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 107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專業人員訓練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座談會暨績優人員表揚活動】報名簡章
一、前言：
鑒於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構轉變趨於多元化等現象，為因應如此巨大之環境變
化，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需求的多元性，使得社會工作之服務型態自個案工作提升到個案管
理的層次，從機構式到社區式的服務，強調以個人為中心的支持性服務模式，尊重其選擇與
自我決策，確實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為了促使福利服務資源間的整合與合作，減少服務重
疊及資源浪費，為能有效分配有限之社會福利資源，促進服務資源網絡之專業性與豐富性；
期待透過「聯繫會議」提供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反映意見平台，建立地方政府與各機構溝通協
調機制，此外，藉由各機構相互間的服務分享及經營管理經驗的交流，達到對身心障礙者服
務照顧理念之共識，進而以跨組織的協調合作與資源整合策略，提升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品質
及服務輸送之效能。
同時為肯定長期投入於社會福利服務工作之績優教保人員及機構負責人，透過聯繫會議
表彰其奉獻與服務成果，以期獲得自我價值的肯定及社會更高的認同與重視，並有助於福利
政策的推展，奠定優質的服務品質。
二、目的：
(一) 建構主管機關與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溝通協調平台，建立服務共識。
(二) 藉由機構間的服務分享及經營管理經驗的交流，凝聚對身心障礙者服務照顧理念之共識，
全面提升機構服務品質。
(三) 透過聯繫會議表彰社會工作者的奉獻與服務，以提升社會工作者的工作價值，激勵其服務
士氣並提昇照顧服務品質。
三、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四、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聯絡電話：04-24922601 轉 103
傳真電話：04-24930455
聯絡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 51 號
E-mail：pei813355@hscw.org.tw
五、參加對象：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暨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六、辦理地點：清新溫泉度假飯店(臺中市烏日區溫泉路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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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時間：107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
八、參加人數：約 60 名（各機構最多推派 4 名人員參加）
九、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07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止

*聯繫座談會採【線上報名制】
、績優人員推薦採【郵寄報名制】
十、績優人員表揚
(一) 表揚對象：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之教保人員及機構負責人。
(二) 表揚類別及評選標準
1.

評選標準
A.

服務卓越獎：從事【教保督導】工作服務工作年資累積屆滿 5（含）年，現職工
作需滿 2 年，近兩年接受 40 小時社會工作在職專業訓練，品行端正、工作勤奮、
主動積極，且無懲戒紀錄或不良事蹟者，足為社會工作之楷模者。

B.

學習卓越獎：參與 107 年度 160 小時【教保員初級班培訓學員】，成績達優等以
上，出席率 100%，實習成績達 85 分以上者，品行端正、工作勤奮、主動積極，
且無懲戒紀錄或不良事蹟者，足為社會工作之楷模者。

2.

3.

標準規範
A.

擔任教保督導之日起計算。

B.

三年內未接受全國性或本市相關性質表揚者。

表揚對象及名額：8 名
(1) 【受訓期間優良學員】4 名
(2) 【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績優教保督導】4 名

(三) 推薦及評選作業
1.

推薦方式：
(1) 依機構安置型態按比例提報，小型機構各類獎項各提報 1 名，中型機構各類獎項
各提報 2 名，大型機構各類獎項各提報 2-3 名。
(2) 推薦時間：即日起至 107 年 7 月 30 日(週一)下午 17 點截止（以郵戳為憑）。
(3) 檢附文件：各獎項參選者皆須檢附推薦表 1 式 2 份（如附件一）、年資證明、考
績證明、教育訓練時數證明及有關佐證資料影本（得獎獎狀及足以說明優良及貢
獻事蹟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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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選程序：
推薦

(1) 符合表揚標準及資格
(2) 部門主管推薦，並經機構主管核准
(3) 檢具相關資料(推薦表、服務證明、考績證明、優良事蹟…等)

初審

初審資料由受委託單位初步審查書面資料，符合資格之名單彙
整後函送社會局
(1) 由評選小組針對初審入圍者就工作專業性、個人潛力、對單位/社會
之貢獻、自我進修、經驗傳承等多方面進行評選。
(2) 市府核定
(2)市府核定

決審

表揚

3.

