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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2021 豐富生命、力上加力 

文／梁桂花（黎明機構執行長） 
送走舊的一年、迎接新年到來，每每這個時期也是我們數算主恩感恩的時候，黎

明即將邁入第 44 年，從教養院的全日型照顧服務到社區型態的日間服務作業所、社區

居住，以及職業重建的庇護工場(商店)至支持性就業，黎明建構起花蓮身心障礙服務

最完整的轉銜整合系統，使得需要被照顧的服務對象有處如同家的處所可安歇，盼得

有一技之長的可以有自食其力、安身立命的工作場域。花蓮需要照顧的身心障礙者有

2 萬多人，黎明傾盡心力以 10 個服務據點，竭力守護 270 位身心障礙者及陪伴家長

(屬)共同迎向每一個階段的挑戰。 
 
永續傳愛的使命需要許多的堅持及盼望，今年期許力上加力，提供穩定紮實的服

務，讓更多身心障礙者能擁有自立益人的發展機會。2020 年雖然因著疫情的關係經費

拮倨，但我們的腳步不能停歇，因為身心障礙者迫切需要學習、成長、機會、翻轉，

如同一般人的渴望。 
 
社區服務中心在計畫補助下，服務使用者努力不間斷，展現縫紉及編織的技能，

截至年底縫製彩漾布墊(大/小 1168 片、杯墊 377 個)；肯納學員發揮優勢，團隊分工合

作，編織珍珠帶置物籃(大中小 167 個)及水壺提袋(204 個)的豐碩成果，期待將作品行

銷出去，轉換成自己的收入，身心障礙者自立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2020 年教養院面臨長照 2.0 的環境競爭，致使專業人力的招募一直難以補足，在

這過程中看見工作人員的付出及同心，竭盡心力補足補滿照顧服務的短缺，每個人掛

心想得都是為著院生，感謝工作人員及家長齊心努力撐過這段困窘時期，也期待更多

人願意投入照顧弱小的行列，在照顧上因人員的充足而力上加力奠定更優質的服務。 
 
黎明照顧性農場，期待 2021 年做一件新事，目標成立以身心障礙者為學習場域的

「方舟畜牧場」，讓有農牧興趣潛力的身障者，將農牧做為未來職業的選項。向陽園仍

將持續「手心翻轉」的計畫執行，提供身障者繼續向下扎根，未來成為安身立命的能

力。 
今年向陽園農作方面，初熟的無花果、百香果已被預購一空，接下來研擬再增加

蘿蔔的種植，除了有新鮮的蘿蔔可品嚐外，也製成辣炒蘿蔔罐裝小吃系列，成為特色

商品，將生產、加工、銷售建立產業循環，以便環環相扣、力上加力，向前邁進永續

經營。 
 
庇護商店歲末前老店新開，於 2021 年初正式營運「樂咖啡」，讓庇護員工學習時

下餐飲店面的工作技能，面對人群表達溝通的能力。庇護工場今年持續推出節慶禮盒

商品，獲得各界支持下單，同時肯定庇護員工的努力，遴選優良員工在感恩餐會中給

予表揚，期待工場(商店)多元化的經營模式，帶領更多庇護員工達到自立益人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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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們持續為黎明喜樂園的興建努力，在各界的支持下已於 2020 年 11 月 12
正式動工，然而，安置成人自閉（肯納）兒的「大肯一村」和臨托服務的「大力二

村」，所需之工程費仍在陸續勸募中；我們真切需要透過外界的支持行動幫助黎明，特

別在疫情膠著不下時，無論日常的經常費、起造建設的工程費，捐款滑落下降兩成

半，今年的寒冬尤其嚴峻，期待大家的代禱和捐款，鼓舞我們再出發的熱能，行走不

疲憊，奔跑不懈怠，如鷹展翅上騰重新得力，如期完成照顧肯納兒的「喜樂園」，造就

身心障礙者「自立益人」的目標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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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榮譽事績  

黎明教養院 

2020 年第 10 屆 
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東區初賽 
舞蹈表演團體組「第一名」 

 

2020 年第 10 屆 
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東區初賽  
平面藝術類「特優」魏賢義 

 

2020 年第 5 屆 
享受生活快樂運動「展現卓越獎」 

 



4 

2020 年花蓮縣議會舉辦運動會 
男子輪椅組 
第一名「張亨嘉」 
第二名「李伯辰」 

     

2020 年花蓮縣議會舉辦運動會 
女子輪椅組 
第一名「甘鳳玟」 

 

2020 年花蓮縣議會舉辦運動會 
男子組大隊接力賽「第一名」 

 

2020 年第 10 屆「我畫我話」 
作品名稱「我與我的小時候」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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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組織架構 

 

製表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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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遠 
職業重建中心主任：鍾京廷       行政管理部主任：林英愛 
社區服務中心主任：張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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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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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宅

教保 
自立

生活 
庇護

工場 
庇護

商店 

支持

性就

業 

核定人數 35 106 6 6 6 20 15 30 20 24 12 
推介/穩就 

24/12 

服務 
使用者 

26 98 8 4 5 19 13 24 24 22 13 26/16 

服務 
使用率(%) 

74.3 92.5 133.3 66.7 83.3 95% 87% 80 120 91.6 108.3 
108.3/ 
133.3 

年度累計 
服務人次 

5,645 31,084 1,438 931 1,023 4,549 3,044 481 886 5,808 3,432 2,772 

註：方案服務量分析請參閱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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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2020 年大事記 

一、 一月份 
（一）01月10日 社區服務中心「台北復興高中愛心嬤嬤」捐贈100,020元整。(自立生 

活支持計畫) 
（二）01月15日 黎明教養院「愛心年菜圍爐活動」花蓮市公所捐贈18桌。 
（三）01月16日 黎明教養院「全聯物資銀行實地訪視」。 
（四）01月17日 黎明教養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胡心慈教授到院參與教保員專業成長 

讀書會」。 
（五）01月22日 黎明教養院「相約作公益及黃翠盈小姐捐贈手作枕頭套杯子蛋糕」。 
（六）01月22日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參與「2020鴻海嘉年華愛心市集活動擺攤」。 
（七）01月23日 黎明教養院春節省親假返家啟動。 
 
二、二月份 
（一）02月05日 黎明教養院「文化局江躍辰局長元宵致贈燈籠130個」。 
（二）02月07日 黎明教養院「安致勤資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捐贈黑孩子曬太陽米 

200公斤」。 
（三）02月10日 黎明教養院「花蓮市公所到院發放春節加菜金1萬元整」。 
（四）02月26日 黎明教養院「9號髮妝到院義剪」。 

 
三、三月份 
（一）03月12日 門諾會「2020年第一次董事會議」。 
（二）03月16日 黎明教養院「皇家國際同濟會捐贈愛心物資及捐款5,000元整。」 
（三）03月29日 美崙門諾教會「黎明主日」。 
 
四、四月份 
（一）04 月 07 日 黎明教養院「君達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茶樹精油潔手凝膠。 
（二）04 月 17 日 黎明教養院「金樹慈善基金會到院捐贈洗衣脫水機 42 萬元、口 

罩。」 
（三）04 月 17 日 職業重建中心「門諾醫院暖心挺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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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04 月 24 日 黎明教養院「慈濟基金會捐贈 6 支額溫槍及 48 罐福慧增粥」。 
（五）04 月 24 日 黎明教養院「花蓮縣婦女成長關懷協會捐贈 2 萬元」。 
 
五、五月份 
（一）05月01日黎明向陽園-李宏韡獸醫師及友人捐贈方舟農場雞舍及輔療人員年薪。 
 
（二）05月18日-22日 黎明教養院「春季親子活動」。 
（三）05月20日 黎明教養院 「金樹慈善高爾夫球協會」隔離室捐贈儀式。 
（四）05月31日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參與「門諾會富安教會活動擺攤」。 
 
六、六月份 
（一）06月13日 公共事務部「台北美麗華捐血義賣活動」。 
（二）06月19日 黎明社區服務中心「上半年家長會座談會」。 
（三）06月19日 黎明教養院「花蓮港務局到院捐贈端午節慰問金」。 
  
七、七月份 
（一）07月17日 黎明教養院「仁寶採購中心SDBG單車行到院捐款」。 

 
（二）07月20日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金樹慈善高爾夫球盃捐贈儀式」。 
（三）07月24日 黎明教養院「台中石岡國中由鼓創藝術指導到院公益表演」。 
八、八月份 
（一）08月15日 黎明教養院「台中手工具公會黃理事長一行10人到院捐款3萬元」。 
（二）08月20日 黎明教養院「台北醫學大學-杏聲合唱團一行17人到院關懷表演」。 
（三）08月25日 黎明教養院「愛不迷路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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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月份 
（一）09月01日 黎明機構「主管共識營」。 

 
（二）09月06日 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長到院訪視。 

 
（三）09月12日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2020中秋節聯合行銷活動」。 
（四）09月17日 黎明喜樂園「動工感恩禮拜」。 

 
（五）09月20日 公共事務部「台北晶華酒店【閃耀晶華讓愛長久】公益捐血活動」。 
（六）09月30日 職業重建中心109年度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業務評鑑。 
 
