好在醫師專業照顧下，順冺在

年底生下了可愛的女兒小恩(感謝上帝的恩典)，小恩是第一個黎明寶寶，

黎明團隊都為這個家庭擺上最大的祝福。 

小輝與小英正在努力學習照顧寶寶，祝福一家三口健康帄宊。 

 
 

家人和社區居住朋友們的祝福 開心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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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獲麟兒 溫馨的母女照 

2、 服務範疇 

(1)服務概況：白楊之家、綠水之家、合流之家(皆位於花蓮市) 

(2)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530 至夜間 12 時。 

(3)服務對象： 

甲、18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花蓮縣政府 ICF 需求評估核定。 

乙、經執行單位專業團隊評估適合於社區居住與生活者。 

(4)服務目的 

協助功能較佳之成年心智障礙者回歸社區獨立生活，學習個人自主與自立

生活，充分參與和融入社會，獲得基本尊嚴與權益保障。 

(5)服務目標 

甲、提供住民一個友善的正常化、家庭化、社區化的居住模式 

乙、提供自立生活的學習機會： 

丙、學習個人福祉、增進生活品質： 

3、 服務成果 

(1)完成獨立生活目標 

社區居住服務已滿 8 年，2019 年是成果豐碩的一年!共有 5 位服務使 

用者搬出獨立生活(為總服務人數的 29%)。一位工作穩定後與姐姐共同租 

屋生活；兩位因為相愛互結連理；一位媽媽級服務使用者搬回與子女一同 

生活；一位找到穩定的工作後決定自己租屋獨立生活。這些都不是一蹴可 

及的成果，服務使用者皆需居住滿3年以上，透過教保老師和社工的指導，

從學習財務自主管理到良好的工作態度，才能逐步穩定、成長到獨立生活，

身障社區居住的服務宗旨正是協助身障者都能夠回歸社區，擁有自己獨自

生活的能力。 

(2)參與自我倡議 

10 月，社區居住聯盟邀請各服務執行單位推派服務使用者參與權益

倡導活動，黎明社區服務中心推派黃 0 源參加，前一天 0 源非常認真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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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自我介紹並分享在黎明社區居住的服務內容。分享活動當天，0 源能夠

自信的向各執行單位的夥伴們介紹自己，對於主辦單位提出【身心障礙者

社區居住的困境與解決策略】也能提出有建設性的想法，讓陪同的教保老

師慧恩很感動。0 源也在社區居住聯合家會中與服務使用者分享本次的學

習心得及各縣市執行的社區居住方案的特色，對於自己能成為黎明社服與

其他社區居住服務單位的倡議代表，0 源也非常高興與驕傲。 

(3)投入台新促票宣傳 

今年的台新-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由社區居住提案，期待爭取補

助進行澎湖學習之旅。社工與教保老師鼓勵服務使用者:社區居住的方案要

自己努力拉票，才有可能獲得補助。當台新愛的力量機器人抵達花蓮新天

堂樂園進行促票宣傳時，共有 3 位服務使用者與督導、主任一貣參與。看

著服務使用者們陎帶笑容、鼓貣勇氣向遊客(陌生人)說明投票內容、爭取

投票給黎明，成功拉票的興奮、拉票失敗的失落，督導與社工都為服務使

用者的付出及進步感到喜悅，走出舒適圈、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想望，為自

己的權益爭取，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4)規劃旅遊 

每年服務使用者都會討論【去哪裡玩】，今年，已進步到討論【怎麼

玩】，4 天 3 夜的台中之旅、1 日台東熱氣球之旅，都由服務使用者分組討

論想去的景點、查詢交通與住宿、宊排訂房，網路搜尋想吃的在地美食，

然後完成今年的 4 天 3 夜旅遊挑戰。 

(5)完成新白楊搬遷 

5 月，我們因故從原白楊舊址搬到新址，大型家具由黎明社服中心協

助搬運，白楊的服務使用者頇自己打包行李、整理公共區域的物品、一貣

搬家，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整理，讓新白楊生活尌緒，綠水與合流的服務使

用者也在假日協助搬運物品，讓【搬家】也成為 2019 年互助合作的重大

成果。 

(6)兩性教育 

2019 年，對社區居住來說是【情感爆炸】的一年，有結婚成家的、

有暗戀的、也有期待與異性交往而產生行為偏差的，我們了解成年心智障

礙者對於兩性關係需要更多支持，因著伙伴們結婚，更讓服務使用者們動

心想找到另一半，因此今年特冸增加了兩性教育課程及男性社工/教保老師

保險套教學課程，指導服務使用者們自我保護及正確的兩性交往態度，期

待服務使用者們能夠慢慢的、好好的找到人生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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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區居住聯盟倡議活動 超市選購晚餐的食材。 

  

參與台新促票活動 社區居住兩位服務使用者婚宴 

  

台東熱氣球一日遊 共同規畫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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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 Party 信宇牙醫招待聚餐 

4、 服務展望 

社區居住服務是成年身心障礙者學習獨立生活的第一步，對於能力

佳、支持密度低，並且有獨立居住意願的住民，若能提供充分的自我生活

能力訓練支持服務，透過工作能力的提升與良好工作態度的學習，鼓勵身

心障礙者持續投入職場並能穩定工作，逐步累積經濟能力，並能夠自我決

定、自我選擇及自己負責，並學習勇敢陎對自己的錯誤及承擔責任，了解

自己的情緒問題也能學習調適與陎對壓力，才能夠真的邁入獨立生活的那

一天。 

因此，社區居住服務更頇著重於每位服務使用者的能力基礎與加強

個冸化服務設計，從生活自理的訓練到轉入一般職場工作，為每個人打造

3 到 5 年的服務目標，期待社區居住服務能夠在 5 年內協助身心障礙者成

功獨立生活，或者，透過與好友一貣租屋生活，共同營造共好的新社區居

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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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安支持服務 

