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心路 110 年-心智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服務計畫 

勸募活動異動公告-110.07.15 

 

一、 計畫名稱：110 年度「心路 110 年-心智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服務計畫 

二、 原計畫說明：針對發展障礙兒童及智能障礙成人之身心發展、生涯發展與社會參與等

需求，建構完整專業服務網絡，提供早期療育、啟蒙療育、療育資源缺乏地區之定點

療育，以及就業服務、社區支持、社工服務等，並倡導身心障礙權益、自立生活、健

康老化等相關議題，進而建立服務典範，分享專業經驗，提昇發展障礙者生活品質。

故發動「心路 110 年-心智發展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募款活動。 

三、 變更目的：因募款成效超過預目金額，故調整經費概算金額，並新增財務使用項目

「障礙兒童療育及支持服務」，並將財務使用期限調整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 

四、 依「公益勸募許可辦法」第八條規定，公告捐贈人周知變更勸募活動計畫書與財務使

用計畫書內容。捐贈人若有異議，得於 110 年 08 月 15 日之前向本會提出聲明。 

五、 110 年度「心路三三-心智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服務計畫勸募活動計畫書與財務使用

計畫書，請參考附件。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 110年度「心路 110年-心智發展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活動計畫書 

 

110.05.10 申請修正，核准文號：衛部救字 1101362324 號 

目的 

針對發展障礙兒童及智能障礙成人之身心發展、生涯發展與社會參

與等需求，建構完整專業服務網絡，提供早期療育、啟蒙療育、療

育資源缺乏地區之定點療育，以及就業服務、社區支持、社工服務

等，並倡導身心障礙權益、自立生活、健康老化等相關議題，進而

建立服務典範，分享專業經驗，提昇發展障礙者生活品質。故發動

「心路 110年-心智發展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募款活動，以籌募服

務基金新台幣 2,500 萬元正。 

緣起 

心路基金會自 1987年成立以來，致力於專業服務協助身心障礙者及

其家庭，解決因障礙所帶來各種困難，使身心障礙者亦能活得豐

富、活得有尊嚴。為改善國內現有服務資源不足、社會參與困難、

服務品質不一等現象，本會擬藉由本項勸募活動募集經費，以積極

推動兒童療育、成人就業、社區支持、中高齡智長者生活支持、資

源整合、專業促進、社會宣導等各項服務計畫。 

活動經費 
辦理各項募款活動產生之媒體廣告費、文宣印刷費、活動費、製作

費、雜支等計 2,700,000元。 

活動日期 110/01/01 至 110/12/31 

活動地區 全國性  

活動方式 

1. 媒體宣導：結合網路、廣播、電視、報章雜誌及戶外媒體等，增

加募款訊息傳遞廣度。 

2. 尋求各企業團體相關行銷活動結合以及企業資源提供之訊息露出

管道，藉此爭取更多的活動露出機會。 

3. 庇護及公益商品行銷：結合企業資源，推廣身心障礙者庇護商品

及公益義賣商品，藉以達到關懷身障者及商品行銷的目的。 

4. 與企業合作舉辦募款或義賣活動，如零錢捐、聯名商品義賣、聯

合募款活動等。 

5. 募款與宣導活動辦理：舉辦記者會、影片拍攝、營會、愛心園遊

會、運動會、街頭勸募–募款箱（募集發票、捐款）、校園宣導、

研討會、義賣活動、募款餐會、演唱會、音樂會、跑步健走、二手

商品募集義賣、手機電信捐款、網路公益平台、多元支付平台、網

路銀行、公共場所（公園、體育場、市府廣場…等公共空間）勸

募…等各項相關活動，邀請民眾關懷支持障礙者並募集發票、響應

捐款。 



徵信方式 

1. 捐款收據：將募得金額開立捐款收據，並將所募得善款匯入募款

專戶中。 

2. 每六個月將辦理情形及捐款明細刊登於本基金會網站及刊物中。 

3. 活動結束後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本基金會網站公告及刊物

中刊登。”活動結束後，辦理情形及捐款（捐物）明細除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外，另刊登於本會官網中。 