十、十月份 
（一）10月11日 職業重建中心「107年度-108年度庇護性就業服務評鑑」。 
（二）10月17日 公共事務部「好事愛花聲音樂日」。 
（三）10月21日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庇護性就業服務評鑑。 

(黎明庇護工場及樂道庇護商店)  
（四）10月22日 黎明教養院「家長會座談會」。 
（五）10月23日 黎明教養院「秋季親子活動」。(國立花蓮特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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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月23日 社區服務中心「身心障礙者日間作業所設施服務評鑑」。 
（七）10月25-26日 門諾會第63屆會員代表大會。 
 
十一、十一月 
（一）11 月 1-2 日黎明教養院「台北晶華酒店主廚陳春生下鄉公益心義煮」。(向陽園) 

 
（二）11 月 26 日 黎明機構「感恩禮拜」。     

 

（三）11月15日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參與「至崇德國小校慶園遊會設攤活動」。 
（四）11月24日 黎明教養院「台電花蓮營業處吳耀民處長等一行人致贈慰問金」。 
（五）11月25日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109年度庇護員工家長座談會」。 
（六）11月25日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年度感恩餐會暨年度優良庇護員工表揚大會」。 
（七）11月25日 睦福樂團獲得特殊奧林匹克規律運動人口增長計畫「創新卓越獎」。 
（八）11月26日 黎明教養院「下半年家長會」。 

 

（九）11月27日 黎明教養院「下半年秋季親子活動運動會」。 
（十）11月28日 黎明教養院「全國身心障礙才藝大賽總決賽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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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月 
（一）12月02日 黎明教養院「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捐贈薑餅屋」。 

 
（二）12月12日 黎明教養院「信義房屋補助計畫睦福樂團表演台北行」。 
（三）12月13日 黎明教養院「睦福樂團前往門諾會文華教會主日請安」。 
（四）12月15日 黎明教養院「花蓮港務局報佳音」。 

 
 

（五）12月17日 職業重建中心「庇護工場烘焙坊消防演練」。 
（六）12月22日 黎明教養院參與「2020曬被節活動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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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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做在我身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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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養、就醫、就學、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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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面向：透過品質、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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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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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位的教保員完成初階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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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QS 的架構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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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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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多面向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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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運用友善農耕的方式，讓服務使用者體認自食其力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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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服務更具安全及果效。 

(3) 建構完整專業服務資訊系統  

完成個別化服務計畫系統提升(串聯)，將各專業評估服務使用者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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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化服務計畫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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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標準及個別化服務學習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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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完成 16 場次。因新冠

狀病毒疫情的關係，很多場邀約無法前往。相對地服務使用者也

很失望，他們希望將自己的歡樂傳遞給大家。 

乙、增加動輔方案：於 2017 年起增加老母雞飼養以及狗醫師的培

訓。 

幼犬小不點從出生三個月開始就在工作人員細心照顧下參加一系

列狗醫師培訓課程，通過考試後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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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達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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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性別教育宣導教育：2020 年得到社家署委託心路舉辦的性

侵害安全教材教法的宣導，從 8 月開始著手進行性安全的教學與

教案的討論，因外督的介入，讓我們的教材更豐富，教導策略更

多元與活潑，   

丁、促進心靈關懷服務模式：學習感恩及關心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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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人，原住民佔 29％，低收入戶

佔 29%，年齡分佈以 30 至 45 歲最多，其次 18 至 30 歲。 
原住民 
人數統計 

服務使用者福利 
資源人數統計 

服務對象年齡層 
分佈統計 

  

 

 
◆日托服務 26 位，住宿照顧 98 位，無親屬 10 位。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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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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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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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開始面臨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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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紅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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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重大挑戰。 

以下是黎明教養院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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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單親家庭 16%，手足照顧、旁系照顧、

子女照顧及失依共占 39%。單親、手足、旁系、失依已占全院一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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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皆會面臨巨大挑戰，該如

何克服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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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雙親家庭 55 
手足照顧 26 
旁系 11 
失依 10 

子女 1 

其它 1 

合計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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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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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25 125 122 122 123 125 125 125 124 124 124 

當月服

務總人

次 
2710 2914 3326 3150 3372 3168 3084 2934 2988 3321 3225 3384 

 

 

2020 年 
入院來源分布 
醫療院所 1 
教育體系 0 
機構 

(含作業所) 
2 

案家申請 1 
總計：4 案 

 

 

2020 年 
離院分布 
機構 3 

案家(社區) 1 
死亡 0 
總計：4 案 

 

 

2020 年 
諮詢來源 

教育體系 2 
民間機構 8 
縣府社政 7 
案家諮詢 41 

總計：58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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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管理 

甲、年度健檢分析: 
2020 年年度健康檢查共計 122 人次受檢，根據執行健康檢查 

紀錄統計結果顯示:除血壓異常與去年相較均異常數上升，血液及 
生化功能比較與去年相較均異常數下降。寄生蟲感染共計 5 名(無 
症狀)，列入隔離管制及治療追蹤治療至結案。2020 年體重分析: 
體重過輕佔 9.8%，與去年相較↓4.5%；體重過重佔 46.7% ，與去 
年相較↓6.2%。2020 年胸部 X 光:正常佔 67.2%，異常結果分析以 
胸椎側彎居多共 16.4% 。今年度疑支氣管炎/肺炎及心臟問題明顯 
增加各佔 6.6％及 8.2％。2020 教養院劑檢異常追蹤與處置如下圖: 

 
             2020 年教養院健檢異常追蹤/處置 

 
2020 年骨質密度檢測正常佔 53%，異常佔 47%，2021 年持續推動 
骨鬆防治計劃策略:確診進行藥物治療，全院推動骨鬆保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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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健康促進具體策略：持續運用指導單及衛教宣導講座

提供保健資訊、持續進行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複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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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保組持續追蹤及進行家屬瞭解醫療計劃配合度。 

體位管理:加強健康促進氛圍及持續營養促進計劃配合、落實

班級體適能課程執行及推動。 
年度疑支氣管炎/肺炎及心臟問題明顯增加，已列入醫療追蹤，

並針對吞嚥此議題列入 2021 年訓練規劃。 
持續推動骨鬆防治計劃策略:配合藥物治療及全院推動骨鬆保

健策略及適度日照，並二~三年複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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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完成追蹤 702 人次。 
2020 年也完成健康促進管理及慢性病管理系統建置，透過資

訊化，以利健康管理。 
具體策略：持續善用院內駐診醫療支援及鄰近診所配合，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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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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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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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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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院內就醫共 2,571 人次(家醫科:830 人次；身心

科 451 人次；牙科 522 人次；復健科 768 人次)，院外就醫共 612

人次、非計劃性轉急性醫院及住院比例為 11.7%。醫療服務與上

年度比較明顯增加，顯示出服務使用者健康議題及意外事件須重

視。 

戊、復健服務：復健治療共計 37 人，服務共計人次 2,488(院內物理治

療共 2,340 人次，院外職能治療 144 人次，院外物理治療 4 人

次)。個人輔矯具申請:轉介評估共計 18 人次；輔具服務:修繕共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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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人次，2020 年全院齲齒盛行率為 37.1%，

2020 年與 2019 年相較，整體增加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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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使用者訓練由教保組納入潔牙口腔課程訓練課程安排

2021 年度口腔保健防治照護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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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堂，宣導內容含預防保健 5 堂；健康講 

座 5 堂；感控宣導 6 堂；營養講座 3 堂，服務人次共計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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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至少 6 小時，專責負責人需至少 8 小時，2020 年度共開課 8 堂 

11/20 慈濟大學感控宣導 9/4 花蓮市衛生所感控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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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時)，參與人次共計 262 人次。 
          (丙)急救課程:2020 年辦理兩場意外事件處理(含呼吸道異物哽塞急救 

法、CPR 操作及演練) ，參與人次共計 125 人次。 

壬、營養服務: 
(甲)營養師每月進行營養評估，設計適當之飲食類別。利用具體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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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持續個人餐及保溫餐車推動，飲食類別有糖尿病餐、減 
重低油餐、低普林餐、特餐等..。院內飲食類別統計如下: 

 
(丙)體位管理:持續配合教保組體適能活動及飲食控制進行減重計劃。 
(丁)每周四及五下午營養師進駐機構，若有相關營養諮詢，可以提出 
   申請諮詢及持續推動吞嚥等照護指導(預 2021 年安排持續課程)。 

 
 
 
 
 
 
 
 
 
 

癸、健康系統開發:2020 年開發進度:完成健康照護系統開發；營養系統開發 

完成 44%；感染系統完成 94%；長照指標系統尚未開發，預計 2021 年持 

續開發並完成。 
  

營養諮詢服務 新入住營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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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成果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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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春季親子活動 2020 年春季家長會 

 
 
 
 
 
 

2020 年秋季親子活動 
 

2020 秋季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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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人次。因新冠肺炎，期間不對外開放志工服務及院內

參訪、委內辦理活動等。 

項目 
服務

類別 
人

次 
單位 服務內容 

1 
服務

志工 
375 

康橋中學、東華、慈濟、慈濟科

技、中山醫學大學等大學、社會

人士、學術交流基金會 

陪伴服務使用者

參與課程、活

動。 

2 
資源

志工 
17 9 號髮妝、郭小姐、卿菜企業社 剪髮 

 

 
 
 
 
 

 
 

 

 

