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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好居家式機構

居家服務單位團隊



什麼是居家服務

•長照服務專線1966

•居家服務員到家提供服務

•身體照護、家務服務、精神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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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照顧組合 注意事項
政府
支出

一般戶(16%)/元 中低收(5%)/元

BA01 基本身體清潔 擇一組合:(1)協助刷牙洗臉(含口腔照顧)及梳頭修面、身體部分清潔、更換衣物。(2)床上擦澡、更換衣物(含尿片)。 260 41 13

BA02 基本日常照顧 任3項或同一項目實施3次為一組合:協助用藥1次、協助如廁1次、定時翻身之1次翻身、指(趾)甲修剪1次、定時更換尿片(衛生棉)之1次更換尿片(衛生棉)等。 310 49 15

BA03 測量生命徵象 長照需要者因疾病需進行血壓、體溫、脈搏呼吸之監測。 35 5 1

BA04 協助餵食或灌食 進食(含加熱飯菜)準備、協助餵食(或灌食)及環境善後。 130 20 6

BA05 餐食照顧 代購食材、在案家備餐、備餐後用具及餐具善後及清潔或在案家準備1日所需之管灌飲食及善後清潔。 310 49 15

BA06 協助沐浴 引導至浴間、全身淋浴或坐浴、口腔照顧或刷牙、浴間使用後之清理。 290 46 14

BA07 協助沐浴及洗頭 引導至浴間、全身淋浴或坐浴、洗頭、口腔照顧或刷牙、浴間使用後之清理。 325 52 16

BA10 翻身拍背 扣背或震顫時間須至少15分鐘。 155 24 7

BA11 肢體關節活動 上肢、下肢被動運動，或督促長照需要者進行主動運動。 195 31 9

BA12 協助上下樓輪椅 協助上或下樓梯或上下輪椅。限ADL移位屬可自行坐起，離床需協助(含)以上者。 130 20 6

BA13 陪同外出 30分鐘；外出目的包括:購物、社交活動、辦理事務、參與宗教活動、用餐、散步、上下學、定期式復健或洗腎、運動等。(不含交通費用) 195 31 9

BA14 陪同就醫 協助掛號(含預約)、陪同就診、聽取及轉知醫囑與注意事項。(不含交通費用) 685 110 34

BA15 家務協助

1. 30分鐘；獨居之長照需要者；居所的清理或洗滌、換洗衣物洗滌。 195 31 9

2. 非獨居之長照需要者，若係長照需要與家人共用之區域，本項組合之50%須由長照需要者負擔支付 195 112 101

BA16 代購代領或代送

1.餐食、生活用品、藥品、郵寄、補助品、衣物床單送洗等；限長照需要者本身所需。 130 20 6

2.長期需要者以外家人物品；本項組合50%須自付。 130 75 68

BA17 執行輔助性醫療 甘油球通便、依照藥袋只是置入藥盒、攜帶式血糖機驗血糖、傷口分泌物簡易處理、管路清潔、口腔抽吸之任1項。 65 10 3

BA18 安全看視 1小時；至個案家陪伴看視並注意異常；限心智障礙者。 400 64 20

BA19 安全看視(續) 續半小時；至個案家陪伴看視並注意異常；限心智障礙者。 200 32 10

BA20 陪伴服務 1小時；至個案家陪伴看視，或讀紙本或電子新聞或書信；不得與其他組合併同使用。 350 56 17

BA21 陪伴服務(續) 續半小時；至個案家陪伴看視，或讀紙本或電子新聞或書信；不得與其他組合併同使用。 175 28 9

BA22 巡視服務 得搭配本照顧組合表之其他照顧組合。簡易協助至少3次，上午7點30分至下午6點。 350 20 6

GA01
居家喘息服務
(全日)

提供身體照顧服務：包括協助如廁、沐浴、進食、服藥、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運動等。 2310 369 115

GA02
居家喘息服務
(半日)

提供身體照顧服務：包括協助如廁、沐浴、進食、服藥、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運動等。 1155 184 57

