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園紀念教養院 
105年度服務成果總報告 

前言~ 

香園教養院自民國 78年創院迄今已逾 28年，始終秉持著蔡創辦人永勳先生創院 

宗旨~【推廣社會福利、促進弱勢族群權益保障及凝聚社會共識】。提供身心障礙者學

習、住宿、訓練、習藝的機會，減輕家庭與社會之負擔，經由人性化、個別化及適應

情緒的教養模式，給予身心障礙者應有的尊重與機會。 

為善盡創院宗旨與教養目標，本院除每年度均訂定服務計畫，再依服務計畫執行目標。

年度之初再公告服務成果總報告，其目的是讓服務透明化，提供予各界對本院教養服

務「知的平台」，期能獲得您的回響或支持。 

更期待您用愛與支持鼓勵香園，讓香園能提供更完善的教養服務，讓院內的天使寶貝

能生活得更自信，同樣能貢獻一己之力予社會。 

一、專業服務成果 

項目 服務內容 服務成果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 

1. 擬訂個別化服務計

畫執行並執行 

(1)服務人數:178人 

(2)目標完成率:90.73% 
服務

人數 

目標 

總數 

目標 

已完成 

目標持續/ 

修正 

放棄/ 

未執行 

178 1,370 1,243 106 21 

百分比 90.73% 7.74% 1.53% 
 

2. 個別化服務計畫之

會議(期初、期末與

修正) 

(1)會議場次：105場次 

   湖口院區 75場次，新豐院區 30場次 

(2)總參與人次：10,995人次 

   湖口院區 9,525人次，新豐院區 1,470人次 

3.個案研討會 24場次 

4.個人成果量表評估結

果 

(1)訪談人數: 108 人 
(2)獨立因素總分: 
   自我報告：523，直接觀察：2,529。 
(3)社會參與總分: 

自我報告：761，直接觀察：3,509。 
(4)福祉因素總分: 

自我報告：840，直接觀察：4,012。 
(5)生活品質總分: 

自我報告：2,152，直接觀察：10,226。 
教 

保 

與 

生 

活 

1.提供服務對象自我照

顧能力之協助與促進

情形 

(1)生活輔具使用：增高墊、加粗湯匙桌板、吸盤碗固

定器。 

(2)行動輔具使用：助行器、輪椅。 

(3)成效：透過適合個案的輔具，服務對象生活上更能

照顧好自己，行動輔具讓他們更獨立，能參與更



服 

務 

多的活動，讓身心更健康。 

2.嚴重行為問題輔導與

支持 
輔導 11人，結案 8人，持續輔導 3人。 

3.多元活動安排(主題
教學、居家安全、休
閒活動、藝術活動等) 

(1)服務人數：173人。 
(2)課程執行總時數:28,153人次/年。 
(3)活動整體滿意度:95%。 
(4)參加第十三屆國際身心障礙者藝術巔峰創作聯展

共計 4 位服務對象完成參展，參展畫作共計 17
幅，展示於國父紀念館-翠溪藝廊，並由總統授贈
參展證書。 

(5)參加「第 24屆台灣北東區心智障礙啦啦隊比賽」 
獲得特優獎及最佳毅力獎殊榮。 

 4.藝能活動(明日之 

星、大畫家等) 

活動項目 參與人次 備註 

6/3明日之星（初賽） 188人次  

9/23明日之星（複賽） 188人次  

10/21明日之星（決賽） 128人次  

大畫家 89人次  
 

5.寶貝打擊樂團訓練 (1)打擊樂訓練：1,392人次。 

(2)太鼓訓練：313人次。 

(3)演出場次：16場次。 

6.烏克麗麗訓練 (1)訓練 134時數。 

(2)訓練 1,215人次。 

(3)演出場次：4場次。 

7.依據興趣與能力提供

多元作業活動選擇與

參與 

(1)服務人數：173人。 

(2)參與兩項以上作業活動人數:46人。 

(3)工作技能提升：10%。 

社 

區 

融 

合 

1.社區適應 3,224人次/年 

2.參與社區邀請之活動 2場 148 人次/年 

3.社區團體來院互動 78個團體，2,734 人次/年  

4.戶外旅遊 共辦理 20場次，參與人次：978人次  

家 

庭 

支 

持 

服 

務 

1.電話聯繫(每月至少 1

次) 

(1)服務人數：134人 

(2)6,604人次/年 

2.家庭訪視 139人 

3.親子活動辦理 1 場，390 人次/年 

4.親職講座 2 場，164 人次/年 

5.社會福利資源服務 (1)協助申請日間照顧暨夜間住宿費複查補助申

辦:174人 

(2)交通費補助申請:共計 143人 

(3)協助微型保險之申辦:共計 64人 

(4)緊急補助金申請協助:1人次 



(5)國民年金辦理：5人次 

6.健康衛教知能宣導 2,520人次 

7.社會福利政策宣導 49人次 

健 

康 

服 

務 

1.健康檢查 (1) 一般健康檢查：185人次/年   

(2) 乳房攝影:9人 

(3) 乳房超音波:3人 

(4) 子抹:21人 

(5) 大腸癌檢查:13人 

(6) 子宮/卵巢-腹超:7人 

2.復健服務 2,600 人次/年 

3.口腔保健 650人次/年 

4.衛教服務 60場次    

5.體重管理 (1)減重人數：67人。 

(2)減重成效:45人。 

6. 慢性疾病健康照護 疾病名稱 服務人數 

壓 11人 

高血脂 10人 

糖尿病 9人 

痛風 6人 

甲狀腺低下 6人 

巴金森氏症 3人 

B/C肝炎 30人 

精神疾病(含:癲癇) 82人 

心臟病 5人 

 

