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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106年服務成果報告 

 

一、協會服務 

(一)  病友關懷 

1. 服務次數 

(1) 電訪、家訪、諮詢、資源連結等服務共485次 

(2) 年度常態生活補助16個家庭 

(3) 法律程序費用補助1個家庭 

2. 服務對象概況 

(1) 就年度提供訪視關懷、諮詢、資源連結等服務之概況而論，病友家庭的

需求中佔最大多數的是權益需求(38.24%)，包含就學、安置、社福相關

規定等；占比第二者為基本生活需求(28.24%)，包含經濟、就醫；占比

第三者為身心困擾(15.88%)，即為病友或家屬本人所面臨之生活失調或

精神症狀；相對，疾病知識僅占10.59%。 

(2) 本會歸納病友家庭主要遭遇之困難，大致依照病友年齡而不同，如：幼

兒的生活照顧、學齡時期的飲食控管、情緒控管及社交互動、成年後的

長期生活（安置）安排以及法律權益的保障。 

(3) 於服務過程中，大多時候家庭的需求為法規、社福資源、行為教養，以

及食物管控的諮詢與討論，此類需求通常透過1至2次討論被處理。相對，

成年病友安置的部分，因病友於照顧上的特殊性，以及各類安置機構的

軟硬體考量，較難在短時間內獲得解決，而需要長時間的探詢各機構或

是排隊等候名額。 

(4) 小額經濟補助部分，則為本會延續三年之服務，主要是針對因特殊原因

而無法取得相關福利身分，於相關社福給付後經濟上仍需協助者；急難

或特殊需求補助則為第一年試辦，期能提供病友家庭單一次的補助，年

度獲得補助者之費用是申請監護輔助宣告之相關規費。家庭若於本會協

助後，仍無法紓解或維持家庭基本生活，便會連結其他資源協助。  

  

(二) 專題講座及分享會 

1. 服務次數 

(1) 本會主辦7場次講座、工作坊與論壇；協辦1場次家庭聯誼活動。 

(2) 講座講者共26人次。 

(3) 合計共469人次參與，包含：病友家長、醫療人員、教育人員、社福人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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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對象狀況 

(1) 本會多年來持續辦理講座、分享會、團體等活動，其能以不同方式回應

病友及其家庭各類需求，如：疾病知識、醫療新知、權益保障、情緒支

持等主題講座。 

(2) 本年度講座與分享會參與家長於回饋問卷中，普遍表達講座「有助於我

日後照顧與教養孩子」，亦期待未來能持續辦理不同類型之講座，包含：

安置方向、各年齡重點議題、親子相處、財產信託等。另，針對較無地

區或年齡分冸的主題，則希望能儘量讓全國家庭都有接觸到的機會。以

上皆會納入未來辦理講座時的考量，以期能回應病友家庭不同的需求。 

(3) 從辦理地區家庭聯誼活動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聯誼、用餐等較為輕鬆

的內容安排相較於知識性座談或分享會，對於與協會接觸態度不主動的

家庭的接受程度較高，且能帶著其他家人一同出席，參與的狀況很踴躍。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建立各地區家長非正式支持團體的可能性。 

(4) 工作坊與國際論壇之取向與其他講座活動不同，除病友照顧者之外，預

計要能接觸更多會與病友接觸之專業人員。兩場次參與者背景如下：

 

  由上圖觀之，兩場次相關專業人員所佔比例分冸為80%與89%，來自雙

北以外的出席者，則分冸佔24%與25%，可見此次活動確實能符合原現設定

之目標。另，背景為社福與教育單位之出席者，大多是正在服務或曾經服

務病友者。 

  另一方面，兩場次活動皆事先將外文紙本講義翻譯為中文，且過程亦

安排即時口譯，僅可能確保出席者能理解所有講題內容，並有助於其實務

工作或照顧病友。在回饋問卷中「授課內容有助於促進實務工作/照顧品

質」一項表達正向(非常同意、同意)者逾九成，在對於活動的意見中，亦

有「講者簡報清晰，口條清楚；有提供現場翻譯服務，很貼心」、「這次

的座談會內容十分專業，而且務實」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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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長喘息活動（北區、南區喘息營） 

