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權利的發聲，從自我倡導開始』─ 

心智障礙者自立生活及自我倡導培力方案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翁亞寧、林惠芳、闕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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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對象與目標 

自我倡導者(智青) 

•自我認識 

•自我選擇 

•自我決定 

•自我負責 

•自我表達 

 

 

資深自我倡導者(智青) 

•覺察權利意識 

•團體領導能力 

•認識倡議 

•傳承經驗 

•同儕支持 
 

專業工作者(支持者) 

•分享工作策略與
方法 

•建立經驗交流平
台 

•積極性支持策略 

•提升支持服務知
能 

•累積支持智青自
我倡導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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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需求評估 

1.為他人倡導或在委員會中擔任成員 

2.打破對障礙的支配、壓抑、並理解
障礙 

1.使心智障礙者獲得適當協助 

2.對自己生活各面向有充足的認識及
選擇 

心智障礙者生活缺乏自我決定的機會，
故自我倡導的第一步是提供心智障礙
者或團體做決定與選擇的機會， 

並且學習承擔後果。 

在生活中創造機會 

充分練習與經驗 

政策及權利倡議 

心 
智 
障 
礙 
者 
自
立
生
活
及
自
我
倡
導
培
力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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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策略 

本方案服務對象分為智青與專業工作者2類、共分4項子計畫執行： 

 

服務對象─智青 

• 子計畫1：心智障礙青年自我倡導培力計畫 

• 子計畫2：培力心智障礙者組織(DPO)成立計畫 

• 子計畫3：智能挑戰者自立生活學習體驗營 

 

服務對象─專業工作者(支持者) 

• 子計畫4：支持策略建構知能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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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過程 

自我倡導 

培力計畫 

1.以會議進行方式培力智青自我決定與意見表達。時間、地點、主題皆
由智青、支持者與工作人員共同決議。 

2.由智青擔任會議主持人、分享人、會議紀錄等核心角色，智青在此之
中將化被動為主動性角色、亦藉由不同任務發掘智青潛在與責任能力。 

培力心智障
礙者組織

(DPO)成立計
畫 

1.透過舉行核心幹部討論會議，討論議題主要聚焦於如何招募成員、凝
聚組織力量、進行成立組織的分工討論等。 

2.協助組織核心幹部進行第一階段組織成員招募。 

自立生活學
習體驗營 

1.由參與本方案所有合作單位之智青及支持者組成學習營籌備會，共同
討論明年度學習營的舉辦地點、地方協辦單位、營隊主題等內容。 

2.參與者透過參與營隊，實際認識和體驗各項生活自理、交通規劃等自
立生活能力。 

支持策略知
能團體 

1.透過參與團體，了解如何支持智青自我倡導的工作方法。 

2.提供參與本方案的單位支持者經驗交流、知能成長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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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子計畫1：心智障礙青年自我倡導培力計畫 

• 全年度辦理6次自我倡導技巧實務運用會議；總參與人次355人。 

• 全年度辦理6次自我倡導者社會參與培力團體；總參與人次187人。 

子計畫2：培力心智障礙者組織(DPO)成立計畫 

• 全年度辦理3次融合台灣青年聯盟幹部會議暨核心幹部教育訓練。 

子計畫3：智能挑戰者自立生活學習體驗營 

• 2天總參與人次569人。 

子計畫4：支持策略建構知能團體 

• 全年度辦理6次團體；總參與人次1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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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 方案名稱：2020全國失智症宣導計畫-談論失智，終結歧視 

•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 

  指導人：鄧世雄 執行長、王寶英 副執行長、陳俊佑 社工主任 

  報告人：陳怡文 企劃、曾家琳 副主任、葉家誠 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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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一、目標（Goal）： 

• 本計畫目標為透過教育宣導的辦理，提升社會大眾及企業、媒體、學生…等，
對於失智者的關心，改善社會大眾對失智症疾病的負面觀感，並發揮同理心，
為失智者打造有尊嚴與品質的生活，進而建立友善環境。  

  