2020 暑假康橋志工 9 號髮妝義剪 
2020 秋季親子活動 

(東華大學及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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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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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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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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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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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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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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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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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肯納成立至今已多年，對於肯納兒，很多人可能很難想像，多

年前專區的肯納兒咬手、吼叫、暴衝、破壞等等的行為問題，多年後的

我們，教保員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他們就能理解可以或不可以，這

些訓練並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彼此間的溝通，雖然情緒問題還是有，但我

們仍秉持著以正向行為支持來改善肯納兒的特殊行為問題以及情緒問

題，並運用結構式教學讓教室環境結構化、作習時間結構化、視覺環境

結構化、工作制度化，希望能「用愛理解，用對方法」來教導我們的肯

納兒，得到適應的照顧，期待肯納兒能成為一個有喜樂的人，進而邁向

自立益人，幫助自己也幫助他人，期待機構能幫助更多家庭，讓更多的

父母親安心，可以放下一些牽掛。 
2、服務範疇 

(1)服務對象︰專區目前服務 19 位肯納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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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化服務計畫擬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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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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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問題， 



27 

在受挫時才能力圖解決面臨到的困難，情緒行為或破壞物品表現的方 
式，可能是肯納服務使用者僅有或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教導服務對象 
替代的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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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指派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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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正常人還要快，各專業與一線工作人員除了日常照護之外更需特別

注意身體機能的變化與疾病的產生。 
小民(化名)是中高齡專區服務使用者，2020 年 8 月進行頸椎狹窄開

刀，手術後須佩戴頸圈，排尿時需使用尿管，照顧上須要非常小心，每

天必須有工作人員陪伴做踏步訓練，因團隊努力照顧及復健下，小民於

11 月拆除頸圈，目前已可以在復健跑步機上走 1 個小時。 
小美(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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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確診為乳癌，

後續進行右側乳房切除、電療及化療，於 2019 年 9 月 18 日完成共 21 次

電療、於 2020 年 2 月 5 日完成共六次化療，每三個月例行返診乳房外科

門診，每兩個月例行返診血液腫瘤科人工血管。 
2020 年 11 月小美出現嘔吐情形經核磁共振檢查追蹤報告顯腦下垂

體及周邊骨頭影像有異常，在 12 月經醫師證實為癌症轉移至腦部。 
當確認是癌症轉移時，經與父親及醫師討論，告知小美目前狀況，

小美表示會繼續努力接受治療，目前持續電療及化療中。 
中高齡服務透過每一個專業組別的協助，致力讓服務使用者都能在

黎明教養院獲得最好最安心的服務。 
 

 
小民每日的踏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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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範疇(圖表社工) 
(1)服務對象：中高齡專區有 35 位服務使用者，日間 1 名，住宿 34 名，

ADL60 分以上 7 位，60 分以下 28 位。 
         

服務對象年齡分布圖 

 
 

30 歲

以下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60
歲 

61 歲

以上 
3 4 7 3 2 7 6 3 

 
(2)服務型態：24 小時住宿照顧服務。 
(3)服務規劃：2021 除了一般八大領域的課程外，持續帶領 STS 運動、寵

物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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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親子運動會 2020 年社區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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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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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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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項目 單位 期間 備註 

計畫 

在職教育訓練計畫 花蓮縣政府 2019/3〜12 月 工作人員 
2020 年 Lativ 米格國際--睦福樂團 Lativ 米格國際 2020/1~2020/12 服務方案 

2020 晶豪接棒啟程計畫 晶豪科技基金

會 2020(全年) 服務方案 

2019~2020 年全國勸募 衛生福利部 2019/06/01~ 
2020/05/31 服務方案 

2020~2021 年全國勸募

(2020/06/01~2021/05/31) 
衛生福利部 2020/06/01~ 

2021/05/31 服務方案 

2020 年到心到手心智障礙者技能

訓練情緒陶冶服務計畫 
花蓮縣政府緩

起訴金 
2020/04/06~ 
2020/09/30 服務方案 

無家屬個案健檢&團體險費用 捐款連結 2020(全年) 服務方案 
特殊個案健檢&聲請監宣鑑定費用 捐款連結 2020(全年) 服務方案 
勤勞基金會上半年工讀生 勤勞基金會 2020/03〜06 月 服務方案 
勤勞基金會暑期工讀生 勤勞基金會 2020/07〜08 月 服務方案 
2020 年勤勞基金會下半年工讀計

畫 
勤勞基金會 2020/09〜12 月 服務方案 

富邦公益大使-營養品 富邦慈善基金

會 2020/05〜12/31 服務方案 

2020 年「全聯物資銀行_身心障礙

及婦女服務類」實物捐贈專案 

財團法人全

聯慶祥慈善

事業基金會 

2020/03/04~ 
2020/12/20 服務方案 

端午物資捐贈 財團法人佛教

佛乘宗基金會 
2020/05~ 
2020/08 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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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 
2020/12 服務方案 

2020 年花蓮縣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花蓮縣政府 2020/07/04~ 
2020/08/01 服務方案 

2020 年身心障礙者機構特別處遇 衛生福利部 2020/09~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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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單位 期間 備註 
費(含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躍升

計畫) 
2021/01 

2020寵物犬物資計畫 
福壽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全年) 寵物飼料 

改提送伙食費 
創為精密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12 月 服務方案 

2020年黎明教養院醫療耗材計畫 曾水照基金會 2020/05~12 月 服務方案 

身心障礙者及老人需求服務計畫 花蓮縣政府 2020(全年) 服務方案 

設施

設備 

充實設施設備更新計畫 應柴基金會 2020/06〜12/31 設施設備 
黎明教養院醫療設備及耗材需求計

畫 
益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0/01〜11 月 設施設備 

黎明喜樂誌 NO.158 (2020 年 3 月

號) 
活泉公益信託

社會福利基金 2020/04〜06 月 設施設備 

老化專區新增設施設備 
花蓮縣政府 

2020/04〜10 月 設施設備 

廚房排風管修繕工程 2020/07~2020/12
月 設施設備 

黎明教養院 7 樓新增隔離室補助計

畫書 金樹慈善基金

會 

2020/05~ 
2020/12 月 設施設備 

洗衣機  
職業重建-布品洗滌 

2019/04〜10 月 設施設備 

充實設施設備及修繕計畫書 花蓮縣政府 2020/04〜10 月 設施設備 

新增設備計畫書 

財團法人敬典

文 教 基 金 會

(2021 壽山盃

公益募款高爾

夫球賽) 

2020/05~12 月 設施設備 

太古集團基金會補助計畫案 太古集團基金

會 2020/12 月 設施設備 

衛生福利部充實設施設備計畫書 衛生福利部 2020/04~ 
2020/12 月 設施設備 

活動 
春季親子活動(上半年)「森呼吸」 

花蓮縣政府社

會處 
鳳林鎮公所 

2020/5/18 
2020/5/19 
2020/5/21 
2020/5/22 

1.單車步道 
2.北濱公園 
3.溜冰場 
4.太平洋公

園 
秋季親子活動「舞動青春飛躍活力 
秋·大家一起動起來」 

花蓮縣政府 2020/11/27 
國立花蓮特

殊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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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單位 期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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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協

助等 

食物銀行、公

家單位、民間

企業等 
2020 年(全年) 視家庭 

狀況 

輔具 
輔具補助 花蓮縣政府 2020 年(全年) 輔具費用補

助諮詢 

其他 
富邦補助卡 門諾醫院 2020 年(全年) 醫療補助 
尿布補助 天心慈善協會 6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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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安全照護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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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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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安 
全照護的重要，維護【被照護者】與【照護者】的權益，全面提升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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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淑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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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宅支持服務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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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宅教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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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宅支持服務則針對第

一類心智障礙者生活自理功能進行到宅輔導與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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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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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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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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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服務分享 

2020，對社工來說是充滿感動與成就感的一年!感動與成就感，來自服

務使用者小蕊的努力。 
小蕊原本青春靓麗的人生停在 18 歲高中畢業那年。因為一場車禍，失

去了心愛的男友，自己困在了輪椅上，生活的天翻地覆讓小蕊多年來仍無

法走出傷痛與失落，更因為小蕊是極度感性與溫柔的小女孩，只要有親人

與愛犬離世，都會讓她再次墜落無邊的黑暗中，不斷地想要結束不快樂的

人生。 
社工在一年多的陪伴中，鼓勵小蕊思考：怎樣的人生才會快樂?自己想

要怎樣的生活? 
小蕊希望未來也能夠幫助別人，也想要當社工，也許，坐在輪椅上也

能做個助人工作者，並以自己肢體障礙的經驗去激勵其他身障者。社工鼓

勵小蕊回到學校，選擇社工專業重新讀書。 
4 月份，小蕊又因為感情挫折萌生自殘的想法，社工傾聽小蕊分享無

力承受感情的糾葛和親友生病的痛，但也知道自己若真的選擇離開，媽媽

會有多痛苦。發洩過後，小蕊突然提到想要參加職訓，今天就是報名截止

日! 
社工陪同小蕊完成職訓報名，隔天狂打電話催小蕊起床去考試。一週

後，社工接到小蕊打電話通知【我錄取了!】兩人一陣歡呼，這是小蕊邁出

的第一步! 
職訓的三個月中，社工不定期接到小蕊電話求助:【我心情又不好了，

妳來幫幫我。】願意求助、願意說出心裡的想法，是小蕊邁出的第二步。

職訓結訓當天，社工很開心地一同慶祝小蕊努力克服失眠的困擾，天天堅

持早起，狂風暴雨也騎著加掛電動車頭的輪椅來上課，終於完成了參加職

訓的目標。 
接下來小蕊報名了空大的社工學分班，假日回到學校上課，她常常覺

得讀書太難了，社工告訴小蕊:【讀書不難，堅持與恆心最難。】有了目標，

小蕊也開始訓練自己正常的作息時間。 
11月楊華美議員辦公室與花蓮縣自己生活協會合辦最瘋狂的旅程影展

及鼓勵身障者提案執行最瘋狂的旅程，社工第一個就想到小蕊，電話那頭

的小蕊馬上冒出一句:【我想要救援浪浪】。 
這麼大的目標真的嚇到社工，經過討論，小蕊自己完成了最瘋狂的旅

程徵件提案。12 月 27 日 提案者得到花蓮文創園區進行提案說明與爭取現

場觀眾投票，社工好擔心小蕊臨時怯場沒有出現，不斷電話提醒，當天再

確認，小蕊出現在會場的當下，社工開心擁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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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小蕊眼眶含著淚水說:【我最痛苦的那段時間，是狗狗陪著我走過來，

