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附件三）
107 年業務報告書 mmm）

壹、計劃依據：依據本中心捐助章程第二章、目的事業之第五條第一項至第六項之條文及本中心
第一屆董監事會議之決議。
貮、計劃目標：本中心目的事業如下：
一、脊髓損傷者的收容、訓練及養護業務。
二、身心障礙者的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業務。
三、身心障礙者的庇護工場業務。
四、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業務。
五、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辦理事項。
六、推展身心障礙者體育活動。
七、身心障礙者國際交流業務。
八、其他有關社會福利服務業務。
參、實施內容及成果：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3 樓和 4 樓床組

成

果

照

片

3 樓和 4 樓床組

中心各單位設
施、設備購置

2 樓生重教室櫥櫃

3 樓和 4 樓衣櫥

4 樓洗衣機

投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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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鏢機

手舞機

按摩椅

1,依機構評鑑標準制定各項設備保養及維護規範：
依評鑑制定各項檢查表及紀錄表。
2.中心房舍及各項設備之維修及管理：
設備設施安全維護並安排設備之定期保養、維護等各項設備之週期性工作。電梯(含
頸髓家園)、空調、熱水器、電力設備、自來水、消防、汽機車、衛浴、緊急求救
系統、照明、飲用水設備、房舍修繕、照明等)。
3.中心各樓層及外部宿舍之環境清潔、安全維護。
4.伙食辦理：
中心各項設備使委外團膳公司辦理、外包廠商之督導，菜單及菜餚衛生之督導與改善。
用、維護與管理5.辦公設備及文具用品之添購：
a.文具用品添購。
b.事務機器定期維護保養。
6.中心與外部宿舍水、電、電信、網路費用支出。
7.車輛、建築物、火災等保險支出。
8.外部宿舍管理費。
9.保全費用。
10.財產管理與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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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設備維護與
管理計畫

不斷電系統

年終旺年會

每季慶生會

中心各項福利活
動執行

中秋晚會

員工旅遊

聖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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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 辦理職能分析說明，並全面修改各職務工作說明書。
中心同仁職能分
析並修正同仁工
作說明書及提升
其職能計畫

（1）內訓：共辦理了 11 場次，訓練人次約 119 人次，計 261.5 小時。
（2）外訓：訓練 67 人次，計 473 小時。

員工在職訓練

總收入
4,183,776

總支出

活動盈餘

536,189

3,647,587

讓生命發光愛心
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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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入
540,895

總支出
282,642

總收入

總支出

活動盈餘
158,253

公益健走

2,664,083

1,045,829

溫暖的 12 月聖誕
紅義賣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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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盈餘
1,618,254

7-11ibon 捐款 107 年 1~6 月捐款總額$1,429,554 元

雙月刊

一、捐款：100,000(良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二、捐款：12,000(新北巿重光慈善會)
三、捐款：100,000(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慈善基金會)
四、捐款：45,000(桃園市婦女美食協會)
個人及企業募款五、捐款：15,000(南亞技術學院)
六、捐款：100,000(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博雅分會)
七、捐款：50,000 元(兆豐商銀悠活家庭日)
八、捐款：250,000 元(台新銀行『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九、捐贈：頸髓高活動輪椅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新北巿第四分區贊助)
網路平台募款、一、293,000 元(Yahoo、NPO、智邦公益平台)
二、144,800 元(518007 手機捐款)
手機捐款

收入：779,508 元

滿額捐款贈

零錢發票箱拓展目前零錢發票箱放置約 78 個，分布於雙北、桃園與花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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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宣導、監獄 龍江扶輪社
教化、接待企業/
機關/學校參訪。

東豐扶輪社

富邦富好通訊處

元大基金會

2018 年貼文觸及人數，單日最高 2,855 人，最低 11 人。
按讚數單日最高 285 次。
總觸及人數單日最高 2,993 人，最低 15 人。

中心、協同團隊
粉絲團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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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及網址租用
宋瓷博物館