二、目的（Objectives）： 

• 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消除對失智症的歧視和偏見。本方案服務量， 

     有70%對失智症認識及友善態度增加。  

• 推動向下扎根，將認識失智症及防治教育，擴展至青年學子。本方案服務量，    

      有20%的青年學子參與。 

• 強化廣度，透過整合式教育宣導，推動失智友善組織(媒體、學校、教會、 

     商家、醫療院所…等)。本方案服務，創造20%失智相關媒體報導；及10家以  

     上友善組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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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與需求 

• 一般民眾：全球每三秒就增加一名失智症患者，每個人都
可能是失智症的候選人/照顧者，因此認識、預防、延緩
失智症及失智友善之議題，刻不容緩。 

• 青年學子：擔任家中的橋樑，如能將認識失智症向下扎根
至青年學子，將有機會發現、提早預防周遭長者失智症惡
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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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策略 

• 本會長期致力於失智症教育的宣導，透過多元整合的方式，
將十大警訊、預防、延緩及失智友善之觀念，融入全國舞
台劇巡演、影片製作、漫畫書、書籍出版、課程辦理等，
提高大家對失智症的認知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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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過程 
 一、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 

(1)服務過程摘要：透過六週課程，內容包含建立行動計畫、認識健康飲食等，促進生活變得健康。  

(2)服務對象概況：罹患慢性病、欲預防失智症之民眾。 

  

二、【我愛阿嬤妮】公益舞台劇 

(1)服務過程摘要：故事改編至失智者白婉芝的生命故事，透過輕鬆舞台劇讓民眾認識失智症。 

(2)服務對象概況：青年學子、一般社會大眾 

 

三、老人失智症漫畫書【漫畫書第11集】 

(1)服務過程摘要：故事改編至失智者劉仁海的生命故事，透過漫畫書讓年輕族群認識失智症。  

(2)服務對象概況：青年學子、一般社會大眾。 

 

四、【與失智共舞2】製作計畫 

(1)服務過程摘要：本片紀錄兩組失智者與照顧者，以及男性照顧者、友善職場及健康生活型態等議題，盼藉
本片引起民眾對失智者與照顧者的關心。 

(2)服務對象概況：一般社會大眾。 

 

五、【等你等我等你】動畫短片製作行銷計畫 

(1)服務過程摘要：故事改編至失智者白婉芝的生命故事，透過動畫讓年輕族群認識失智症。 

(2)服務對象概況：青年學子、一般社會大眾 

 

六、【企業參與】 

(1)服務過程摘要：透過開發及連結資源，促進企業公益合作。 

(2)服務對象概況：依企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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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一、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 

1、成效：本課程共64位參與，課程中除了飲食、運動、睡眠等議題，最重要每周請民眾制定行動計畫，
透過團體的督促來完成，並邁向更好的生活型態。其中5位學員原先不會看食物標籤，經課程後，會開
始注意熱量及鈉含量等；7位原先不愛運動，願意開始制定運動計畫；其餘開始願意注意執行地中海飲
食、做身體掃描等。 

  

二、我愛阿嬤妮舞台劇 

1、成效1：辦理5場次，共815人；媒體露出共25則。 

2、成效2：《我愛阿嬤妮》舞台劇問卷回收570份，有81.9%對失智症的疾病認識及友善態度增加。 
  

三、老人失智症漫畫書 

1、成效1：印製數量11,000本，搭配公播申請，寄至基隆市衛生局、東華大學等，並搭配本會活動發送、 

      及供民眾索取。 

2、成效2：與三間學校合作：陽明高中、恆毅中學、靜修女中共有500人進行前後測問卷，學生在：有 

      效預防失智症的方法、運用自我管理的方法題目上，前後測從67%進步為83%；認識失智症的危險因 

      子，從69%進步到87%。 

 

四、其他方案成果 

1、與失智共舞影片預計110年9月推出上映。 

2、等你等我等你片長約6分30秒，媒體露出17則。 

 

五、企業參與 

1、超過九間以上企業，推廣認識失智症，安聯人壽辦理慢性病自我管課課程推廣；南山人壽邀請全臺 

     保戶、業務員及一般民眾參與認識失智症影展；台灣大哥大致贈防走失手錶予本會，其他失智友善組 

     織：富邦、遠傳、杏一、新光銀行、億光文化基金會、臺雅基金會、文英基金會、東森慈善基金會、    

     新點基金會、acer、永慶慈善基金會、Line today、Line TV、yahoo等單位公益協助等。 

 