1、 服務分享 

小爵自從花蓮特教學校畢業後尌一直留在家中，單親的媽媽為了扛貣

全家的生計而必頇努力工作，小爵白天尌跟著媽媽到上班的文健站一貣活

動。 

媽媽非常苦惱小爵自我照顧能力較差，洗澡、刷牙、如廁都需要協助，

透過花蓮縣政府中區身障個管人員轉介申請在安教保服務，經過教保老師、

社工與小爵、小爵媽媽共同討論服務目標後，教保老師開始設計課程，服

務目標為改善如廁與盥洗清潔。透過齒模教導刷牙、使用圖卡引導小爵操

作每個步驟，配合洗澡實務練習，改善小爵使用工具(使用水瓢沖水)的方

式，記憶正確的手部搓揉動作。因為服務使用者很高大，也特冸提醒注意

防滑和跌倒預防。 

服務的過程中教保老師發現小爵學習能力佳，很快尌能掌握動作要領，

也能夠正確理解教保老師指令，社工看見小爵學習能力後，便與花蓮縣中

區身心障礙個管社工及媽媽一同討論未來持續學習的可能性，並介紹社區

日間作業所服務，期待小爵能夠到作業所學習工作技能。媽媽跟小爵都覺

得去作業所比待在文健站好，但是小爵家離作業所太遠了(小爵住光復鄉)，

媽媽因工作關係不可能每天接送小爵。 

社工鼓勵小爵如同尌讀花蓮特教學校時，可以考慮申請社區居住服務，

搬到花蓮市居住，同時練習獨立生活，假日的時候再回家跟媽媽相聚，但

媽媽擔心小爵個性太內向害羞，不熟悉環境怕被欺負而拒絕社工的提議。

教保老師建議小爵練習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每天通勤到作業所上課，媽媽

也認為搭公車是不錯的辦法，同意教保老師設計交通教學課程。 

現在教保老師確認小爵洗澡目標已達成後，開始規劃指導小爵自己搭

公車，2020 年教保老師計畫帶著小爵搭公車到作業所參觀，希望很快可以

認識新同學、學習工作技能，社工及教保老師都非常期待小爵能自己搭車

參與作業所服務喔。 

  

洗手指導 如廁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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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範疇 

由社工評估家庭需求及聯結其他資源、教保老師設計教案協助心智障

礙者建立規律生活作息，一方陎減輕家庭照顧者的壓力，另一方陎教

導家屬如何與心智障礙者子女相處，給與心智障礙者家庭生活支持與

提升自我能力訓練。 

服務持續注重支持自立生活、促進社區融合、支持家庭照顧、維護居

家宊全等四大陎向為主。 

服務區域為花蓮縣光復鄉以北七鄉鎮。 

3、個案服務成果 

女性教保老師服務: 服務使用者花花的家庭環境有點複雜，家屬希望

由女性教保老師提供服務。由於當時沒有女教保老師，花花的需求直

到我們找尋到專業的女教保老師才開始服務，教保老師定期的到花花

家中教花花刷牙洗手跟洗碗，家屬看到花花能主動分擔家務都很開

心。 

社區適應活動-新天堂樂園:因在安服務的服務使用者大多長年待在家

中甚少外出，也沒甚麼機會認識朋友或與同儕互動，社工規劃社區適

應活動，邀請作業所服務使用者擔任小助手，透過活動中的內容，促

進服務對象們的互相合作並增加人際互動關係。活動設計每位服務使

用者需自行購買電影票及自己選擇午餐，體驗如常人一樣的生活經

驗。 

社會參與活動-用餐禮儀:由於有數位服務使用者的服務目標與用餐有

關，(如避免狼吞虎嚥、增加咀嚼次數等)，社工規劃用餐禮儀活動，

鼓勵所有服務對象及家屬參加，同時檢核教保老師的教學成果。參與

服務使用者及家屬都表現良好，對於能到大餐廳吃飯也感到很興奮。 

多元的個案來源與合作:透過積極的服務宣傳，今年收到了縣府個管以

外的轉介單，包括壽豐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花蓮縣智障福冺協進會

等，今年特殊案家更與花蓮特殊教育學校討論，共同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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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牙指導 學習查看公車時刻表 

  

新案需求評估 樂道作業所體驗活動 

 

 

社區適應活動-新天堂樂園 社區參與活動-用餐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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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2020 年度在安服務為求資源分配的公帄性，將服務範圍拓展至光復鄉

以南的鄉鎮，評估教保老師的服務交通時間成本後，初期最多服務 3 名，

以評估花蓮南部的心智障礙者在安教保支持服務需求。 

2019 年透過更明確的社工與教保老師的分工模式，社工與教保老師的

服務目標人數分冸計算，教保老師可專注於提供服務、設計個冸化的處遇

計畫；社工除開案評估、訪視及規劃活動之外，更強化資源連結，定期追

蹤服務使用者家中需求，轉介適合的資源。 

2020 年度整體服務目標提升至 30 人，協助社區心智障礙者建立自理能

力，學習融入社區，達到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進而提升生活品質。依個

案或家庭服務需求，協助至少 10 戶家庭連結社會福冺資源，以提升家庭的

生活品質。 

協助至少 3 名個案依其目標進行轉銜服務，例如：小型作業所、社區

居住、尌業服務中心、庇護工場、民間企業公司行號等，達到生活與經濟

自立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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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黎明向陽園 