居家照顧服務及居家喘息服務民眾部分負擔費用







被掩蓋的照顧

◆黃媽媽平時有固定工作，同時要照顧一位身障的心肝寶貝，除了平時上下
學外，每週至少兩天陪伴到醫院做復健，為了自己的心肝寶貝能夠在不會因
先天上的不足而錯過最美好的童年，許媽媽再怎麼辛苦也也咬這牙根的跟寶
貝一起長大，即便是公司業務再多在繁忙、就算颳風下雨，每一刻都不會缺
席寶貝成長的過程。

◆照顧自己心肝寶貝，即便再辛苦再累，我們做父母的也不會說出一句「我
累了」，更何況小寶貝是先天上受到影響的每一位家庭，這不是能夠選擇及
願意這樣的，社會更應該看見更加注意，更該一同協助這些因為受先天上影
響的小寶貝媽媽、爸爸們，在照顧上所遇到的困難與壓力，透過我們小小的
協助能夠減輕您們在照顧上的負擔，讓您們更有時間來陪伴兒童生活及學習，
讓我們一起為孩子們在微笑中成長～



您是否有這方面的照顧需求呢
時間 可做的服務項目

平日放假
假日休假
上下學時段

• BA02基本日常照顧：(可以幫忙個案刷牙洗臉、協
助個案上廁所清理、協助穿衣服）

• BA04協助餵食：(不會自理個案：可協助餵食）
• BA20陪伴服務：(可以自裡個案：可協助陪伴個案

吃早餐、寫作業）
• BA13陪同外出：(可以協助個案上交通車）

說明：
1. 基本照顧服務可以協助爸爸媽媽在休假時、或臨時有事需要外出時，臨時有重要事情時，

無法協助寶貝們一般身體上的照顧
2. 爸爸媽媽如平時如果只有一個人要帶寶貝們外出去，對於同時需要照顧寶貝的安全外還要

準備非常繁瑣事務沒有人可以協助時，我們都可以協助您減少您一人需要負擔的壓力，一
起陪同孩子們外出參與活動。

3. 有時候放學時，工作業務繁蠻、無法立刻請假時，我們也能協助報備們上下學服務喔。



您是否有這方面的照顧需求呢

平日放學後
下課在家時
休假在家時

• BA13陪同外出：(可以協助個案上交通車）
• BA16代購服務：(可以幫忙買餐）
• BA02基本日常照顧：(可以幫忙洗臉、協助個案

上廁所清理、換尿布等）
• BA07洗澡服務：(協助沐浴及洗頭）
• BA04協助餵食：(不會自理個案：可協助餵食）
• BA18安全看視：(可協助陪伴個案吃點心或晚餐，

可以陪伴個案寫功課、玩玩具等，等到家長回家）
說明：
• 下班或休假時，可能會身體疲勞、不舒服情時、爸爸或媽媽臨時有事情時，無法一個人照

料寶貝、陪伴小朋友看書協作業等等，當您有這方面需求時我們能夠協助您。



您是否有這方面的照顧需求呢

寶貝需要常規性至醫院接
受醫療照顧或身體不適時

BA14(陪同就醫，1.5小時）

BA13(陪同外出，每30分鐘為一單位）



您是否有這方面的照顧需求呢

假日時,照顧者
需要休息時,可
以使用居家喘
息服務或居家
服務

★GA01居家喘息服務(全日)：6小時,14
天／年
GA01居家喘息服務(半日)：3小時,28

天／年

★居家服務：BA18安全看視：(可以陪
伴個案寫功課、玩玩具等，讓家長可以
出門放鬆一下）BA13陪同外出：(可以
陪同個案出外散散步）



恒好居家式機構
恒星居家護理所
永恆居家物理治療所

服務專線:



2018/9/27 看漫畫，學資安—重視資訊安全（網路詐騙） | 全民資安素養網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118?user_type=4&topic=9 1/4

⾸⾴ (https://isafe.moe.edu.tw/public) 
> 重視資訊安全 (https://isafe.moe.edu.tw/public/resource_center?

field_vb_target_group_tid[]=4&term_node_tid_depth[]=9)
> 看漫畫，學資安—重視資訊安全（網路詐騙）

最後更新⽇期：2018/07/30

拍賣網站 (https://isafe.moe.edu.tw/public/拍賣網站?user_type=4)

   