六、媒體專訪 

1、成效1：本方案其中《我愛阿嬤妮》舞台劇，108年共有13則媒體報導，109年舞台劇共27則媒體報導， 

      創造超過20%媒體露出。 

2、成效2：三則媒體專訪，台北廣播電台、寶島聯播網及綠色和平電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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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學習障礙者友善環境推展計畫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陳羿吟 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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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學習障礙宣導 
  學習障礙者 
聯合畫展 

  108課綱座談會 

 適性輔導生涯 
座談會 

   就業準備工作坊 

使活動參與者能普遍
正確認識學習障礙並
瞭解學障者的困難與
需求，進而能夠接納
包容並協助學習障礙
者。 

透過畫展的舉辦，使
學習障礙者得到正向
回饋，也能發現學障
者除了課業表現外的
其他優勢。 

提升家長了解新課綱
的相關知能，使其能
運用在對學習障礙生
的協助，及良好的親
師關係，並了解如何
參與學校相關會議。  

能了解各項升學管道
及十二年國教適性輔
導的意義並選擇適合
的學校及科系，以及
下個階段的特教資源。 

就業工作坊相關課程
促使學習障礙者與家
長瞭解當地就業資訊
及協助學習障礙者了
解求職準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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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與需求 

 學習障礙宣導 

 適性輔導生涯 
    座談會 

學習障礙者 
聯合畫展 

108課綱座談會 

就業準備工作坊 

學生、家長、教師、機構人員。 

全國各教育階段學習障礙學生、疑似學習障
礙學生。 

學障者之家長。 

國中階段學障者之家長、學生、教師。 

大專校院學障者之家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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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過程 

事前籌備會議、宣傳製作、
單位、廠商聯繫等工作 

籌
備 

招
生

宣
傳 

於各平台張貼資訊、縣市政府協助
活動轉發，活動招生及宣傳 

活動舉行 

執
行

活
動 

核
銷

結
案 

活動結束後成果
撰寫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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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學習障礙宣導：課
程體驗、互動 

學習障礙者聯合畫
展：於台北、新竹、
彰化展出 

適性輔導生涯座談會：
於基隆、新北、桃園、
新竹、台中、台南舉辦
座談 

108課綱座談會：
於台北、新竹、台
中、台南舉辦 

就業準備工作坊：與
台北、新竹、台中、
台南科大合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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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6 

• 透過方案執行，以三次外聘督導會議使方案執行順利。並於「提升特教知能」、「學習障礙
者權益」倡導及「認識學習障礙」三大目標下辦理各項活動，協助師長及一般社會大眾了解
學習障礙者的困難及協助的方法，並協助家長提升特教知能及權益，也協助學障者提升自我
的能力，為學習障礙者創造友善學習及生活的環境。 

 
• 108、109年總計服務約6,758人次 



謝謝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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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社區醫療有愛無礙—基層院所友善環境總體檢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許智超、辜煜偉

1



整體目的
操作目標

整體目的

有效解決高齡人口社會、政府推

動分級醫療政策等挑戰下，所造成

失能長者、身心障礙者及新住民在

基層診所就醫所遭遇之行動、語言

或文化適應的路障，以營造在地就

醫無礙的友善環境。

操作目標

1. 透過發布診所環境體檢
報告，喚起各界對無障
礙診所議題的關切。

2. 促成政府與醫界提升無
障礙診所資源與品質。

3. 提供障礙者、新住民病
友友善查詢的無障礙診
所之聰明就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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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長者 身心障礙者

