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 
遲 緩 兒 的 急 救 站 

家 長 的 加 油 站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職 訓 站 
立案文號：宜蘭縣政府 92 年 12 月 15 日 

府教終字第 0920152740 號函 

電話：03-9357231 傳真：03-9357720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自強路 86 號    

一、 基金會成立緣起 

基於一份誠摯的關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幾位身心障礙兒家長、教育工作者、

治療師、學者在民國 92 年 12 月成立阿寶教育基金會，希望能藉由多元的管道提供更

好的資源、諮詢與服務，幫助大家一起成長，並且引導社會大眾了解、認識而接納這

群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的兒童。 

 

二、 我們的使命與服務 

 

 

 

 

 

 

 

 

 

 

服務弱勢兒童 

發展早期療育 

促進身障就業 推動融合教育 

提供家庭支持  



◎ 推展宜蘭縣有關身心障礙者之早期療育、特殊教育、社會福利、醫療保健及融合教育

等工作。 

◎ 為身心障礙兒童家庭提供社工、心理、特教、法律、醫療復健、到宅療育等專業支持

與服務，確實保障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之權益。 

◎ 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諮詢、就業媒合、支持性就業等服務，並辦理職業訓練專班，提

供其學習技能的場所及課程，達成自我實現並具有生產力的國民。 
 

三、 我們的服務 

1. 兒童發展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服務 

專業社工提供個案管理服務，連結相關資源，幫助每一位發展遲緩兒童，規劃符
合個別需求的家庭服務。 

 

2. 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 
為就讀園所的發展遲緩兒童，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IEP），讓發展遲緩兒童在融

合的環境中學習與成長。 

 
3. 家長團體輔導及親職教育活動 

本會由社工及心理師辦理父母支持性團體，讓家長有喘息、經驗分享和相互支持

的機會。 

 
4. 幼兒篩檢 

早期發現是早期療育最重要的第一步，本會自 95 年起開始為宜蘭縣 3 至 6歲的幼
兒進行篩檢，透過篩檢工作，早期發現孩子是否有發展遲緩的傾向。 

 

5. 早期療育專業研習 
為了促進宜蘭縣早期療育的專業發展，及早期療育服務網絡的建立，故本會每年

舉辦專業研習。 

 
6. 到宅療育服務 

針對因交通困難或因其他緣故，導致家中有療育需求的孩子無法正常接受療育，
因此本會提供到宅療育服務，讓這些孩子不至於錯過療育的黃金時期。 

 

7.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方案 
（1）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為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就業機會，本會特地安排職業訓練專班，使提供其學習技能

的場所及課程，達成自我實現並具有生產力的國民。 

（2） 支持性就業服務 
由就業服務員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就業諮詢、就業媒合、支持性就業等服務，以提高

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成功率。 

 



四、 組織架構圖 

 

 

 

 

 
 

 

 

 

 

 

 

董事會(19 人)

董事長(1 人) 

專業顧問團 

稽核董事 

執行長(1 人) 

社工組(6 人) 特教組(2 人) 就業職訓組(4人) 行政組(3 人) 

設置通報社工 1名、個

管社工 5名，辦理業務

如下： 

 通報轉介中心 

 個案管理中心 

 支持團體辦理 

 成長營隊辦理 

 宣導活動辦理 

 志工招募訓練 

 到宅服務 

 巡迴閱讀車服務 

設置專業特教教師數

名、資源教師數名，辦

理業務如下： 

 學前巡迴輔導 

 辦理專業知能研習 

 協助幼教擬定 IEP 

 提供諮詢服務 

 宣導活動辦理 

 活動支援協助 

設置就服員 3名，職業

訓練輔導員 1名，辦理

業務如下： 

 身障就業服務 

 身障職業訓練 

 方案撰寫開發 

 宣導活動辦理 

設置會計兼庶務 1

名、出納兼人事 1名，

辦理業務如下： 

 會內庶務辦理 

 會計出納業務 

 活動協助支援 

 捐款開發統計 



五、 阿寶專業工作團隊分工 

執行長游建峰：統籌本會各組業務、社工督導、就服督導、慢飛天使支持計畫專案管理。 

 