1. 服務次數 

(1) 台北場次，共21位病友參與。 

(2) 高雄場次，共21位病友參與。 

2. 服務對象狀況 

(1) 本會至95年起辦理此類營隊，每次皆讓參與病友及家長十分難忘，雖然

僅是兩天一夜的活動，然而大多家長為要確實管理病友生活，大多全年

無休的關注孩子，難有自己的時間。此次活動除讓家長能稍作喘息，重

新出發外，病友亦能從分工合作、故事引導、資源回收、飲食指引等活

動安排中，維持或增強病友的生活能力。 

(2) 參與家長分享，孩子過往參與其他機構辦理的活動，常常被投以異樣的

眼光，影響期待孩子參與活動的意願，而協會與慈濟為小胖威利病友辦

理專屬活動，使其不用擔心外界眼光，放心將孩子交給工作人員，也讓

孩子能有難得的休閒活動；另一方面，亦有家長回饋，營期間工作人員

對孩子的行為較為寬容，生活自理部份也協助較多，而孩子返家後又要

重新適應家中的規範，故影響其未來讓孩子再參加活動此類活動的意

願。 

(3) 本會因資源有限，原每年僅能於不同地區輪流辦理營隊，而近兩年此活

動之概念獲各地團體響應，故能拓展辦理區域，未來亦將持續辦理此類

活動，並會納入參與家長之回饋作為活動安排與隊輔訓練時參考。 

 

(四) 體適能常態課程 

1. 服務次數 

(1) 共7門課程。 

(2) 共辦理217堂，1790人次參與。 

2. 服務對象狀況 

(1) 現行常態課程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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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饋問卷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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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友因身心理先天弱勢而較不易參與團體課程，故本會長年辦理課程，

除希望能養成、增進病友的運動量外，也提供病友同儕支持。另，常態

課程的學員除了小胖威利病友外，部分課程亦包含手足以及其他身心障

礙者，使資源能擴及其他族群，如：北區游泳2班與南區游泳班部分成員

為病友手足，北區太鼓班與南區邦哥鼓班則包含視障、唐氏症、自閉症

者等。 

(4) 每週固定的課程，除讓病友有運動及與同儕互動機會外，因課程全程由

教練帶領，家長便能稍作歇息或互相交流，亦形成非正式的支持團體，

對於隨行家長來說也是喘息空間。 

 

(五) 小胖威利病友照護手冊 

1. 服務次數 

(1) 手冊第一版完成印製500本，發放病友家長以及年底工作坊與國際論壇之參

與者。 

2. 服務對象狀況 

(1) 第一版手冊中包含內容除基本之疾病與醫療相關議題外，亦包含飲食指南、

家長照顧經驗以及教育經驗，以上三項議題皆是家長或照顧者必然將面臨

之議題。 

(2) 手冊尚未完成時，社工於回應家長或相關人員的諮詢或進行宣導時，多僅

能以口頭討論個冸議題，資訊傳遞較為零碎。手冊完成之後，社工於口頭

討論之餘，便可提供具組織性之文字資料，尤其對於飲食、家長照顧、教

育經驗等議題之十分有幫助；就飲食指南而言，內容中包含攝取熱量與食

物份量的建議，也提供熱量代換表，使照顧者安排病友食物有具體概念。

而教育經驗之部分，則依照各就學階段提供建議以及注意事項，使照顧者

或老師除可注意當前階段之議題外，亦可事先了解未來就學時應注意之

處。 

(3) 於11月底第一版手冊完成後，社工已提供數位家長與教育人員手冊作為口

頭討論之外的參考，亦獲得此手冊十分實用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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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區小作所 

(一)  執行狀況 

    小作所成立至今已2年多，經多次嘗試與修正、評估執行成效後，為能使本計畫

執行更臻完善，已依照計畫內容各項管制執行，並獲致初步的數據及成果，在攸關

生命健康的「健康復健方案」必頇持續不斷執行外，發現在培力作業技能上，尚需

要專業相關的身心輔助課程，來協助與引導小胖威利，使其情緒穩定，並提升手作

作業的質與量，並期改善其生活品質，謹將各大項領域執行概況說明如下： 

1. 健康復健方面 

(1) 復健課程：復健課程有幸獲得在地協力夥伴「台北慈濟醫院」復健團隊的

支持，提供專業物理、職能、語言及心理團體復健指導，並藉由復健科醫

師定期評估執行成果，專業治療師執行之下，均能有明確執行數據，以作

為復健課程修正參考，本(106)度實施評估及復健課程計54次，實施統計表

及成果如下: 