我願意付出承諾去照顧浪浪，讓浪浪短暫的生命中感受到溫暖，如果坐在

輪椅上的我都能做到，或許能鼓勵更多人投入愛護生命的議題。】 
看著眼前為了自己的夢想侃侃而談的小蕊、看著台下聽眾肯定的眼神，

小蕊家人全員出席的陪伴與支持，社工為小蕊的勇敢感到驕傲。 
當現場唱票結果宣布:最瘋狂的旅程得獎的是小蕊! 
小蕊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很感謝現場觀眾的投票支持，希望能透過

最瘋狂的旅程支持，讓長久以來救援浪浪的夢想成真，也謝謝家人的支持，

明年會再來分享最瘋狂的旅程的成果。 
 

 

 

職訓結訓典禮 報名參加職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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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最瘋狂旅程獎 堅持著救援浪浪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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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間的規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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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受機構安置、未聘雇看護(傭)、未領有政府 

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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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名，男性 15 名、女性 9 名，總服務 886 人次

（男：642 人次、女：244 人次） 
(2) 個人助理服務提供:服務 24 人(男 15 人、女 9 人)，服務人次為 876 人

次(男 634 人次、女 242 人次)；總服務時數 2544 小時（男：1829.5 小

時、女：714.5 小時）。 
(3) 同儕支持員服務提供:服務 6 人(男 4 人、女 2 人)，服務人次為 10 人次

(男 8 人次、女 2 人次)；總服務時數為 16 小時(男 14 小時、女 2 小時) 
(4) 專業服務人員:曾提供服務的個人助理共計 18 人(男 6 人、女 12 人)；

同儕支持員共計 1 人(女) 
(5) 資源連結：申請縣府低收住院看護補助 1 人、黎明教養院尿布補助 1

人、申請鄭豐喜肢體障礙子女獎學金及宣捷防災人才獎學金 1 人。 
(6) 訓練辦理：1 場次同儕支持員職前訓練(完訓 8 人)；1 場次個人助理職

前訓練(完訓 23 人)，已有 8 人開始提供服務。 
(7) 宣導活動：辦理 26 場次，84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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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訓練-人導法 陪同就醫（花蓮慈濟醫院） 

 
 

自立生活與生活動重建外展活動 個人助理職前訓練 

  
同儕諮詢服務（秀林鄉） 瑞穗新案第一次服務（陪同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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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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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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向身障服務單位、家

庭照顧者服務提供單位、社區長照服務單位進行服務宣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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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提供的目標。 

(3) 培力身心障礙者同儕支持員，規劃同儕支持員團體及訓練課程，辦理身

心障礙者同儕支持活動，鼓勵分享生命經驗，引發想望與夢想及自立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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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愛蓮社區作業所 

1、 服務分享 
     小恩是同時有兩種心理症狀(焦慮和憂慮)的智能障礙者。開心時，笑

起來真古錐；不開心、躁起來無人可擋。1 月初時，正當小恩期待家人從

外地搬回家同住的喜悅時，社工和教保員發現小恩發生因焦慮而產生的吼

叫及不停翻東西等行為越來越多。過了幾星期，家屬表示小恩在家時出現

的焦慮行為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強烈，醫師建議須接受住院治療。 
    治療期間，社工和教保員到醫院探視小恩之後，不斷思考未來如何繼

續在作業所服務如同小恩這類情緒不穩定的智能障礙者。小恩預備出院時，

醫院社工來電諮詢表示小恩跟家屬希望出院之後，仍能回到愛蓮作業所接

受服務。 
   社工開始重新評估小恩重返作業所的可能性，經由社工和教保員共同

家訪後，發現小恩的心理症狀已明顯改善。教保員和社工都清楚知道，接

下來須盡快提供小恩適應群體生活跟參與作業活動的場所，便盡快安排小

恩回到愛蓮作業所。 
   目前在教保員支持輔導之下，重新學習作業活動。社工持續透過與家

屬電話討論，請家屬協助記錄每日返家情緒行為紀錄表，瞭解小恩在家裡

狀況以及藥物治療狀況。小恩現在依然有焦慮和憂慮的心理症狀，但教保

員和社工都發現小恩是願意做事，也喜歡來愛蓮作業所。有時若情緒高漲

時，教保員會讓小恩轉換成小幫手的角色，做些傳遞物品等事務。情緒穩

定時，則可以和同儕共同完成作業活動。 
    作業所除了作業活動訓練外，也輔導學員穩定情緒並加強人際互動，

透過安心的環境協助學員在學習中成長。小恩的成長雖然相較其他同儕來

的慢，情緒表現仍時好時壞，但家屬和教保員以及社工，都能感受小恩也

在嘗試如何跟大家成為好朋友。 

 

  
專注著操作紙盒代工 零用錢自己(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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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著框線裁剪布 跟著同儕一起操作咖啡代工 

 
2、 服務範疇 

(1)服務對象：招收 20 名 15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以第一類障別為優先)，且

具生活自理能力；未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者；有意願並經

作業所評估可參與作業時間每日 4 小時者。 
(2)服務精神：強調融合社區資源，並依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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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號。 
(4)服務時段：週一至週五，08：00 至 16：30 止。 

3、 服務成果 
(1)全年度服務人數：總共 19 人(男 11 人，女 8 人)、總服務 4,549 人次。 
(2)資源連結：共 28 個。 
(3)宣導活動：總共 19 場次(685 人次)。 
(4)獎勵金：總共 125,800 元。 
(5)轉銜就業：總共 2 位(1 位轉銜庇護工場、1 位轉銜安心及時上工) 
(6)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緩刑支付金補助計畫：補助講師費及教材費協助開發

手作產品。 
(7)家長座談分享會議：總共 2 場次(6/19，8 位家屬)、(12/12，9 位家屬)。會

議內容包含辦理情形報告、相關規範注意事項說明、意見交流、申訴管道

說明、滿意調查分析報告意見交流和 2021 年重要發展等。 
(8)社區適應活動：共辦理 21 場次，活動內容包含 199 賣場購物、花蓮市區

麥當勞、花蓮電影城、花蓮市區五路鍋聖/中山公園、好樂迪 KTV、到郵

局存錢、搭公車初體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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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作業活動-縫紉 代工作業活動-咖啡 

 

 

職場體驗活動 消防逃生演練 

 
 

社區融合活動-看電影 社區適應-練習搭公車 
 

4、 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人數拓展：以 20 位服務使用者為服務人數之目標，持續與縣府、社福單

位和教育單位等單位，辦理業務宣導及開案評估。 
(2)服務滿意度提升：依 2020 年服務滿意調查分析結果進行服務改善和修改

題目，包含獎勵金發放方式、心願商店兌換點數計算方式、重新設計參與

成果評估之題目、如何增加家屬之間互動等。 
(3)試辦自我倡議活動：申請 110 年度社會福利緩刑支付金補助計畫，包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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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倡議課程、自我倡議培力、自我保護課程、社區融合體驗和生活學習體

驗挑戰營之 5 大面向。促使服務使用者學習表達個人期望，以及推派一名

學員及一名專業人員參與智總訓練計畫。接著透過社交互動行為，接觸不

同族群文化和年齡層之居民。另藉由多元教學之素材學會 2 種瞭解自我

性別及 2 種自我保護方式。最後藉由多元的任務設計及合作互動過程，學

習生活技能與嘗試冒險與負責。並擴大邀請家長參與，透過活動讓家長看

見子女的表現，增進家屬對子女學習自我決策的信心。 
(4)鼓勵就業：依服務使用者和家屬需求，提供就業轉銜(介)或就業職訓等相

關資訊，促使服務使用者體驗就業場域或辦理轉銜會議及轉介職業輔導

評量。 
(5)加強家庭服務計畫：提供依服務使用者及家屬需求之服務，服務目標是從

家庭的優弱勢分析(家庭概況、需求、支持目標)之後，社工提供對應資源

及關懷，形成短期的家庭支持之個別化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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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樂道社區作業所 