＜行政組＞ 

行政組長林雨良：統籌行政管理業務、媒體公關、網站維護、方案企劃、研究發展、身

心障礙者職場紮根學習計畫、心馨向榮－宜蘭縣「身心障礙者關懷支持服務」計畫專案

管理。 

會計兼庶務游瑾文：會計、總務行政、愛心零錢箱管理。 

出納兼人事余秀雲：出納、人事、會務、捐款、存款管理。 

 

＜就服職訓組＞ 

就業職訓組長陳心婷：統籌就業職訓業務、身心障礙者職場紮根學習計畫輔導人員、代

理特教組長業務。 

就服員李秀芬：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 

就服員張毅鋒：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 

就服員吳珉汝：身心障礙者在家就業輔導服務。 

 

＜社工組＞ 

社工組長蕭有妤：統籌社工業務、礁溪鄉、頭城鎮、大同鄉兒童發展遲緩個案管理、協

助各方案之執行及早療宣導。 

社工員黃子家：冬山鄉、蘇澳鎮、南澳鄉兒童發展遲緩個案管理、協助各方案之執行及

早療宣導。 

社工員劉怡君：宜蘭市、壯圍鄉、員山鄉兒童發展遲緩個案管理、內政部到宅方案執行。 

社工員徐維君：羅東鎮、三星鄉、五結鄉兒童發展遲緩個案管理、內政部阿寶遇樂園方

案執行。 

社工員李珮瑜：宜蘭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協助各方案之執行及早療宣導。 

社工員江思儀：送愛到宅(巡迴閱讀、到宅療育)專案管理、早期療育宣導、志工管理業

務。 

兼職職能治療師郭凱婷：發展遲緩兒童到宅療育。 

兼職職能治療師孫曉莊：發展遲緩兒童到宅療育。 

兼職職能治療師單秀蘭：發展遲緩兒童到宅療育。 

兼職物理治療師楊玉琦：發展遲緩兒童到宅療育。 

 

＜特教組＞ 

巡輔教師李涵榆：宜蘭縣溪南地區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巡迴輔導、特教組業務承辦。 

巡輔教師連麗雯：宜蘭縣溪南地區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巡迴輔導、發展遲緩兒童到

宅療育。 

兼職巡輔教師邱麗雪：宜蘭縣溪南地區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巡迴輔導。 

兼職巡輔教師王思潔：宜蘭縣溪南地區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巡迴輔導。 

兼職巡輔教師莊倩婷：宜蘭縣溪南地區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巡迴輔導。 



六、 第三屆董事名冊 

 

財團法人阿教育基金會第三屆董事簡介(任期：98.12.15-101.12.14)  

職稱 姓名 經歷 

董事長  莊和雄  本會第二屆董事長，曾任宜蘭縣教育局局長、行政院參事退休  

榮譽董事  鄭美惠  本會創會董事，曾任本會第一屆董事長  

李健明  現任百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蘇國龍  曾任職第一河川局、東區糧食局會計主任退休  

陳恩茂  順安國中校長退休  

王華沛  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耿 蓉  本會創會董事、宜蘭縣戲曲協會發起人  

常務董事  

游宜珍  現任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宜蘭醫院）語言治療師  

李有賢  國立宜蘭高中校長退休  

廖國楨  曾任職東光國中、國華國中學務主任退休 

黃正憲  現任玉尊國際珠寶貴金屬負責人  

陳建仲  現任川建金石有限公司負責人  

林欽銘  現任賓志股份有限公司常駐監察人  

蔡明哲  台灣宜蘭地方法院主任觀護人退休、現任中華民國觀護協會常務監事 

曹天瑞  頭城國中校長退休、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民教育學系講師  

林素瓊  現任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陳慧珠  曾任宜蘭縣縣議員  

李枝全  現任元溢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林英達  現任林內兒科診所負責醫師 

董事  

謝榮佳  佳豐公司負責人  

 

 

 

 



七、 阿寶的願景 

 