3. 專業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 

經費概算 

項目 明細說明（單價及數量應載明） 金額 備註 

媒體廣告費 

廣播廣告、平面廣告、網路廣

告、戶外廣告、公車廣告、捷運

燈箱廣告等 

1,400,000  

文宣印刷費 刊物、DM、海報等設計印刷 200,000  

活動費 
場地租金、場佈、交通、代言人

出席等 
500,000  

製作費 活動紀念品、贈品等 300,000  

雜支 
郵電、工作人員交通、影印等雜

項支出 
300,000  

合計 2,700,000 元整 

經費來源 按公益勸募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編列，並由勸募所得支應 

預定籌募金額 25,000,000 元整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 110年度「心路 110年-心智發展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活動財物使用計畫書 

 

110.05.10 申請修正，核准文號：衛部救字 1101362324 號 

計畫目標 

針對發展障礙兒童及智能障礙成人之身心發展、生涯發展與社會參與等

需求，建構完整專業服務網絡，提供早期療育、啟蒙療育、療育資源缺

乏地區之定點療育，以及就業服務、社區支持、社工服務等，並倡導身

心障礙權益、自立生活、健康老化等相關議題，進而建立服務典範，分

享專業經驗，提昇發展障礙者生活品質。故發動「心路 110年-心智發展

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募款活動，以籌募服務基金新台幣 2,500 萬元

正。 



目的 

針對發展障礙兒童及智能障礙成人之身心發展、生涯發展與社會參與等

需求，建構完整專業服務網絡，提供早期療育、啟蒙療育、療育資源缺

乏地區之定點療育，以及就業服務、社區支持、社工服務等，並倡導身

心障礙權益、自立生活、健康老化等相關議題，進而建立服務典範，分

享專業經驗，提昇發展障礙者生活品質。故發動「心路 110年-心智發展

障礙者多元支持服務」募款活動，以籌募服務基金新台幣 2,500 萬元

正。 

工作內容及服務

對象 

1、早期療育服務：以機構式的專業整合服務，提供 0-6歲發展遲緩及障

礙幼兒早期療育、復健服務和家庭支持服務。 

2、早療創新服務：提供發展遲緩高風險族群、發展遲緩與障礙兒童發展

監測評估、發展促進、到宅療育、到園療育、定點療育、巡迴輔導及親

職培力等服務，以服務早療機構外的個案。 

3、障礙兒童療育發展服務：提供課後照顧、學習及生活休閒能力促進服

務和家庭支持服務。 

4、協助支持障礙者參與社會及友善環境推動：提供成年階段之障礙者及

其家庭全生涯支持服務，包括休閒活動、健身運動、人際交友、成長學

習、興趣培養等各項服務。以及透過智能及發展障礙者的生命教育推廣

活動、製作宣傳刊物、進行校園及企業宣導，讓社會大眾了解並接納心

智障礙者。 

5、成年智能障礙者就業支持服務：培養成年階段之障礙者職業能力，使

其成為社會生產者；提供職業輔導評量、工作技能訓練、工作態度輔

導、轉銜與轉介服務、穩定就業服務及庇護就業之機會。透過個案服務

管理，促使身心障礙者就業穩定。 

6、社區資源建構與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以個案管理、社區資源募集、建

立與整合、需求評估、到宅支持等服務，協助障礙者健康與安全地居住

於社區，邁向自立生活，提升社會參與。 

7、專業發展及專業人員培訓：針對發展遲緩高風險族群、療育資源不足

地區服務提供、成人支持服務、成人生活品質、兩性輔導、身心障礙者

安養信託等創新服務趨勢與模式，以及身障服務專業人員養成，以專業

課程培育會內與會外之相關專業人員，發表成果與著作傳承專業知能，

以提升服務之專業品質。 

經費用途 

針對發展障礙兒童及成人之身心發展、生涯發展與社會參與等需求，建

構完整專業服務網絡，提供早期療育、啟蒙療育、療育資源缺乏地區之

定點療育，以及就業服務、社區支持、社工服務等，並倡導身心障礙權

益、自立生活等相關議題，進而建立服務典範，分享專業經驗，提昇發

展障礙者生活品質。 

預定勸募金額 25,000,000 元整 



經費概算 

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備註 

運用醫事專業及

相關設備支持發

展障礙兒童療育

與成人心智障礙

者健康促進服務 

1.復健輔具及醫事專業服務所須設

施設備 

2.醫事人員(醫師、護理師、營養

師、治療師、藥師等)專業服務費用

(人事費) 