辦理績優人員公開表揚

評選標準規劃與說明：
(1) 基金會邀請外縣市機構代表 3 位、官方代表 1 位與學者 1 位共 5 人，成立評選小
組。
(2) 評選小組會議之任務如下：
A. 遴選標準配分（含工作專業性、個人潛力、對單位/社會之貢獻、優良事蹟、自
我進修等）。
B. 召開決審會議，針對初審入圍者就工作專業性、個人潛力、對單位/社會之貢獻、
自我進修、經驗傳承等多方面進行評選。

3

(四) 獎勵方式：
1.

服務卓越獎：獎獲頒獎牌一座及精緻禮品一份。
學習卓越獎：獎獲頒獎狀一份及精緻禮品一份。

2.

藉由機構主管聯繫會報中進行公開表揚頒獎儀式，得獎名單與服務機構將公告於本
會網站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作為服務典範。

(五) 評委代表：由機構代表 3 位、官方代表 1 位、學者代表 1 位。
十一、

聯繫會報流程表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幕表演

09:30~09:40

09:40~11:40

長官致詞

社會局 / 陳坤皇 副局長

專題講座

國際 NGO 工作者

「助人工作者之自我提升及思辨視野」

【禇士瑩 作家】
主持人

11:40~12: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障科業務報告暨綜合座談

12:00~12:20

受訓優良學員暨績優教保督導表揚

社會局 / 陳坤皇 副局長

餐敘
12: 20~15:00

15:00~

～經驗分享與交流～
珍重再見～期待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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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頒獎

【附件一】

107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績優教保督導】推薦表
推薦機構
推薦類別

(姓名)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教保督導

社福工作總年資：_____年(含)以上
受推薦人員

現任機構年資： _____年(含)以上
教保督導工作年資： _____年
(請具體說明)

優良事蹟
或
具體貢獻

應檢具資料

□推薦表（須由立書人簽章，並加蓋機構印信）
□年資證明（社福工作總年資可至勞工局申請投保明細）
□服務證明
□考績證明
□優良事蹟或具體貢獻佐證資料
□專業訓練時數證明
□其他佐證資料（例如：相關證照）

受推薦人自我聲明

推薦單位印信（推薦機構未加蓋印章者無效）

本人聲明以上檢附資料正確無誤且 3 年內未
接受全國性或臺中市政府所辦之相關性質表
揚，若有不實，願退還所頒贈之獎牌及禮品，
且於 3 年內不得再提出申請。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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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7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績優教保督導】推薦審查表
NO：________

推薦機構
受推薦人員

□教保督導（錄取 4 人）

推薦類別

審 查 程

初審

序

受委託單位
初步審查
書面資料

審

查

結

果

負 責 人 員 簽 章

□資格符合
□資格不符
(不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委名單

評分項目

分數

★評分說明：低/不足（0 分）-------評分項目程度-------高（4 分）

工作專業性(0-4 分)
個人潛力(0-4 分)

決審

服務貢獻(0-4 分)
優良事蹟(0-4 分)
自我進修(0-4 分)

分數小計
(每位評委最高給 20 分)

分數排序：第_______名

分數總合計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最後核定結果

(依總分由高至低排序)

□錄取 □不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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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聯繫座談會】報名表

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傳真

聯絡地址

參加人員【1】

參加人員【2】

參加人員【3】

參加人員【4】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姓名

職稱
性別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保險用)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用餐需求
備註
報名須知：因名額有限，各機構最多推派 4 名主管人員參加。
報名期間：請於 107 年 07 月 30 日(週一)下午 17 點前止。 *【一律採線上報名制】
報名網止：https://goo.gl/forms/mULPkpF1TxqKzCMK2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聯 絡 人：林佩蓉小姐
聯絡電話：04-24922601#103
傳真電話：04-24930455
E-mail ：pei813355@hsc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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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7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聯繫座談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

提案人

案由

說明

辦法

附註：提案單請具體書明案由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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