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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學     

歷 

就讀學校 

或服務單位 

呂孟芳 女 XX/X/X P2XXXXXXXX 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優良事蹟 

 

．104年度中華佛光青年總團新春義工 

．103年度第一學期嘉大特教系書卷獎 

．103年度海外志工 

．103年度初階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103年度青發署女培行動落實計畫 

 

聯絡地址 

（含E-

MAIL信箱） 

651雲林縣北港鎮太平路 45巷 14號 

(sisterbobobo@gmail.com) 

 

聯絡電話 住家： 057895749        手機：0921817262 
 

參加組別    大專組      
 

檢附佐證 

資    料 
  就學資料   (成績單) 

 

方案名稱 

  I 牽手  

 

摘要 

I ~愛：從自我出發，因為愛，我們感到快樂，我們擁有力量而無所不能，以一

己之力，成就大愛。 

牽手：藉由牽手，傳遞掌心的溫暖，以此聯繫彼此，讓大家更關懷社會，營造

社會的溫暖，以團結之姿，帶給身心障礙者以及期照顧者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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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案名稱：I ~愛牽手 

壹、前言（概述、動機與理念）： 

     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這說明了再密切的關係，多大的愛，時間久了，期終身心的

煎熬也會疲使照顧者也會感到疲倦，鑒於這個現象以及結合我本身特殊教育領域的背景，希

望藉由這個服務利他方案有機會實現提供給身心障礙對象的照顧者喘息方案，在周末可以有

一個喘息的時間，全台灣針對年長者的喘息機構比比皆是，嘉義的伊甸基金會也有類似早療

階段的喘息照護服務，但在嘉義卻鮮少看見對國小階段身心障礙者得喘息照護方案，我的家

鄉(雲林)有類似的機構，因此渴望將相同理念帶進嘉義，期望服務的提供能減輕家庭照顧者

的壓力與負擔，安排適當的課程以及技能訓練，給學生完備的學習，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同

時照顧者也能儲備面對未來的能量；於我，這也將帶給我實際的經驗，在未來教學，甚至心

靈上的成熟度都能有大大的幫助，具有社會責任感、得到專業的知識、技術、接觸或認知。 

貳、所見事實： 

   身邊所見身心障礙者有智能障礙、植物人、失智症、自閉症、慢性精神病、頑性癲癇

症，這些屬於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失所造成，視覺障礙、聽覺機能障礙、平衡

機能障礙則屬於眼耳及相關構造及感官功能疼痛引起，還有因為聲音語語言構造功能喪失引

起的生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以及因循環、造血、免意和呼吸系統購掃損傷導致的重要

器官失去功能，包含心臟、造血機能、呼吸器官、吞嚥機能，此外，由於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相關構造功能喪失引起的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包含吞嚥機能、胃、腸道、肝臟，或

是泌尿生殖系統關關構造喪失導致的腎臟、膀胱重要器官失去功能，更者，還有因為神經、

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以及皮膚相關構造功能不良產生的肢體障礙以及顏面損傷者，除

了這些明顯的分類，身心障礙尚包括多重障礙、罕見疾病以及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染

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常、先天缺陷的障礙者。 

 

    1999李如鵬、2001黃秋霞以及 2004年洪美連年曾探討在各類身心障礙學生的照護過

程，一致的發現在各類身心障礙學生中，多重障礙學生較易被忽略，因為障礙程度較複雜，

衍生出較多身心問題，因此需要長期醫療與照護，無法到學校接受完善的教育，大多僅能選

擇在家接受教育，這引起大家注意到，回顧國內接受在家教育的文獻中，鮮有探索照顧者的

壓力、需求方向的探討。在 2007年何志鴻和黃惠璉的研究結果指出身心障礙兒童的父母通

常花更多時間照顧兒童，往往需全職照顧身心障礙兒童及照料家庭事務，家庭和照顧壓力

下，若身心障礙疾病數越多、殘障程度越嚴中，則顧者改受壓力就越大。照顧身心障礙者是

ㄧ個長期的歷程，在過程中不同階段有不同挑戰，身心障礙所衍生的問題是多面性且兼具持

續性的在這過程損耗體力和心力，漫長過程中，如果能給予適時的協助，分替照顧者的角

色，分擔少部分的責任，將可以給這些辛苦的照顧者一點喘息的空間，他們將能有更多信心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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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分析： 