在拍賣網站如果發現價格異常低的商品（例如：最新型的智慧型⼿機，售價卻只要原價
的四分之⼀），這很有可能是詐騙的⼿法，最好詳細確認賣家的可信度，並且避免直接
匯款，多⽅確認後再決定是否購買，以免落入歹徒的圈套喔！

看漫畫，學資安—重視資訊安全（網路詐
騙）

:::

https://isafe.moe.edu.tw/public
https://isafe.moe.edu.tw/public/resource_center?field_vb_target_group_tid[]=4&term_node_tid_depth[]=9
https://isafe.moe.edu.tw/public/%E6%8B%8D%E8%B3%A3%E7%B6%B2%E7%AB%99?user_type=4
https://isafe.moe.edu.tw/#line
https://isafe.moe.edu.tw/#google_plus
https://isafe.moe.edu.tw/#email
https://isafe.moe.edu.tw/#facebook


2018/9/27 看漫畫，學資安—重視資訊安全（網路詐騙） | 全民資安素養網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118?user_type=4&topic=9 2/4

   

看漫畫，學資安—重…  上⼀⾴
(/article/2116?user_type=4&topic=9)

下⼀⾴ (/article/2122?
user_type=4&topic=9)  

看漫畫，學資安—重…

宣傳單 更多宣傳單...

https://isafe.moe.edu.tw/#line
https://isafe.moe.edu.tw/#google_plus
https://isafe.moe.edu.tw/#email
https://isafe.moe.edu.tw/#facebook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116?user_type=4&topic=9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122?user_type=4&topic=9
https://isafe.moe.edu.tw/public/resource_center?type[]=flyers&field_vb_target_group_tid[]=4&term_node_tid_depth[]=9


性別平等教育專欄 

 

◆性平全球通 

埃及女性練跑酷 打破社會性別束縛（107 年 9 月 13 日） 

文／盧其文 

 伊斯蘭世界向來反對女性拋頭露面，尤其是從事體育活動，在許多國家更是一大禁忌。

但在埃及首都開羅，有一群女性每週在郊區的一座廢棄公園聚集一次，進行激烈的「跑酷

（Parkour）」體能訓練，包括攀爬牆壁和翻騰跳躍等，不僅挑戰體能，更挑戰保守的社會

規範。 

 跑酷是在一九八○年代興起於法國的運動，常被歸類為極限運動，原名為「移位的藝術」，

後來改用法文「路徑（parcours）」一詞來命名，包括在建築物和各種地形快跑、攀爬和跳

躍，有如特技表演。 

 過去半年來，有十名女性每週在開羅郊區進行跑酷訓練，受訓重點在於建立上半身的力

量，並以不同方法因應周遭環境，最終目標是組成埃及第一支的專業跑酷隊。 

 在埃及，女性在公眾場合總是很低調，因此，當這些戴著頭巾的女性在街上攀爬牆壁和

跳躍時，往往引來好奇群眾圍觀，甚至在一旁拍照錄影。所幸訓練過程沒有受到阻撓，她

們堅稱，沒有任何運動是專屬於男性的。 

 接受跑酷訓練的赫拉說：「女性參與運動，甚至在街上跑跳，一般人當然無法接受，因

為他們還不習慣。」 

 在教練奧蘭姆的指導下，十名女性努力攀爬障礙物，跳躍時正確著地，以及在建築物當

中尋找施展身手的機會。奧蘭姆表示，隨著跑酷運動越來越普及，有興趣的女性也越來越

多，一般人對於「女性參與運動」的接受度也越高，日後女性組隊訓練也就不稀奇了。 

 「跑酷埃及」是個由男性和女性組成的團體，創立初期成員不多，之後人數就呈現倍數

增加。可惜跑酷這項運動不受埃及政府重視，赫拉說：「跑酷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發展、推

廣，人們才會更了解它。」 

 另一個問題是，埃及民風保守，女性在街頭從事運動被視為很不尋常。湯森路透基金會

二○一七年針對女性在大城市的遭遇進行調查，結果開羅被列為全球對女性最危險的大城市，

倫敦則是最友善的城市。 

 

