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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 

「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 

 成年心智障礙者之個別化支持計畫(ISP)實務工作坊」  

【報名簡章】 

一、 課程緣起 

隨著臺灣當今社會需被服務的人口數大幅增加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是心智障礙者服

務的重要基礎，透過 ISP 及 ISP 會議之參與，與服務對象及其家屬、監護人或其他重要

他人一起對話，藉由訪談過程發現對於服務對象本身重要的是什麼，有助於瞭解機構所

提供的服務、彼此期待，精準將需求評估形成目標乃至於延伸服務策略之執行，這樣的

脈絡與邏輯、相互合作支持身心障礙者，乃是專業服務人員必要的核心技能。 

因此，身心障礙者的個別化支持計畫（ISP）不再是一個人一生的內容，也不是個人

問題的診斷，係指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方式，以個人為中心規劃身心障礙者全面性的未來

生活如就業、居家、社區生活、休閒生活，是一個有結構的個人支持計畫。 

服務人員的角色也由「訓練者」成為「支持者」，強調身心障礙者只是部份能力限制、

而不是全面損傷，若能提供個別需求支持系統、合理調整(reasonable accommodation)及等

同的機會，他們也是能和一般人一樣在社區中生活，有機會創造及追求好的生活品質。 

二、 課程簡介 

        在成人心智障礙福利服務單位工作的妳/你和我，無論是新鮮人抑或已服務為期幾許

時光，都必然經歷著 ISP 擬定與執行等相關事務。在敝單位這幾年辦訓的經驗中，我們

看見現場直接服務者不斷地努力，為的就是增進相關專業能力與知識，以面對和處理在

第一現場的種種困境與難處。 

因為看見這樣的努力與需求，今年特別規劃了一場有別於傳統快速填塞的兩天 

聽講式課程－取而代之，我們期待創造出： 

1、給魚吃不如教人們如何釣魚：此次工作坊將透過不同的授課設計，提供較綜觀的

課程架構；訓練參與者思考模式由「點」至「線」、甚至具備「面」和「體」的

多元思考角度。 

2、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講師群：藉由跨及實務、督導及政策參與等多方面具豐富實務

經驗的兩位講師，來分享及相互切磋以學習如何找出服務對象真正的服務需求。 

3、引導式教學模式：此次工作坊的形式之所以和傳統授課模式不同，為的即是幫助

參與者除了「聽」之外，亦可訓練思辯、表達和溝通等重要能力。 

4、落實於工作現場：教育之所以可貴，在於可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我們希冀透過此

次工作坊，參與者能學以致用並帶回工作現場落實於服務對象本身。 

 



-2- 

 

(一) 課程地點：臺中市希望家園 4樓國際會議廳(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 51 號)。 

(二) 課程時間：上午 09:00～下午 16:00，小計 6 小時 (中午休息 1小時)。 

(三) 課程時數：共計 42 小時。 

(四) 招生對象：成人心智障礙福利服務單位之教保人員、督導及相關工作人員。 

(五) 招生名額：20-30人 

(六) 課程內容及上課日期： 

第一階段【評估】：12小時 (陳寶珠老師) 

Day 1 03/09 

認識支持強度量表(SIS)緣起及理論 

支持強度量表(SIS)在組織工作計畫的應用 

Day 2 03/10 

認識生活品質量表(POS)緣起及理論 

生活品質量表(POS)在組織工作計畫的應用 

第二階段【擬定】：12小時 (楊美華老師) 

Day 3 03/23 

個人本位規劃－對他重要 

個人本位規劃－為他重要 

Day 4 03/24 如何擬定年度服務計畫 

第三階段【執行】：12小時 (陳寶珠老師) 

Day 5 03/31 

積極性支持(AS)的理念與實務運用 

POS、SIS 與 AS 的整合與運用 

Day 6 04/21 

達成目標的有效支持策略運用 

目標如何與作息活動及機構年度工作計畫整合 

第四階段【檢討】：6小時 (陳寶珠老師+楊美華老師) 

