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年度工作報告書
壹、政策推動
一、臺北市政策推動
(一) 特殊教育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議
事由

時間

王晴紋理事長代表本會參與
-特殊教育諮詢會第 10 屆第 1 次會議

2016/07/8

-特殊教育諮詢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共計二場會議

～
2016/12/27

林一蘭總幹事代表本會參與
2016/06/20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第 10 屆第 2 次
～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第 10 屆第 3 次，共計二場會議
2016/12/28
-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高級中學等學校檢討會
-國中個案個別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執行績效評鑑草案會議
- 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簡章修訂會議

2016/9/13
2016/9/2
2016/09/13

-研商台北市 105 學年度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生教育輔導執行績效評鑑實施
2016/10/4
計畫。
-研商特教家長團體反映本市校務評鑑相關運作疑義會議

2016/10/17

-身障國小新生報名簡章修正工作會議

2016/11/2

2.臺北市國小國中校務評鑑暨訪視視障重點學校
事由

時間

林一蘭總幹事代表本會出席北市國小評鑑訪視工作說明會

2016/3/10

王晴紋理事長代表本會參與台北市 105 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校務績效指標訪
2016/12/6
視評鑑訪視委員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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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蘭總幹事代表本會校務評鑑/訪視靜心國小、中山國小、麗湖國小、啟

2016/03
～

明高中等視障重點學校

2016/12

3.鑑定安置會議
事由

時間

林一蘭總幹事代表本會參與
-召開學前身障幼兒臨時安置會議

2016/2/18
2016/04/20

-105 學年度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入幼兒園鑑定及安置鑑定會議，共計三場會議

～
2016/04/22

-105 學年度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入幼兒園鑑定及安置會議

2016/05/04

-105 學年度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入幼兒園鑑定及安置籌備會議

2016/11/09

-台北市 105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身心障礙幼兒學在校生鑑定檢討暨 106 學年
2016/11/28
度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入幼兒園鑑定安置籌備會議

4.視障組鑑定安置會議
事由

時間

林一蘭總幹事代表本會參與
-104 學年度各級學校特教推行委員會議

2016/01/18

- 10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視障組籌備會議

2016/01/25

-105 學年度學生入學國民小學鑑定安置會議

2016/03/18

-105 學年度起學校高中高職鑑定安置會議

2016/04/8

-臺北市 105 學年度起國民中學鑑定安置會議

2016/4/14

-台北市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會議(視障組)

2016/05/12

-台北市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個案輔導評量書資料審查會
2016/5/27
議
-召開「105 年度第一學期視障用書」審查會議

2016/06/4

-召開 105 學年鑑定安置檢討暨 106 年期中鑑定籌備會議會議

2016/6/22

-12 年就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檢討會議

2016/7/11

-資源中心國小鑑定安置工作會議

201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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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鑑定安置工作檢討會議

2016/8/19

-台北市 104 學年度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檢討暨台北市 106
2016/9/1
學年度國民中學身心障礙新生暨在校生鑑定安置實施計畫籌
-為 105-108 學年度國中校務評鑑績效指標「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領域」修
2016/9/5
正建議，召開協調會。
-西區資源中心國小鑑定安置籌備工作會議

2016/9/12

-台北市 105 學年度各級學校特推行委員會運作知能研習籌備會議

2016/09/14

-高中個案個別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執行績效評鑑草案會議

2016/10/21

-「105 學年度視覺障礙學生轉安置台北市立啟明學校」暨「106 學年度身心
2016/10/31
障礙學生安置台北市立啟明學校高中高職工作籌備」會議
-召開視障生國小、國中、高中職安置會議

2016/11/25

-台北市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生教育輔導執行績效評鑑專家學者
2016/12/2
諮詢會

5.臺北市身心障礙家長團體召開之特殊教育監督委員會
事由

時間
2016/05/25

林一蘭總幹事代表本會參與臺北市特殊教育監督委員會會議 105 年度第 1 次至
～
第 3 次，共計三場會議
2016/12/07

(二) 社會福利
1.臺北市政府會議
事由

時間

王晴紋理事長代表本會參與「105 年度大安區餐與式預算提案審議小組會議」

2016/9/9

2.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會議
事由

時間

(1)林一蘭總幹事代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服務委外招

2016/5/20

標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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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事由

