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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11年度友善機構及企業參訪活動 

一、依據：教育部民國 111 年 2 月 14 日臺教學(四)字第 1112800584A 號函辦理。 

二、參訪目的： 

      (一)藉由實地參訪與交流提升學員對於社區特殊教育相關資源之認識。 

      (二)協助學員了解職輔員與就服員如何透過評估及服務介入，協助身心 

          障礙者進入職場及適應職場環境。 

      (三)透過肢體障礙學生坐姿擺位及相關輔具的介紹與實際操作，提升學員 

          未來在學生之相關需求評估與服務之介入。 

      (四)提升學員們在特殊教育學生輔導之相關知能，並促進大專校院資源教室 

           輔導人員之校際交流。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 

四、承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五、協辦單位：臺中市愛心家園、大專及高中職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六、參訪日期：111 年 11 月 25 日 (五)  09:30 ~ 16:30  

七、活動地點：臺中市愛心家園 3樓視聽教室及 B1 視聽教室。 

集合地點: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東興路旁 1樓入口處集合） 

八、參加對象： 

（一）學員每場約 30 人。 

（二）參加資格及錄取順序，如下： 

      1. 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老師。 

 2. 高中職階段特教老師。 

 3. 高中職階段學校輔導人員。 

九、辦理方式：本活動以實地參訪及講座之方式辦理，敬請報名學員全程參與。 

十、費用說明： 

      （一）本研習不提供交通車接駁與免費住宿服務，亦不收取報名費用。 

      （二）惠請參加參訪活動人員公差（假）出席，該員之交通、差旅費用請由 

            原服務單位支付。 

      （三）本中心提供中午便當及講義，其他部份則請學員自理。        



 2 

十一、報名方式： 

    （一）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恕不受理傳真以及現場報名，網路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請學員務必於全特網報名介面 

           確認用餐情形(茹素者請務必勾選確認)，以利當天午餐之預定與統計。 

    （二）請於報名期間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 

              報名，請選取→研習報名專區→選擇「大專特教研習」→搜尋研習名 

           稱「友善機構及企業參訪活動」；活動當如有特殊情況者請以 

           電話聯繫，以確保您的權益，聯絡人：黃先生（04-7232105 分機 2485）。 

（三）可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研習報名區，自行查詢是否錄取本活動，若因故不

克出席者，請於活動前五日通知承辦單位；無故缺席者，將列為日後辦理研

習是否錄取之參考。 

（四）填寫報名資料時，請務必完成各項欄位之填寫，以利審核錄取資格。 

（五）本中心將於活動辦理日一週前，再以 E-mail 通知/提醒錄取學員與會。 

十二、研習相關規定及服務 

（一）研習時數依實際活動時間核發，務必本人親自簽到，經工作人員發現代簽者，

將取消活動資格。 

（二）活動當天請務必於 09:30 前於台中市愛心家園 1 樓東興路入口處集合，遲到

超過 10 分鐘者，請您自行前往愛心家園 3 樓視聽教室報到及參與活動。 

（三）遲到、早退及中途離席超過當節上課時間 20 分鐘以上者恕不核發該堂上課

研習時數；活動當天請準時報到。 

（四）本活動不提供茶水，請學員自行攜帶飲水及環保餐具，以響應環保。 

（五）本研習不提供接駁車，交通方式可參考十六、參訪地點位置圖與交通方式說明。 

（六）孕婦、身心障礙、行動不便及其他需特別服務者，請於研習前三日來電告知，

以利中心協助安排。 

（七）課程進行中，請將手機關閉或改振動留言。 

（八）若有未盡事宜，將於現場公布及說明。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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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參訪單位介紹 