Day 7 04/28 

個案檢討年度目標計畫(分組討論高支持密度案例) 

個案檢討年度目標計畫(分組討論低支持密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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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師簡介 

講師 學/經歷 

陳寶珠 

現職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巡迴外部督導與專職講師 

經歷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晨曦發展中心－主任(民 96-102)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天主教仁愛啟智中心－主任 (民 94-95)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天主教仁愛啟智中心－副主任 (民 85-93)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天主教仁愛啟智中心－教保組長 (民 70-84)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 第 4 至 10次專業服務評鑑委員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特殊教育碩士 

專長 

個別化服務計畫之擬訂 

智能障礙者的性教育 

教保工作理念與態度 

楊美華 

現職 

德蘭啟智中心－主任 

經歷 

德蘭啟智中心－副主任 

德蘭啟智中心－教保組長 

學歷 

卡迪納爾斯特里奇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 

專長 

心智障礙者生活品質 

專業團隊運作模式 

早期療育 

課程與活動設計 

親職教育 

社區生活與居住 

以個人為本位的計畫 

個別化服務計畫 

作息本位服務模式 



-4- 

 

四、報名辦法 

(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二)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三) 協辦單位：台中育嬰院、台中光音育幼院、臺中市希望家園 

(四) 報名對象：成人心智障礙福利服務單位之教保人員、督導及相關工作人員 

(五) 課程名額：20－30人 

(六)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1、即日起開放報名，至2019年02月27日(三) 截止報名(或額滿為止) 

2、線上報名： 

     (1) https://goo.gl/forms/Vpq6GQpo6KnFztX73  

      

(2)掃描 QR code： 

 

   3、匯款資訊： 

(1)本課程因名額有限，依收到報名表順序為錄取名單之依據；確定錄取者，將以E-mail

告知匯款相關資訊。 

(2)本課程採匯款完成報名制。報名後煩請盡速確認報名通知信之匯款資料。資料未完

整或非正確者，視同未報名，敬請協助配合。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取名單為主。 

   4、課程費用： 

       報名日期 

報名對象 

早鳥優惠價 

1/23～2/15 

一般報名費用 

2/15～2/27 

一般參加者 $2,700/人/7天 $3,000/人/7天 

2人以上同行者 $2,500/人/7天 $2,700/人/7天 

※如已有【支持強度量表-成人版(SIS-A)：使用者手冊】和【POS-社區居住聯盟「個人成

果量表POS2.0」、「題項說明手冊POSID 」】者，請攜帶至課堂並將斟酌扣取部份講

義材料費450元整。 

5、報名步驟：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報名資料填寫 

個人報名  

線上填寫資料送出 

 

團體報名  

團體聯絡人將資料彙

整後以 E-mail 報名 

核對報名資料 

與本會確認報名人
數、報名日期及應繳
金額 

 

經工作人員確認無誤
後，將發出報名成功
通知信至個人或團體
聯絡人之電子信箱 

完成課程匯款 

收到報名成功之通知
信後再進行匯款；並
請再次確認報名梯
次、課程日期、課程
費用 

至個人信箱再次確認

本會寄出成功報名之
回信 

請再次確認更新後成
功報名之名單 

https://goo.gl/forms/Vpq6GQpo6KnFztX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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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暨研習要點 