慶崴通訊事業公司

協銓企業有限公司

菲亞國際有限公司

既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工
作計劃

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

桃園市楊梅幼兒園

脊髓基金會

捷揚電通

中心內控系統

智慧化居空間展示中心

嘉義縣脊髓損傷協會

財團法人宏碁基金會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友信行股份有限公司
-ReWalk 友信立可走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

菲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網站

台灣華嶠貿易公司
網站維護

桃竹苗職業重建服務資
源中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屬
網站
續辦網路工作
室

新專案
桃竹苗職業重建服務資
源中心-功能追加-公文
附件下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
竹苗分署-滿意度系統
無法正常發信修改
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
究所-出版品進銷存管
理功能新增
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
究所-庫存管理功能及
鎖貨管理欄位新增
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
究所-進銷管理及銷貨
管理功能新增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
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SSL 數位憑證安裝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滿意度調查系統匯出修
改

台灣歐盟中心網站
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
會網站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
重建服務資源中心-數位
憑證購買兩年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
竹苗分署子網站上傳、下
載、匯出修改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集
思網功能新增、修改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
重建服務資源中心-後台
管理者登入功能新增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
重建服務資源中心-資安
修補
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究
所-中研院臺史所網站改
版

楊梅戶政事務所線上評
量-梅完梅瞭活動網站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
署-饕寶趣網站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管
理委員會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大宗
戶籍謄本作業系統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官網
-後台功能新增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
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資
料庫存取改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桃
竹苗分署-子網站資安修
補
台灣歐盟中心-2018 年歐
盟週網站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請購
核銷管理系統暨主計報
表案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官網
首頁版面修改案

2018 年資訊服務課全年定案收入為 2,053,082 元，含外部定案收入為 1,823,432 元
(待收款：229,600)，內部收入為 4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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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總營收金額 10,638,358 元

續辦綠色資源工
作室

一、執行內容：預計訓練脊髓損傷者：胸髓 50 人、頸髓 40 人，總計 90 人
二、執行成效
(一)實際執行成效：訓練胸髓 42 人、頸髓 27 人，總計 69 人，執行率 76%。
(二)執行成效未果說明
1. 招生方式不夠多元
(1)目前招生方式如下：
A. 前往醫院進行醫訪主動發掘個案。
B. 各單位通報至本中心後由訪視員進行家庭訪視。
C. 參加全台各脊髓損傷者協會會員大會並於會議上進行宣導。
D. 舉辦患友聯誼活動進行宣導。
(2)上列招生方式能招收到的傷友人數太少而影響招生成效。
2. 傷友拒絕接受服務
(1)107 年度總通報服務量 138 人，然願意接受本中心服務
人數僅有 69 人，原因如下：
A. 傷友剛受傷，仍在積極接受醫療服務中，尚不適合接受本中心
生活重建服務。
B. 傷友處於低潮期， 暫時不願意接受生活重建服務。
脊髓損傷患者
C. 傷友受傷多年，習慣目前生活型態，不願意改變也不願意接受
生活重建訓練
本中心服務。
計畫
三、服務成效未果改善策略
(一) DM 的修正、影音資料、表演(輪椅舞、折氣球)及成功傷友分享。
(二) 將本中心服務內容以 e-mail 方式轉知全台身障團體、各縣市身心障礙者
社區資源中心(或稱身障成人個案管理中心、家庭資源中心)及家庭服務
中心，讓訊息布達的範圍更為廣泛。
(三) 參加桃園市身障團體聯繫會議並進行本中心業務宣導。
(四) 參加各身障團體設攤宣導活動，於活動中發放本中心 DM、播放本中心宣
導影片及口頭宣導。
四、成果照片

說明：164 期頸髓班結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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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65 期胸髓班開訓典禮