    (一)臺中市愛心家園 簡介： 

「臺中市愛心家園」成立源遠已久，你

是否聽說過這個名字，但卻從來不瞭解園

區到底在做什麼、服務的對象有誰呢？ 

臺中市愛心家園原名為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為臺中市政府為

增進身心障礙者的身心發展，並維護基本權益，由政府著手規劃興建育樂教

養、訓練、就業等多功能之身心障礙服務中心，冀望作為推展福利服務之據

點，以謀全市身心障礙者最大的福祉。 

現由政府委託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整棟建築物有

四個樓層，園內設立十四個中心，目前以據點式及外展式推展開辦十一項業

務及提供身障福利服務、婦女福利服務及社區服務等，提供身心障礙者含括

就醫、就養、就學、就業之全方位的服務，其中包含輔具資源服務、復健室、

早期療育、日間托育、就業輔導、職業訓練、運動休閒、讀書閱覽、按摩服

務等等。 

另外，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使身心障礙者，能具備工作態度與技能

與提昇身心障礙者的自尊和工作權，民國 89年開始承辦政府單位職業訓練，

91 年起更跨足承辦社區支持性就

業，十多年來曾接受委辦之職訓類別

有電腦、香草園藝、環境清潔、烘焙

助手暨食品包裝等職類，結訓後並輔

導其轉銜至社區就業，使具有就業意

願與動機之身障者，能在園區的支持

之下，得以穩定就業。 

園區亦提供團體參訪及志工參與的福利，期望透過導覽與解說宣導，讓

更多人認識臺中市愛心家園，想深入了解這些詳細的服務內容及運作方式

嗎？快來報名參加這次的參訪行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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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專及高中職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簡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於 1997年 8月承接衛生署委託設立了台灣最早

的輔具中心之一，負責提供有需求民眾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的輔具服務。

隨著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體障礙就學學生的增加，為使輔具需求者能有效取

得合適的輔具與相關資源，自民國 2004 年起配合教育部委託，依專長屬性

規劃肢體障礙的學習輔具服務系統，服務對象包含國立及私立大專校院及高

級中等學校有特教需求之學生，透過「肢體障礙輔具」的個別化服務，提供

適切的輔具幫助學生順利的學習。 

而因肢障輔具之個別化及差異性的特殊，為讓嚴重肢體障礙的學生克服

身體及學習環境的諸多限制，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建立全國首創的輔具

「諮詢-評估─採購─適配─借用─維修─回收」一站式服務系統。以個案

管理方式、透過專業輔具評估人員，到校一對一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輔具評估

及使用訓練，使學生能夠藉輔具輔助原本受限的肢體，完成各種學習樣態，

包含打報告、寫程式、做實驗，甚至進行需要精細動作如解剖課程的學習。 

本次課程將針對肢體障礙學生「坐姿擺位」及「移位」的相關知識進行

介紹，協助大家了解如何透過各式擺位輔具的介入，協助學生在坐姿穩定的

前提下，適切地提升學習的效能；亦將針對肢障學生常見的移位情境，介紹

並實際讓學員進行操作各式移位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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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活動時程安排：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活動地點 

09:30 ~ 10:00 
台中市愛心家園 

單位介紹與導覽 

臺中市愛心家園 

葉專員 
3樓視聽教室 

10:00 ~ 10:50 
支持性就業服務 

個案分享 1 

臺中市愛心家園 

社區就業中心 

林麗娜組長 

3樓視聽教室 

10:50 ~ 11:10 休息  

11:10 ~ 12:00 
支持性就業服務 

個案分享 2 

臺中市愛心家園 

社區就業中心 

林麗娜組長 

3樓視聽教室 

12:00 ~ 13:30 午餐時間 B1視聽教室 

13:30 ~ 14:30 

肢體障礙學生坐姿擺位 

的介入方式與常用輔具介

紹 

大專及高中職肢障學生 

教育輔具中心 

施啟明主任 

B1視聽教室 

14:30 ~ 14:50 休息  

14:50 ~ 16:20 
移位技巧與常用移位輔具

操作體驗 

大專及高中職肢障學生 

教育輔具中心 

施啟明主任 

B1視聽教室 

16:30 ~ 平安賦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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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講師簡介： 

     林麗娜 老師 

（一）職稱：臺中市愛心家園社區就業中心組長 

（二）經歷/專長： 

1.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擔任瑪利亞基金會支持性就服員 3 年。 

3.擔任清潔職業訓練就服員及社區就業中心組長 7 年。 

4.具備職業重建相關資格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員訓練 36 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36 小時專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督導 36小時專業人員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職業輔導評量 162小時初階訓練。 

 

      施啟明 老師 

（一）職稱：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主任 

（二）經歷/專長： 

1.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講師 

2.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輔具中心組長 

3.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兼任講師 

4.專長領域：科技輔具、輔助科技服務、神經疾病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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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道 捷運站 公車站 

十六、參訪地點位置圖與交通方式說明： 

(一) 臺中市愛心家園 

1. 愛心家園集合地點：臺中市東興路一段 450號（東興路旁 1樓入口） 

2. 愛心家園電話：(04)-24713535 分機 3051 (葉專員)  