復健課程實施統計表 

課程名稱 綜合評估 
物理治療

指導 

職能治療

指導 

語言與心

理團體 
合計 

次數 4 26 15 9 54 

A. 語言與心理團體成果：以強化服務對象手作能力及專注力的提升，共

計實施9堂課，語言及心理團體課程分由倪臨床心理師及張語言治療師

帶領，已於3月9日完成8堂課程，並於3月14日實施後測，4月10日實施

追蹤測驗，其在專注力及工作記憶方面均有提升。 

B. 物理治療引導成果：物理肢體加強課程共計實施26堂課，由陳治療師

帶領實施，教保老師從旁協助及學習，藉以在日常手作時間之餘，共

同加強訓練頻率，106年課程主軸在引導服務對象參與特殊設計之活動，

從活動中，加強肌耐力、核心肌群、動作協調三個功能的提升，有關

物理肢體加強課程，經過6個月引導學習與訓練，服務對象之整體表現

及日常動作功能均有進步。 

C. 職能課程成果：106年計實施15堂課，由慈濟醫療團隊徐治療師、林治

療師、張治療師，三位專業人員共同帶領實施，課程設計藉由玩黏土、

撕貼畫、剪紙、畫圖的經驗，透過發展上必需的刺激與評估，來促進

服務對象的身體功能，並引導服務對象參與特殊設計之活動，改善手

眼協調、手肌力、書寫控制、手眼協調之功能。且藉由6月29日實施評

估前測、8月31日實施評估中測、10月26日實施評估後測方式進行評估

及修正，評估成果顯示出服務對象之進步及手指操作能力狀況，可作

為平日手作產品製作分工及訓練應用上。 

D. 期中成果發表會：本小作所於6月16日上午參加新北市政府舉辦「人民

團體創意500擂台賽期中成果發表會」，除設攤展現小胖威利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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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外，並展示手作產品、課程影片、心理及語言團體工作效能提升

團體分析資料、心理及語言團體神經心理衡鑑資料、職能課程等作品，

並且在活動開場由新北市政府性平CEO帶領小威利健康操，上台跳企鵝

舞，展現小胖威利健康與活力一面。 

(2) 體適能課程：106年計實施47堂，由「臺師大適應體育教學團隊」執行，由

專業體適能師資提供肢體開發運動，每週1次透過遊戲與競賽的方式，導入

肌/耐力、肺活量訓練、手/腳眼協調、平衡感加強…等課程，以維持並加

強小胖威利的動作功能，也帶入有效及安全運動的概念，最終目標是建立

小胖威利能養成自發性的健康運動習慣，現在每天服務對象均能規劃排入

運動時間約20至30分鐘。 

2. 自立培力課程方面 

(1) 電腦編輯與製作：106年計已實施40堂，由新店在地「技嘉文教基金會」支

持執行，提供專業電腦師資及電腦設備，藉由操作簡易的免費套裝軟體，

培養小胖威利第二技能，包含基礎的電腦打字能力、文書處理、圖照片編

輯應用…等多元主題；更融合小作所活動，帶入義賣海報設計、節慶賀卡

製作、自我介紹信撰寫…等實用技能，增加服務對象文書處理能力及自信

心，並為分擔小作所日常庶務工作。106年實施看文章打字，進行電腦打字

測驗，並教導服務對象使用威利導演軟體，進行影片製作與編輯，及動畫

編輯…等更加有趣之電腦技能，現行已可由服務對象編輯簡報檔實施小作

所簡介及自我介紹。 

(2) 手作皂及創意手作品學習課：小作所在嘗試過各類型代工及手作活動後，

導入流程簡單、操作簡易、在味覺視覺上能吸引小胖威利專注的手作皂相

關產品，聘請專業手作講師教導服務對象製作，並研發適合小胖威利製作

的手作品，迄今已學習製作包含：香氛(防蚊)磚、紫草膏、乾洗手、防蚊

液、護唇膏、浴鹽及手作皂等七項義賣手作產品，除了提高作業獎勵金及

挹注日漸拮据的經費外，更增強服務對象的自信心。經由手作作業的安排，

將各項課程所學融入日常作業中，現已逐漸改善小胖威利的肌肉張力、手

眼協調度，撕、貼、壓、倒、握，都是手部大小肌肉的復健動作，提供物

理、職能治療最佳實踐場域。此外，小作所透過手作品的自製義賣，來增

進小胖威利成就感及社會參與意願，也藉此轉移對吃的慾望；愛心義賣所

得除提撥作為小胖威利「個人作業獎勵金」外，也挹注於小胖威利平日的

團體活動支用、作業設備添購等經費貼補，這是小胖威利學習自立表現的

第一步，也是回饋社會分享的良善意念，有關106年手作產品統計如下表： 

106年手作產品數量統計表 

項次 產出 出貨 服務日數 受益人次 

1月 1,100 2,140 18 152 

2月 550 650 18 144 

3月 823 785 23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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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23 813 18 162 