克服宗教限制 伊朗女子完成鐵人三項 

 二○一六年十月六日，吉拉米（Shirin Gerami）創造了歷史，成為首名代表伊朗參加鐵人

三項世界錦標賽（Ironman Kona）的女性選手，她以十三小時完成了游泳、單車和跑步三

項運動，當她接近終點的紅地毯時，有人遞給她伊朗國旗，她披上國旗，臉上綻放燦爛笑

容，衝過終點線。 

 吉拉米從小旅居不同國家，大部分時間住在英國，學生時期對跑步、游泳、曲棍球等運



動都很精通，直到在杜倫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才開始投入鐵人三項訓練，大學畢業搬到

倫敦工作時，加入當地的鐵人三項總會。 

 二○一三年國際鐵人三項聯盟（ITU）比賽在倫敦舉行，吉拉米想代表伊朗參賽，她寫信

到伊朗鐵人三項聯盟，卻遭到拒絕，原因是伊朗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對於女性參加運

動賽事十分敏感，必須遵從伊斯蘭律法。 

 在伊斯蘭國家，女性從事運動困難重重，如果要遵守伊斯蘭律法，女性是不能露出頭髮

或穿露出身材的衣服。為了一圓參賽夢想，吉拉米在伊朗國內四處奔走，無奈受限於伊斯

蘭律法對女性服裝的諸多限制，處處碰壁，但她不放棄，多次從倫敦飛往德黑蘭，向伊朗

鐵人三項聯盟陳述解決方案。 

 吉拉米後來想出的解決方案是，在游泳比賽部分，她會先在耐寒衣外面披上罩衫，上岸

後再披上罩衫，馬上進入設置在轉換區旁邊的帳棚，更換單車衫，一切遵照伊斯蘭律法的

規定，終於在出賽前一晚獲得同意。 

 ITU 在倫敦的比賽，成為吉拉米參加的首場鐵人三項賽事，她穿上符合規定的服裝，來

到比賽場地，並完成比賽。因為她的努力，伊朗方面願意成立女子鐵人三項代表隊，雖然

成員只有她一人。 

資料來源：國語日報 性別平等教育專刊 

https://www.mdnkids.com/gender_equity_edu/index.asp?sn=198 



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設置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教師諮商輔導，執行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條規定

設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師支持中心)，特訂定本要點。 

二、教師支持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

教署)署長兼任；副主任一人，由國教署業務副署長兼任；執行秘

書一人，由國教署人事室主任兼任；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國教

署人事室人員兼任。 

三、教師支持中心得依業務需要，設二組辦事；其分組及應辦理事項如

下： 

(一)諮商輔導組： 

1.執行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以下簡稱支持服務)工作。 

2.辦理教師諮商輔導個案管理與評估，彙整個案系統資料及資訊

管理。 

3.執行教師諮商輔導工作成效評估。 

(二)行政管理組： 

1.建置及維護教師諮詢專線及教師支持中心網際網路平臺。 

2.規劃及整合運用各項行政資源，推動教師支持中心業務。 

3.統籌調派教師支持中心人員及整合相關人力資源。 

四、教師支持中心服務對象為本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及

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以其代理期間為限；校長得準用本要點規定，

由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支持服務。 

前項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依各該法規規定辦理，教師支

持中心不提供支持服務：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 

（二）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屬實之校園霸凌事件行為人。 

（三）進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處理程序中之教師。 

五、教師支持中心得依教師之特殊需求，聘請學者專家、精神科醫師、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以下簡稱專業人員)，提供



教師支持服務。 

聘請前項專業人員所需費用，得比照國教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要點之經費補助基準表支給。 

六、教師申請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專業諮詢或第三款團體諮商輔

導者，專業人員應告知其相關權利及保密規定，教師支持中心始得

提供服務。 

教師申請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個別諮商輔導或第四款心

理危機介入者，應簽署同意書後，教師支持中心始得提供服務。 

精神科醫師以諮詢、評估與轉介為主要功能，不進行醫療行為。 

七、教師支持中心不對教師提供任何證明書或診斷書。 

教師支持中心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

對外公開。 

八、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教師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個別諮商輔導，

以每人每年六次為限。但有特殊狀況者，經專業人員評估及教師支

持中心認定後，得增加至八次。 

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教師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團體諮商輔