移工 娃娃車族 新住民

不僅移工、新移民等有語言與文
化適應的困境，更隨著老化及失
能人口增多，加上推娃娃車就醫
族等，無障礙就醫需求者預估會
達人口的1/5。

服務對象與需求

政府「分級醫療策略」中，基層
院所的無障礙就醫是重要環節。

3



三大
指標

無障礙
通道

1

三面
體檢

無障礙
廁所

2

需求面

5

3

無障礙
溝通

供給面

4

資訊面

6

連結障礙者、勞工、老人福
利、新移民等團體，從就醫
無障礙角度，促成各團體接
力倡議，並形成政策建議。

服務策略

通路

入口處有和緩
坡道、引導標
誌、愛心鈴

無障礙診所三指標
廁所

有求助鈴、進
出沒有高低差

溝通

協助診所建立多
語言及單字版本
藥袋與表單、通
譯人才庫 4



執行過程

5

透過神秘客、出口民調，與
拍攝就醫無障礙體檢影片等，
發現無障礙就醫環境不如部
分超商與餐飲店，建築法也
排除診所，對病人不友善。

以多元需求者等角度，
檢視無障礙就醫的諮
詢、設施與政策現況，
並彙整其就醫需求。

召開記者會、參與
公聽會、向監察院
陳情等，揭示無障
礙環境缺乏診所參
與，訴求政府改善。



3

1

2

服務成效

6

健保APP建置
無障礙診所查詢功能

實際促成衛生福利部改善，在資訊
面上，建置健保快易通查詢無障礙
診所功能。 衛福部承諾由國民健康署推動無障

礙診所試辦計畫，與提供獎勵資源
使院所落實友善就醫環境等。

衛福部承諾由國健署
試辦無障礙診所

立法院要求營建署
重啟修訂營建法規

立法院主決議要求內政部營建署，邀集衛福部與醫界討論，重啟修
訂大型診所或新設診所必須符合無障礙設施規定之營建法規，也讓
擱置多年的法規出現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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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好命善終下一哩：長照機構參與安寧療護計畫先導計畫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林雅惠、吳奎彥 



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2 

整體目的 

 
隨著高齡時代來臨，對許多老人而
言，機構是他們第二個家。 
 
使居住在長照機構及安養中心的老
人能夠尊嚴善終。在疾病末期或臨
終，不受無效醫療折磨，在原機構
獲得有品質之安寧醫療服務。 

操作目標 

 
讓長照機構，得以成為社區安寧療
護與在地老化、尊嚴善終之重要推
動場域。 

 

提升現行健保給付之社區居家安寧
療護之在地性、可近性及服務品質。 



服務對象與需求 

3 

服務需求二 

民眾有安寧需求、供給卻不足，造
成在生命最後一哩路難以要求品質 

服務對象一 

5萬多名居住於長照
機構臨終照護及安養
中心的老人 

服務對象二 

老人的家人及親友 

服務需求一 

推動長照機構的安寧緩和卻有許
多問題，包含人力與觀念不足、
行政程序繁瑣等 

服務需求四 

尊嚴善終，在疾病末期或臨終
階段，不受無效醫療折磨。 

服務需求三 

在原機構獲得有品質之安
寧療護服務 



1 

調查與宣導 

安寧服務的神秘客調
查、機構推動意願問
卷、宣導講座，瞭解
社區安寧服務的運作、
提供情形、推動困境。 

2 

焦點團體 

召開記者會，發表服
務成果，並提出政策
訴求，要求政府檢討
不足及改善。 

記者會 

3 

服務策略 

4 

召開北、中、南四場的臨終
照護焦點團體，邀集專業團
體及長照機構，瞭解工作人
員意願與擔憂、彙整機構的
安寧推動經驗及困境。 



串連平台及資源 

串連長照機構、安寧緩和專業團體、醫護人員等，建構經驗分
享與意見交換的平台。 

焦點團體 

研討現行社區居家安寧政策的現況與不足；具體形成政策
建議，要求政府擬定改善策略。 

倡議記者會 

召開「在地善終，困難重重」記者會，演出「機構安寧哪裡找」
行動劇，揭露社區居家安寧服務的： 

 

三不：不足、不均、不好用 

五缺：缺條件、缺教戰、缺認定、缺簡化、缺彈性 

執行過程 

5 



召開倡議記者會，
獲衛生福利部健保
署回應表示，政府
部門會重新檢討在
地善終的支付原則
與推動成效。 

推動政策檢討 

服務成效 

6 

促成溝通 

強化意願 

經驗交流的過程中，
也促成長照機構與
專業團體，對專業
知識與實務工作的
溝通，與強化提供
住民或家屬在地善
終諮詢的意願。 

促成社團法人台灣
老人福利機構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社
區銀髮族長期照顧
發展協會，研擬社
區居家安寧在中小
型機構推動的可行
性。 