5月 935 1,297 21 180 

6月 765 788 23 230 

7月 561 630 21 210 

8月 1,012 1,083 23 276 

9月 1,750 1,640 21 286 

10月 1,335 1,230 19 247 

11月    552 448 20 300 

12月 1,655 385 21 315 

合計   11,961   11,889 246 2,686 

3. 心理藝術療育方面 

(1) 故事隱喻與美術創作：小胖威利大多診斷為「多重障礙」，注意力不集中、

認知理解能力有限，因此，較難以文字或口語敘述的方式，讓其了解社會

規範、情緒表達、人際溝通…等訊息，因而造成日常生活中容易動怒、情

緒失控等狀況。本課程老師採用以「繪本共讀」為主題，以多元化素材為

工具(畫紙、樂器、盆栽、毛筆、音樂…等)，透過繪畫(動物狂歡、我的夢

想花園)、美勞(無敵鐵媽媽、凱琪的包裹)、水墨畫(狂草、松煙)，引導服

務對象具體呈現自己的感受在圖畫上，並透過團體分享、彼此回饋的機制，

改善彼此間的人際互動磨擦、情緒表達技巧。亦透過服務對象的用色與構

圖呈現，觀察其情緒變化、行為認知的改變，期未來能在不同手作產品中，

展現服務對象與眾不同的藝術才能。106年計實施48堂課，並自下半年起藉

由參加繪畫比賽的方式，增加小胖威利的自信心及參與感，106年8月育成

基金會舉辦「夢想花園繪畫比賽」中，10名參賽者作品入選將由育成基金

會收藏，進行巡迴展出；106年10月的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舉辦的「我想

要」繪畫比賽，鼓勵小胖威利藉由畫畫，暢所欲畫的表達心裡的想望，經

過審慎與嚴格的評選後，選出10名得獎者，小作所小胖威利計有3位獲選。

小作所並整理10位服務對象創作，於10月12日至11月30日止，在臺北市文

山婦女暨家庭中心舉辦「小胖威利藝術無礙畫展」，開放病友家屬及社會大

眾參觀，吸引許多家長及民眾參觀。且配合美術創作與鑑賞課程，增廣學

習觸角，在106年11月1日舉辦多元教室美術課，安排全體服務對象到臺北

市婦女暨家庭中心參觀「小胖威利藝術無礙畫展」，進行主題「説好話」活

動及創作，以充實美術專業知能及生活體驗，培養服務對象從事觀察與鑑

賞的能力。106年有關美術創作成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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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繪畫創作成果表 