導，以每人每年一個團體諮商輔導為原則。 

九、教師支持中心應依心理治療所設置標準及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之規

定規劃空間及設備，並得考量年度預算及參照心理師法第二十條第

五項規定，設行政辦公室、會議室、檔案室、心理諮商室及團體諮

商室，及配置相關設備。 

十、教師支持中心所需經費，由國教署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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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設置要點總說明 
教師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零八年六月五日公布，依本法第三

十三條第四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體系，協助教師諮商輔導；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為促進與

維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心理健康，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體系，提供教師專業諮詢、心理諮商輔導等服務；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本部為協助教師諮商輔導，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設教師諮商輔

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師支持中心)，爰擬具「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

中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 本要點之法源依據。(第一點)  

二、 教師支持中心組成及運作。(第二點) 

三、 教師支持中心之分組設置與分組業務。(第三點) 

四、 教師支持中心之服務對象及不提供服務對象。(第四點) 

五、 教師支持中心得聘請專業人員及其支給基準(第五點) 

六、 教師支持中心服務之專業倫理及精神科醫師任務。(第六點) 

七、 個案資料之不開立證明及保密原則。(第七點) 

八、 教師支持中心的服務方式與服務次數限制。(第八點) 

九、 教師支持中心之設施設備。 (第九點) 

十、 教師支持中心經費之來源。(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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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設置要點 

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

教師諮商輔導，執行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

系設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五條規定設教師諮商輔導支

持中心(以下簡稱教師支持中

心)，特訂定本要點。 

本設置要點訂定目的。 

二、教師支持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本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

稱國教署)署長兼任；副主任一

人，由國教署業務副署長兼任；

執行秘書一人，由國教署人事

室主任兼任；其他工作人員若

干人，由國教署人事室人員兼

任。 

 

一、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

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第五條

立法理由敘明教師支持中心為

任務編組，非屬行政機關或機

關之內部單位，僅係協辦業務。 

二、明定教師支持中心主任、副主任

及執行秘書之設置。 

三、教師支持中心得依業務需要，設

二組辦事；其分組及應辦理事

項如下： 

(一)諮商輔導組： 

1.執行教師諮商輔導支持

服務 (以下簡稱支持服

務)工作。  

2.辦理教師諮商輔導個案

管理與評估，彙整個案系

統資料及資訊管理。 

3.執行教師諮商輔導工作

成效評估。 

(二)行政管理組： 

1.建置及維護教師諮詢專

線及教師支持中心網際

網路平臺。 

一、明定教師支持中心之分組設置。 

二、為完善教師支持中心建置規劃，

並使教師支持中心順利推動運

作，明定教師支持中心依任務

需求得設分組，分為諮商輔導

組及行政管理組二組，並明定

各組工作。 

三、諮商輔導組係負責所有教師支

持中心之支持服務工作；行政

管理組則協助協調各行政庶務

工作，包括建置及維護教師諮

詢專線、教師支持中心網際網

路平臺、整合人力資源業務，協

調各地諮商心理諮商所或心理

治療所之心理師工作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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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及整合運用各項行

政資源，推動教師支持中

心業務。  

3.統籌調派教師支持中心

人員及整合相關人力資

源。 

四、教師支持中心服務對象為本部

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

教師及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以其

代理期間為限；校長得準用本要

點規定，由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支

持服務。 

前項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依各該法規規定辦理，教

師支持中心不提供支持服務：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調查屬實之校園性別

事件行為人。 

（二）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調查屬實之校園霸凌事

件行為人。 

（三）進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

停聘處理程序中之教師。 

 

 

一、第一項明定教師支持中心服務

對象為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專任教師及代理教

師，且代理教師以其代理期間

為限。各主管機關應個別建立

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以提供

該主管之教師諮商輔導。另明

定校長得準用教師支持中心所

有支持服務項目。 

二、第二項： 

  (一)考量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係

為違法行為之人，應自行負

擔諮商輔導費用，且為避免

標籤化及污名化，明定教師

支持中心不提供校園性別事

件行為人、校園霸凌事件行

為人及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

程序之人支持服務。 

  (二)第三款所定進入解聘、不續

聘或終局停聘處理程序中之

教師，指教師涉有教師法第

十四條至第十六條及第十八

條情形，已進入校園事件處

理會議及教師專業審查會調

查及輔導階段之教師或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中之教

師。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解聘不續聘或資遣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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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高級中