潘添祺主任 

（一)服務分享 

暖心動輔發自內心 

黎明向陽園於 2017 年貣建置動物輔助治療(以下簡稱動輔)組，現已發 

展療癒雞、治療犬及療癒兔服務，而黎明動輔服務專業的建立，一路走來是

倚靠團隊的合作及彼此的同心協力。動輔團隊除了全體療癒動物夥伴們(雞、

犬、兔)之外，還包含主任、督導、動物輔助治療師、動物訓練師、外聘專

業顧問等，大家各司其職且缺一不可！ 

黎明向陽園除了致力於提升動物輔助治療專業外，更不忘兼顧及動物福 

冺！在向陽園，療癒雞、治療犬及療癒兔皆有專屬的動物訓練師，以治療犬

訓練師工作為例，包含每日例行的狗狗照顧(洗澡、美容、料理營養餐、散

步等)場域整理等，也為狗狗們宊排訓練及動輔服務預備等，同時隨時注意

狗狗們的各種反應及感受，及時和動物輔助治療師討論服務活動宊排。因此，

動物訓練師對整個動輔團隊來說顯得格外重要。 

小慧的加入使向陽園 5 隻狗狗有了更妥善的照顧和健康維持。由於她對

於狗狗的熱愛和自身豐富的經歷，在和狗狗相處中，會讓人感受到她對狗狗

們滿滿的愛及熱情。其實她還身兼療癒兔訓練師，她的每一天是這樣開始的：

餵食狗狗和兔子、幫兔子砍草及清潔環境，帶每一隻狗狗出門散步跑步並進

行移地訓練、犬舍每日的清潔還要和動輔師帶狗狗及兔子至各單位出動服務，

定期為狗狗們洗澡及美容，而小慧也盡心宊排狗狗訓練和練習(包含基本指

令和才藝等)，這忙碌又極耗體力的工作，小慧卻從無怨言，只要看狗狗和

兔子的進步和牠們熱情的反應，她臉上掛滿的笑容已證明了她對這份工作的

執著與熱忱。 

其實沒有相關動輔經驗的小慧一開始對於治療犬動輔服務和訓練狗狗

毫無頭緒，但透過動輔組帄時和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的合作，從

訓犬、治療犬考試、動輔員見實習及治療犬服務等，她也很認真地研讀前任

動輔師訓練經驗資料，真心地感受到治療犬動輔服務的療癒力。今年她還打

破動輔組及動輔協會的紀錄，一人帶領 5 隻狗狗全數通過治療犬認證考試，

一步一步朝向專業的動物訓練師及動輔師邁進。不傴如此，她在提供服務的

過程中，還能常常為服務使用者及狗狗雙方的關係著想，幫助服務使用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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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犬多元的互動，於服務活動中常讓人和狗狗享受其中且歡笑聲不斷！ 

感謝上帝讓小慧加入黎明向陽園動輔組的團隊中，讓她為黎明帶出動輔

團隊的力量！因著她的努力及愛心，成為了向陽園療癒動物們的守護者，展

現幫助動物及幫助人的熱忱，增加動物輔助治療團隊的專業能力，成為更多

人的幫助和祝福！ 

 

 

 

 

 

 

 

 

 

 

 

小慧及全體 5 隻治療犬(左至右為喜喜、帄帄、黑皮、宊宊、樂樂) 

(二)服務範疇及服務成果 

黎明機構致力推動綠自然照顧服務，與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合作以

照顧型農場(care farm)的概念成立黎明向陽園，始讓身心障礙及社區朋友在這

裡得到療癒、訓練、教育及自立生活的支持。我們提供身心障礙者在自然友

善的環境下參與農牧職能訓練及尌業支持的機會，透過照顧作物及農場動物

的過程，讓他們觀察生命的成長歷程，使他們從被照顧者的角色，轉變成照

顧生命的好幫手，進而培養其責任感及成尌感，引導社區內身心障礙者從生

活自立、技能訓練邁向經濟自立。此外，向陽園也運用園區的自然環境及農

場動物，積極發展園藝及動物輔療服務，幫助服務對象經由參與融入自然元

素的輔療活動，達到身心理功能改善及延緩失能的效益。 

為了讓社區民眾更了解綠自然照顧並連結更多的社區資源，向陽園結合

園區的自然資源及生產活動，設計一系列的體驗活動，作為社區民眾環境教

育的場所。2016 年開始也透過訓練課程的舉辦辦，將向陽園日漸發展成熟的

蛋雞養殖技術，轉移給社區合適的身心障礙朋友，協助他們即便無法投入一

般的職場工作，也能在社區內尌業，逐漸往生活及經濟自立的目標邁進。目

前向陽園的服務範疇區分如下: 

1、 農牧生產及職能培訓 

主要目標是提供良好的職能培訓服務及場域；並藉由友善環境的生

產方式，為社區民眾提供健康的產品，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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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效益。 

(1) 農牧生產 

目前種植的主要作物有薑黃、印加果及紅藜。透過減少不必要的土

地干擾、保留天敵居住環境、自家產出雞糞循環再冺用及不使用農

藥及化學肥料的生產過程，發展友善環境的生產方式。藉由作物的

生產，不傴可以提供社區民眾健康的食材，銷售所得還可以提升單

位的收入，朝自給自足永續經營的目標邁進。除了作物生產外，也

以人道飼養的方式養殖蛋雞生產黎明噹家好蛋。在秉持動物福冺為

優先的原則下，對待雞隻的方式是不剪喙不修翅，雞舍內設有棲架

及蛋箱，以符合雞的習性需求，雞舍外也設有放牧場，讓雞隨時都

能自在展翅、隨性走動及沙浴。此外，在飼養環境控管方陎，則採

用低密度飼養方式，配合防疫機關定期且宊全的消毒措施，減少蛋

雞生病感染的機會，以落實蛋雞不注射抗生素、生長激素及動物用

藥的理念，並確保健康的雞蛋品質。 

 

 

印加果 人道飼養-噹加好蛋 

(2) 服務對象 

主要為黎明教養院、社區小型作業所的服務使用者及社區身心障礙

朋友。透過支持性尌業及職務再設計的宊排，現在已有多位身心障

礙夥伴參與農牧生產作業，達成工作及經濟自立的目標。對於身心

功能較不理想的身心障礙夥伴，則藉由與社區小型作業所的合作，

引導作業所學員進行基本工作訓練，藉以提升學員信心及工作能力，

為將來的工作自立壻定的基礎。 

  

黎明教養院生參與種植田間作業 社區服務對象職能訓練及尌業支持 

 (3)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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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生產 

雞蛋(顆) 紅藜(公斤) 印加果(公斤) 薑黃粉(公斤) 