1、課程訊息：如需報名簡章電子檔，請至本會官方網站「最新訊息」下載使用。 

2、場地維護：請協助維護研習場地及設備，嚴禁製造髒亂或進行與研習活動無關之

事宜，蓄意破換場地設備者，應負賠償責任。 

3、環保行動：為響應環保愛地球，研習現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杯子。 

4、研習證明：依據衛福部公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訓練期

間，學員應全程參與當次課程；如有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超過 20 分鐘，該堂

課不予計算時數；未出席時數達訓練期間總時數六分之一以上情形者，並不予發

給研習證明文件，亦不退還報名費。 

5、為尊重講師與其他學員，課程中請勿自行拍照、錄影及錄音(可現場自行向講師

和其他學員詢問確認)。 

6、本次課程費用含午餐、講義、教材與茶點。 

(二) 停課與退費要點 

1、若您因故在開課前確定無法出席此次工作坊，建議您先詢問其他友人是否願意替

補您的報名名額，我們很樂意為您變更報名資料(毋需任何手續費)。 

2、停課標準：如因天候等不可抗拒或其他因素導致研習課程無法如期舉辦(依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本會保有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並將另行通知補課日期。 

3、退費標準： 

(1) 如因未完成報名手續或報名資格不符需退費者，需自行負擔退款之銀行手續費。 

(2) 因名額有限，為確保資源之有效運用，退費標準如下： 

 開課前 12天恕不予退費。 

 開課前 16天取消報名，將酌收報名費 80%為手續費。 

 開課前 22天取消報名，將酌收報名費 50%為手續費。 

 開課前 26天取消報名，將酌收報名費 30%為手續費。 

4、申請退費： 

如需申請退費者，請備妥原繳費收據及個人金融帳戶存摺影本，傳真或 E-mail

至本組辦理退費。 

        5、如有其他事項，敬請電洽詢問，我們將非常樂意協助您。 

 

  

專案管理組：林佩蓉 

網站：http://www.child-home.org.tw/ 

電話：04-24922601#103  

傳真：04-24930455 

電子信箱：pei1070507@hscw.org.tw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 51號 

請加入我們～ 

您將會收到我們的課程訊息分享， 

也可以利用一對一訊息做個別化諮詢； 

我們將在收到您的訊息後由專人為您服務， 

更希望您能提供我們寶貴的建議。 

您的支持是我們進步的助力！ 

向上基金會 專案管理組 感謝您 

http://www.child-home.org.tw/
mailto:pei1070507@hsc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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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資訊              

 

 

 

 

 

 

 

 

 

 

 

 

 

 

 

《臺中市希望家園》交通資訊 

※前門：臺中市大里

區向上街 51號 

 

※後門 (地下停車

場入口)：臺中市

大里區上興街2段

51巷 46號 

 

★ 開車者－前門 ★ 

▓南下：於【74快速道路】→【大里一(德芳南路)】下交流道→左轉【立元一橋】

→右轉【甲堤南路】經【仁慈街】接【至善路】→右轉【上興街 2 段】

→【51巷】→直至巷底右轉進入。 

□北上：【國道 3】下【霧峰交流道】左轉→【中正路】直行→接【中興路 1段】

→右轉【塗城路】直行→左轉【慈德路】→【向上街 51號】盡頭右轉。 

★ 開車者－後門 ★ 

▲南下：於【74快速道路】→【大里一(德芳南路)】下交流道→直行(環中東路六

段)→轉至【大里橋】直行→接【中興路 1段】→左轉【塗城路】直行→

左轉【上興街 2段】→【51 巷】左轉→直至巷底右轉進入。 

△北上：【國道 3】下【霧峰交流道】左轉→【中正路】直行→接【中興路 1段】

→右轉【塗城路】直行→左轉【上興街 2段】→左轉【51巷】→直至巷

底右轉進入。 

★ 搭火車或客運至臺中車站下車者 ★ 

●臺中客運：【107】、【108】、【132】、【201】，於【青年高中站】下車，

步行至【塗城路】約 10 分鐘；【131】於【塗城市場站】下車，步

行至【上興街 2段 51 巷 46號】約 5分鐘。 

○統聯客運：【50】、【53】，於【青年高中站】下車，步行至塗城路約 10 分鐘。 

※中午以前開車請盡量不要自上興街 2段進入，因為有早市而容易堵車。 

※請勿自上興街 2段 65 巷進入(死巷)。 

※使用 Google Map 導航時，建議搜尋「臺中市大里區上興街 2段 51 巷 4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