1、 服務分享 
    小紋喜愛嘗試學習新事物，還記得她剛到樂道時對於雞蛋擦拭、蚓糞

養殖和珍珠帶編織等作業活動，都很好奇詢問社工和教保員很多問題，例

如：母雞如何生雞蛋、蚯蚓為何會大便，此時教保員總是耐心說明，小紋

聽完說明後較能開心地做作業活動。教保員在一次午休時，與小紋聊到家

裡生活狀況，小紋迴避的態度，讓教保員感受到小紋的煩躁及擔憂。社工

在會談過程，小紋除了提出自己對於家庭成員的看法，同時也提出自己在

樂道有些無聊。 
    教保員和社工都感受到小紋的學習動機跟好奇心逐漸地被動，口語表

達的意願也降低，於是和小紋達成每週寫心情分享紀錄的共識。從小紋心

情分享紀錄裡得知，覺得無聊的原因是對作業太熟練以及跟家屬互動時的

問題。 
    教保員藉由同儕支持方式，邀請小紋擔任小幫手，讓小紋瞭解自己個

人作息安排，所以提供 1 個專屬白板，填寫自己的一週行事，接著安排小

紋參與進階的珍珠帶編織工序。另一方面社工藉由不定期跟小紋聊天和鼓

勵方式，反覆確認小紋在樂道作業所的適應情形，以及連結玉榮聯合諮商

的資源，與身心科醫師、諮商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共同討論支持策略。 
    在教保員和社工的長期支持輔導之下，小紋現在能獨自做出珍珠帶編

織籃，也懂得使用心情分享紀錄的方式，反應自己的心情和想表達的事情。

小紋在這過程，學會的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情，還有越來越肯定自己的能力，

而在 12 月份時，小紋明確地跟教保員和社工提出明年想嘗試想到外面工

作賺錢的想望。 
 

  
左右上下，整整齊齊 努力擦拭著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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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其他同儕，討論事情 專屬自己的行事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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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之間，能於每日執行作業活動 4 小時者；以吉安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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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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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度服務人數：總共 13 人(男 11 人，女 3 人)、總服務 3044 人次。 
(2)資源連結：共 19 處。 
(3)宣導活動：總共 19 場次(685 人次)。 
(4)獎勵金發放：總共 119,690 元。 
(5)轉銜就業：總共 1 位(1 位轉銜安心及時上工)。 
(6)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緩刑支付金補助計畫：補助講師費及教材費，支持產品

開發。  
(7)家長座談分享會議：總共 2 場次(6/19，8 位家屬)、(12/12，9 位家屬)。會

議內容包含辦理情形報告、相關規範注意事項說明、意見交流、申訴管道

說明、滿意調查分析報告意見交流和 2021 年重要發展等。 
(8)社區適應活動：共辦理 5 場次，活動內容包含東華大學半日遊、光復糖廠

一日遊、社區遊樂設施初體驗之打保齡、社區遊樂設施初體驗之好樂迪舒

壓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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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作業活動-珍珠帶編織 代工作業活動-雞蛋擦拭 

  

社區適應活動-保齡球館 社區適應活動-光復糖廠 

 
 

綠自然輔療活動 自我倡議活動-班會 
 

4、 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 人數拓展：以 15 位服務使用者為服務人數之目標，持續與縣府、社福 

單位和教育單位等單位，辦理業務宣導及開案評估。 
(2) 服務滿意度提升：依 2020 年服務滿意調查分析結果進行服務改善和修 

改題目，包含獎勵金發放方式、心願商店兌換點數計算方式、重新設計 
參與成果評估之題目、如何增加家屬之間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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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自我倡議活動：申請 110 年度社會福利緩刑支付金補助計畫，提

報計畫以內容包含自我倡議課程、自我倡議培力、自我保護課程、社

區融合體驗和生活學習體驗挑戰營之 5 大面向。首先促使服務使用者

學習表達個人期望，以及推派一名學員及一名專業人員參與智總訓練

計畫。接著透過社交互動行為，接觸不同族群文化和年齡層之居民。

另藉由多元教學之素材學會 2 種瞭解自我性別及 2 種自我保護方式。

最後藉由多元的任務設計及合作互動過程，學習生活技能與嘗試冒險

與負責。並擴大邀請家長參與，透過活動讓家長看見子女的表現，增

進家屬對子女學習自我決策的信心。 
(4) 轉銜就業：持續依服務使用者和家屬需求，提供就業轉銜(介)或就業職 

訓等相關資訊，促使服務使用者體驗就業場域或辦理轉銜會議及轉介職 
業輔導評量。 

(5) 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提供依服務使用者及家屬需求之服務，服務目

標是從家庭的優弱勢分析(家庭概況、需求、支持目標)之後，社工提供

對應資源及關懷，以便形成短期的家庭支持之個別化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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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區居住服務 

1、 服務分享 
小軒三年前從全日型住宿式機構轉至社區居住並使用社區日間作業所

服務。社工與小軒互動的過程發現她對自己非常沒有信心，常會說貶低自

己的話，跟室友聊天也常有負面詞彙。 
今年因為疫情，政府推出安心上工計畫，社工鼓勵小軒去嘗試。一開

始小軒害怕嘗試而拒絕，擔心自己不會錄取、害怕自己無法勝任工作。社

工鼓勵小軒試試看，告訴她錄取後每月有 12000 左右的薪水，小軒才同意

去登記安心上工工作。 
第一次社工陪同小軒去就服站了解安心上工的職缺並完成登記。等了

一週都沒收到通知，社工與小軒討論其他職缺，請她再去就服站登記。隔

了幾天小軒接獲面試通知，面試前社工與小軒反覆練習，教導面試的技巧

及注意事項。當天面試表現得不錯，面試結束後與社工分享面試的感想。 
當天就接獲錄取通知，小軒很開心，這是她第一份工作，對她來說是

一個全新的經驗，也是一個好的開始，開始要靠自己努力賺取生活費。小

軒每天回家都會跟教保老師分享工作狀況，包括與學校老師、小朋友的互

動。有時會分享工作做不好被要求改善的狀況。教保老師給予小軒正向鼓

勵及支持，聽她描述哪個打掃部分做不好，讓她在家裡練習。經過多次的

練習，小軒犯錯的次數也減少了。有一次教保老師巧遇學校主任，與主任

聊起小軒的工作狀況，主任說小軒工作能力還不錯，打掃工作做得不確實

時，也願意聽取建議後改善，能力進步許多。 
雖然小軒都向我們分享做錯、做不好、被投訴等較負面的話語，但我

們還是不斷支持與鼓勵，與她一同討論改善方式。看到她在工作上表現有

進步，得到師長們的讚賞，社區居住團隊也為小軒的表現感到驕傲。 
因為安心上工只有半年的期限，也鼓勵她能堅持完成安心上工工作，

透過累積打掃能力、穩定出勤、溫順的工作態度，為未來能穩定工作繼續

加油。 
 

  

社工陪同至就服站登記。 學校擔任清潔員，維護校園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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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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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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2020 年共有 3 位服務使用者搬出獨立生

活。一位工作穩定後自行租屋獨立生活；一位 ISP 目標達成返家與母親

同住；一位自行租屋生活。透過教保員提供支持策略，鼓勵服務使用者

達成目標，為未來擁有自己獨自生活的能力做預備。 
(2) 職場轉換 
  使用社區居住服務的最終目標是獨立居住，要獨立居住也必須要有

一定的經濟能力及穩定的工作。我們鼓勵在作業所及庇護工場上班的服

務使用者到一般職場就業，增加工作收入。社工告知在作業所的阿寶及

小軒政府安心上工的訊息，並詢問他們是否有意願嘗試。第一次由社工

陪同至就業服務站登記，兩人順利錄取，目前在國小擔任清潔員。雖然

安心上工只能 6 個月，但在這過程中服務使用者能對於求職的過程更了

解並能在真實的職場中學習工作能力與人際互動。 
(3)規劃旅遊 

今年的台北 3 天 2 夜自由行，完全由服務使用者自行規劃。透過家

會，他們自行分組討論想去的景點、查詢交通與住宿、安排訂房。有別於

以往的是交通方式，過去服務使用者以包車及聘請導遊的方式進行旅行。

今年服務使用者提議要體驗搭乘捷運。透過好幾次的家會，服務使用者分

成 3 組，每組負責規劃 1 天的行程，除了規劃景點，也規劃交通路線。他

們在網路上搜尋捷運路線圖並列印出來，把站名寫在出來。各組討論後上

台與大家報告。雖然在這三天的旅程中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了解到

自助旅行的限制與困難，旅程結束後社工在聯合家會的時間與服務使用者

們一同討論及提出改善的建議，明年，仍然會繼續由服務使用者規劃旅遊

行程，透過不斷的學習經驗及錯誤去修正做法，是生活中真正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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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規劃 
   服務使用者很喜歡參與社區居住團體活動，例如聖誕節聚餐、假期

及年節聚餐，過往大部分由工作人員規劃及安排。今年開始，社工利用

聯合家會的時間，帶領服務使用者們一起規劃過節聚餐、出遊活動等。

所以今年聚餐活動都改由服務使用者自行規劃，從統計人數、訂位、場

地佈置、訂餐、節目表演等。今年的中秋及聖誕活動分別在白楊家及綠

水家舉辦，除了吃飯聚餐，服務使用者還準備歌曲獻唱、餘興節目表

演。 
(5) 參與自我倡議 

今年度鼓勵小源參加社區居住聯盟辦理的權益倡導活動，由王育瑜

老師帶領參與者規劃自己居住的藍圖，想跟誰住、如何找房子、住哪裡、

會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因為小源已在外面獨立居住，他主動與其他參與者

分享自己如何找房子、住在外面遇到哪些問題、自己克服哪些困難等。其

他參與者非常羨慕小源已經獨立生活，活動空檔時間時不斷有學員向小源

請教如何搬出去、如何考到駕照買 GOGORO 電動機車。小源也不吝與大

家分享獨立居住的過程。雖然小源目前的居住情形與他心中的居住藍圖不

一樣，但他表示會在經濟、就業、人際關係上努力，希望可以達成目標。 
因著 109 年參與青年自我倡議訓練的優秀表現，社區居住聯盟邀請

小源擔任 110 年【身障福利機構融合社區之調適輔導培力及發展計畫】的

青年講師呢!明年將在花東地區擔任協助者的角色，鼓勵及輔導心智障礙

青年社區調適，正式邁入自立益人的第一步! 
 