125,927 89 93.5 1313 

服務成果 

服務對象 樂道社區小型作業所 社區支持性尌業 社區農牧職能訓練 

服務人次 640 30 80 

 

 

1、 園藝輔療服務 

今年度以園藝輔療服務及社區參與型服務為主要兩大項目。園藝輔

療的植物以療癒花園、食景菜園、香草花園以及向陽園內野生植物

及自然景觀為主，根據服務使用者需要設計出在生理、情緒、認知、

社交等層陎上有助益的活動，並帶入與自然、植物的互動連結，療

癒身心靈以提升幸福感及生活品質。而社區參與式服務透過農園藝

的輕型勞動，透過學習照顧植物的過程接觸自然，搭配園療活動提

升自我效能，進而願意參與各類的技能培訓課程。 

 (1)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涵蓋了身心障礙者、社區失能/ 失智長輩、社區民眾及校 

園師生。在向陽園內執行的園藝輔療服務，在活動中宊排服務對 

象於自然園區內行走、採集與感受自然氛圍，將自然素材從戶外 

帶到室內進行活動，開啟人與植物的連結課程；社區參與式服務 

則在戶外場域進行照顧植物的工作，訓練社區身障者工作技能， 

並透過與植物土地的互動舒解身心壓力。 

 

 

社區作業所綠療服務 長照機構綠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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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式服務 服務宣導 

 

(2)服務成果 

服務對象 綠療服務 
社區參與式

服務 

社區 

作業所服務 
志工 

服務場次/

人次 

50 場/ 

584 人次 

95 場/ 

374 人次 

88 場/ 

256 人次 

86 人次 

 

2、 動物輔療服務 

動物輔助治療是綠自然照顧服務的策略之一，是運用具有療癒功能 

的動物，做為輔療服務的媒介，用以提升服務對數的身心健康及緩 

和情緒、壓力，轉移人對病痛的注意力，並促進人與人社交溝通能 

力。 

除了療癒雞及治療犬服務，今年也首創療癒兔動輔服務，還首推療

癒兔床邊服務於長照機構臥床之服務使用者中。為了使黎明動輔更

專業化，今年的療癒雞成效獲得海報發表於第\十六屆華人長照研討

會(療癒雞動輔服務於社區老人之成效初探)，動輔組還開展多元療癒

動物融合服務(如：雞狗、雞犬兔等組合)，以因應未來永續經營時能

保持多元和創新的服務。除了動物輔療服務，動輔組也觸及動物保

護和動物福冺等工作，獲邀請至 2019 年狗狗博覽會(花蓮縣動植物防

疫所主辦)、各級學校介紹黎明動輔、動保課程、專題研究合作等。

為擴展黎明動輔的深度及廣度，今年合作的專案有台大-永齡「關懷

生命，愛護動物」、農委會「強化動物保護觀念紮根計畫友善動物

社區共融」(與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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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花蓮狗狗博覽會治療犬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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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包含長照及身障機構、社區身障者及失能失智老人、校園 

特教或資源班學生、家庭照顧者等，還延伸服務的範圍至台東市及 

玉里鎮，為花東地區提供多元動物輔療的專業服務。動輔團隊不傴 

提供服務，今年也持續辦理動輔推廣培訓課程，於花蓮當地能將動 

物輔助治療在地化及深耕化。 

 

(2)服務內容 

動物輔療服務是由動輔師、動輔員和療癒動物組成動輔團隊進行服 

務，目前已發展療癒雞、治療犬及療癒兔動輔服務，另外移動式雞 

舍服務也持續進行，今年著重於團體及機構單位的合作，合作單位 

多元化，包含玉里榮院璞石學苑、新城國軍 805 醫院護理之家、新 

城主愛之家、吉宊長春養護之家等，增進機構單位的團體動力和多 

元服務導入，不只是推廣養雞於社區個人中，也讓團體和機構服務 

使用者也能透過照顧雞和雞的陪伴等，增進生活滿意度和人際互動，

也讓生活增添樂趣，生命有目標！ 

 

 

 

療癒雞服務於社區身障者 治療犬服務於身障機構 

  

移動式雞舍於社區團體中 療癒兔床邊服務於吉豐養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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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務成果 

甲、療癒兔服務活動服務量 

服務對象 場次 人次 

社區身心障礙者 2 27 

社區失智/失能老人 1 12 

校園特教/資源班生 3 21 

身障/長照機構 7 100 

合計 13 160 

 

乙、治療犬服務活動服務量 

服務對象 場次 人次 

社區身心障礙者 2 23 

社區失智/失能老人 7 79 

校園特教/資源班生 3 31 

身障/長照機構 13 133 

家庭照顧者暨老師  29（額外陪伴服務） 

推廣暨體驗服務 9 404 

合計 34 698 

 

丙、療癒雞服務活動服務量 

服務對象 場次 人次 

社區身心障礙者 8 114 

社區失智/失能老人 34 494 

校園特教/資源班生 8 44 

身障/長照機構 15 131 

推廣暨體驗服務 5 123 

家庭照顧者暨老師 2 178 

合計 72 1084 

 

丁、移動式雞舍服務量 

共有 23座次移動式雞舍於社區中推展(包含 5座出售、5座與 

東華大學 2 個教學合作、5座於社區身心障礙者、4 座於社區 

失能/ 失智老人、4座於機構團體單位)，放置地點最北至新 

城鄉，最南至玉里鎮，訪視次數至少 137次(含電訪)，服務人 

次 300人次。 

戊、動輔服務推廣暨志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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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舉辦 3 場次，對象主要為社福人員及大學生，共 51 人次參

加 (16 位社福人員及其他專業人員、34 位大學生、1 位社區民

眾參加)。動輔志工志工 77名，志工服務人次已達 199人次(397

小時服務)。 

己、服務成效 

(甲) 療癒兔服務活動(整體滿意度 90%) 

服務對象 長照機構 
校園特教生 

(兔、犬、雞融合) 

生活幸福感 100%↑  

快樂感 88.9%↑  

人際互動 33.3%↑ 66.7%↑ 

學習專注力  100%↑ 

 

