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105 年度工作報告書 

一、 計畫依據：依據本會第六屆第五次董監事會議之決議辦理 
二、 執行狀況及結果 

業
務
方
面 

項目 實際執行狀況 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執行期間 達成效益 

發展遲兒童權

益維護及服務

品質監督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處理相關申訴案件；配合相關

單位進行早療服務品質監督

工作；參與早療相關委員會，

建立與公部門的對話管道；進

行相關修法工作等。 

94,410 1 月‐12 月 

 國際兒童人權日‐兒童權利公約

施行 
 行政院兒童及少年福利及權益

推動小組 
 衛生福利部兒童健康推展會議 
 衛生福利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療育服務推動小組委員會議 
 國家教育研究院‐2030 兒童醫療

與健康政策白皮書之早期療育

組專家討論會議 
 基隆市、新北市、桃園縣、苗栗

縣、金門縣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

推動委員會 
 新北市跨公私部門早期療育聯

繫會報 
 國健署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輔

導訪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念醫院 

附件三 



 

 台北市早期療育諮詢會議 
 發展遲緩兒童之發現篩檢通報

與聯合評估等服務機制相關事

宜 
 兒童發展聯評中心評估療育手

冊會議 
 桃園縣公益彩券盈餘分配基金

收支保管及運用監督委員會 
 全民健康保險早期療育門診醫

療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討論

會議 
 早期療育醫療給付諮詢會議 
 「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評估

與療育輔導訪查基準（草案）

會議 
 早療機構專業服務模式 
 台塑早療品質提升計畫顧問會

議 
 非營利性社福安置機構工時調

適會議 

玩入北海岸~
社區玩具借用

展能方案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透過外展工作模式，將玩具借

用服務帶入偏鄉社區，讓家長

認識適齡玩具對孩子的影

響，提升家長親職教育，增加

育兒資源，並宣導兒童發展觀

念與進行社區篩檢服務，發現

1,280,353 1 月‐12 月 

1. 玩具借用服務提供3個社區6

個里，育有 6歲以下幼兒之家

庭，每週 1 次/3 小時；服務

20 場次，玩具借出服務共

1255 人次。 

2. 親子玩具屋將於石門、金山、



 

隱藏於社區中的疑似發展遲

緩兒童，並且建立三區社區玩

具資源中心的雛形。 

萬里衛生所設置定點，並各衛

生所舉辦 6場次活動宣導，教

導主要照顧者如何選擇適齡

教玩具，每場次活動 2 小時/

場次， 共 203 人次參加。 

3. 篩檢服務:三區至少篩檢共

271 人，發現疑似發展遲緩兒

童 17 名。 

4. 提供 100 組以上的玩具，於三

區衛生所據點提供社區中的

家庭使用，共服務 232 人次。 

105 年新北市

發展遲緩兒童

社區定點療育

服務計畫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針對新北市北海岸偏遠地區

的0-6歲疑似或發展遲緩兒童

提供定點療育服務，使疑似或

發展遲緩兒童不因當地療育

資源的缺乏，而延誤發現及療

育的黃金時期；也鼓勵疑似發

展遲緩兒童的家長積極參與

發展遲緩兒童之發展評估，以

落實早期發現、早期療育的理

念。 

149,984 1 月‐12 月 

1. 定點療育：石門、萬里與金山

區提供以認知為主之療育服

務，服務約 20 位個案、289 人

次/年（含自籌）。 

2. 專業諮詢：專業人員(含各類治

療師、心理師、社工等)提供其

療育建議、相關福利諮詢，解

決家長療育相關問題並給予心

理支持，提供 289 人次/年之專

業人員諮詢（含自籌）。 

3. 社工服務：透過社工人員提供

發展遲緩兒童家庭支持性服務

及連結其他資源協助，提供 20

名個案及其家庭、服務 599 人

次。 



 

4. 篩檢與宣導：於石門、萬里及

金山區共提供 271 人次/年兒

童發展篩檢。 

「以家庭為中

心」～早期療

育專業人員研

習/研討會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邀請政治大學心理學系姜忠

信老師以『自閉症類群早期介

入模式的發展及現況』為主

題，介紹目前國內外常見的自

閉症類早期介入模式，以簡

易、低專業術語的介紹方式，

讓一方面增加早療專業人員

知能，另一方面藉此可讓家長

能更為瞭解各模式後，更有效

的協助孩子選擇合適的介入

模式。 

315,809  1 月‐7 月 

1. 課程整天 7.5 小時，共 64 人參

與，對象包含發展遲緩兒童主

要照顧者、老師、社工、對於

早期療育有興趣之民眾等。 

2. 增進早療專業人員及家長對於

各模式之認識，提昇家長早期

療育知能，更有效協助孩子選

擇其適合之療育模式。 

105 年北海岸

地區弱勢家庭

親子育樂活動

計畫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本會於新北市北海岸偏遠地

區(含石門、金山、萬里、三

芝)服務將邁入第八年，為鼓

勵及體恤該地區家長對兒童

發展與療育之關注及付出，藉

由親子育樂遊的活動，拉近參

與之親子其互動關係、家庭歸

屬感及擴展幼童文化視野、增

加實際操作經驗。 

217,331  1 月‐5 月 

1. 共招收27組家庭/65人參與。 

2. 透過參與此活動提升主要照

顧者與幼童間的互動關係及

情感連結，不論於準備期、過

程中或結束後，皆能創造共同

回憶以增進彼此歸屬感。 

3. 透過本會團體帶領，拓展幼童

視野及增加文化刺激與實際

操作經驗。 

4. 使主要照顧者在有支援協助

之下，輕鬆增加親子共同體

驗、操作活動之經驗，強化親



 