時間
2016/01/08

(1)王晴紋理事長擔任「105 年度臺北市政府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
～
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委員，出席第 1 次至第 17 次會議，共計 17 場會議
2016/12/9
2016/4/7
(2)王晴紋理事長擔任「105 年度臺北市政府新建大型公有建築物及活動場所設
～
置無障礙設施諮詢方案」委員，共計 5 場會議
2016/10/8
2016/01/6
(3)王晴紋理事長擔任「臺北市公共建築無障礙設施勘查委員」，多次參與無障
～
礙設施勘檢會勘案，全年共計 33 場會勘
2016/12/28

4.臺北市社會福利聯盟
事由

時間

王晴紋理事長代表本會參與臺北市社會福利聯盟第七屆第十二次至第八屆第一

2016/03/11

次身心障礙福利委員會議及第七屆第二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共計四場會

～

議

2016/9/23

(三) 就業政策
事由

時間

(1)王琪惠就服組長本會參與「105 年度台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暨

2016/5/26

就業服 務與就業轉銜業務及職業輔導評量服務第 2 次督導聯繫會報及第 3
次工作聯繫會報
105 年度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方案暨公有房舍委託案第 4 次工作聯繫會報

2016/12/27

105 年度台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生涯暨就業轉銜第 4 次聯繫會報

2016/12/12

召開研商台北市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採個案委託服務制度討論會

二、中央政策推動
(一)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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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10

事由

時間

(1)王晴紋理事長代表本會參與教育部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教育部幼兒教保服

2016/04/13

務諮詢會第 2 屆第 6 次會議

(二) 社會福利
事由

時間
2016/01/20

(1)王晴紋理事長擔任社團法人中華視障聯盟第六屆理事出席第六屆第九次至
～
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及第六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共計四場會議
2016/09/24
(2)王晴紋理事長擔任中華殘障聯盟第十一屆常務理事出席第十一屆第六次、第
七次理監事會、第十一屆第五次常務監事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第
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改選共計五場會議

2016/02/9
～
2016/12/12

(3)王晴紋理事長擔任臺灣社會福利總盟第四屆監事出席第四屆第四次及理監
2016/12/20
事聯席會議
(4) 王晴紋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社團法人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第四屆第二次
2016/03/23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三) 就業政策
1.勞動部
事由

時間

(2)王晴紋理事長代表本會參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105 年度「培力就業計畫」第 24 場次諮詢會議

2016/10/25
2016/4/21

-雲嘉南分署「多元就業開發方案」105 年第 3、4、13、14、29、20 次審查
～
會議
2016/9/1
-中彰投分署 106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促進視覺功能障礙者就業計畫」
2016/10/31
審查會
-高屏澎東分署 105 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2016/9/29

2.其他局處及協會
事由

時間

(1)王晴紋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語音播放試題全面改為電子試題 Word 格式搭配

201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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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報讀軟體專家諮詢會議
召開本院「<視障觀眾多元友善服務>勞務採購案(NPM105146)」議價會議
許琹羽主任代表舊衣回收箱外觀改善說明

2016/11/4
2016/12/26

周俊穎組長代表本會研商「公路(國道)客運服務視障者上、下車標準作業程
2016/9/16
序」事宜

貳、會務推動
一、會員大會
105.03.13

召開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二、理、監事會
105.02.19

召開第七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

105.04.23

召開第七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

105.07.16

召開第七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

105.09.10

召開第七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

105.12.24

召開第七屆第十四次理監事會議

三、各組發展委員會議
依相關工作事宜辦理，由各理監事擔任召集人，各部門主管擔任執行秘
書，每兩至三個月召開會議。
就業發展委員會：
105.4.10 召開第七屆第九次就業發展委員會
召募發展委員會：
105.5.26 召開第七屆第五次召募發展委員會
105.7.15 召開第七屆第六次召募發展委員會
105.12.4 召開第七屆第七次召募發展委員會
教育發展委員會：
105.6.8

召開第七屆第四次教育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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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部
（一）人事總務組
1.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協會員工共計有 44 人(含視障者 12 人)
2.承辦續租啟明分館 1 樓使用場域(於 106.5.1~109.4.30)
3.舊衣回收專案收入 55 萬 2 千(106 年度申請延續案)
4.五月中旬完成消安檢測
5.辦理會內新進人員人導法、性騷擾防治宣導、架設 TeamViewer 協助遠端分
部門做業務上的溝通及帳務處理及 dropbox 雲端課程宣導
6.協助點譯部門辦公處所遷移
7.歷年公文、簽呈掃描上傳雲端存檔
8.協助各部門年度專案申請及核銷
9.帳務管理
10.財產管理
11.內部會議召集資料彙整
12.協助理監事會議召集資料彙整
13.合各部門各項活動及參訪活動