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 106年參加繪畫比賽及活動 

參賽日期 參賽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成果 

106年 10

月 

小胖威利藝術

無礙畫展 

我想要 小胖威利病

友關懷協會 

10位入圍優

選。 

106年 08

月 

第九屆「夢想花

園」心智障礙者

繪畫比賽 

心智障礙者繪

畫比賽 

育成社會福

利基金會 

10位參賽獲得

巡迴參展機

會。 

(2) 音樂療育課程：106年計實施50堂課，透過專業音樂療育師資，發覺小胖威

利藉由音樂聆聽、樂器演奏、唱遊活動，會試著表達自己的情緒與想法；

音樂不但可安撫、調適小胖威利的情緒，藉由拍打樂器，也可有效並正確

發洩情緒。此外，音樂療育也是一種「以歌唱增強口語表述能力、以肢體

律動輔助身體協調性」的概念，經由課程中評估，服務對象樂在其中，能

適時抒發情緒表達，服務對象的參與度、成就感也相對的高，也穩定在手

作產品的製作。在音樂療育老師的引導下，服務對象開始嘗試自己填詞改

編歌曲，音樂療育活動是增進人際互動的良好媒介，使用音樂性活動作為

工具，透過聆聽、唱歌、樂器敲奏，身體律動來協助肢體行為、專注力、

情緒各方面的表現，並強化與改善，利用音樂作為介媒來進行溝通活動，

對促進社交技巧，認知與表達能力，具有相當之助益。於今(106)年4月小

作所二週年慶時，表演非洲舞「Funga Alafia slow 」及發揮創意演出古

典樂「大地之歌-春」音樂劇。也在11月22日舉辦「小作所國際學者走動式

交流」時，表演「大地之歌-春」及演唱英文歌曲This little of mine(小

胖太陽和月亮的願望)，來表示對國外專家學者歡迎之意，服務對象精彩歌

唱及表演，獲得國外專家學者一致好評。 

  此外，小作所現已與音樂及美術老師針對每位服務對象，擬定個冸化

教學目標、發展個人化藝術技能，讓小胖威利藉由藝術的陶冶，能真實呈

現自己，提升情緒表達及生活品質，更是落實「藝術無礙、文化平權」的

信念及目標。 

4. 社會參與方面：受限於基因缺陷的先天因素，小胖威利在自我表述及情緒表達

上，常遭社會人士誤會、甚至冷漠拒絕，從小到大、從學校到社區，如此的負

向經驗，總阻礙著小胖威利家庭踏出與外界接觸的步伐；為回應小胖威利家庭

如此的需求，在小作所專業人員的引導、規劃下，搭配陪伴志工的協助，小作

所開始了一連串的社區認識、社會參與活動。106年已陪伴著小胖威利前往成果

發表會、戶外教學、藝文欣賞及義賣活動12場次，除認識社區地理人文風貌外，

小胖威利也學習著如何搭乘大眾運輸、外出用餐禮儀、欣賞藝文展演，藉此拓

展小胖威利的世界，也提升居家生活品質。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小胖威利學

習著如何與大眾相處、學習著社會規範，也讓大眾認識小胖威利症，讓社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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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面對身心障礙者，小作所未來將再結合協會義賣活動的參與，近距離與

民眾互動及交流，逐步提升服務對象的自立能力。 

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社區參與場次 

項次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活 動 名 稱 

1 0 3 / 2 4 新店區花園新城 戶外教學 

2 0 4 / 2 8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

館實 
戶外教學及義賣活動 

3 0 5 / 0 6 台北市光復國小 表演太鼓及義賣 

4 0 5 / 2 6 新北市板橋玩具銀行 戶外教學 

5 0 6 / 1 6 新北市政府 
創意 500 擂台賽期中成果發

表會及義賣活動 

6 0 6 / 1 6 新北市板橋玩具銀行 戶外教學 

7 0 9 / 3 0 台北市啟智學校 
小作所參加高職特殊教育學

生轉銜機構博覽會 

8 0 9 / 3 0 台北市中正紀念堂 藝文參觀 

9 1 0 / 1 4 
新北市板橋第二運動

場 

2017 年國際身心障礙日暨第

一屆新北市身心障礙綜合成

果展 

10 1 1 / 0 1 
臺北文山婦女暨家庭

服務中心 
小胖威利藝術無礙畫展 

11 1 2 / 1 0 電影欣賞-奇蹟男孩 台北市絕色影城 

12 1 2 / 1 6 聖誕好市集音樂會 台北市信義區 

5. 專業人員知能提升方面：106年小作所透過專業督導機制、專業知能研習及協力

機構交流等方式，充實人員知能及提供正向支持，最終以提升小作所的整體服

務品質及能量為目標，各項辦理情形如下： 

(1) 專業督導機制：本(106)年計外聘罕病基金會鍾采薇社工師及心路基金會成

人日托服務體系督導黃如玉社工師2位擔任專業督導，計已實施團、個督17

次，藉以討論服務對象處遇，各項職掌分工、身心障礙者兩性議題討論等

議題，以提供小作所工作人員專業深度探討、服務知能學習的機會；並透

過員工協助機制，安排個冸督導，以提供專業工作人員正向支持及紓壓引

導。 

(2) 專業知能研習：為確保小作所能提供有效且適切之服務，適時依照專業工

作人員需要及培訓機制，提供公假公費補助專業知能研習機會，以提升專

業人員的專業助人知能，106年度社工員已完成77小時、二名教保員分冸完

成37、39.5小時相關教育訓練。 

(3) 協力機構交流：協會長年透過學校、醫院宣導小胖威利症相關資訊，小作

所現已是國內小胖威利症收案人數最多的小作所，本(106)年計有北新國小

學校特教老師、松山高職教班及老師、2家其他基金會社工人員(心路、喜

憨兒)、醫院小兒科醫師前來交流諮詢，小作所專業工作人員也數次參訪身

心障礙模範機構，針對運作管理、個案處遇、對策執行上進行學習。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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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舉辦國際論壇及辦理工作坊形式，小作作並提出專題報告，與國內、

外專家學者交流，培力國內專業人員對小胖威利照護之知能。 

6. 設施環境改善方面：小作所自104年開辦以來，己陸續完成相關軟、硬體設施建

置完善，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下，使小作所能順利完成消防安全及建築物法

規安全標準，並添購辦公作業電腦及投影機設備，提升辦公、作業及服務對象

休閒娛樂環境，並完成相關財產建冊及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標誌與標籤張貼，

106年相關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 委託迎建消防工程公司實施消防安全檢修申報，在增加滅火器檢查表後，