＜中程目標：99 年至 101 年三年計畫＞ 

1. 服務弱勢兒童 

2. 發展早期療育 

(一)建立宜蘭縣早療資料庫，提供倡導及創新服務 

(二)發展宜蘭縣偏遠地區到宅療育 

3. 提供家庭支持 

(一)家庭壓力的避風塘，親職教育的分享殿堂─阿寶客廳 

(二)阿寶遇樂園—親職教育活動 

4. 推動融合教育 

(一)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 

(二)全面推展學前特殊教育 

5. 促進身障就業 

(一)有愛無礙，人人皆能得其所─身障支持性就業服務 

(二)有教無類，身心障礙者全方位職訓服務─職場紮根 

(三)有愛無礙─身心障礙者在家就業輔導方案 

 

＜長程目標：102 年至 110 年九年計畫＞ 

1. 辦理本會成立 10 週年成果發表會及早期療育學術研討會 

2. 獎助融合教育教案設計研究 

3. 擴展溪南地區服務便利性─結合政府、學校閒置空間成立溪南地區兒童發展中心 

4. 提供大型感覺統合場所─設置阿寶親子館 

5. 提供偏遠鄉鎮療育資源─設置定點療育據點 

6. 提供身心障礙者職能養成─開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專班 

7. 提供身心障礙者職前陶冶─成立身心障礙者職前陶冶小型作業所 

8. 增強隔代教養知能─開辦長青學苑，提供祖孫互動教養能力 

9. 融合教育示範教學─開辦非營利幼兒園 



財財團團法法人人阿阿寶寶教教育育基基金金會會  

「「送送愛愛到到宅宅」」到到宅宅療療育育服服務務計計畫畫  

 緣起： 

  本會自 96 年承辦宜蘭地區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管中心至今，發現有一群服務

對象因住家偏遠、交通不便，或因親職功能不彰，家庭經濟無法負擔就醫所需的療育

及交通費用，導致發展遲緩兒童無法到醫院進行醫療復健，錯過療育的黃金時期。為

使發展遲緩幼兒之家庭不因交通及不可抗拒的家庭因素導致使其無法享有平等且適

切療育服務，因此於 100 年度開辦「送愛到宅─發展遲緩兒童到宅療育服務」計畫，

滿足偏鄉地區發展遲緩兒童的療育需求，並藉由此服務教導家長在家復健的基本技

巧，及提升家長教養知能。 

 目的： 

1.媒合醫療、教育、社會福利資源與縣內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使兒童之障礙減低

甚至消除。 

2.依據兒童個別需求，結合治療師、社工師、教保員等專業人力到案家，提供到宅評

估、療育、諮詢等服務，使兒童能力得以提升。 

3.透過親職教育諮詢、輔導，增進家長及主要照顧者教養知能及提升照顧輔導技巧。 

4.透過個案管理服務模式，提供家長心理支持、資源連結、服務諮詢等服務，並整合

多專業團隊服務內容及掌握服務進度。 

 實施日期/時間/地點： 

實施日期：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服務地點：宜蘭縣內有到宅療育需求，或經社工員評估後需接受到宅療育之家庭。(以

頭城、礁溪、員山、三星、冬山、蘇澳、大同及南澳等偏遠或資源較少之鄉鎮為優先

服務對象) 

 參加人數/對象 (限小朋友)： 

預計服務至少 540 人次，針對 0-6 歲疑似發展遲緩經治療師評估有接受療育需求者、

持有發展遲緩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兒童。 

 活動的特色： 

治療師、教保員、社工師等專業人力，直接到有需求之案家提供療育、諮詢、親職教

養技巧等服務，將資源直接帶入案家，以增強兒童及案家之能力。 



 預期效益： 

1.經由到宅療育服務提供 540 人次於發展遲緩兒童及家長。 

2.發展遲緩兒童之能力提升。 

3.家長教養知能及照顧輔導技巧提升。 

 經費預算明細表(以不超過 30 萬的教材或輔具為限)： 

◎   經   費   明   細   表   ◎ 

科目名稱 名稱 數量 單價 合計 備註 

EBOOK 100 系

列電子書 
1 35,400 35,400

含15個序

號 

平板電腦

TF101-3G 
3 21,525 64,575

 

教材費 

筆記型電腦

A43SV 

i5-2430 

3 28,475 85,425

 

器材費 
光陽 V2 

125.c.c 
2 52,000 104,000

訪視用公

務機車 

合計 289,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