後續影響 

關鍵團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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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109年度全國視障家庭關懷與視障青少年、長
者直接服務 暨視障相關政策監督倡議間接服務綜合計畫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藍介洲專科社工師、簡麗純社工、
林雯晴社福專員 

1 



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一、推動全國視障家庭關懷支持服務：透過視障家庭

面對面之互動機，達到彼此間經驗分享，並有效傳達
視障政策、福利相關訊息、經驗傳承、互助支持等，
進而減少城鄉及南北資源分配不均之情況。 

 二、視障青少年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與充權團體運作：
藉由自立生活支持與充權團體的運作，增進同儕之間
相互支持與學習共同成長，進而增加其自信心和一、
推動全國視障家庭關懷支持服務：透過視障家庭面對
面之互動機會，社會參與及關懷的能力。 

 三、全國視障家長代表之政策對話平台運作及視障相
關政策分析、監督與遊說：集結全國視障家長的力量，
以及各地視障家長團體或組織，持續推動中央與地方
之視障相關四大政策議題進行分析、監督與倡議，改
善視障者在教育、衛福、就業與無障礙等處境為目標。 

 四、中高齡視障長者社工個案關懷、成長團體與數位
科技處遇綜合服務創新：期盼透過科技輔具協助其生
活獨立及社會參與，提供個別化智慧型手機與相關
App教學，藉以嘗試透過智慧型手機之使用，滿足其
在資訊取得、休閒娛樂及社會參與等的需求；亦藉由
同儕支持團體，提供知能讓視障長者能分享彼此的現
況，同時達到相互支持與社會參與之目標。 

2 



服務對象與需求 
 一、全國視障者的需求：各地區資源與政策不盡相同，在政

策、資源端看到兩個明顯的需求：一是必須向中央與地方等
公部門進行政策的監督與遊說，反應視障者的聲音與需求，
減少區域間政策落差；另外，則是要將公部門之重要立法、
政策、福利服務，傳遞給各地區的視障者，並進行相關的解
釋、說明與諮詢，讓視障家庭及視障者增強知與了解的能力。 

 二、視障家庭的需求：許多視障家庭其子女離開原生家庭至
外地就學、就業，然各地區資源有所差距，透過經驗的交流
與分享，進行訊息與資源傳遞，同時也不定期集結組織內各
家庭的聲音與需求，進行政策與福利服務的監督與遊說，達
到資源與關懷的引入。 

 三、視障青少年的需求：青少年期的重要發展任務是自我認
同與建立角色統整，團體中的同儕深深地影響青少年的想法
和行為改變，此外，更將要面對在各個階段轉換之適應、培
養自立生活能力之挑戰、建立自信心之困難。 

 四、中高齡視障長者的需求：視障者同樣也面臨高齡化的問
題，中高年齡者因視力的退化或障礙，會限制其日常生活的
能力，進而影響其生活品質與獨立自主，增加對他人的依賴，
然而輔助科技的發展，更凸顯中高齡視障長者的需求，亦可
幫助視障者生活獨立及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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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策略 
 一、推動全國視障家庭關懷支持服務：為了更貼近與了解視

障家庭所處的現況與需求，針對全國視障家庭辦理聯誼活動，
以及透過區域性在地化之交流，同時深耕在地，達到不同區
域之視障家庭的學習與成長，增加視障者生命經驗。 

 二、視障青少年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與充權團體運作：基於支
持視障青少年自立生活與自我充權的概念，藉由發現個人的
優勢，培養具有自立生活、同儕合作、學習與接受挑戰的能
力，進而能負責其生活，建立自信心，達到充權的效能。 

 三、全國視障家長代表之政策對話平台運作及視障相關政策
分析、監督與遊說：為改善視障者整體處境，以及爭取更多
資源以滿足視障者總體需求，本會參與政策相關會議，亦集
結國內各地視障家長團體之代表或意見領袖，針對教育、就
業、衛福、無障礙等四大視障相關議題召開對話平台會議進
行意見交流，持續對政府相關部門進行政策之監督、遊說與
倡導。 