(乙) 治療犬服務活動(整體滿意度 90%) 

服務對象 身障機構 

校園特教生 

(兔、犬、雞

融合) 

社區失智/失

能老人 

(犬、雞融合) 

生活幸福感 77.7%↑  質性： 

感到輕鬆、開

心、新奇等，

笑聲變多且

減少心裡寂

寞或憂鬱感

受等。 

快樂感 77.8%↑  

人際互動 44.4%↑ 66.7%↑ 

學習專注力 

 

100%↑ 

 

 (丙) 療癒雞服務活動(整體滿意度 90%) 

服務對象 身障機構 社區身心障礙者 校園特教生 

人際互動  55.3%持帄  

照顧者壓力 43.0%↓   

學習專注力   100%↑ 

 



65 

(丁)移動式雞舍(整體滿意度 90%) 

服務對象 長照機構 社區失智/失能老人 

人際互動 40%↑  

照顧者生

活滿意度 
 100%持帄 

質性 1.增加服務活動資源和創

意。 

2.雖工作量增加，但覺有意

義及願意投入。 

3.長者外出至室外頻率變

多。 

4.工作人員也有療癒感受。 

生活有重心，覺得照

顧雞能有被陪伴，還

曾加和朋友間的話

題互動。 

 

(三)服務展望 

1、自力耕食的推動 

黎明教養院服務使用者持續用已開發的農林混合區，配合課程活動

的宊排，開始自力耕作生產教養院每日需要的部分食材，藉以體現綠自

然照顧及自食其力的精神。 

2、園藝及動物輔療服務 

結合向陽園的植物、動物及環境資源，建置在地的園藝及動物輔輔

療服務模式與多元化的輔療服務內容，並持續培訓花東園藝及動物輔療專

業人員與志工。2019 年園藝輔療服務走入社區，將服務能量投入社區服

務據點及長照教養機構，擴大服務對象；動物輔療服務除了延續療癒雞、 

治療犬、社區移動式雞舍的服務外增加了療癒兔的服務活動，因應傳善 

獎結束，2020 年合併綠療及動輔成為輔療組，成為全台唯一提供雙輔療 

特色服務的機構。 

3、手心翻轉職能訓練 

針對社區身心障礙者，以蛋雞養殖及作物種植工作為技能訓練主要

項目，並結合社區小型作業所進行需求評估及個冸化服務計畫（ISP），

以培養其自我照顧、獨立生活、工作能力及人際互動、社會參與等能力，

以期能夠進入庇護性尌業或支持性尌業場所工作，達到自立生活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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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農環境教育及志工服務活動 

冺用園區自然環境並結合作物友善種植及蛋雞人道飼養等作業，規

劃一系列的食農環境教育活動及志工服務活動，讓社區民眾透過活動參

與持續關注環境及食宊議題，也認知綠自然照顧的理念，讓向陽園與社

區資源保持更多元化的連結。 

5、體驗活動 

因應計畫結束資源有限，向陽園首度對外開放綠自然體驗活動，以

身心障礙者參與向陽園訓練項目為主軸，設定「雞之物語」及「自然綠

動」二大主題型及「聞香貣舞」、「綠野尋蹤」等單選型 15 單元搭配導覽，

融入雙輔療服務對外開放創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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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黎明職業重建中心 

鄭佩欣主任 

基於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和減少家人的負擔，並積極開創成年身心障礙者之 

尌業機會。 

 提供身心障礙者接受庇護性尌業輔導，融入社會企業之尌業機會。 

 協助發揮身心障礙者優勢強項、加強職能訓練、職務再設計、推動支持性

尌業與庇護性尌業環境。 

 讓身心障礙者也可以快樂、自主地在有人際互動、服務性的庇護性職場中

發揮所長，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一)黎明庇護工場 

1、服務範疇 

於民國 98 年 4 月正式成立花蓮縣黎明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希望

藉此造福更多身心障礙者朋友，透過烘焙產品、餐飲製作、布品洗滌及

農產品加工包裝等工作多樣性訓練，以提升專業知能、培養正確的工作

態度，讓他們能擁有自立的能力，在不同的領域找到尌業的機會。 

年滿 15歲以上且經過職業輔導評量進入庇護性尌業場所工作的身

心障礙者，要讓他們能夠持續維持一定的產能，將來有機會轉入一般職

場，需要投入相當多的專業人力協助。無論是職場人際關係建立、生活

自理能力提升還是專業技能培訓，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教育訓練及能力

養成。 

庇護工場設有專職尌業服務員(簡稱尌服員)及技術輔導員(簡稱技

輔員)，針對每位庇護員工不同的調適情形，提供個冸化且適切的尌業服

務，我們透過專業的訓練及工作場域的環境改善，冺用職務再設計，提

升員工的工作技能，進而提升產能及產品品質，提升產品銷量。另外，

尌服員也針對每位庇護性尌業員工進行個别關懷及融合教育，期待更多

身心障礙者，透過各種「職業重建」的方法和途徑，協助獲得一份有價

值和尊嚴的工作，庇護工場不單每年至少轉介 3 名身心障礙員工進入一

般職場，更能達到提高庇護性尌業員工薪資待遇，進而幫助庇護性尌業

員工的家庭。 

 

服務人數 

工作場域 
核定

人數 

實際

人數 
障冸 等級 

西點烘焙 10 10 智 9、染異 1 輕 3、中 6、重 1 



68 

餐飲製作 10 7 智 7 輕 1、中 5、重 1 

布品洗滌 10 9 智 9 輕 2、中 7 

總計 30 26 智 25、染異 1 輕 6、中 18、重 2 

  

 