3. 當天承辦單位緊急連絡電話：0937-356023 (黃先生) 

 

※ 臺中市愛心家園週邊街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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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行開車 (可開啟 Google導航：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 

1.南下 國道 1號 (臺中以北縣市)： 

下臺中交流道(178K)往臺中方向→沿臺灣大道 3段行駛→右轉文心路→

左轉文心南五路，臺中市愛心家園即在您右側。 

2.北上 國道 1號 (臺中以南縣市)： 

下南屯交流道(181K)往臺中方向→沿五權西路二段行駛→右轉東興路，

臺中市愛心家園即在您左側(對向車道)。 

3.北上 國道 3號 (臺中以南縣市)： 

下快官交流道(202K)往臺中方向→行駛中彰快速道路→下環中路四段匣

道→左轉環中路四段(請行駛慢車道)→右轉永春東路→右轉東興路，臺

中市愛心家園即在您左側(對向車道)。 

 

※停車場位置：豐富公園週邊停車格、愛心家園停車場及其他收費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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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鐵新烏日站 

※搭乘高鐵建議班次： 

1. 0610次 08:30抵達台中高鐵站 (北上) 

2. 0108次 08:37抵達台中高鐵站 (北上) 

3. 0109次 08:18抵達台中高鐵站 (南下)  

4. 1505次 08:42抵達台中高鐵站 (南下) 

※轉乘公車（高鐵烏日站-6號出口）: 

【中鹿客運 99延 路-精武車站】客運：步行(3分鐘)→高鐵台中站-第 17月台．搭

乘(17分鐘)→愛心家園站．下車→步行(1分鐘)至愛心家園 

【中鹿客運 99 路-精武車站】客運：步行(3分鐘)→高鐵台中站-第 17月台．搭乘(17

分鐘)→愛心家園站．下車→步行(1分鐘)至愛心家園 

【台中客運 70 路-第一廣場】客運：步行(2分鐘)→高鐵台中站-第 15月台．搭乘(20

分鐘)→永春東大墩南路口站．下車→步行(5分鐘)至愛心家園 

※轉乘捷運（依指標往捷運站方向）： 

高鐵台中站．搭乘(13分鐘)→豐樂公園站．下車→步行(11分鐘)至愛心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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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中火車站 

※搭乘台鐵建議班次： 

1. 普悠瑪 280次 07:50抵達台中車站 (北上) 

2. 區間 2004次 08:12抵達台中車站 (北上) 

3. 區間 2005次 07:56抵達台中車站 (南下)  

4. 自強號 377次 08:03抵達台中車站 (南下) 

※計程車：從台中車站「建國路｣方向出車站，便可見計程車搭乘處。 

※轉乘公車： 

【豐原客運 203、277 路-豐富公園】客運：步行(3分鐘)→民族路口站牌．

搭乘(11分鐘)→愛心家園醫務室站．下車 

【交通局 30 路-中台新村】客運：步行(3分鐘)→第一廣場站．搭乘(15分

鐘)→下田心仔站．下車→步行(5分鐘)至愛心家園 

【交通局 30延 路-臺中區監理所】客運：步行(3分鐘)→第一廣場站．搭乘

(16分鐘)→下田心仔站．下車→步行(5分鐘)至愛心家園 

【臺中客運 60 路-坪頂】客運：步行(2分鐘)→復興路站牌．搭乘(17分鐘)

→永春東東興路口站．下車→步行(4分鐘)至愛心家園 

【豐原客運 271 路-豐富公園】客運：步行(3分鐘)→(民族路)臺中車站．

搭乘(10分鐘)→豐富公園站．下車→步行(4分鐘)至愛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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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慶火車站 

※搭乘台鐵建議班次： 

1. 區間快 2004次 08:06抵達大慶車站 (北上) 

2. 區間 2144次 08:30抵達大慶車站 (北上) 

3. 區間 3167次 08:13抵達大慶車站 (南下)  

4. 區間 2123次 08:40抵達大慶車站 (南下) 

 

※公車：【中鹿客運 99、99延路-精武車站】步行(2分鐘)→建國北路站牌． 

        搭乘(5分鐘)→愛心家園站．下車→步行(1分鐘)至愛心家園。 

※捷運： 

步行(1分鐘)捷運大慶站．搭乘(3分鐘)→豐樂公園站．下車→步行(11分鐘)

至愛心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