權 

益 

1.家長會 
2場，共 99人次 

105.01.31、105.07.23舉辦 

2.權益委員會 
2場，共 39人次 

105.06.04、105.11.19舉辦 

3.服務對象之家庭會議 109場，共 1,471人次 

4.服務對象有關之會議 總計：59場，共 2,164人次 

5.服務滿意度 滿意度 87.6% 

 

 



二、創新計畫暨環境與行政管理執行成果報告 

項目 創新計畫 執行成果 

技 

藝 

訓 

練 

1.快樂咕咕雞養殖計畫 (1)計畫執行期間：105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計畫內容： 

○1 培訓服務對象雞隻養殖與雞蛋包裝等相關工

作技能。 

   ○2 提供服務對象食用優質蛋白質及烘焙坊製作

烘焙產品使用。 

(3)參與服務對象人數：14人 

(4)雞蛋生產量：176,328 顆 

(5)雞蛋銷售收入：1,169,612元 

(6)提供服務對象食用：32,663顆 

(7)提供烘焙坊使用：15,996顆 

1.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香

園美食坊』計畫 

(1)計畫執行期間：105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計畫內容： 

   ○1 培訓烘焙技能：針對上工人員與本院服務對

象烘焙技藝訓練。 

   ○2 烘焙產品銷售：銷售本院生產之烘焙產品。 

(3)核定補助金額：1,623,674元 

(4)實際執行經費：2,676,599元 

(5)訓練服務人次：10,560人次 

(6)連結社區資源義賣場次共 105場次 

社 

區 

融 

合 

1.成年心智障礙社區居
住與生活服務計畫 

(1)計畫執行期間：105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計畫內容： 
   ○1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作業要

點，辦理『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
計畫 』在社區中租賃房舍 提供十八歲以
上，六人以下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 

   ○2 此計畫服務六位住民，服務包括有住民之居
住環境規劃、健康管理、社會支持、休閒生
活與社區參與、日間資源連結、增進住民與
家人互動頻率、住民權益維護。 

(3) 服務人數：6人 
(4) 核定補助經費：481,000元 
(5) 實際執行經費：843,609元 
(6) 社區居住督導會議共計 12場次 
(7) 住民家庭會議每月 2~3次 
(8) 接受新竹縣政府查核共計 3次 

情 

緒 

輔 

1.園藝治療 (1)連結園藝治療師志工團隊，協助提供園藝輔療

課程執行 

(2)服務次數：6次 



導 (3)輔導個案：14人 

(4)服務 720分鐘 

(5)服務 78人次 

2.藝術治療 (1)連結桃園療養院資源，結合藝術治療師，協助

心智障礙者的精神療育照護在職訓練之藝術治

療活動 

(2)服務次數：12次 

(3)輔導個案：13人 

(4)服務 1,080分鐘 

(5)服務 102人次 

健 

康 

促 

進 

智障者規律運動人口增

長計畫~享受生活、快樂

運動 

(1)計畫執行期間：105年 3月 14日~11 月 30日。 

(2)計畫內容： 

   透過每周固定的時間利用音樂及不同的器材讓

運動充滿趣味，培養服務對象運動的好習慣。 

(3)服務週數：36週 

(4)服務時間：1週 2次，每次 1小時 

(5)服務人次：舞動體操-30,945人次 

             技藝運動-1,393人次 

(6)服務對象 BMI異常率下降，體重控制有成效 

 

 

 

 

環 

境 

設 

施 

1.無障礙設施改善 (1)湖口院區 B 棟教學大樓一樓(向日葵坊)，原一

般廁所改善為無障礙廁所及 B 棟教學大樓 2 樓

蹲式廁所改修為座式馬桶符合服務對象安全使

用設備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經費補助

70%)。 

2.綠化節能設施改善 (1)105年完成低碳節能設施 
   ○1 香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補助湖口院區

熱泵熱水改善完成。 
   ○2 新竹縣環保局補助湖口院區照明設備改善

(汰換 耗電之傳統燈管，裝置 T8LED、燈管，
走道改裝 LED 感應裝置，逃生指示燈部分改
善 LED燈)。 

   ○3 新竹縣環保局補助節水設備，水龍頭省水開
關、馬桶二段式沖水開關裝置 

   ○4 新竹縣環保局補助垂直水耕設施裝置。 
   ○5 新竹縣環保局經費補助食物森林示範區與落

葉堆肥區建置。 



專 

業 

能 

力 

1.教育訓練 (1)外訓： 
   總時數：182小時，參與人次：131人次 
(2)內訓： 
   總時數：58.5小時，參與人次：1,145人次 

2.中高齡照護技能提升 (1)編輯及校正健康照護手冊、感染管制暨傳染病
處理手冊並上傳系統，每年做更新。 

(2)每月進行日/夜間各一場照顧者中高齡照護技
能提升。 

3.專業服務學習社群 (1)執行時間：每月一次組務會議 

(2)執行次數：12次 

(3)服務人次：36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