 

3,000,000 

1. 復健輔具及醫事專業服

務所須設施設備 200,000

元 

2.醫事人員專業服務費 2 

,800,000元 

早期療育及心智

障礙兒童相關服

務方案辦理 

1. 執行業務費用(含場租、專案、

行政管理、人事費、服務教材設備

等) 

2.社工及教保專業服務費用 

3. 心智障礙兒童支持服務活動費：

辦理親子活動、遲緩兒篩檢、親職

人員培力、社區宣導、社區融合活

動、轉銜服務等 

4.早療專業促進費：講師鐘點費、

場地費、材料費等 

5.創新服務：因應需求設計之專案

服務經費。 

7,250,000 

1. 執行業務費用 600,000

元 

2.社工及教保專業服務費

用 6,000,000元 

3. 心智障礙兒童支持服務

活動費 100,000元 

4.早療專業促進 50,000元 

5.創新服務 500,000元  

障礙兒童療育發

展及支持服務 

1.教保專業服務費用 

2. 執行業務費用(含場租、專案、

行政管理、人事費、服務教材設備

等) 

1,750,000 

1.教保專業服務費用 1,40

0,000元 

2. 執行業務費用 350,000

元 

支持障礙者參與

社會及友善環境

推動 

1. 執行業務費用(含場租、專案、

行政管理、人事費、服務教材設備

等) 

2.社工及生活輔導專業服務費用 

2,800,000 

1. 執行業務費用 800,000

元 

2.社工及生活輔導專業服

務費 2,000,000元 

成年智能障礙者

職能重建與就業

支持服務 

1. 執行業務費用(含場租、專案、

行政管理、人事費、服務教材設備

等) 

2.就業輔導專業服務費用 

1,600,000 

1. 執行業務費用 400,000

元 

2.就業輔導專業服務費用

1,200,000元 

社區資源建構與

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 

1. 執行業務費用(含場租、專案、

行政管理、人事費、服務教材設備

等) 

2.社工及生活輔導專業服務費用 

2,700,000 

1. 執行業務費用 600,000

元 

2.社工及生活輔導專業服

務費用 1,600,000元 



3.社區生活支持資源費用 3.社區生活支持資源費用

500,000元 

專業發展及專業

人員培訓 

1. 執行業務費用(含場租、專案、

行政管理、人事費、服務教材設備

等) 

2.研發專業服務費用 

1,800,000 

1.執行業務費用 300,000

元 

2.研發專業服務費用 1,50

0,000元 

成年智能障礙者

居住服務 

1.社工、生活輔導專業服務費用 

2.支援人力車馬費  

3. 執行業務費用(含場租、專案、

行政管理、人事費、服務教材設備

等) 

1,400,000 

1.社工、生活輔導專業服

務費用 1,000,000元 

2.支援人力車馬費 100,00

0元 

3.執行業務費用 300,000

元 

勸募活動之必要

支出（由募得款

項支付） 

詳見勸募活動計劃書 2,700,000 

請將所有由募得款項支付

的「勸募活動必要支出經

費項目」，進行金額加總

後填入此欄位。 

(明細填寫於明細說明) 

合計 25,000,000 元整 

經費使用 依計畫及相關程序使用之。 

預定經費使用期

限 
110/01/01 ~ 112/12/31 

預期效益 

1.預計提供 10,000人次以上之發展遲緩及障礙幼兒與成人復健療育相關

服務。 

2.預計提供 200個早療家庭之家庭支持培力服務及親子活動辦理。 

3.預計辦理 9場培訓課程、交流講座等，以提升智能障礙服務專業品

質。 

4.預計提供 10,000人次以上之智能障礙者社區支持服務與家庭支持活

動。 

5.透過媒體、宣傳物製作、活動等方式，倡導智能障礙者人權及社會接

納，以落實社區融合的理想，改善智能障礙者處境。 

6.透過各項訓練、輔導及專案的推動，讓智能障礙者得到實質的幫助，

學有專業能力，回歸社會自力更生。 

7.提供智能障礙者學習支持與就業服務，並依個案需求及能力提供適性

的就業安置、輔導與轉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