    身心障礙的兒童的誕生，對於一個滿懷期待的家庭而言，造成極大的創傷，隨之而來的

是壓力，2002年趙明玲提出的文獻中明訂出此種狀況家長通常有失落、憂傷、震驚、否認及

不相信的反應，這樣所造成的影響從父母、手足到所有的家庭成員，若要滿足和紓解因問題

所產生的需求，勢必會造成家庭資源消耗、成員間的互動關係改變，以及周遭成員壓力油然

而生。 

身心障礙兒童因障礙類別有其特殊需求，障礙類別別本身也有很大的歧異性，即使相同類

別，也會因為障礙程度、成因、家庭背景等的不同，所需要的照護也不一樣；而面對障礙的

持續性，在不同生命階段會需要不同的特殊需要；此外，身心障礙兒童問題的特異性和複雜

性，長伴隨生理、心智，行為的差異，在照顧時間上會較正常多，再者，醫療負擔也是很龐

大的。這些都只是照顧一位身心障礙家庭最基本的，由此可以的得知其中的艱辛；在 2006

年 Bonner等人實證，父母在照顧身心障礙孩童時，對障礙會產生不安及恐懼的感覺，長期

照顧壓力環境下會形成「慢性悲傷」的反應，父母長時間沉浸於失落、害怕面對孩子的心

態，逐漸出現類似精神疾患的症狀，照顧者身心疲乏與煎熬不言而喻。 

 

     2004年黃惠屏、吳瓊滿所做探討文獻中指出身心障礙學童照顧者常面臨治療的經濟壓

力、因疾病發展時照顧技巧的增加與生活作息受限、社會支持缺乏、心情的轉變等。2002年

邱啟潤等人回顧國內主要家庭照顧者的負荷、壓力與因應，也發現照顧者常表示在照顧過程

裡感到疲倦、自覺睡眠受到影響、沒有自己的時間、心情沉悶、擔心未來、與家人相處時間

較以前減少等；生活作息受限、社會支持的缺乏、家庭面臨的衝擊、照顧的知識不足等都是

壓力的來源。具體而言，社會支持是人與人透過互動過程，提出精神、物質、訊息、甚至人

力協助給予需要的人。文獻中所提及的到的社會支持-喘息照護，益處包含讓照顧者減輕壓

力，緩衝或降低壓力帶來的複驗影響，減少憂鬱狀，強化生活品質、增進生活滿意度以

帶動其他正向的因應方式等多元的功能。 

 

    大大的自由時報標題「好好睡一覺」，這是多數家庭照顧者最卑微的願望。今天三月台

北市傳出一起令人震驚的憾事，【 掐死腦麻兒的照顧悲劇】一位 41 歲的父親因不堪長

期照顧腦麻子，身心俱疲，加上兒子有暴力傾向，對平時照顧他的奶奶動手，因

而造成憾事。(來源：蘋果日報)。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公關回應：照顧者的困

境絕非僅有經濟問題，來自各方的壓力、面對親愛家人身體的無法好轉、面對無法說出的糾

結心情、面對工作和家庭蠟燭兩頭燒的狀況等，在在都是沉甸甸的重擔，中壯年照顧者是家

庭的中間分子，更是國家社會的重要支柱，別讓照顧者一個念頭轉不過去，選擇激烈的方式

告別困境。同時，也呼籲每個人都可以多關心身邊的親友或鄰居、同事，即便只是偶爾協助

他替代照顧一天也好，家庭照顧者需要社會重每個人支持與關懷。 

 

    照顧身心障礙者的心聲，需要有人傾聽，藉由一次次的事件，再再顯示社會支持的重要

且缺乏!一般社會大眾並非當事人，不容易主動關注到這方面的需求，藉由我們相關人士的

發聲，希望帶給身心障礙照顧者更大的喘息空間。 

 

 



 4 

 

 肆、具體行動服務方案： 

    身心障礙照顧者類似問題需要解決，實證社會支持-喘息服務對有身心障礙成員家庭是

如此迫切需要，我想藉由我相關領域的背景，對社會貢獻一己之力，或許微薄，但相信聚沙

可以成塔，再好的學業成就，沒有實際行動不過是紙上談兵，渴望藉由服務利他方案兌現對

特殊教育領域的理想。 

 

一、首先擬定計畫，確定時程：執行期間104年9月1日至104年12月1日~牽手喘息照護計畫 

 

二、接著設計課程：以動態、靜態、遊戲以及按照學生特殊需求進行活動，注重實用功能教

學，讓孩子在融洽的氣氛中學習，在課程結束後能力於朝獨立自主方向邁進，在團體模式

下，培養觀察同儕、增進獨立學習的能力，加速類化。 

 

三、然後招募志工、聯絡授課老師：從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二年甲班同學招募 18 位