等以下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

及運作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已有規定，「輔導期間，

輔導小組並得請求提供醫

療、心理、教育之專家諮詢或

其他必要之協助」。為避免資

源重複消耗及外界對申請諮

商輔導支持服務之教師與不

適任教師有所關連之誤解，

而致有支持需求之教師不願

使用，爰不提供不適任教師

諮商輔導服務，但可以提供

資源轉介。 

五、教師支持中心得依教師之特殊

需求，聘請學者專家、精神科醫

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

社會工作師(以下簡稱專業人

員)，提供教師支持服務。 

聘請前項專業人員所需費

用，得比照國教署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要

點之經費補助基準表支給。 

一、第一項得依教師之特殊需求，聘

請專業人員協助教師諮商輔導

工作。 

二、第二項明定教師支持中心經費

基準。 

 

六、教師申請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專業諮詢或第三款團體

諮商輔導者，專業人員應告知

其相關權利及保密規定，教師

支持中心始得提供服務。 

        教師申請本辦法第六條第

一項第二款個別諮商輔導或第

四款心理危機介入者，應簽署

同意書後，教師支持中心始得

提供服務。 

        精神科醫師以諮詢、評估

一、第一項明定教師使用教師支持

中心支持服務必須告知有自主

權、受益權、免受傷害權、公平

待遇權、要求忠誠權等相關權

利，及保密的特殊狀況，例如涉

及需要進行法定責任通報義務

之事則無法代為保密，教師支

持中心始得提供服務。 

二、第二項明定教師使用教師支持

中心支持服務，為避免爭議，應

先讓教師了解服務過程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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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轉介為主要功能，不進行醫

療行為。 

訊後，簽署同意書後，教師支持

中心始得提供服務。 

三、第三項明定精神科醫師之任務

及不能進行醫療行為。 

七、教師支持中心不對教師提供任

何證明書或診斷書。 

        教師支持中心所取得之個

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

不得對外公開。 

一、本點規定係參考教育部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設置要點第十點體

例敘寫。 

二、第一項明定教師支持中心不開

立任何證明書，且因所提供之

支持服務非屬醫療行為而不應

開立診斷書。 

三、第二項明定個案資料之保密原

則。 

八、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教師本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個別諮商

輔導，以每人每年六次為限。但

有特殊狀況者，經專業人員評

估及教師支持中心認定後，得

增加至八次。 

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教師本

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團體

諮商輔導，以每人每年一個團體

諮商輔導為原則。 

一、參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員

工協助方案之教師諮商輔導處

遇性個案一般多為六次至八

次，其中較困難個案約為八次；

爰於第一項明定教師支持中心

服務個案以六次為原則，有特

殊狀況者至多得延長至八次。 

二、第二項明定教師參加團體諮商

輔導的次數與原則。 

九、教師支持中心應依心理治療所

設置標準及心理諮商所設置標

準之規定規劃空間及設備，並

得考量年度預算及參照心理師

法第二十條第五項規定，設行

政辦公室、會議室、檔案室、心

理諮商室及團體諮商室，及配

置相關設備。 

一、明定教師支持中心應依心理師

法、心理治療所設置標準及心

理諮商所設置標準之規定設

置。 

二、本點係參考教育部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設置要點第九點體例規

定。 

十、教師支持中心所需經費，由國教

署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明定教師支持中心經費之來源。 

 



 
 

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赴公民研習分享 

 
 

 

 

 

 

 

                   

                                            



手工自然麵材料  5~6人份  

麵疙瘩配方和材料解說 

 

麵團攪拌過程 

 

 



配方介紹 

• ＊中筋麵粉 3 杯 （用250cc量杯） 

• ＊冷水 1又1/4杯  

• ＊海鹽 1 小匙 （鹽1/2小匙 ） 

• ＊沙拉油1大匙 （麵團揉好 用來在外面抹
些油防沾黏） 

 



自然麵團製作方式 ： 

1 將麵粉 冷水 鹽放入大盆中揉
成團 將麵糰搓成長條狀 切成六
等份 再分別搓揉成小條 (慢速攪
打2~3分鐘左右） 

2 準備一個平的盤子 鋪上塑膠袋
或者保鮮膜 手沾些沙拉油 將揉
好麵條外層抹上些油 再放上盤子
整齊鋪好 外層套上塑膠袋 進冰
箱冷藏 

 

 

 



自然麵團製作方式 ： 

• 3.要吃的時候將麵糰取出,煮一鍋熱水加一
小匙鹽,可將麵團桿平切成麵條用捏的成麵
疙瘩或壓揉成貓耳朵,水滾下水煮至麵條浮
上來就可以. 