照顧者照護
技巧訓練

體育運動
推廣計畫

一、執行內容
(一)講授脊髓損傷後常見之異常生理反應處理、後遺症預防。
(二)自我照顧技巧、照顧者協助技巧，照顧者自我照顧技巧。
(三)場數：4 場/年。
二、執行成效
(一)如實際執行內容
(二)舉辦場數：4 場/110 人次/年，執行率 100 %(含內外講師)
三、成果照片

說明：照顧者技巧訓練-移位
說明：照顧者技巧訓練-移位
一、執行內容：推廣輪椅桌球基礎養成訓練、輪椅棒壘球基礎養成訓練、地板滾球、
輪椅羽球、輪椅射箭、輪椅籃球等運動。
二、執行成效
項目
所舉辦之活動或上課堂數
輪椅桌球基礎養成訓練
34 場× 2 小時
輪椅棒壘球基礎養成訓練 30 場× 4 小時
地板滾球
1. 上課場數/時數：22 場× 2 小時
2. 報名參加地板滾球比賽第五屆全
國脊髓損傷者輪椅地板滾球錦標
賽
輪椅羽球
17 場× 2 小時
輪椅射箭
因場地問題，改為飛鏢
輪椅籃球
2場
三、成果照片

說明：輪椅壘球暖身活動

說明：參加第五屆全國脊髓損
傷者輪椅地板滾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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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輪椅桌球基礎養成訓練

生活重建
操作手冊

說明：輪椅飛鏢規則說明

說明：輪椅籃球活動
說明：輪椅羽球
一、執行內容
(一)編集脊髓損傷者操作手冊，手冊內容
1. 操作手冊概論
2. 功能評估
3. 體能訓練
4. 生活訓練
5. 交通工具使用訓練篇
6. 社會適應
7. 居家無障礙設計
8. 健康管理
9. 輔導課程
二、執行成效
項目
主責
執行進度
操作手冊概論
劉政奇 缺：如何閱讀及使用本冊
功能評估
劉政奇 缺：脊髓神經損傷部位檢測：主要感覺
體能訓練

黃榆木

生活訓練

林寬章
趙健文
范弘逸
范弘逸
趙健文
趙健文
黃榆木
劉政奇
劉惠綺
個管課

交通工具使用訓練
社會適應
居家無障礙設計
健康管理
輔導課程

點、運動主要肌肉、手部功能評估
缺：心肺功能訓練、頸髓項目。胸髓項
目需再修內容補照片
缺：指導協助者的訓練、需再修內容補
照片

缺：汽車移位及輪椅收納訓練、大眾運
輸交通工具搭乘訓練
缺：社會適應、創業：最佳業務員、交
通工具應用：淡水之旅、旅遊規劃、

缺
後遺症預防
生涯規劃、重建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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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內容
(一)培訓中心、基金會同儕訓練
(二)培訓各地協會脊髓訓練幹部
(三)培訓大陸脊髓訓練幹部
二、執行成效
(一)期數：1 期/年
(二)同儕訓練班訓練時數：448 小時
(三)同儕訓練班培訓人數 10 人
(四)同儕訓練班結業人數 10 人
(五)培訓大陸脊髓訓練幹部 0 位(尚未培訓)
同儕訓練員
三、成果照片
訓練營

說明：同儕基礎訓練班結訓典 說明：107 北京西城教學
禮
一、執行內容：預計執行內容：針對每期學員，若有超過 3 名家屬陪同照顧，即辦
理家屬支持團體
二、實際成效：辦理 1 場家屬支持團體，參加人數 3 人
三、執行成效未果說明：學員家長或家屬偶爾至本中心(開訓、結訓或偶爾探望)，
難以舉辦需要至少需要進行 6 次的團體活動。
家屬支持團體 四、調整或建議未來執行方式
(一)改由開訓或結訓典禮當天以家長座談會型跟家屬會談，並於座談會中提供
心理支持及照顧者技巧知能。
(二)若受訓學員有看護陪同，則訓練看護照顧者技巧。
(三)由個管員提供家長或家屬各縣市身障團體及身障服務資訊，讓家屬可就近
報名各單位所舉辦之照顧者支持團體活動。
一、執行內容：申請中心學員團體費用講師費及購買教材教具之補助
二、執行成效：已由個管課購買，用於學員心理成長課程
三、成果照片
為「礙」加持~脊
髓損傷者心理支
持團體輔導計畫