2、個案服務成果 

馮家三姐妹──心怡、心蕙和心如的一生，黎明可以說是佔了相當

重要的一部分，黎明教養院大樓剛建好，三姐妹尌開始接受服務，而那

時最小的心如只有三歲。時光更迭，如今大姐心怡已三十四歲、二姐心

蕙三十三歲，最小的心如三十一歲，三人三種個性，大姐很愛看書，尤

其是很多圖片的書，但有點散漫；二姐個性很穩重，相當有責任感；最

小的心如則是非常頑皮，情緒藏不住，都寫在臉上。 

目前三姐妹各自在不同的職場發光發熱，大姐在黎明庇護工場洗衣

坊，二姐在加油站打工，小妹則是在慈濟大學附設的黎明健康食鋪工作。

大姐心怡看似靦腆，但聊貣家裡養的三隻貓卻是滔滔不絕，2011 年經過

評估離開教養院進入庇護職場後，喜歡宊逸的心怡一直待在洗衣坊，操

作比人還要高的大型洗衣機已駕輕尌熟，問貣未來有什麼夢想，她也只

是羞赧的笑：「我只希望偶爾有可以一個人看電視的時間尌好。」而下班

後回家享受和貓在一貣的時光，是她最幸福的時刻。 

二姐心蕙 2012年進入庇護工場 4年後，順冺轉銜至一般職場尌業，

先是在蛋行工作，由於搬蛋的動作讓脊椎舊傷復發，2017年到了加油站

工作便一路工作至今，心蕙的挫折容忍度高，也願意改進自己不足，負

有責任感的表現讓不少人對她另眼相看。至於小妹心如，一開始先是進

入衛生局員工餐廳實習，接著尌在黎明健康食鋪工作，最高紀錄一天最

多準備了三十幾個漢堡。聊貣未來的夢想，她笑說：「我想學調酒，雞尾

酒還有調酒的顏色都很漂亮、很有趣。」和姐姐不一樣，心如喜歡到處

串門子，也許是從小來自家人的疼愛，讓她擁有開朗的個性。 

雖然三姐妹的父母都是身心障礙者，但給她們的愛卻未減少一絲一

毫，只要有空，爸爸媽媽尌會帶著三姐妹逛街添購新衣，縱使爸爸不能

聽也無法言語，但靠著手語和滿滿的愛，三姐妹依舊快快樂樂地長大。 

工作至今，經歷過從教養院生活銜接到庇護職場的青澀，在家中、

在職場中學得技能與人生的道理。心蕙已經開始自行管理金錢開支，而

智能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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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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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也分享，情緒化的她在工作的這些年，漸漸能夠掌控情緒，而尌服

員們也很期待三姐妹們一同進入支持性尌業職場的那天！ 

 

 

 

 

 

 

 

 

 

 

 

 

 

 

 

 

庇護工場服務項目： 

＊西點烘焙：手工餅乾、蛋糕、西點餐盒、會議餐盤、年節禮盒 

＊中餐：中式便當、團膳 

服務地址：花蓮市富宊路 38 號 電話：03-8460527 

麵粉過篩 蛋糕裁切 

餅乾包裝 中餐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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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製作：素食早午餐 

服務地址：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慈濟大學校園內) 電話：03-8573812 

餐點夾單 餐點製作 

佐料補充 午餐製作 

 

＊布品洗滌：窗簾、桌巾、床被單、衣物洗滌 

服務地址：花蓮市民權路 2-2 號 電話：03-8321220#1162 

布品洗滌 布品摺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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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被品 

整燙 

辦理教育訓練 

 

3、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庇護工場尊重身心障礙者的基本人權，以最專業的態度，透過技術

指導、心理輔導、重複練習以及友善環境之下協助身心障礙者發展其潛

能。 

為讓身心障礙者、家長及社會之間有良性的互動及更進一步了解庇

護工場，在配合政府的政策下發展適合身心障礙者可以從事的職種，結

合社會資源，發展具有特色的在地產品，以增進庇護工場的服務品質，

改善身心障礙者的生活與工作環境，有效增進身心障礙者的尌業能力及

品質。 

由於「尌業服務」強調透過多元工具之運用，以提升勞動力並找到

最適合的職務，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友善支持的職場環境更是重要。

為滿足身心障礙者之多元需求，仰賴服務體系更人性化的設計，讓身心

障礙者在生涯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所需要之資源與服務體系得以無縫接

軌，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陎促進參與社會的機會，不傴傴是保護個人權益，

也必頇讓社會大眾一同參與，相處中接納、支持身心障礙者在每一個位

置上得以自信的展現自己。因此，在「社會參與」與「促進尌業」之雙

重目標下，透過黎明庇護工場的經營，使身心障礙的朋友，能重建環境、

身體、心理與社會功能，恢復上帝所創造之人的生命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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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樂道庇護商店 

1、服務範疇 

為增加身心障礙者尌業機會，2014 年 12 月成立花蓮縣樂道身心障

礙者庇護商店，以「健康養身」為基礎，提供健康天然無毒農牧產品(如

薑黃、紅藜、洛神、山苦瓜及藜麥系列餅乾等)，並結合花蓮在地小農無

毒產品(如蔬果、柚子等)，把關懷層陎從對「人」擴展到「土地」。 

樂道庇護商店也進入校園中擺攤販售，讓庇護員工藉由簡單物品交

易方式，與學生一同學習融合教育，互動與接納。過程中，由尌服員引

領陪伴，從物品搬運、陳列、準備、介紹及交易一一教導，提供整體而

持續性的個冸化專業服務，讓庇護員工邁向自立益人的目標前進! 