於106年6月19日經新北市消防局新店分隊現場實施復檢，符合規定；並向

泰安產物保險公司投保最高賠償金額6,400萬元公共意外責任險，另加保食

物中毒責任險。 

(2) 辦理消防安全緊急設備與逃生標示燈及滅火器標示添購，投保公共安全意

外險，及重新檢視建築安全規定修繕不符之空間及牆面，使小作所能順利

完成消防安全及建築物法規安全標準，並添購辦公作業及服務對象操作電

腦及投影幕，提升辦公及做為作業學習投影、教學、成果發表及平日休閒

活動使用，增加小作所作業及活動辦理效率。 

(3) 添購設備：小作業為能提升作業效率，及因應服務人數增加，添購及募集

新辦公桌椅、桌燈、電腦桌及置物櫃等設備，以作為服務對象手作、平日

文書作業、表報填寫、ISP作業等手作及辦公使用，以增加小作所作業及活

動辦理效率。 

(4) 空間配置：「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設有作業空間、休息室、簡易廚房或配

膳室、盥洗室（附淋浴設備）、儲藏室及電腦教室，作業空間與其他空間均

有明確區隔；多功能室具備休息靜心、電腦教學、會客諮詢室，及提供親

師交流、服務對象們互動交流之功能。 

7. 各項服務計畫暨個冸化服務執行：小作所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

與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51~56 條及服務對象、小作所實際運作需要，

爰已擬訂相關服務計畫以為依循，各項作法說明如下: 

(1) 收案作業辦法：為使收案標準及流程有所依循，爰依相關法規及小作所實

際運作需要，於104年12月23日完成制訂收案作業辦法，以訪談、觀察及實

際操作方式進行評估，並以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基本能力檢

核表，進行標準化評估，評估期最長以一個月為原則，在每月收費標準方

面，106年計有3位服務對象符合中、低及弱勢經濟家庭減免費用(2位減免、

1位減半)。 

(2) 作業設施獎勵金發放基準：為強化小作所作業者積極參與作業前準備活動，

並強化其作業動機、工作技能與工作態度，小作所於104年12月31日擬定作

業獎勵金發放基準，106年計發獎勵金5萬9,090元，各月獎勵金發放如下： 

106年獎勵金發放統計表 

項目 個人獎勵金額 獎勵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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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500~600 3,600 

二月 500~600 3,500 

三月 500~600 4,150 

四月 500~600 4,000 

五月 500~600 4,210 

六月 500~600 5,050 

七月 500~600 3,790 

八月 500~600 6,100 

九月 500~600 6,200 

十月 500~600 5,730 

十一月 500~600 6,480 

十二月 500~600 6,280 

 合計 59,090 

 

(3) 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處理原則：為建立危機預防機制及危機事件處理模式，

確保小作所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安全，降低損害並迅速復原，於105年6月

17日針對天然災害、意外事件、公共安全、暴力衝突、走失、虐待與性侵

害及其他緊急事件，訂定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處理原則，以能事先完成預

防措施及標準處理程序，並於12月26日實施人員疏散演練。 

(4) 個冸化服務計畫（Individualized Service  Plan ,ISP）：為能對服務對

象提供適切專業服務，使小作所服務對象能得到最適性發展與成長，以訂

定出符合服務對象個冸差異及家庭需求的服務方案，已於105年5月14日特

制訂小作所個冸化服務計畫執行辦法，概分為「基本資料建立」、「現況、

需求評估」、「擬定服務目標」、「召開個冸化服務計畫會議」、「執行服務目

標活動」、「評量與紀錄」、「跨專業整合相關服務」及「轉銜服務」等階段，

各階段均有所需報表作為執行與管制依據，106年ISP服務對象及家長個冸

化會議已於12月召開完成，並依服務對象個冸化需要，落實執行並完成紀

錄。 

(5) 申訴流程辦法：於106年5月24日完成申訴流程辦法，明定適用對象、專案

小組組成、召開協調會議及申訴方式等要項，以落實保障服務對象及家屬

權益。 

(6) 簽訂服務契約：於105年12月完成服務對象簽訂契約，後續新服務對象於收

案確定後10日內完成與服務對象簽訂服務契約，以明定雙方權利與義務，

以共同遵守及確保服務品質及雙方承諾。 

8. 健康服務 

(1) 106年7月起配合申請國健署計劃，針對成年小胖威利進行施打成長激素計

畫評估，安排至台北慈濟醫院進行復健、骨密、體脂肪及睡眠…等檢查。 

(2) 結合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處理原則，訂有危機事件(傳染病、意外傷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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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及處理流程表。 

(3) 小作所內購置有常備急救配備及藥品，均於使用期限內，放置固定位置由

工作人員保管，已於106年6月重新添購緊急、簡易新藥品備用。 

(4) 服務對象定期身體檢查，或定期追蹤就醫資料，均請家屬影印副本列入個

人資料冊保管，提供教保老師參考運用，並完成用藥紀錄表記載，以管制

及提醒服務對象定時用藥。 

 