說明：心理諮商輔導所使用之各類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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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
重建方案

一、執行內容
(一)勞保局職業災害專案職災者心理輔導和社會適應訓練
(二)預定訓練人數：25 人/年
二、執行成效
(一) 訓練人數：16 人，執行率 64%
(二) 通報人數：29 人
(三) 轉介通報窗口數：穩定維持 49 單位
(四) 個案管理人數：49 人
(五) 聯誼活動數：6 場
三、執行成效未果說明
(一)通報個案已報名生活重建班課程
(二)因個人因素而不參訓，如：無意願受訓、有壓瘡暫不適合受訓、受傷初期，
希望多做復健、傷有心情不佳等因素。
四、成果照片

說明：受訓學員接受電腦課程 說明：受訓學員參與社區適應
訓練
活動(淡水之旅)
一、執行內容
(一)提供 5 位傷友就業機會(北區 2 名、中區 1 名、桃園 2 名)進行建立通報支
持聯絡網、個案管理建立、家庭關懷等工作。
(二)個案訪視服務量2,800 人次
(三)新通報個案服務量135 人
(四)開發訓練服務量90 人
(五)患友聯誼活動6 次
二、執行成效
(一)提供 5 位傷友就業機會，執行率 100%。
(二)個案訪視服務量 3,945 人次，執行率 141%
「礙」的新希望~
(三)個案通報新服務量 138 人，執行率 102%
脊髓損傷通報支
(四)開發訓練服務量 69 人，執行率 77%
持聯絡網(多元
(五)患友聯誼活動 6 場次，執行率 100%
就業開發方案) 三、成果照片

說明：舉開 107 年 8 月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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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舉開 107 年 11 月例會議

一、執行內容：參加全台 23 家脊髓損傷者協會會員大會，並致贈敦親協會禮金
二、執行成效：未全數參加各協會會員大會，然致贈敦親協會禮金 46,000 元(23 單
位×2,000 元)。
三、成果照片

敦親協會聯誼宣
廣

說明：107/12/15 台中市脊髓損 說明：107/12/08 雲林縣脊髓
傷者協會
損傷者協會
一、執行內容：年度辦理六場患友聯誼活動
二、執行成效：確實辦理六場患友聯誼活動，執行率 100%。
三、成果照片

患友聯誼活動

說明：於台北榮總醫院舉辦患 說明：於高雄長庚醫院舉辦患
友聯誼會。
友聯誼會。
一、執行內容：協助 36 名頸髓傷友或無交通能力的胸髓傷友達到社區
居住的訓練及體驗,以利未來回歸社會
二、執行成效：訓練學員數 36 人/684 人次，執行率 100%。
三、成果照片
開辦「重度頸髓
傷友回歸社會
自立生活」訓練
服務計畫

說明：社區適應課程-自行購買 說明：居家生活訓練-傷友學習
電影票
自己烹飪並共同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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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內容：
(一) 透過寄發紙本問卷並檢附回郵調查歷年來學員需求調查瞭解中心未來可
以提供的服務方向及目前生活狀態，如未回應者再以電話聯絡。
脊髓損傷需求調
(二) 需求調查對象：97-106 年曾接受本中心服務之傷友 1130 人。
查
二、執行成效
(一)依執行內容進行問卷調查
(二)調查份數：108 年 3/22 止共完成 240 份問卷，執行率 21%。
一、執行內容
(一)依照身心障礙者需求，並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
立生活計畫，並進一步提供個人助理員提供身心障礙者在社區居住、生活
及參與社會的人力協助，並協助社會資源的連結，以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
生活、社會參與。
(二)年度預計服務人數 30 位
二、執行成效
(一)依照服務內容提供服務
(二)年度服務人數 18 位
三、執行未果說明
(一)需求評估中心派案數及各單位通報人數不足
(二)需求評估中心所派的個案經開案評估後不符開案資格，如已入住機構、聘
用看護、使用居家服務、或表示無服務需求而拒絕服務。
(三)個人助理培訓不易及受訓後無服務他人之意願
1. 受訓者已有工作或者僅想參加訓練課程吸收資訊，非以服務他人為目
自立生活服務專
的。
案
2. 個助對工作失去熱忱。
3. 個助無法配合服務對象時間或要求進行服務(希望能挑選到較服務的
對象或較輕鬆的、不用出力的、不需要處理大小便的工作)。
4. 擔心無法負擔照顧風險。
四、成果照片