（二）會計出納組
105 年度

（單位/元）

1、總收入

$35,751,457 元

2、總支出

$35,515,749 元

3、餘絀

$

235,708 元

*105 年度總申報營業稅額
應稅 2,328,856 元
免稅 4,044,948 元
總申報 6,373,804 元
*105 年度綜合所得各類扣繳申報
件數 237
申報所得給付總額 23,038,340 元
申報所得給付稅額 22,600
*105 年度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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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 5
申報所得給付總額 236,00 元
申報補充保費總額 4,508 元
*105 年度捐款扣除額單位電子資料交換系統申報
件數 296
申報總額 1,450,956 元

（三）資源發展部
資源發展部-105 年度工作摘要
1.本會年度總收入
105 年度收入總金額為：NT$ 3,890,800，餘絀為 1,668,091。
捐款對象為一般大眾捐款、民間團體、企業專案捐款及其他收入（計劃目
標 5,260,000 元,達成率 74%)

2.協會服務宣導
（1）網站：
協會網站：活動訊息發佈及影音檔上傳、友會活動發佈、協會資訊
更新、芳名錄更新。
FACEBOOK：維護、經營，包含好文分享、協會或友會活動分享、協
會資訊分享、宣傳捐款訊息等。
網路廣宣：公益合作 banner 或訊息露出~智邦公益平台、NPO
channel。
Gomaji 小額勸募提案(通過)
愛心碼宣傳提案(通過)
台哥大數位公益提案(未通過)
傳善獎申請(通過)
優先採購平台繪本上架申請(未通過)
（2）媒體露出：
1/9 渣打馬拉松視障陪跑員訓練、1/21 渣打馬拉松行前說明會、1/24
渣打馬拉松、5/4 傳善獎說明會（理事長）、5/12 全家瑞湖店愛心碼
記者會（理事長）後續轉由公關部美卉
8