 四、中高齡視障長者社工個案關懷、成長團體與數位科技處
遇綜合服務創新：本計畫相信智慧型手機與相關App能改善
視障長者在生活中各層面之需求，也主張認為視障長者不應
被排除在資訊社會之外，因此會依視障長者之需求、意願與
能力，連結個別化之智慧型手機與相關教學。 

 

4 



執行過程 
 一、推動全國視障家庭關懷支持服務：透過全國性大型聯

誼與區域性視障家庭活動之辦理，讓視障家庭面對面交流，
傳遞視障相關資訊，以及在就學、就業、教養方面等經驗
傳承，進而減輕視障家庭在照顧、支持與資訊不足上的負
擔與壓力。 

 二、視障青少年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與充權團體運作：團體
討論主題涵蓋兩性相處、人際關係、就業職涯發展、社會
現況等多元議題，透過交流與分享提升視障青少年知能與
自我認同，進而培力視障青少年增加自我探索及社會參與
感為核心目標，以擴充視障青少年知能，達到充權之目的。 

 三、全國視障家長代表之政策對話平台運作及視障相關政
策分析、監督與遊說：集結全國視障者家長進行各發展委
員會之分組與探討各項議題，透過視障政策相關會議之參
與提出建議，進而改善現有視障處境，並能直接與間接造
福相關視障家庭、視障學童、視障青少年與中高齡視障長
者。 

 四、中高齡視障長者社工個案關懷、成長團體與數位科技
處遇綜合服務創新：視障長者透過智慧型手機與相關App的
應用，協助滿足其在社會參與、資訊取得及休閒娛樂等多
方面的需求，並依個別使用智慧型手機之程度進行課程內
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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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一、推動全國視障家庭關懷支持服務：在量化成效方面，已於彰化地區辦理完成全國

大型聯誼活動，共46戶視障家庭、192人次參與；在質化成效方面，透過活動之辦理，
參與多次本會活動之視障家長邀請其他視障家長共同參與，串聯當地地區視障家庭，
相互給予支持並傳達資訊。 

 二、視障青少年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與充權團體運作：在量化成效方面，全年度共完成
10次團體運作，每次參與團體人數平均達12位以上，共計120人次參與；在質化成效
方面，團體討論議題包含：良好的人際相處、生涯探索等，藉由分組討論，增進同儕
之間互動，亦透過相互鼓勵與支持，提升其自信心與認同感。 

 三、全國視障家長代表之政策對話平台運作及視障相關政策分析、監督與遊說：在量
化成效方面，全年度參與23場中央與地方視障相關政策倡議與服務監督和推動會議，
另召開七次委員會會議；在質化成效方面，包含參與《研商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定義
會議》：共同研擬討論將服務對象納進有需求之先天視障者，提供其生活重建服務、
參與《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座談會》：討論騎樓整平應是通用設計的一環，建議
各縣市騎樓整平要有年度計畫，且新設道路都要設有人行道。 

 四、中高齡視障長者社工個案關懷、成長團體與數位科技處遇綜合服務創新：在量化
成效方面，針對15名視障長者提供300小時智慧型手機課程;而在質化成效方面，包含
YOUTUBE收聽音樂及新聞、GOOGLE搜尋地圖等，提升生活休閒娛樂及便利性，亦
藉由團體活動增加視障長者出門之機會，增加同儕之間相互支持與肯定，提升自我認
同與價值。 