 

 

 

 



彈牙麵疙瘩 



 

 

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語言治療師    陳麗鈴 

2020/10/08 

淺談聽障生聽力追蹤及策略介入 











到底，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懂？ 
 



客觀及標準化醫學檢查，才能證
實目前個案的聽力表現。 
無法靠經驗推測或觀察，就能斷
定個案目前的聽力值！ 







所以，結論是： 
 聽力追蹤的時機： 

定期每年一次，或因疾病可能引起的聽力波動變化 

教學時，對於學生的學習反應感到遲疑 
 如：看起來很聰明，可是對教學內容卻沒有適切反應 

 
 



聽力未追蹤，可能： 
實際的聽力表現，若與配戴的助聽輔
具有明顯落差，則會讓個案接受聽訊
息能力變差、學習及生活適應逐漸有
困難，而大人卻都一直認為「他有聽、
聽得到」 
 



策略介入 
 已配戴助聽器，確認助聽器能發揮其效益時： 

有口語 
 對於學科內容、日常指令或確定能聽懂的內容，要求重述或
口語回應 

 給予表達經驗 

無口語 
 使用視覺手勢、圖卡或文字做介入 

 建立溝通管道 

 



謝謝大家！ 



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109學年度「推動閱讀」活動實施計畫 

壹、緣起：學習之本—閱讀，我們如何在閱讀的過程中，涵蘊著人文素養、

培育十二年國教的前瞻能力，此為新興的學習議題。嘗試推動閱讀活動

於特殊教育，鼓勵及營造自主學習型校園。 

貳、依據：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 

参、實施目的 

一、推動師生閱讀活動，營造良好閱讀環境，建立校園優良學風。 

二、培養學生傾聽、主動閱讀與思考的習慣，奠定終身學習基礎。 

肆、實施內容 

一、鼓勵師生充分利用資源，借閱圖書。 

（一）圖書室圖書開架式陳列，教職員、學生借閱方式簡便，鼓勵師

生踴躍借閱圖書。 

（二）圖書室部份中午開放，由教師自願認領中午或早自息等彈性時

間，協助引導學生進行閱讀活動並登記借閱狀況，增加學生課

餘利用機會。 

二、設立班級圖書櫃，經營班級圖書角，營造閱讀氣氛。 

（一）導師由各班級書籍費添購教室書櫃，供班級學生使用，鼓勵各

班經營自己的圖書專區；亦可由班級為單位，由老師向本校圖

書室借書，以一個月為期限。 

（二）鼓勵學生課間閱讀，並利用語文課或班週會時間或學藝活動分

享讀書心得，促進提昇學生口語或文字表達能力之目的。 

（三）鼓勵導師規劃「晨讀時間」、「課間閱讀」時間，培養學生定時、

持續、有恆的閱讀習慣，儲備豐富背景知識，增進學習效果。 

三、鼓勵課餘時間親子共讀，營造親子閱讀學習氣氛，家長可紀錄閱讀

共讀情形登載於聯絡薄或分享閱讀心得於校刊。 

伍、預期成效 

一、全校能重視閱讀教育，協同培養學生閱讀與傾聽的能力。 

二、學生能培養靜心閱讀興趣，學習主動求知，享受閱讀或欣賞繪本之

樂趣。 

三、透過閱讀相關活動，增進學生聽、說、讀甚至書寫文字的能力。 

陸、獎勵 

一、累積閱讀書本紀錄，經導師認定閱讀學習優良學生，期末可協助學

生報請敍獎。 

二、執行推動本閱讀計畫，積極有成效者，由校長依權責頒給獎狀或敍

獎鼓勵。 

柒、本計畫經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