（3）event (捐贈、表演、參訪、形象類)：
1/8 保力達尾牙表演
1/26 稻江扶輪社演講（理事長）
1/29、30 街頭義賣（亞立詩鑽石門口）
、
5/27 街頭勸募（亞立詩鑽石門口）
4/9 白色野餐 eye 鼓動表演
4/14、5/25 金色三麥宣傳人導法（周俊穎、江海清）
5/9 新起扶輪社演講（總幹事）
6/5 愛在偏鄉公益園遊會（圓山花博）
6/30 氣象局局慶參觀（理事長）
7/30 蔡小姐捐款
7/30 eye 鼓動至網路扶輪社就職典禮表演
9/9 eye 鼓動至南德扶輪社中秋晚會表演
9/26 凱達格蘭學校參訪、11/5 凱達格蘭學校評審（總幹事）
9/29 城中青商會演講（總幹事）&桌曆義賣
10/1 二十周年會慶（場地租借、招商、尋求企業贊助、攤商位置圖
規劃、地震車消防車申請、文宣、舞台表演活動規劃、保險、
志工招募、貴賓邀約）
11/17 微風點燈（理事長）
11/18 愛樂陳經理參訪討論 2/3 國家音樂廳表演事宜
11/19 擁抱 always 協會參訪 2/12 文水藝文中山表演事宜
11/2 渣打馬拉松記者會（理事長）
12/1 城中青商會參訪及捐款
12/4 國際志工日暨愛心碼悠遊卡捐贈（總幹事）
12/17 eye 鼓動至大溪鴻禧山莊表演
12/22 eye 鼓動至微風台大表演
12/23 eye 鼓動至微風三總表演
（4）印刷物及宣傳小物
會訊製作、宣傳 DM 印製及發送、2017 年桌曆印製、鋼琴調音宣廣及
協助捐贈鋼琴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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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銷公關部
1. 第二屆傳善獎「點亮視障者幸福微光計畫」
(1) 8 月底本會榮獲第二屆「傳善獎」
(2) 已完成傳善獎行銷子計畫
(3) 協助傳善獎本會臉書分享按讚活動之企劃與執行
(4) 已完成傳善獎宣傳影片
(5) 召開傳善獎籌備小組會議、
「雲端千眼」閱讀小組會議
(6) 已完成整合之修改傳善獎計畫書、公文，與期中摘要與輔導評估表之
A.組織三年願景表，寄送變更計畫
(7) 已完成處理 11/22 聯勸委員來協會督導拜訪事宜
(8) 參加並處理頒獎典禮之聯絡事宜
(9) 8 月底得獎後，為聯繫震旦集團公益室與聯合勸募窗口
2. 媒體公關
（1）傳善獎「點亮視障者幸福微光計畫」
，已撰稿 1 篇、蒐集整理新聞露
出：
A.傳善獎臉書分享按讚活動：網路媒體—臉書粉絲專頁新聞露出 3 則，
媒體網站 2 則
B.得獎機構新聞：新聞露出 2 則
C.其他(協會發稿)：電視媒體—1 則，網路媒體—媒體網站新聞露出
1 則，媒體臉書粉絲專頁 2 則，YouTube 1 則，
D.其他(協會供稿，震旦集團公益室刊登)：新聞露出 1 則
E.傳善獎宣傳影片(震旦集團公益室發稿)：電視媒體—播出 2 則，網
路媒體—YouTube 1 則
（2）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補助案，已撰稿 1 篇、發稿、蒐集整理新聞
露出：報紙媒體—1 篇；網路媒體—媒體網站 7 則，入口網站 4 則，
其他網站 3 則
（3）參加「2106 社會企業月」啟動記者會，已蒐集整理新聞露出(主辦單
位發稿)與照片：網路媒體—共 7 則
（4）鋼琴調音，已聯繫與蒐集整理新聞露出：廣播媒體—錄音訪問 1 次
（5）陪同媒體與側拍，採訪總幹事和身心障礙優秀員工得獎者秋華同仁
（6）陪同媒體與側拍，採訪 EYE 鼓動樂團老師和成員
3. 協會官方網站
（1）已完成本會官網首頁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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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完成在網站刊登內容，共 5 篇
4. 「幸福的微光」LOGO
（1）已調整顏色，並更換 Facebook 粉絲專頁、協會官網之幸福的微光 LOGO
（2）已完成含有 LOGO 之大 banner 2 張、側邊欄圖片 1 張
5. 「幸福的微光」LOGO 商標註冊
（1）已完成「幸福的微光」LOGO 申請商標註冊之 3 間事務所報價，並已
決定委託申請註冊之事務所
6. 跨部門活動
（1）第十四屆早期療育教室畢業典禮活動
A. 參加活動，並協助引導貴賓入座
（2）「幸福微光 eye 飛翔』會慶公益園遊會
A. 獲得黑暗對話贊助費 5,000 元，众社企贊助費 10,000 元
B. 協助企劃公益園遊會培力部門攤位呈現內容與宣傳製作物
C. 公益園遊會宣傳製作物：已完成引導指標牌設計 6 枚，製作 T 恤
設計初稿共 4 款，渣打看得見的希望攤位之展示看板設計 2 枚；
培力部門宣傳製作物：已完成電商平台之文案撰寫與圖樣設計，
公仔立牌圖樣設計 2 式，戳戳樂紙盒 2 盒、抽抽樂紙籤 50 張、商
品設計稿 1 式，闖關問答 16 題
D. 聯絡電商供應商，獲贊助即溶咖啡 18 入 3 盒作為摸彩贈品，和攤
位展示咖啡 10 包
E. 已完成撰寫採訪通知 1 篇、發稿、聯絡記者，已完成撰寫新聞稿
1 篇，準備媒體資料袋，安排媒體動線和區域，聯繫記者、接待
記者、補稿，活動畫面拍攝、媒體側拍，新聞露出蒐集與整理
F. 邀請政府部門、众社會企業參與，寄送邀請卡與確認出席名單
G. 已準備貴賓簽到處和媒體接待處之攤位物品，製作貴賓座位名條，
安排座位，確認節目流程，
H. 活動當日安排指示貴賓接待區和媒體簽到處之志工負責事項，接
待貴賓，通知主持人貴賓出席情況
（3）點譯部門教科書
A. 協助製作 48 張圖

五、組織發展
(一) 截至 105 年底止，基本會員人數共計 132 人、榮譽會員人數共計 94 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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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共增加 7 名基本會員、2 名榮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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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視障專業服務
一、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一) 持續性服務：
1.對象、方式：
＊提供 0-6 歲視覺損傷（含：視多障/緩讀）嬰幼兒暨家庭支持服務。
＊療育項目包含～個別化視覺評估復健、肢體動作發展、吞嚥與口語能力、多感官
認知開發、小團體生活自理、打擊樂、體適能律動等課程。
2.105 年北/中/南三地教室服務人數、縣/市說明：
臺
北
市
人 11