6 



7 



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109 年度「『愛與法的距離』-   修復式正義」  

                    於社區運用與倡議服務方案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曾靖雯理事長 

                                    陳秀峯榮譽理事長 

                                    蔡碧蕙常務理事                                     

                                    陳喬微、楊郁真、陳宜篷(現職)社工員 

1 



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操作目標： 

(1)短期目標(個案直接服務)： 

本會計畫經由修復式正義方案的服務提供，讓受服務之當事人雙方能了解修復式司法的理念

與程序，透過個管專員及修復促進者提供的諮詢、電話會談、家庭訪視、個別會談，進而促成共同

對話，使當事人有動機進行負向關係修復之歷程處遇。 

(2)中期目標(機關倡議與社區宣導)： 

社區民眾乃至於提供社會服務之網絡，對於傳統的刑事懲戒式司法系統都已深深烙印著根深

蒂固的刻板印象，修復式司法制度的推動勢必將從最根本、最基層之倡議宣導紮根做起。本會自

2015年與教育領域專業團隊人員即投入社區倡議與宣導，在有限的資源與時機讓修復式正義得以在

社區被認識。 

整體目的： 

在修復式正義服務方案中同時發現，運用修復式正義之理念，協助各種不同關係的案件當事人個別會談，處理各自情緒與討論未來

計畫，再以對話方式達成協議來處理雙方關係，例如：家暴傷害案件轉介進行修復式司法服務者，不論最後選擇分或合，當事人雙方均

能有機會且充分地對話與良性互動，在個管專員的持續追蹤下發現，許多當事人在刑事案件判決階段有較多的焦慮與不安，但在後續關

係修復、家人或親友關係改善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因此獲得緩和與紓解。 

2 



服務對象與需求 

服務對象： 

社區、司法機關或民間團體轉介有關係修復需求者。 

 

需求： 

1.全面推行「修復式正義」模式，絕非一蹴可幾，故鎖定以社區為推廣主軸。 

2.嘗試教育社區民眾皆能成為一個負責任、尊重他人，且具有問題解決能力的人。 

3.修復式實踐精神，關注事件發生帶給當事者的影響與後續的修復傷害之行為，切合社

區營造友善、和諧之社區氛圍，期待以一步一腳印推展「修復式正義」模式，徹底解

決紛爭。 

3 



服務策略 

將「修復式正義」社區(里)實踐，分為下列幾項工作重點： 

      (一)事件服務：修復式事件主要服務為「種子人員社區(里)案」。  

      (二)專業培力：1.將落實修復小組專業技能之個案研討與督導機制。 

                                 2.為修復種子人員妥善規劃相關訓練工作坊。 

                                 3.由本會擔任資訊平台，蒐集社區或正義機關或相關網絡單位 

                                    所辦理之調解與主持相關訓練資訊供修復小組與種子人員使用。 

      (三)社區(里)巡迴宣導：總年度辦理 16 場次，視宣導人力與時間作場次之調整。 

      (四)培植示範社區：以受過本會進階種子培訓課程之人員與所屬社區(里)有興趣者        

             為優先。為提升資源可及性，鼓勵有意推動修復式實踐之臺南市北區和順里里 

             民，參與運用專案補助方式，將和順里培植為示範社區。 

      (五)社區讀書會之進行：年度進行 12 場次，每場次 3 小時，共計 3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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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過程 
場次 主題 帶領人 受益人數 

109.02.17 修復式正義宣導 吳杰 42 

109.02.23 「愛與法的距離」修復式正義方案社區走動式宣導 吳杰 52 

109.03.09 「愛與法的距離」修復式正義方案社區宣導 蔡沂真 62 

109.03.16 「愛與法的距離」修復式正義方案社區宣導 邱錦秀 62 

109.03.18 修復式正義宣導 陳秀峯 44 

109.05.07 「愛與法的距離」修復式正義緣由與發展 邱錦秀 31 

109.05.13 「愛與法的距離」修復式正義的進程 蔡碧蕙 39 

109.05.18 用心走修復的路 王禎郎 22 

109.06.05 人我關係的另一道門-校園修復案例演練 李明山 42 

109.06.10 修復之道-性平事件另類處遇 沈惠娟 52 

109.06.15 淺談修復-隱微在修復式正義中的框架 陳貞樺 35 

109.06.22 談社區與家庭教育的修復式正義 邱錦秀 38 

109.06.30 修復之道-快樂當促進者 吳杰 38 

109.07.02 社區的修復式正義-修復對話與當事人 蔡沂真 48 

109.08.17 修復式司法經驗分享 李駿逸 29 

109.09.21 親職教育中的修復式正義 蔡碧蕙 27 5 



服務成效 

量化效益： 
  

(一)本年度計畫得以增加至少 5 名社區修復促進者，並對修復對話技術與流程，建立可供未來種子人員參考與應用之模式。 
  

(二)辦理修復式正義社區宣導全年共 16 場次，受益人數至少達 400 人以上。 

(三)辦理修復式正義種子講師月例會共 1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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