志工，以及招募相關專業課系同學加入團隊，聯繫太陽劇團蔡老師，對象確定後便開始排定

事先訓練日期，寫教案、備課。 

 

四、尋找並挑選合適上課成員：嘉義地區國小階段身心障礙者，開放符合資格對像報名參加

(名額：20 人)，人數不足時，主動進入校園尋找對像，人數過多時，由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陳政見老師以家庭背景、學生障礙類別、障礙程度等各方面評估學生需求程度，以需求程

度高者優先錄取。 

 

五、開家長座談會：選定周末期間，星期日上午開家長座談會，以方便所有家長出席，讓家

長了解計畫創辦理念以及如何實行，告知此計畫需要家長如何配合以及享有哪些權益。 

 

六、開始一系列相關課程：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設計包含體育課、美術課、特殊需求、生活教

育、音樂、手語教學、戲劇、美勞作品、感關團體遊戲、生活實務學習、結業典禮戶外教學

等，除此，每位學生以一對一志工方式，享有個別化需求，每位學生假如需要特別教學模

式，以學生個體為主進行課程。 

伍、實踐步驟、方法： 

執行期間：104年9月1日至104年11月8日~牽手喘息照護計畫 

對像：嘉義地區國小階段身心障礙者 

(1)開放符合資格對像報名參加(名額：20人)。(104/9/1~9/15) 

我的母親為國小老師，阿姨為特教領域國小老師，因此藉由此管道尋找需要喘息服務且合適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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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二年甲班同學招募 18位志工(104/9/1~9/15)(附件二) 

班上宣導，進而擴大到由系對系宣傳，召募對像確定後，開始訓練活動，討論、設計課程以

及教案 

 

(3)招聘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以及音樂系有意願參與此方案的同學 

直接以同儕身分尋找有意願同學，召募對像確定後，開始訓練活動，討論、設計課程以及設

計教案 

 

(4)開家長座談會，了解參學童生態背景，同時讓家長了解整個運作機制。(104/9/19) 

志工訓練期間籌備志工、老師跟家長的座談會，藉由座談會了解學生生態背景，力於課程安

排，調整，或個人化方式；此外，也讓家長了解計畫運作模式，彼此所能獲益的方面，討論

如何互相配合等細節 

 

(5)課程規劃 

一、體育課：體能訓練 

1. 授課老師：招募志工 

2. 如何進行：讓學生跑操場直至體能耗盡，我至嘉義市世賢國小實習自閉症協會會長告訴

我，此訓練為實證的有效身心障礙者訓練 

3. 地點：租借國小場地 

4. 時間：早上九點至十一點 

5. 器材：乾燥的軟墊以防學生跌倒 

 

二、美術教學：水彩、蠟筆、炭筆繪圖 

1. 授課老師：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之學生 

2. 如何進行：分發圖畫紙讓學生依據老師教導和指令作畫 

3. 地點：租借國小教室 

4. 時間：早上九點至十一點 

5. 器材：20張圖畫紙、水彩用具、蠟筆以及適量炭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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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需求-用餐技能教導、喝水、洗手、刷牙 

1. 授課老師：呂孟芳以及嘉義大學特教系志工 

2. 如何進行：以講授加上協助方式幫助學生對用餐技能認知的了解，和實際帶領操

作，所有步驟以工作分析法執行，同時在午餐進行時間管控以及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3. 地點：租借國小教室 

4. 時間：早上十一點至下午一點 

5. 器材：20組餐具、桌巾、用餐器具以及現成食物 

 

四、生活教育-整理寢具、衣物、如廁 

1. 授課老師：呂孟芳以及嘉義大學特教系志工 

2. 如何進行：以講授加上協助方式幫助學生對整裡寢具技能認知的了解和實際帶領操

作，所有步驟以工作分析法執行，同時在午睡進行時間管控以及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3. 地點：租借國小教室 

4. 時間：下午一點至三點 

5. 器材：學生自備簡便午睡睡枕及涼被、衛生紙、濕紙巾、地墊 

 

五、音樂：肢體表達~帶動挑 

1. 授課老師：呂孟芳以及嘉義大學音樂系學生 

2. 如何進行：事先編曲，採口頭分量多次進行教學，並在最後進行成果驗收，頒予獎

勵(正增強) 

3. 地點：租借國小教室 

4. 時間：下午一點至三點 

5. 器材：CD播放器、相機 

 

六、手語教學：情意表達 

1. 授課老師：呂孟芳以及嘉義大學特教系學生 

2. 如何進行：教導嘉義大學特教系系歌【奉獻】，採口頭分量多次進行教學，並在最

後進行成果驗收，頒予獎勵(正增強) 