縣
市

新
北
市
18

基 宜 桃 新 新 苗 台
隆 蘭 園 竹 竹 栗 中
市 縣 市 市 縣 縣 市
1 1 2 2 1 1 12

南 雲 彰 嘉 台 高 屏
投 林 化 義 南 雄 東
縣 縣 縣 縣 市 市 縣
2 2 9 3 1
20 2

數

合計合計：88 位
（單視障 11 位 12 ％/視多障 55 位 63 ％/無手冊 22 位 25 ％）
3.截至 105 年 12 月底止，三地累計服務量為 710 位其服務範圍為～
●台北教室：91 年 8 月起至今 442 人，服務範圍北北基/桃竹苗/宜花。
●台中教室：93 年 7 月起至今 201 人。服務範圍中彰投/雲嘉。
●高雄教室：103 年 3 月起至今 67 人。服務範圍台南/高雄/屏東。

(二) 療育服務延伸與推展：
1.家庭訪視
●105 年三地教室共訪視了 26 位個案，包含：22 個家庭、2 個早療中心、2 個幼
兒園，區域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苗栗、台中市、雲林、彰化、嘉義、高
雄市，9 個縣市。計畫目標達成率為 100%，至少 119 人次受惠。
2.以『視多障兒居家訓練手冊』辦理專業知能講座：
●臺北、台中、高雄共計 35 位家長出席、各領域專業人員 66 位出席。
●另台中、高雄在教室場地，辦理 3 場次家長聚會及親職研習，共有 19 人次出席，
74 ％是家長、26％是視障相關專業人員，參與課程之人員均對課程在視障專業
知識及訊息提供上賦予正面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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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視覺損傷兒童生活自理小團體：
以視覺損傷兒童需具備之人際、語言、動作、自我照顧與環境適應之能力為規劃
●臺北教室辦理 8 次，服務 640 人次。
●台中教室辦理 6 次，服務 240 人次。
●高雄教室辦理 8 次，服務 96 人次。
4.召開個案研討、轉銜會議：
●共計辦理 8 場次、出席 41 人次。讓家長認知到孩子在入國小前應奠定之能
力，及入國小後應注意及搭配之訓練。也透過轉銜會議，讓提供個案服務之專
業師資彼此分工，共同為視障孩子需奠定之發展投入必要之心力。
5.提供雲林、嘉義、高雄視障兒童 50 小時「定向行動訓練」
：
除透由手杖之教導，開發孩子們運用剩餘視覺，也透由服務讓社區、校園老師、
同學認識孩子在移行上之注意。透由此項專業訓練服務，至少幫助了即將入學之
視覺障礙孩子，安全的在場所中移動而參與學校活動。
6.辦理視障幼兒（含視多障）早療畢業歡送活動：
● 臺北/台中教室：在 7 月 29 日於「北市啟明圖書館 4 樓」辦理完畢。兩地教室
共 16 位視障及視多障兒童畢業，共計 75 位嘉賓蒞臨。
● 高雄教室：於 8 月 31 日於高雄市鼓山區龍文街 71 號 2 樓辦理完畢。共 4 位畢
業生及其畢業生家長/手足共計 12 位出席。
「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王雲霞
小姐、本會王晴紋理事長擔任嘉賓。
7.跨專業督導會議：共辦理 2 次跨專業、7 次內部同儕督導會議
8.專業良性互動與合作推展：
●3 月 12 日--接受惠明盲童育幼院邀請進行服務交流，當天共 30 位教保員、2
位家長、1 位職能治療師出席。
●5 月 14 日--與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合辦專業研習，當天共 68 位南部職能治療
師出席。
●11 月 24 日--至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協助執行 2 位腦傷疑似視覺損傷個案
評估，並與發展學園人員:含 教保組長、個案職能、物理治療師、教保老師、
社工做專業上交流。
發展學園回饋～
透過此次的評估機會讓我們看見對於有視覺需求的兒童，在測試其視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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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之方式，是之前未接觸過的，看到孩子在評估過程中出乎意料的表現，對
於未來目標介入的方向很大的幫助。
9.「視多障兒居家生活訓練」書籍贈送成果～
●由基金會贊助印製視多障兒居家生活訓練一書，已贈出給國內 18 縣市、3 個對
岸省市（北京/江蘇/蒙古）。贈與國內公私立團體/單位/學校 98 本、贈與國內
外各領域專業人員 162 本，共計 260 本。
●透由「視多障兒居家生活訓練」一書，教室在北中南三地，辦理了知能研習課
程， 除有機會將教室實際接觸因腦傷而導致兒童，在視覺、動作、吞嚥、定向
及無障礙環境、生活自理訓練的需要做了輸出，也讓與會的第一線工作者，受
益了坊間無法購買到的專業概念。
10.接受外部單位訪視：
●3 月 11 日(五) 7 位蒙古視覺障礙服務團隊(含眼科醫師、復健科醫師、視障學
校音樂老師等)、宜蘭「暮光盲人重建院」。透由扶輪社昇請至臺灣參訪視障者
服務工作，並希望瞭解視障兒童早期療育、視障觸摸圖製作及視障者就業服務。
當天由一蘭主任簡介個案因傷害而引起腦傷在動作記憶、視覺狀況，張千惠副
教授擔任翻譯。
＊教室贈與視多障居家生活訓練、親子互動 20 招、親職手冊給蒙古外賓人士（表
示會翻譯成蒙古語給地蒙古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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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重建暨教育服務組
(一) 視障生就學個案管理服務
今年共計服務 14 位視障學生及其家庭。在晤談後分別連結或提供服務
包含：定向行動訓練、生活技能訓練、盲用電腦訓練、課後輔導教學、
親職教養知能分享、和家庭或服務單位或學校三方的溝通協調、個別心
理諮商、家長經驗共享傳承及社區資源網絡連結…等。依照每個視障家
庭需求，獲得不同程度的協助和改善。