(二) 執行成果 

  小胖威利病友因天生基因之病變，導致病友無法壓抑對「吃」的欲望與衝動，

造成行為偏差、情緒問題，在小作所的小胖威利曾有多位在入所前在庇護性工場評

估工作，但因偷吃的狀況反覆發生，因而被迫退訓；而因為偷吃付不出錢而鬧上警

局的病友，也不在少數，家人常為此奔走警局，疲憊不堪。除此之外，對於食物有

病態性的執著，如無有效之控制，將導致各種病發症，如：糖尿病、腎臟病、高血

壓、心血管疾病，嚴重時會導致生命危險，甚至是死亡，因而導致小胖威利平均壽

命均不長。對於病友家人而言，24小時全年無休的照護，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負擔，

小胖威利的基因缺陷造成的生理、行為、精神等多種複雜的病況，更造成心理上更

沈重的壓力。 

  「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能提供一個友善、健康、安全的環境，讓小胖威利接

受知能學習、職業訓練、健康管理和體重控制課程，多一個健康快樂的小胖威利，

健康保險、社會成本就能少一分負擔，除了讓辛苦的家屬可以稍稍喘息，甚至重返

職場，平衡家庭經濟和自身心理壓力。 

  綜關各項因素，「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的建置，無論對於小胖威利本身，或是

家屬，甚至是整個社會國家，都能得到良善、穩定且正向的幫助與力量，「小胖威利

北區小作所」設立及永續營運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未來，「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將依設定目標，藉由社區設施作業活動的安排，

努力爭取小胖威利個人健康、身心發展、社會融合等各項權利之追求，得以減輕家

庭照顧的負擔。有關106年目標達成情形如下： 

1. 小胖威利部分 

(1) 小胖威利服務對象體重均能比未至小作所原有體重減少，健康管理受到控

制：經過2年多的健康管理，小胖威利的體重明顯均有減輕，共減重29.8kg，

體重獲得控制後，隨之帶來的是情緒穩定、疾病改善(糖尿病、高血壓、脊

椎側彎)、自信心等正面提升，這對作業技能培力與社會參與的意願上，都

是種助力。本項目標達成，並將持續保持以維小胖威利健康，其體重變化

如下表： 

時間\病

友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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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體重統計表 

(2) 以小胖威利病友之主要照顧者為主：家長/屬服務滿意度均達滿意水準。小

作所於106年上半年6月，及下半年12月，針對主要照顧者實施「家長/屬服

務滿意度調查表」實施滿意度調查，統計年度資料而言均呈現滿意結果，

均表示使用本服務後，同意家長/屬的照顧壓力獲得減輕，及肯定小作所的

服務成效。此外家長提供以下意見與建議： 

A. 人數愈來愈多，應養成遵守規定的良好安排。 

B. 應適度的約束，小胖的音量大，感覺很吵雜。 

C. 廚房應加設監視器設備。 

D. 希望能儘速規劃提供全天24小時服務，收費高也很值得。 

(3) 以小胖威利病友為主，作業者服務滿意度自陳量表均能達滿意水準。於106

年6月對服務對象在個人發展、自我決策、社會融合、人際關係及權益五大

領域，實施滿意度調查，除在社會融合達到67%滿意度較低外，其餘均在87%

以上，尤其在自我決策部分得到100%滿意，代表服務對象在小作所手作及

休息時間均能受到尊重及自我決定，而就單項瞭解因小胖威利受到嚴格管

控，因而能到社區辦理活動這項僅得60%滿意度。106年12月實施滿意度調

查，除了在社會融合達到60%滿意度較低外，其餘均在86%以上。而就單項

瞭解，因今年度服務對象增多，為實施安全控管，對於認識附近鄰居這項

僅57%滿意度，另因服務對象增加，也減少辦理社區活動，故在參加社區辦

理活動滿意度僅43%。往後明年度將加強提升社會融合部分。 

2. 小胖威利北區小作所部分 

(1) 106年每季均接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實地輔訪，社會局均能依照小作所現行

運作狀況提供改進建議，針對組織管理方面，輔導小作所完成專戶儲存並

設帳管理，在建築物及設施設備方面輔導完成建築物消防檢修申報、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及公共意外險之投保，在專業服務方面輔導，除建立