  

學習換燈泡 中秋節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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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中心辦理性別教育課程 服務使用者使用三倍券消費 

 

 

參與自我倡議訓練 共同規畫旅遊 
  

台北 3 天 2 夜旅行 聖誕節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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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及教

保員與服務使用者共同擬定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與服務使用者一同討論

目標及策略，給予正向支持，增進他們的能力，並連結支持性就業服務協

助進入職場。明年的服務將更著重於服務使用者自我決定及自己負責的訓

練，期待 5 年內協助身心障礙者成功具備自立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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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宅支持服務 

小爵自花蓮特教學校畢業後，回到光復居住，因為小爵在盥洗如廁的

清潔上不夠確實，每每需要家人協助，透過花蓮縣中區個管轉介使用在宅

服務，服務期間，社工及教保員發現了小爵學習能力很強，不斷的與家屬

溝通，鼓勵小爵可以到黎明社區日間作業所訓練工作技能，但離光復最近

的作業所在壽豐，最優先要處理的是交通的問題。 
小爵要如何克服交通問題呢?家人白天有工作，無法開車接送，小爵沒

有辦法自己前往嗎?起初社工鼓勵小爵如同就讀花蓮特教學校申請住宿，

可以考慮申請身障社區居住服務，搬到花蓮市居住，同時練習獨立生活，

假日的時候再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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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宅教保老師建議小爵可練習運用大眾運輸工具，每天通勤到作業所

上課，若小爵學會搭公車，就不必麻煩家人了!因為身心障礙者使用愛心乘

車卡在花蓮縣境內可免費搭乘公車，媽媽也同意搭公車是不錯的選擇，可

拓展小爵的行動及獨立能力，同意請在宅教保老師設計交通教學課程。 
2020 年確定目標後，開始規劃指導小爵自己搭公車，從認識公車站牌、

認識上下車地點及相對位置、學習看懂公車時刻表等等，教保老師非常用

心，親自開著公務車帶著小爵模擬客運路線，等到小爵記得各站站名及哪

一站要下車時，才繼續往下一個步驟。 
實際搭乘公車階段，教保老師初期都陪在旁邊，直到確定小爵沒問題

後，改成教保老師在下車站牌等小爵，最後，小爵再也不需要教保老師的

提示，也不需要安排教保老師等候，可以自己搭車到作業所了! 

在教保老師的努力及家人的支持下，經過半年的練習，小爵正式開始到

作業所使用服務，學會搭公車而結束在宅服務的小爵不是結束，對小爵來

說，人生新的可能性才剛開始呢!在宅教保支持服務，就是支持社區中心

智障礙者開啟人生各種不同可能性的鑰匙。 

  

小爵學習公車班次 小爵學習公車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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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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減輕家庭照顧者的壓力，另一方面教導家屬如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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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居家安全

等四大面向為主。 
服務區域為花蓮縣全縣。 

3、個案服務成果 

 女性教保老師服務: 服務使用者小玲的家庭環境有點複雜，家屬希望由女性教

保老師提供服務。由專業的女教保老師服務，教保老師定期的到小玲家中教小

玲洗碗掃地等家事整理，家屬看到小玲能主動分擔家務都很開心。 

 自我倡議及充權-教養院服務體驗: 今年度取消單次型活動而針對服務使用者

本身需求及特性，視服務狀況而擬定活動，將單次型活動的要素融合在處遇計

畫當中，呼應 CRPD 提倡服務使用者自身的想法及權益，回應一位服務使用者

家屬擔心未來無法繼續照顧服務使用者，想要將申請黎明教養院照顧的需求。

經社工與教保員的溝通討論，並與黎明教養院說明服務目標與合作方式，11 月

份時每週一天至黎明教養院進行體驗活動，先有類化的生活經驗，才能夠讓服

務使用者自行判斷決定想要過哪種生活。 

 多元的個案來源與合作:透過持續積極的服務宣傳，今年同樣收到了縣府個管

以外的轉介單，包括壽豐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鳳林衛生所、門諾醫院個管、

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會等。 

  

提供服務中 提供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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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院體驗活動 教養院體驗活動 

  

服務宣導 服務宣導 

4、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2021 年度在宅服務為求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將持續開發花蓮縣中南部的服

務需求。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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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人數分別計算，教保老師可專注於提供直接到宅服務、設計個別化的教學

計畫並評估學習成效；社工除開案評估、訪視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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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整體服務目標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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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服務使用者或

家庭服務需求協助資源連結與轉介，支持社區心智障礙者能夠在社區中獲得妥

適的照顧與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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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黎明向陽園                                         潘添祺主任 

（一)服務分享 

手心翻轉 

黎明向陽園鑒於未來傳承於 2020 年起推動手心翻轉計畫並獲得北富銀 

於一月份確認資助土地租金 50 萬，雖遭遇到疫情影響仍於農曆春節過後準

時評估開班。2 月 3 日教養院及樂道作業所 21 位學員參與評估，經由計畫

主持人及專業老師評估 11 位合格(疫情關係花農及特教學校均未到場)。 
  

推車來回 指定工具 
  

10kg 重力來回 指定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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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開班 11 人進入初階訓練隨即能力分班(種植班、養殖班)，其 

中 2 員體力因素於 3 月退訓、1 員情緒失控 4 月退訓，餘 8 員進行進階評 

估 
  

開訓典禮、規則說明 室內學科 
  

種植班培苗 種植班田間管理 
  

種植班除草作業 種植班作物收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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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班基本清理 養殖班清洗作業 
  

養殖班基本消毒作業 養殖班餵食作業 
 

其中黎明教養院服務使用者賴宏怡(家住宜蘭)，於父親過世後幾乎以教

養院為家，此次參與訓練，雖然未改其偷藏小東西、偷拔作物及四處大小

便的壞習慣，但以長輩身份訓誡後可取代其父親的教導已有所改進，手心

翻轉學習從陌生的抗拒到學會的喜悅已達進階標準。 
  

基本道具學習 混和油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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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收成 作物收成 
  

割草前準備 展現學習成果 

一般成人從陌生學習道短期成果展現需要一季時間，更何況教養院學

生要從情緒衝突的緩和及環境轉變的適應中，由陌生學習進入初階訓練，

全年度由於疫情關係可全程參與的教養院學生及社區服務中心作業所學員

時間有限，儘管其中有因體力不支甚至鬧情緒對老師動粗之異常，但課程

進度依舊，雖然辛苦卻可看出學員紀律及技能上的進步，2021 年雖無經費

挹注，但停滯於進階作業學員仍維持訓練，將更辛苦的進入獨立作業的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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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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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支持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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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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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在社區內就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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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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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及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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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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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動物福利為優先的原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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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控管方面，則採用低密度飼養方式， 配合防疫機關定期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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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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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教養院生 
參與種植田間作業 

黎明教養院 
生參與養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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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支持性就業及職務再設計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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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來的工作自立奠定的基礎。 
 (3)服務成果 

農牧生產 

雞蛋(顆) 紅藜(公斤) 印加果(公斤) 薑黃粉(公斤) 
163,879 89 346 896 
服務成果 
服務對象 樂道社區小型作業所 社區支持性就業 社區農牧職能訓練 
服務人次 1033 3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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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園藝輔療服務 
今年度園藝輔療服務持續進行，園藝輔療的植物以療癒花園、食景

菜園、香草花園、網室多肉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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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有助益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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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社區或部落中延伸到單位場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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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人與環境的互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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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中安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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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作業所園療服務 失智據點園療服務 

 

 

文健站園療服務  服務宣導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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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場/ 
1251 人

次 

8 場/ 
179 人次 

2 場/ 
38 人次 

18 人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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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兔動輔服務因組織人力調整而停止

發展，今年度持續開展多元療癒動物融合服務(如：雞犬園藝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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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觸及動物保護和動物福利等工作，於各級學校介紹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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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菸害防制計畫結合治療犬服務等。 