(二) 視障生課後輔導綜合服務
1.弱勢家庭一對一課輔：105 年 1 月到 12 月服務人數共 5 位(含 1 位視
障生手足)，課程服務總計 97 小時。
2.個別化盲用電腦課程：105 年 1 月到 12 月服務人數共 11 人，總計 140
小時的服務。
3.團體式課輔班：
（1）珠心算班共服務 18 人，總計共 322 人次
（2）英文班共服務 13 人，總計共 280 人次
（3）作文班共服務 8 人，總計共 153 人次

(三) 視障生體適能律動課程
105 年 1 月到 12 月服務人數共 16 人(2 月停課)，共計服務 379 人次。

(四) 視障青少年成長團體暨生活訓練課程
1.視障青少年成長團體：國中以上至高中以下視障生共 9 人；高中以上
視障生共 8 人。
2.視障青少年團體自立生活訓練：國小 1 年級至國小 6 年級視障生 11
人；國中以上至大專以下視障生 9 人；
3.外宿生活訓練活動：針對國中及高中具基礎生活自理能力者，共 8 人。

(五) 視障人際網絡平台
1.臉書社團人數：133 人；發佈訊息、瀏覽及回應人次：1620 人次。
2.平台聚會活動次數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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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

日期

人次

地點

白色野餐活動

4/9

14

台北市信義區安康公園

隱藏的歌手

5/21

5

星聚點 復興店

逆光鑲嵌．永不設限 10/23、10/30

48

輔仁大學

夜市玩很大

10/22

7

饒河夜市

湯姆熊歡樂世界

11/5

6

西門町萬年大樓

3.目前已有 133 位成員加入，並且帶領成員們辦理五場次聯誼活動。在
平台的活絡及成員參與度上，都在持續的大幅提升，也反應在網路平
台的回應和按讚數，視障生和明眼生逐漸開始能透過此平台發揮人際
互動與交流的功能，尤其是未來我們在活動辦理上，開始有越來越多
人會主動閱讀訊息並報名參與。

(六) 視障生社區關懷服務
1.服務人數與人次
社區關懷服務項目

日期

人次

服務內容

獨居長者居家打掃

8/9

5

獨居長者居家環境整潔

南港老人中心環境打掃

8/15

4

社區長者樂齡活動環境整潔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12/17

4

視障者服務場域整潔

台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

12/17

2

視障者服務場域整潔

台北市松山區中華里

12/24

3

社區環境整潔

松山區中華公園

12/31

9

社區環境整潔

(七) 視障生職涯轉銜服務
轉銜服務需求

人數

備註

持續升學

1

1 人持續完成雙學位學業

媒合職訓

1

1 人媒合參加按摩職訓

媒合就業

2

2 人完成職業媒合，分別從事客服及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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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視障生家長綜合座談會
主題