3. 地點：租借國小教室 

4. 時間：下午一點至三點 

5. 器材：CD播放器、相機、歌詞大字報(給予更多視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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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戲劇：情緒表達 

1. 授課老師：聘請嘉義太陽兒童劇團團長蔡勝德老師 

2. 如何進行：以老師專業經驗為主 

3. 地點：租借國小教室 

4. 時間：早上九點至十一點 

5. 器材：CD播放器、相機、兒童繪本 

 

 

八、美勞作品：動手實作~西瓜鐘 

1. 授課老師：呂孟芳以及嘉義大學特教系學生 

2. 如何進行：事先做好一個成品當範例，採口頭分量多次進行教學，一次一個步驟，

並在最後進行成果驗收，頒予獎勵(正增強) 

3. 地點：租借國小教室 

4. 時間：下午一點至三點 

5. 器材：紅色雲彩紙、綠色雲彩紙、黑色雲彩紙、黑色簽字筆、白膠、大頭針 

 

九、感關團體遊戲：操作玩具遊戲~水球棒球 

1.  授課老師：呂孟芳以及嘉義大學特教系學生 

2. 如何進行：事先灌好水球，以老師丟球，志工協助引導學生擊出水球 

3. 地點：租借國小操場 

4. 時間：下午一點至三點 

5. 器材：氣球、棒球棒、水桶 

 

十、生活實務學習：者湯圓 

1. 授課老師：呂孟芳以及嘉義大學特教系學生 

2. 如何進行：讓學生根據老師引導和協助自己動手搓湯圓，然後老師幫忙煮，效率越

好的學生給予較多湯圓回饋 

3. 地點：租借國小教室 

4. 時間：下午一點至三點 

5. 器材：保鮮膜、紅色和白色現成糯米粿、麵粉、糖、鍋子、勺子、碗筷、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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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結業典禮戶外教學~生活檜意村  11/8【社區教學】 

1. 授課老師：呂孟芳以及嘉義大學特教系學生 

2. 如何進行：戶外生活體驗，帶領身心障礙的學生走出戶外，將所學生活技能有機會

實際運用，和他人社會化的互動、溝通等，以志工一對一帶領小朋友 

3. 地點：嘉義市忠孝路檜意生活村 

4. 時間：早上十一點至下午三點 

5. 器材：交通車(或聯繫家長幫忙)、識別牌 

 

 

 

陸、預期效益 

(1)對於身心障礙照顧者 

1.能給他們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活動和休息。 

2.更完整的促盡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3.壓力緩解，表現出正面的情緒。 

 

(2)對於身心障礙學身本身 

1.從喘息服務課程中習得技能。 

2.透過同儕行為模式來學習與互動。 

3.離開習以為常的照顧者，訓練獨立自主和發展與外界接觸的能力。 

4.生活字裡技能的習得。 

 

(3)我們執行服務學習計畫者本身 

1.藉此方式學習同理心，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有助於個人品格和外在形象。 

2.執行計劃後經由反思、檢討、達到青年社會責任生命的核心價值。 

3.發揮大學生的特色，熱忱的服務態度、勇於創新學習的精神，結合社會資源，訓練自

我，奠基在所學方面，穩固的基礎。 

4.充實經驗，多方的體驗，成長蛻變，專業知識的增長，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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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費運用 

經費預算表 

項   目 單  價 數量/單位 總  價 
經費來源 說   明 

申請經費  

教材費 500 20/人次 10,000 10,000 
每位小朋友每次上課的教材，

包含圖畫紙、色筆、勞作材料

、烹飪課食材… 

鐘點費 2,600 5/人時 13,000 13,000 
辦理計畫相關課程等外聘專業

老師之鐘點費、及專業科系學

生 

文具紙張 300 1/批 300 300 本計畫紙張、文具等費用 

印刷費 2,000 1/批 2,000 2,000 
文宣、講義、海報、成果報告

等印製費用 

餐費 65 24/人次 1560 1560 
辦理計畫相關活動等相關人員

，逾用餐時間之餐費 

獎勵品 3,000 1/批 3,000 3,000 
辦理課程結業時，提供小朋友

獎勵品  

場地租借

費 
1000 10/天 10,000 10,000 上課場地 

課程結業

戶外教學 
6000 6000/趟 6000 6740 

課程結業典禮到嘉義有特色的

生活檜意村，旅遊中一切交通

費、餐費、以及暴線申請支出 

雜支 740 740/批 740 740 
上述項目外計畫所需之衛生紙

、免洗餐具、及其他項目支出

等 

總   計     5,0000 5,0000  

總預算：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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