 
2020 衛生局治療犬菸害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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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頭城鎮市及玉里鎮，為東部地區提供多元動物輔療的專業服務。 
今年首次辦理動輔推廣工作坊，於花蓮當地能將動物輔助治療在 
地化及深耕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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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移動式雞舍服務也持續進行，今年持續於團體及機構 
單位的合作，包含東華大學生活養雞學課程/動物福利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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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長春養護之家、紅葉部落、宜蘭頭城聖方濟老人長照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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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教養院療癒雞服務  治療犬服務於長照據點 

  
 

東華大學養雞學課程 肢體傷殘協會療癒雞服務推廣 
 
(3)服務成果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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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64 
社區失智/失能老人 35 504 
校園特教/資源班生 5 41 
身障/長照機構 7 55 
家庭照顧者暨老師 7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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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暨體驗服務 1 25 
合計 68 1141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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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42 
社區失智/失能老人 21 327 
校園特教/資源班生 19 116 
身障/長照機構 14 39 
推廣暨體驗服務 1 4 
家庭照顧者暨老師 5 118 
合計 69 746 

 
丙、移動式雞舍服務量 

今年度共有座次移動式雞舍於社區中推展紅葉 9 戶、主愛之

家、東華大學 4 座出租、聖方濟老人長照中心購買、社區身

障者 1 座(購買)、放置地點最北至宜蘭頭城鎮，最南至紅葉

村，訪視次數至少 158 次(含電訪)，服務人次 354 人次。 

丁、動輔工作坊 
黎明開展動物輔療服務以來，今年首次辦理收費型工作坊，

以療癒雞、治療犬體驗為主題，讓社會大眾認識動物輔療，

參與對象主要是醫護社福相關人員，共 14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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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務成效 
                   甲、治療犬服務活動(整體滿意度 90%)   
 
 
 
 

治療犬單次服務活動(整體滿意度 90%) 
 
                   
 
 
 
 
                   乙、療癒雞服務活動(整體滿意度 90%)               
 
 

 
 
 
 
 
 
 
 
 
 
 

服務對象 
整體表

現 
情緒 認知 社交 生理 

身障機構 
(成人自閉

症) 
100%↑ 

57.1%↑ 71.4%↑ 100%↑ 85.7%↑ 

社區身障者 83.3%↑ 
83.3%↑ 58.3%

持平 
100%↑ 83.3%↑ 

校園特教生 
(國中) 

92.3%↑ 
84.6%↑ 69.2%↑ 100%↑ 92.3%

持平 
社區輕度至

中度失智及

失能長者 
100%↑ 

77.8%↑ 100%↑ 100%↑ 55.6%↑ 

社區輕度失

能長者 
85.7%↑ 

71.4%

持平 
85.7%↑ 100%↑ 57.1%

持平 

服務對象 整體表現 情緒與社交 認知 

長照機構 
 

提升↑ 
提升↑ 提升↑ 

社區輕度至中度

失智及失能長者 
提升↑ 

提升↑ 提升↑ 

服務對象 
整體 
表現 

情緒 認知 社交 生理 

社區身障者 100%↑ 
45.5%↑ 90.9%↑ 100%↑ 66.7%

持平 
校園特教生 
(國中) 

83.3%↑ 
66.7%↑ 83.3%↑ 100%↑ 92.3%

持平 
校園特教生 
(國小) 

100%↑ 
100%↑ 75%↑ 100%↑ 75% 

持平 
社區輕度失能

長者 
提升↑ 提升↑ 

持平 
提升↑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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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移動式雞舍(整體滿意度 90%) 

服務對象 
社區失智/失能老

人 
社區身障者 

大學生 

人際互動 90%↑ 75%↑ 80%↑ 
照顧者生

活滿意度 
80%↑ 100%持平 

 

質性 
1. 增進人際交

流 
2. 創造合作經

濟效益 
3. 照顧雞有互

為依存的療

癒感。 

1. 有良好的生

活作息 
2. 精神與心情

變好 
3. 覺得有成就

感 
4. 賣雞蛋創造

與鄰居的交

流機會 

1. 學到怎麼

利用自然

資源照顧

雞 
2. 與同學有

更多話題 
3. 覺得開心

有療癒感 

 
（二） 動輔工作坊 

黎明開展動物輔療服務以來，今年首次辦理收費型工作坊，以療                   
癒雞、治療犬體驗為主題，讓社會大眾認識動物輔療，參與對象                   
主要是醫護社福相關人員，共 14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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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展望 

向陽園 2021 年的服務推動包含下列項目： 
1、自力耕食的改造 

黎明教養院服務使用者持續使用已開發的農林混合區，配合課程活動的 
安排，獲得教育及療癒之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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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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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成立專屬執行長室輔療專師團隊，各自創新發揮專業 
服務並建立未來服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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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化服務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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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或支持性就業場所工作，達到自立生活的目 
標。 

4、環境教育及志工服務活動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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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關注環境及食安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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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及資源限制，向陽園持續更新綠自然體驗活動，以身心障礙者 
參與向陽園訓練項目為主軸，改善「雞之物語」及「自然綠動」二大主 
題流程及「聞香起舞」、「綠野尋蹤」等單選型簡化單元搭配導覽，以社 
會大眾及花蓮地區教會為行銷對象，創造更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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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黎明職業重建中心                              鍾京廷主任 

一、基於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和減少其家屬的負擔，積極開創成年身心障 
    礙者之就業機會。 
二、提供身心障礙者接受庇護性就業輔導，給予他們融入社會之機會。 
三、協助發揮身心障礙者優勢強項、加強職能訓練、職務再設計、推動友善 
    職場環境。 
四、讓身心障礙者快樂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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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積極開發各種場域工作，協助庇護員工多元化職場技能，符合花蓮在 
    地工作需求。 

  組織架構 

 

  黎明職業重建中心 

 

 

 

 

 

 黎明庇護工場   樂道樂道商店 支持性就業 
 1.烘焙班 1.樂咖啡 
 2.餐飲班 2.洗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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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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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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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販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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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領域中找到就業的機

會。 
年滿 15歲以上且經過職業輔導評量進入庇護性就業場所工作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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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護工場設有專職就業服務員(簡稱就服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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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別化且適切性的就

業服務，我們透過專業的訓練及工作場域的環境改善，利用職務再設

計，提升員工的工作技能，進而提升產能及維持產品品質，提升產品銷

量。另外，就服員也針對每位庇護性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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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員工薪資待遇，進而幫

助庇護性就業員工的家庭。 

             服務人數 

工作場域 
核定

人數 
實際

人數 
障別 等級 

西點烘焙 18 15 
智 13、染異 1、

智＋精 1 
輕 6、中 7、重 2 

餐飲製作 6 7 智 7 輕 2、中 4、重 1 

總計 24 22 
智 20、智＋精

1、染異 1 
輕 8、中 11、重 3 

  

障別

智, 20

障別智

+精, 1

障別染異, 
1

障別智 障別智+精 障別染異

障礙

輕, 8, 
36%

障礙

中, 11, 
50%

障礙

重, 3, 
14%

障礙輕 障礙中 障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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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服務成果 

小庭是位中度智能障礙者，自花蓮農校畢業後，直接進入庇護工場 

就業，在經過就服員長期耐心的訓練及輔導後，能力逐漸提升。個性從 

內向不與人主動招呼以及被動行為並缺乏自信心，一直訓練到現今能與 

員工們互動及跟工場就服員打招呼。 

服務期間工作能力能獨立製作至少 2項產品從備料、秤重、烘烤至 

產品出爐，不僅提升自信心外，且能教導及協助其它庇護員工完成製作

工作，因此在庇護工場總總訓練下使得小庭能順利獨立工作，並得以前

往一般職場邁進。 

109年 6月份起經支持性就服員推介至中油加油站擔任車輛清潔員 

至今，經過就服員三個多月的輔導，個案提升工作技能，也建立工作責

任感，準時上下班。另在人際關係部分，小庭由內向轉為活潑及大方，

與職場同事相處融洽，也會主動詢問客人是否要洗車服務及引導車輛進

入、離開洗車區。看見小庭的成長表現，期盼在未來工作上能發光發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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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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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禮盒 
＊中餐：中式便當、團膳、滷味 

服務地址：花蓮市富安路 38 號 電話：03-8460527 
麵團成型 

 

餅乾烘烤 

 
餅乾包裝 中餐便當 

 
行動銷售 

 

外部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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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製作：素食中西式早午餐、各類飲品及米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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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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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能

力及品質。 
由於「就業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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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促進參與社會的機會，不僅僅是保護個人

權益，也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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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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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加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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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關懷層面從對「人」擴展到「土

地」。 

2020 年樂道庇護商店全面轉型成為「樂 咖啡」輕食飲品經營，提

供咖啡、瓶裝飲品、輕食點心之內用或外帶，亦可結合外送平台服務擴

大服務範圍。瓶裝飲品為冷萃咖啡系列、冷萃茶系列為主。輕食點心則

是以異業合作及庇護工場之商品再製為主要內容。另外，布品洗滌主要

服務內容則以各機關團體窗簾、桌巾、工作服等布品洗滌與摺疊，民

宿、飯店布品更換清洗，提供花蓮市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機會，以滿

足身心障礙者就業需求。 

 
               服務人數 

工作場域 
核定

人數 
實際

人數 
障別 等級 

樂 咖啡 6 3 智 2、染異 1 中 2、重 1 
洗滌班 6 10 智 10 輕 2、中 8 
總計 12 13 智 12、染異 1 輕 2、中 10、重 1 