日期

人次

分享內容

與孩子的 NG 溝通

4/30

15

親職溝通方式分享

中國文字概念課程

5/21

15

認識中國文字架構與視障生可學習的方式

認識功能性視覺評估

6/25

11

瞭解功能性視覺評估的項目和應用

視多障兒童家長肌肉保健

7/19

10

爸媽放個假

8/27

10

與父母分享芳療、抒壓與按摩方式。

雲端千眼

10/1

23

分享資訊科技如何解決學習問題。

一拍即合-實用手機攝影

11/5

11

攝影基本概念與手機 app 軟體介紹

一拍即合-實用手機攝影 2

12/3

9

進階攝影技巧與修圖技巧

吃出健康-健康飲食指南

12/10

11

健康飲食觀念分享

小兵立大功-視障輔具介紹 12/10

11

視障生新式輔具介紹

照顧視多障兒童時，能學習到身體各部位
應該如何施力而不受傷。

(九) 視障家庭組織聯絡網服務
1.共計已提供 5359 人次以上的訊息瀏覽與回應量。
2.已辦理兩場次小組聚會

(十) 視障知能宣導
地點
金色三麥

日期
4/14

人次
12

105 年視障夏令營工
作人員特教研習

6/21

40

扶輪社聯合參訪會

8/26

15

-

610

視障學生母親節活動特輯

-

107

視障學生生活自理課程剪輯

視障生母親節特輯短
片
視障生手作料理宣導
短片

分享內容
視障夥伴服務課程
1.認識視覺障礙（1 小時）
2.如何協助視障生探索陌生環境（0.5 小時）
3.人導法及矇眼練習（1.5 小時）
1.視障服務簡介
2.視覺障礙矇眼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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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服務
（一）105 年渣打銀行補助辦理協助視覺障礙者就業平台計畫
1. 總執行經費：1,972,713 元（不含秘書處經費）
2. 績效達成情形：
(1)年度服務人數：應達 65 名，實際達成 52 名（80%）。
(2)成功就業人數：應達 52 名，實際達成 43 名（83%）。
(3)穩定就業人數：應達 13 名，實際達成 24 名（182%）。
3. 將持續辦理「106 年渣打銀行補助辦理協助視覺障礙者就業平台計畫」。

（二）105 年臺北市視覺障礙者職前準備與就業適應服務計畫
1. 總執行經費：858,599 元
2. 績效達成情形：
(1)職前準備服務人數：應達 12 名，實際達成 12 名（100%）。
(2)就業適應服務人數：應達 13 名，實際達成 13 名（100%）。
(3)成功就業人數：應達 8 名，實際達成 8 名（100%）。
(4)穩定就業率：應達 80%，實際達成 100%。
(5)辦理職場參訪課程與就業適應講座：已全數辦理完畢（100%）。
3. 通過 106 年臺北市視覺障礙者職前準備與就業適應服務計畫補助，總補助經
費 822,234 元，維持補助 1 名全職就服員。

（三）105 年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暨就業服務計畫
1. 總執行經費：2,055,886 元
2. 績效達成情形：
(1)總服務人數：應達 50 名，實際達成 50 名（100%）。
(2)成功就業人數：應達 12 名，實際達成 12 名（100%）。
(3)穩定就業人數：應達 6 名，實際達成 8 名（133%）。
3. 通過 106 年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暨就業服務計畫補委託，總
補助經費 2,068,214 元，維持補助 1 名全職職業重建個管員、1 名就服員，1
個自籌個案委託就服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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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5 年視覺障礙者大專轉銜暨職場開發計畫
1. 總補助經費：71,580 元，核銷經費 36,953 元（52%）
2. 年度執行目標：
(1)總服務人數：應達 12 名，實際達成 10 名（90%）。
(2)視障者就業資源、趨勢與環境之座談會：應辦理六場，實際辦理三場（33%）
。
(3)企業進行宣導活動：應辦理六場，實際辦理四場（66%）。
(4)工作機會：應開發 10 筆，實際開發 8 筆（80%）。
3. 因內部人力均屬專案人力，故無餘力再多執行其他專案，且此案需大量外訪，
組內考量下，106 年將不再申請公益彩券補助。

四、職務再設計
（一）執行者：林佳琪，陳頤專案評估人員
（二）總經費：1,239,500 元
（三）年度目標與執行成果：
業務項目
評估服務

年度目標
開案量：34 位

2. 檢核服務

需檢核量：12 位

3. 輔具查核服務

查核量：12 位

4. 自辦宣導活動

額外承諾：3 場

5. 按時完成各項業
務與行政作業
6. 服務滿意度

符合預定時程

7. 自開案源

滿意度：3 分以上
(四點量表)
達開案量 30％

執行成果
開案量：34 位
達成率 100％
已檢核：12 位
達成率 100％
已查核：12 位
達成率 100％
已辦理：6 場
達成率 200％
達成率 100％
滿意度：3.6 分
達成率 120％
達開案量 53％
達成率 176％