子間良好互動關係。 

臺北市社會局

委 託 辦 理 中

正、萬華區早

期療育社區資

源中心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建構社區早療資源網絡、提供

個案(兒童及其家庭)專業及支

持性服務為目標架構服務網

絡。 

3,421,288 1 月‐12 月 

1. 個案管理服務：569 人/年。 

2. 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23

人/年。 

3. 直接療育及到宅專業諮服

務：283 人次/年。 

4. 社區篩檢宣導：72 人/年。 

5. 駐點發展諮詢服務：214 人次

/年。 

6. 親職講座及家長支持團體：

172 人次/年。 

7. 技巧、成長團體：214 人次/

年。 

8. 親子活動課程：239 人次/年。 

9. 家長聯誼活動：94 人次/年。 

10. 玩具圖書借閱：55 人次/年。 

11. 建立發展遲緩兒童及家長需

求調查資料。 

早期療育網路

平台服務計畫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將規劃無地理限制、低成本、

更為便利性及即時性的網路

平台服務，提供 0～6 歲兒童

之家長固定式的問題回覆

（Q&A）及線上即時一對一教

學服務。 

267,178  1 月‐12 月 

1. 為將網路平台功能及視覺設計

較為親民、友善，因此今年進

度著重在收集民眾意見及專業

人員之建議。 

2. 暫時以『FB 粉絲專頁』提供家

長療育及兒童發展相關資訊之

參考，整年度點閱數大約為

21,300 人次，專頁按讚數為



 

1,879 人。 

3. 電子期刊 APP 下載數整年合計

210 人。 

北海岸地區外

展式聯合評估

服務計畫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與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中興院

區早療評估中心合作辦理，提

供北海岸孩童院外評估服

務。另配合台大院外評估轉介

個案。 

92,671  6 月‐12 月 

1. 早療評估中心辦理 2 場（6/6、
11/14），提供 9 位個案評估服

務，確診 9 位。 
2. 本會協助轉介至台大醫院院外

評估（4/23、8/13），共轉介 2
位個案評估服務。 

金寶貝成長學

園服務計畫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繼續提供諮詢及個別服務，定

期評估並安排適當的服務及

轉介安置。個別訓練課程強調

以「遊戲介入」。 

232,000  1 月‐12 月 
本會提供直接療育服務：總計提

供 337人次服務量。 

兩岸攜手--早

期療育專業種

子人力訓練計

畫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本會將規劃籌組相關專業團

隊，協助大中國的專業人力發

展，藉由複製過去台灣早療服

務經驗的效應，讓發展遲緩兒

及其家庭能及早接受正確的

療育，減少後續障礙的產生及

家庭能得到正向能量的支

持。本年度為籌備期間，將進

行中國地區早期療育發展狀

況的瞭解。 

318,434  1 月‐12 月 

1. 今年以瞭解中國地區早期療育

發展現況為主，因此邀請      專
家及工作人員代表至中國地區

參訪包含 3 月至澳門參加『第

八屆兩岸四地啟智服務研討

會』、『2016廣州國際康復論壇』

及 12月北京的『金羽翼』及『星

星雨』參觀並拜會『全國心智

障礙者家長組織聯會』 
2. 8/18 香港‐復康協會及 12/24 福

建計劃生育協會，兩地區之單

位參訪、交流，共 20人。 
那些年我們一 依計畫執行 編撰台灣早期療育推動與發 899 1 月‐12 月 今年為籌備階段，經由幾次會議



 

起追的夢~柔

性的開啟編撰

計畫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展歷史，提供政府及民間早期

療育相關工作人員對發展遲

緩兒童早期療育在行政或工

作上之參考，希冀也能作為其

他華人地區，推動相關服務的

參考。 

釐清撰寫方向及閱讀對象後，目

前邀請作者先進行資料整理。 

 

遲緩兒童回娘

家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為了瞭解成年的發展遲緩兒

童目前狀況，以及藉由許多家

長的聚集，彼此交流、經驗分

享，讓現在發展遲緩兒童家長

瞭解早期療育的好處，也藉此

瞭解自身並非獨特、孤獨的；

另一方面，也藉由此機會邀請

參與早期療育的專業人員一

同參與，感謝這多年來的辛勞

與努力。 

0 --  -- 

 使用經費小計 6,390,357   

後
勤
行
政
方
面 

項目 實際執行狀況 內容 
使用經費 

(新台幣元)
執行期間 達成效益 

董監事會議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定期召開董監事會議。 55,461 1‐12 月  基金會會務順利運作。 

出版會訊季刊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一年出版四期，每期發行兩千

五百本，發行對象包含家長、

直轄縣市社政、衛生、教育單

位、早期療育相關機構及專業

108,773 1‐12 月 
有效宣傳本會，以及本會辦理相

關之活動招生。 



 

人員。 

行政管理費用

依計畫執行 
修訂後執行 
未執行 

房租、文具用品、郵電費、水

電費、公關費、雜支、修繕費

及大樓管理費等後勤行政費

用。 

1,480,479 1‐12 月  基金會會務順利運作。 

使用經費小計 
1,644,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