  
 

  

障別

智, 12

障別

染異, 1 15%

77%

8%

等級輕 等級中 等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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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服務成果 
小薇是位第一類障礙中度的身心障礙者，父親很早過世，母親安置

於玉里榮民醫院，小薇也入住過黎明社區家園，由社區家園社工及教保

員協助日常生活相關事宜。 
在進入黎明庇護工場的洗滌班前，會有一些情緒管理及偷竊行為，

導致一直無法在職場上穩定工作，但進入了黎明庇護工場後，針對小薇

的生活物質需求及情緒管理方面去討論後，擬訂輔導策略並且輔導，結

合了支持性就服員及社區家園社工一起輔導，成功讓小薇在一般性職場

就業一年多，目前也可以在外租屋獨立生活。期待小薇能持續在職場穩

定就業，憑藉自己的工作能力，讓自己過著想要過的生活。 
小薇成長過程非常艱辛，感謝機構的照顧及扶持下，才能有一技之

長能順利於職場平順的工作並與喜愛的人結婚，雖為同性婚姻，不過在

台灣的法令下是合法的，所以機構所有同仁都誠心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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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商店服務項目 
＊樂咖啡：咖啡、茶包、點心及特色產品等商品販售。 
服務地址：花蓮市光復街 73 號 電話：03-8310305 

咖啡沖泡

 

飲品調製 

 

接待服務 

 

商品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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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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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被品整燙 辦理教育訓練 

 
3、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強化商品結構，增加咖啡及茶飲品項..等，建立商品完整性，並塑造商

店的品牌故事，藉由社群網路連接互動，拓展通路行銷。 
(2)穩定洗滌技巧及品質提升，藉以拓展據點至飯店、民宿等通路。 
(3)增加特色產品的活動推廣，提高營收，達損益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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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轉銜至支持性就業，找回自信和存在的價值，並朝向自給自足

而努力，降低福利支出與社會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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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的情緒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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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性就業服務                                        

1、服務範疇 
針對 15 歲以上有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而不足以獨立在一般競爭

性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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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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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性就業強調在社會市場工作環境與一般員工一起工作，藉由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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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穩定就業，進而經濟自立。 
輔導功能較弱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簡稱就服員)推介工作時陪

同面試，身心障礙者就業時，因無法於短時間內適應職場環境，就服員待

身心障礙者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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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障礙者就業穩定適應良好後，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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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三個月以上，經確認無需就服員服務後才得以

結案。 
      服務人數 

服務目標 核定

人數 
實際

人數 
障別 等級 

就業推介 24 26 
智障 19、聽障 1、自

閉 2、肢障 1、 精
2、 視障 1 

輕 12、中 13、重 1 

穩定就業 12 16 
智障 12、自閉 2、精

1、多障 1 
輕 6、中 10 

總計 36 42 
智障 31、聽障 1、自

閉 4、肢障 1、精障

3、視障 1、多障 1 
輕 18、中 23、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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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服務成果 
肯納症(自閉症的別稱)因著特有的固著行為與較難接受改變的特質，

導致其在社交人際互動有所障礙，於一般職場也會面臨到不少溝通障礙。 

小廷，輕度肯納症，畢業後便進入一般性職場上班，第一份工作是在

餐廳洗碗，之後在黎明職業重建中心支持性就業的協助下，兩年前媒合到

中油加油站上班，主要協助工作內容是洗車與打掃環境。 

到平時於工作面臨的困難，與主管、同事之間的溝通，是小廷較常面

對的問題，因為肯納症屬於心智障礙類群之一，多數肯納症在理解與學習

上都會比他人緩慢一些，需要更多時間去了解主管與同事所說的話與交辦

的事項。 

因著較難接受改變的特質，小廷在工作上的表現非常穩定，穩定出

勤、準時上下班、按部就班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但也因此，在面臨加油站

臨時人力不足需緊急調班時，突如其來的改變，會一時讓小廷不知所措，

但在家長及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陪伴下，讓小廷學習理解與調適，畢竟目

的是要幫助其自立，小廷已經有能力在一般性職場上班、有能力跟大家一

樣的薪資待遇，就期許他能借事練心更加成長，讓自立的道路有更多可能

性。 

協助心智障礙者媒合進入一般職場就業，是黎明職業中心的服務項目

之一，在一般性職場擁有謀生賺錢的能力，是心智障礙者邁向自立的重要

里程碑，如果企業想要幫助心智障礙者過得更好，除了捐款支持黎明機

構，提供職缺給與心智障礙者就業的機會，更是一大幫助，期許透過像小

廷一樣成功的例子，能夠在社會更多角落茁壯發芽。 

 

＊支持性就業服務： 
洗車服務、清洗物流籃子作業員、摺衣作業員、餐飲外場等 

洗車服務 

 

家樂福:清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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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味蕃樂園:包裝作業員 

 

全台物流:倉儲物流人員 

 

 
3、未來服務推動趨勢與展望 

(1)專業服務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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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一般性就業的服務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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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就業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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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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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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0 年度收支                         財務科 林秀蘭科長 

(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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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2,167 20% 人事費用 37,251,001 61% 
專案補助 2,977,368 5% 經常費支出 23,848,206 39% 
經常性補助 18,020,030 30% 營運支出 145,432 0% 
教養費補助 21,829,678 36% 勸募支出 69,187 0% 
教養收入 4,502,133 8%       
營運收入 388,346 1%       
其他收入 125,420 0%       
合計 60,025,142 100% 合計 61,313,826 100% 

本期餘絀： -1,28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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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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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790 10% 專案人事支出 2,548,476 14% 
專案補助 3,963,265 22% 人事費用 6,767,569 38% 
營運收入 12,085,558 68% 經常費支出 2,061,487 12% 
其他收入 96 0% 營運支出 6,456,355 36% 
            
合計 17,767,709 100% 合計 17,833,887 100% 

本期餘絀： -66,178         

 
1、收入分析圖 

 

 
 
 

 
 

2、支出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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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支決算表 

 



83 

(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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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02 19% 專案人事支出 875,542 22% 
專案補助 1,582,906 38% 人事費用 1,742,821 43% 
營運收入 1,790,111 43% 經常費支出 1,072,438 26% 
其他收入 43 0% 營運支出 359,724 9% 
            
合計 4,147,462 100% 合計 4,050,525 100% 

本期餘絀： 9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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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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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43,618 37% 專案人事支出 8,152,658 22% 
喜樂園捐款 24,947,013 39% 人事費用 17,331,819 46% 
專案補助 11,131,118 17% 經常費支出 10,871,280 29% 
教養收入 1,297,503 2% 營運支出 1,306,064 3% 
營運收入 3,135,137 5%       
其他收入 11,564 0%       
            
合計 64,365,953 100% 合計 37,661,821 100% 

本期餘絀： 26,70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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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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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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愛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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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底員工 152(含 1 名多員計畫人員)。直接服務人員

自 68 名減少為 59 名(目前招募教保員 8 名、生活服務員 3 名、社工 1
名)。 

(二)專業指標 
黎明機構員工學歷分析：大學以上者共 95 名，佔總人數 63%，其中碩士

學歷 7 名，佔總人數 5%。 

 

專業程度如下所示 
1、教保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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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名、非相關科系畢業領有教保員結業證書者有 29 名。    
2、生活服務員 27 名，領有生活服員或照顧服務員證書 26 名、相關科系

1 名。  
3、社工相關科系畢業有 9 名(含社區中心 4 名)。 
4、護理人員相關科系畢業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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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合計 267 堂 382.5 小時。 
6、鼓勵員工接受外部訓練或取得專業證照：2020 年接受教保員初階課 
   程程訓練有 9 名、TOCA 口腔照護指導員證書 1 名、CPR 及 AED 急

救教育訓練課程暨管理 2 名、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及格證書 2 名 
   、就業服務員 36 小時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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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以下, 
16 , 10%

高中/職, 41 , 
27%

大專, 30 , …

大學, 58, 
38%

碩士, 7 , 5%
博士, 0 , 0%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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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的人力提供最佳服務。 
專業證照明細： 

(三)年齡指標 
黎明機構員工 152 名，其中 20-45 歲，人數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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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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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其生產績效及安全性。

如根據員工身心功能安排職

務，採輪調工作之時段、改

善工作環境、改善作業方式

及流程、加強安全衛生訓

練，也積極讓員工受照顧相關訓練，以期協助轉換工作。 
(四)性別指標 

黎明機構女性員工共有 113 名，佔總人數 74%。男性員工共有 39 名，佔

總人數 26%。社福機構女性工作者佔大多數，然黎明機構仍不斷倡導性

別充權慨念，學習彼此尊重，努力創造性別平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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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穩定度指數 
           黎明機構因政府長照業務推  

           行，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每 

           月最低薪資和時薪都優於社福 

           機構，又有交通補助費等等誘 

           因，2020年機構人員流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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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年資五年以上 66 名， 
           佔總人數 43%，表示有嫻熟能 
           力和良好的適變性，經歷、技    
           能、溝通的能力都能幫助新進員工。 
           黎明機構營造穩定安全的工作環 
           境，及完備的教育訓練，讓員工願意 
           委身，投入社福機構服務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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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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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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服務據點分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