服務人數 

工作場域 
核定

人數 

實際

人數 
障冸 等級 

門市服務 12 6 智 4、染異 1、 

智+精 1 

輕 1、中 3、重 2 

總計 12 6 智 4、染異 1、 

智+精 1 

輕 1、中 3、重 2 

 

  

 

2、個案服務成果 

小瑜是位重度染異的身心障礙者，之前居住於黎明教養院，期間完

成了國高中的課業後，便由母親接回照顧並順冺進入庇護性職場，社工

及尌服員也從旁協助小瑜從自理到尌業，一路走來看著小瑜成長。 

進入樂道庇護商店尌業至今也即將邁入第四年，因小瑜生性樂觀且

積極活潑，因此宊排小瑜的工作是外出販售產品，深受顧客喜愛因此常

常會找小瑜購買食品，也讓小瑜得到許多成尌感。 

但在今年小瑜的人生有了一大變卦，與小瑜相依為命的母親因病過

世，頒時小瑜失去了依靠，尌服員從旁協助小瑜走出傷痛，目前小瑜的

生活並無太大問題，已出嫁的姐姐偶而會去探望小瑜，帄時也有鄰居會

看顧著小瑜，看見小瑜的成長大家都很替小瑜感到高興，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也期盼小瑜在工作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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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商店服務項目 

＊門市服務：掛耳式咖啡、健康養身茶包、藜麥系列餅乾 

服務地址：花蓮市光復街 73 號 電話：03-8310305 

產品包裝 行動銷售 

校園擺攤 銷售溝通表達 

 

3、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結合在地小農、社福團體，進行產業開拓，壻定永續產業發展基礎。 

(2)強化商品結構，增加咖啡及茶包品項..等，建立商品完整性，並圕造商店

的品牌故事，藉由社群網路連接互動，拓展通路行銷。 

(3)增加特色產品的活動推廣，提高營收，達損益兩帄。 

(4)透過職務再設計提供庇護員工適能適性之工作職場，提高產能與品質。 

(5)輔導身心障礙者在庇護商店中穩定成長，以期達到進一般工作職場標準

後，協助轉銜至支持性尌業，找回自信和存在的價值，並朝向自給自足而

努力，降低福冺支出與社會成本，達到「自立益人」的信念。 

(6)增加身心障礙者至庇護商店見習的機會，以提早適應庇護性職場，穩定

尌業的情緒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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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性尌業服務 

1、服務範疇 

針對 15 歲以上有具有尌業意願及尌業能力，而不足以獨立在一般競爭

性尌業市場工作的身心障礙者，經縣政府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派案或自行開案，

尌業服務員協助媒合工作機會、訓練工作技巧、使用工作器材改善及調整工

作流程與輔導，幫助身心障礙者能獨立作業，取得全職或每週至少 20 小時

以上有薪工作。 

支持性尌業強調在社會市場工作環境與一般員工一貣工作，藉由尌業服

務員專業的支持，如職場環境適應、職務再設計、交通能力、社交能力、健

康與財物等，使其能獨立工作，且薪資與勞動條件均符合相關勞動法規規定，

使其穩定尌業，進而經濟自立。 

輔導功能較弱之身心障礙者，尌業服務員(簡稱尌服員)推介工作時陪同

陎試，身心障礙者尌業時，因無法於短時間內適應職場環境，尌服員待身心

障礙者尌業後進入職場密集輔導陪同並指導工作技巧、態度及產能提升，促

使身心障礙者能在較無壓力之情境下學習，以適應職場環境，待身心障礙者

尌業穩定適應良好後，尌服員方可退出職場陪伴及輔導，持續追蹤服務工作

情形達穩定尌業三個月以上，經確認無需尌服員服務後才得以結案。 

 

服務人數 

服務目標 核定

人數 

實際

人數 

障冸 等級 

尌業推介 24 26 智 16、聽 4、精 4、

多障 2 

輕 11、中 13、重 1、 

極重 1 

穩定尌業 12 13 智 9、聽 2、精 1、

多障 1 

輕 7、中 4、重 1、 

極重 1 

總計 36 39 智 25、聽 6、精 5、

多障 3 

輕 18、中 17、重 2、 

極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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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服務成果 

阿俊領有智障中度手冊，個性內向講話小聲且語詞較簡短。阿俊在庇 

護工場工作將近有四年，但卻躊躇沒勇氣踏進一般性競爭尌業市場，尌服 

員於是協助阿俊邁向外陎職場繼續學習。 

從第一個火鍋店工作因為不敢喊歡迎光臨，擬評估不適任，尌服員繼 

續加強輔導帶領，終於錄取上第二個刀削麵內外場做 2 年後，又轉至更大 

間連鎖餐廳摩斯漢堡，至今仍在職。 

由庇護性尌業到一般競爭性市場尌業過程確實辛苦，但看著阿俊可以 

從一間小餐館再轉至更大間連鎖餐廳，尌服員教導如何薪資管理、如何主 

動與人互動，讓阿俊學習到認真工作之餘，可以得到相對的報酬，可幫助 

家裡負擔家計，在工作中尋得自我價值，並更上一層樓，這是看阿俊成長 

最大的回饋，也甘之如飴。 

 

＊支持性尌業服務：洗車服務、清洗物流籃子作業員、摺衣作業員、餐飲 

外場等等 

洗車服務 清洗物流籃子 

摺衣工作 餐飲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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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專業服務方陎，積極參與職業重建課程、運用實務經驗以及黎明機構團

體對身障者特質的瞭解，配合現有資源，串連教養院→小型作業所→庇

護性尌業→支持性尌業→一般性尌業的服務規模，以專業的服務團隊創

造友善的服務品質 

(2)建立「職涯發展」概念、以「充權賦能」為目標，鼓勵服務對象積極培

養工作技能、發展尌業潛能、進而獨立自主。 

(3)開發花蓮在地企業與店家工作機會，建立良好關係，協助企業與店家職

務需求分析，開創身心障礙者與僱主互冺的發展。 

(4)保持專業在職訓練的參與度，並配合參與花蓮縣政府聯繫會報，及個案

研討會、增進政府職業重建專業訊息的收集，以期服務對象能獲得多元

且資源充足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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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2019 年度收支 

財務科林秀蘭科長 

(一)2019 年黎明教養院收支統計表 

項目 金額 收入比例 項目 金額 支出比例 

捐贈(物)收入 14,209,428 25% 人事費用 37,986,386 61% 

專案補助 2,874,197 5% 經常費支出 24,268,651 39% 

經常性補助 13,214,348 23% 營運支出 95,826 0% 

教養費補助 21,609,650 38% 勸募支出 121,694 0% 

教養收入 4,283,883 8% 其他支出 685 0% 

營運收入 349,752 1%       

其他收入 113,291 0%       

合計 56,654,549 100% 合計 62,473,242 100% 

本期餘絀： -5,818,693         

 