說明： 自立生活方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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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平鎮婦幼館宣導自立生
活方案

一、執行內容
(一)培養脊髓損傷領袖及幹部人才之管理、創新、創業、設計、服務、行銷能
力與簡報技巧等，加強學員對未來生涯的想法並找出中心各單位所需之人
才。
二、執行成效
(一)依執行內容執行
(二)實際執行場數： 3 場
三、成果照片
脊髓損傷
夢想實踐營

說明：第五屆夢想實踐營學員 說明：第八屆夢想實踐營成果
簡報分享
發表
一、執行內容
(一)基礎電腦課程訓練
(二)基礎電腦班課程及培力訓練
二、執行成效
(一)期別：兩期/年
(二)訓練時數：612 小時
(三)訓練人數：10 人
(四)結訓人數：10 人
讓生命發光基
(五)取得 TQC 證照：29 張
礎電腦培訓計 三、成果照片
劃重生羽翼-職
能培力計劃

說明：電腦班第十五期開訓典 說明：電腦班學員上課情形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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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內容：職業技能訓練
二、執行成效
(一)期別：一期/年
(二)訓練時數：406 小時
(三)訓練人數：3 人
(四)結訓人數：2 人
創意設計班 三、成果照片
(現更名為人才培
訓班)

說明： 人才培訓班上課情形
說明：人才培訓班上課情形
一、執行內容
(一)居家就業服務及過往居家就業個案追踨及輔導
(二)預計開案人數12 人；就業登記 7 人；穩定就業 5 人。
二、執行成效
(一) 年度開發廠商 23 家
(二) 專家訪視 11 次
(三) 新開案個案人數 12 人；就業登記 7 人；穩定就業 5 人，達成率100%。
三、成果照片
新北市居家
就業服務計畫

說明：開案前評估-王 O 茹

說明：就服員陪同個案杜 O 萍
面試

一、執行內容
(一)居家就業服務
(二)預計開案人數10 人；就業登記 9 人；穩定就業 5 人。
二、執行成效
(一)依執行內容執行
(二)新開案個案人數 11 人；就業登記 9 人；穩定就業 5 人，達成率110%
三、成果照片
桃園市居家就
業服務計劃

說明：居家就業座談會

說明：居家就業到宅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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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內容
(一) 年度人員招募目標：10 人
(二) 不定期舉辦期職前訓練，年度訓練人數達 15 人
二、執行成效
(一)實際招募人員：7 位，執行率 70%
(二)實際訓練人員：7 位，執行率 46%
(三)實際報名人數：16 位
(四)執行成效未果說明
1. 培訓期間因未通過考核而未錄用。
2. 中心整年度持續對內及對外招生，然因受訓學員認為客服工作壓力大，
且休息時間缺乏彈性，致招生成效不佳。
3.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期待每期招滿 3 位學員再進行職前訓練，然今
年上半年度每期皆未達 3 名學員報名，無法順利受訓，後經溝通，只要
續辦客服工作室
有報名人數便可受訓，然招募成效仍不佳。
4. 台灣大哥大公司每年招聘人數不定，即便當期有學員應徵，不一定能接
受培訓課程。
三、成果照片

說明：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說明：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徵才說明會
徵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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