相關服務辦法、原則制度建立外，並提供建構ISP之服務建議及注意事項，

提供小作所參考精進，在權益保障方面，輔導完成與家屬溝通連繫管道，

服務契約訂定等服務項目，以維服務對象及家屬權益保障，未來將持續自

104/4 

(入所) 
66 109 76 79 53 76 56 

    105/6 57.1 103 72.5 71.2 50.5 70.6 53.5 

105/12 56.7 99.5 75.7 71.9 49.8 73.7 53.8 

106/5 55.6 98 75.3 79.2 49.6 73.5 54.3 

106/10 57.1 101.1 73.3 81.1 49.5 71.8 55.5 88.1 51.5 

差異 -8.9 -7.9 -2.7 2.1 -3.5 -4.2 -0.5 N/A N/A 

備註 

1.P4 因 106 年初家庭發生變故，致使服務對象體重無法控制，急速增重，下半年

已漸控制趨緩。 

2.P1、P5、P9三位 BMI值已達正常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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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精進，以達照顧身障服務對象及其家屬之宗旨。 

(2) 營運及服務月報表部分均能按時陳報，106年度服務對象能增加5人以上。 

A. 小作所營運及服務月報表均能按時陳報及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實施登錄。 

B. 北區小作所對於小胖威利病友照護確有正向幫助，106年起在小作所已

逐漸穩定之際，收案對象已擴及其他障礙冸服務對象，迄106年12月已

收案雙北市10位小胖威利病友、1位罕病－魯賓斯坦泰比症候群

(Rubinstein-Taybi Syndrome, RTS俗稱：大拇指症候群）、及其他障

冸服務4位，共計15位，待評估1位。 

 

(三) 檢討策進 

1. 藉由專業督導機制，提升專業人員知能：106年小作所配合協會進行專業社工團

督及個冸督導，對罕病小胖威利之習性瞭解、生活照護及狀況處遇上，均有長

足的進步及提升，惟對小作所運作上常見的問題或服務對象兩性關係、情緒管

理、人際互動問題，仍有不足之處，因此，107年除原有外聘罕病基金會社工督

導外，小作所亦將規劃聘請具日間照護或相關經驗專業督導，以提升小作所專

業人員之知能，並規劃於107年針對服務對象實施人際、兩性關係成長團體，以

促進服務對象間之正常人際互動能力。 

2. 加強穩定服務對象，提升服務品質：本(106)年12月已收案雙北市10位小胖威利

病友、1位罕病－魯賓斯坦泰比症候群(Rubinstein-Taybi Syndrome, RTS俗稱：

大拇指症候群）、及其他障冸服務4位，共計15位，比去(105)年服務對象7位，

人數成長超過2倍，幾乎是每個月都有新收案對象，促使原有服務對象及教保老

師，皆要適應新入所服務對象，倍感艱辛，並己超出小作所現行所能負荷。為

提供服務對象享有良好之服務品質，明(107)年度目標為加強穩定服務對象，期

許透過實施情緒管理課程，訓練服務對象瞭解人際互動技巧，發展正向之溝通

互動技巧，學習做自我的情緒管理，與他人相處更加和樂融洽。促使服務對象

情緒穩定，讓各障礙冸服務對象，都能獲得最佳之服務品質。 

3. 將藝術陶冶課程結合個冸化服務規劃指標：在計畫執行中，發現小胖威利及其

他障冸在智能、語彙發展及言語表達均明顯不佳，造成生理與心理相互負面影

響，並且無法得到抒解，很需要能促進右腦療癒的媒材來協助心靈表達及情緒

溝通，因此，因應個冸化質及服務對象的增加，107年規劃將藝術陶冶課程結合

個冸化服務規劃指標，及依照服務對象的個冸特質及專長，區分為二班分冸實

施，以鼓勵小胖威利及其他障冸服務者，能在小作所手作時間及生活中實踐課

程所學，以合宜的方式表達自己情緒及意見，達到藝術陶冶心性的目的。 

4. 強化宣導及社會參與：在服務對象滿意度調查中，瞭解小胖威利對於認識附近

的鄰居、到本設施附近購買物品及參加社區辦理的活動有很大的需求及欲望，

因此，107年已將相關課程逐步進行調整，並規劃以獎勵績點可以換取購物方式，

滿足服務對象需求及兼顧鼓勵正向行為之作法。另外將結合社區資源，規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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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活動，以促進人際互動， 強化個人之社區支持系統。運用各式課程、講

座及社區活動，擴展並豐富服務對象生活領域，強化健康管理知能。結合小胖

威利在繪畫創作或音樂表演成熟，規劃在專業師資引導與協助下，於社區舉辦

「成果發表會」，透過小型發表活動宣導，讓大眾瞭解罕病小胖威利症外，也能

讓小胖威利的藝術文化潛能被發現，並從中獲得自我肯定、社會民眾的寬容接

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