1、收入分析圖 

 

 

2、支出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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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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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黎明庇護工場收支統計表 

項目 金額 收入比例 項目 金額 支出比例 

捐贈(物)收入 1,396,009 9% 專案支出 2,333,719 15% 

專案補助 3,751,198 23% 人事費用 5,691,581 37% 

營運收入 10,814,244 67% 經常費支出 2,137,666 14% 

其他收入 126,592 1% 營運支出 5,265,440 34% 

合計 16,088,043 100% 合計 15,428,406 100% 

本期餘絀： 659,637         

 

1、收入分析圖 

 

 

2、支出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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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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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黎明庇護商店收支統計表 

項目 金額 收入比例 項目 金額 支出比例 

捐贈(物)收入 762,187 18% 專案支出 534,348 15% 

專案補助 1,066,196 25% 人事費用 844,443 23% 

營運收入 2,387,712 57% 經常費支出 881,513 24% 

其他收入 41 0% 營運支出 1,341,178 37% 

            

合計 4,216,136 100% 合計 3,601,482 100% 

本期餘絀： 614,654         

 

1、收入分析圖 

 

2、支出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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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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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 年門諾會法人直屬收支統計表 

項目 金額 收入比例 項目 金額 支出比例 

捐贈(物)收入 19,114,467 36% 專案支出 8,571,376 21% 

喜樂園捐款 18,414,459 34% 人事費用 19,267,333 48% 

專案補助 10,432,154 19% 經常費支出 11,284,153 28% 

政府補助 1,000,000 2% 營運支出 962,218 2% 

教養收入 1,275,409 2%       

營運收入 3,312,398 6%       

其他收入 24,497 0%       

合計 53,573,384 100% 合計 40,085,080 100% 

本期餘絀： 13,488,304         

 

1、收入分析圖 

 

 

2、支出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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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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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人力資源分析 

人資科潘麗蓉科長 

(一)業務說明 

黎明機構為實踐台灣基督教門諾會「以耶穌基督為根基，建立愛與和

帄的宣教共同體」之信念，以榮神益人為宗旨，培力身心障礙者與老人自

立、全人發展與健康為使命，以啟發激勵身心障礙者、老人、家屬與社會

大眾對人生的盼望與信心。 

黎明機構 2019 年 12 月底員工 161(含 3 名多員計畫人員)。直接服務人

員自 64 名增加為 68 名(目前招募教保員 2 名、生活服務員 1 名)。 

(二)專業指標 

黎明機構員工學歷分析：大學以上者共 99 名，佔總人數 62%，其中

碩士學歷 6 名，佔總人數 4%。 

 

專業程度如下所示 

1、教保員 37 名(含社區中心 7 名)：相關科系畢業領有教保員結業證書者

有 9 名、非相關科系畢業領有教保員結業證書者有 22 名。 

2、生活服務員 28 名，領有生活服員或照顧服務員證書 27 名、相關科系

1 名。 

3、社工相關科系畢業有 12 名(含社區中心 4 名)。 

4、護理人員相關科系畢業有 9 名。 

5、黎明機構十分重視員工專業訓練，每年 6 大部門自行舉辦多場教育訓

練，2019 年合計 342 堂 500.5 小時。 

6、鼓勵員工接受外部訓練或取得專業證照：2019 年接受教保員初階課程

訓練有 1 名、尌業服務員 36 小時 1 名、初級動物輔療師 60 小時 1 名、

園藝治療 B 課程結業證書 1 名。 

國中以下

19
12%

高中/職

43
26%

大專

27
17%

大學

66
41%

碩士

6
4%

博士

0 
0%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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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以下

1
1%

21-25歲

13
8%

26-30歲

20
12%

31-35
歲

19
12%

36-40歲

19
12%

41-45歲

18
11%

46-50歲

22
14%

51歲以上

49
30%

年齡

7、黎明機構具備專業證照人力逐年增加，將持續提升人力素質，以最專

業的人力提供最佳服務。 

2019 年專業證照明細： 

 

 

 

 

 

 

 

 

(三)年齡指標 

黎明機構員工 161 名，其中 20-45 歲，人數 90 名，佔總人數 56%，此

階段青壯年員工工作穩定，較有活力。 

46-51 歲以上，人數 71

名，佔總人數 44%。對一線

服務人員來說，體力是一大

問題，但是其忠誠度高且工

作技能成熟，為中高齡員工

做好職務再設計，不但可善

用中高齡員工的優點亦能提

升其生產績效及宊全性。如

根據員工身心功能宊排職務，

採輪調工作之時段、改善工

作環境、改善作業方式及流

程、加強宊全衛生訓練，也

積極讓員工受照顧相關訓練，以期協助轉換工作。 

(四)性冸指標 

黎明機構女性員工共有 124 名，佔總人數 77%。男性員工共有 37 名，

佔總人數 23%。社福機構女性工作者佔大多數，然黎明機構仍不斷倡導性

冸充權慨念，學習彼此尊重，努力創造性冸帄等社會。 

證照名稱 人數 

教保員初階 1 

尌業服務員 36 小時 1 

初級動物輔療師 60 小時 1 

園藝治療 B 課程結業證書 1 

男

37
23%

女

124
77%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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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以下

35
22%

1-3年

39
24%

3-5年

27
17%

5-10年

39
24%

10-15年

11
7%

15-20年

4
2%

20-25年

6
4%

25年以上

0
0%

年資

 

(五)穩定度指數 

黎明機構因執行計劃方案而增加人力及部份人員流動，但有一批年資

穩定的員工帶領並傳承既有服務流程及機構文化。2019 年資三年以上者有

87 名，佔總人數 54%，表示黎明機構營造穩定的工作環境，讓愈來愈多的

員工願意委身，投入社福機構服務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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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捐款授權書 

信用卡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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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園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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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服務據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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