（四）
「106 年臺北市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案」已獲選得標，總補助經費
1,750,000 元，維持 2 名專案評估人員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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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事業處
一、視障教材教具研製中心
本中心由視障者 4 人擔任點譯校對，二度就業婦女 3 人，繪圖製圖研發 6 人，
副主任 1 人(8 月離膱)，合計 14 人共同執行 104 年度之計畫業務，執行內容
如下：

（一）製作點字教科書及學校補充教材部份：
1.製作點字教科書，包括：一般小學國高中教科書、英文、音樂、學校
補充教材、課外讀物及試卷等。本年度完成書籍點譯共計 88,254 頁。
2.製作觸摸式立體圖形，包括：教科書(如數學、社會、自然科)及試卷。
本年度完成 65,366 頁圖。
3.製作圖書館雙視點字繪本 251 冊。

(二) 製作觸摸式教材教具部份：
1.製作觸摸式立體圖冊:認識地震雙視點字版補充教材 53 冊。
2.製作操作型教具:1 所資源教室訂製數學教具(包括鈔票辨識收納、刻
度量杯、布尺、鐘面、電話鍵盤、電梯面板)及簡易製圖工具組及材料
包。
3.資生堂點字貼紙 300 份、小兵出版社點字書籤 8,000 份、國立共公圖
書館點字標示貼紙 38 份、有聲書學會點字貼紙 6000 份、中文部首學
習圖冊及教具 2 套、點字卡片 70 份、罛社企點字卡片 100 張及台北市
聯合醫院點字藥袋 36 張。

(三) 教育訓練：
1.內部課程：包含一般職能、專業技術、運用數位能力等項目課程，參
加人次 14 人次，共計完成 96 小時之訓練課程。
2.外部課程: 專業技術課程參與 2 人次，共計 250 小時之在職訓練。

(四) 行政作業:
1.觸摸式地理圖冊及地球儀受理申請作業，共計 18 人次完成申請。
2.氣象常識雙視點字版補充教材 100 冊受理申請作業，共計嘉惠全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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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校、4 所圖書館及 3 所機構，已受理 69 冊贈書並供全國視障者借
閱。
3.認識地震雙視點字版補充教材 53 冊受理申請作業，共計嘉惠全國 20
所學校、2 所圖書館及 3 所機構，完成 33 冊贈書並供全國視障者借閱。
4.設備機器採購及維修作業。
5.報讀志工及製圖志工招募與經營，105 年志工服務人次共計 1,211 人/
次(報讀服務 91% /文書處理 8% / 製圖服務 1%);志工服務總時數約
4,800 小時。

二、視障鋼琴調音中心
(一) 本方案之業務包括：
鋼琴調音，維修、整音、中古鋼琴召募與銷售、鋼琴週邊商品(如：微
電腦自動乾燥器、防蟲包、除溼棒等)。

(二) 目前專業人力含：
副主任 1 人，視障鋼琴調音師 3 人及 2 位專任維修與兼任調音之明眼師
資。希望藉完善之支持與服務系統模式，提供有心參與調音行列工作之
視障者一份永續就業之機會。(除可保障視障者就業，亦能樹立本會在
視障者鋼琴調音職類上之專業形象。)

(三) 本方案今年服務客戶數
達 249 家、調音 447 部(演奏琴 66/直立琴 381)、中古鋼琴銷售 10 部、
維修 12 部、周邊商品 120 件。

(四) 延續立案原創之精神
貫徹執行，使視障者鋼琴調音，提升為臺灣視障職類之楷模，增進國內
視障就業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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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障培力部門
(一)

多元職類培訓組

1. 進用 12 名視障者至職場工作
2. 培訓 12 位視障者
3. 推介 12 名視障者至職場工作
4. 開發 12 筆以上就業機會
5. 1200 小時職能課程

(二)

立體列印研發設計製作組

1. 立體列印教材教具 80 件
2. 故宮文物圖 65 件

(三)

科技輔具應用與研發組

1. 盲用電腦教學及視障就業輔導 621 小時
2. 無障礙網站檢測 50 個，網頁 1500 頁
3. 網站的無障礙諮詢 2 個
4. 承接無障礙網站建置 2 個
5. 建置點字樂譜交流平台
6. 完成 72 首童謠
7. 完成 20 首古典音樂
8. 完成 101 首校園名歌

(四)

業務開發組

1. 全網站版面改版中
2. 新產品陸續上架中，累計新增加商品共 6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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