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彰化縣兒童發展推動委員會 107年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7年 2月 9日 14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二行政大樓（彰化市中興路 100號） 

              6樓會議室 

三、主席：黃委員淑娟                      記錄：林延儒社工師 

四、與會人員：如簽到冊 

五、主席致詞：略 

六、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案

號 
案由 主席裁示 

執
行
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1. 

討論公立幼兒園

之收托標準判

定，以個案趙

晴為例。 

1.107學年度起依

「彰化縣學前身心

障礙幼兒優先入公

立幼兒園安置原

則」協助個案轉銜

安置事宜。各學校

皆會保留 5%名額給

特殊生至 6月 30日

止，各單位皆可與

學校聯繫。 

2.鑑定通過之兒童

以公立幼兒園安置

為主，請教育處加

強幼兒園園長會議

布達，並請各幼兒

園知悉辦理。 

 3.亦請各社資中心

轉知家長知悉相關

資源並於時限內申

教

育

處

、

社

會

處 

教育處: 

1.依據「彰化縣公立幼兒

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

兒辦法」第 2條第 1項

第 3 款規定，幼兒入幼

兒園當學年度符合身心

障礙身分者，應優先招

收。另有關將「保留招

生總人數 5%之名額」納

入「彰化縣 106 學年度

公立幼兒園新生入圍注

意事項」，布達本縣各

公立幼兒園遵辦。 

2.業列入 107 年 2 月 7 日

校務會議手冊布達。 

3.106 年 11 月 26 日分別

於北彰及南彰地區，上

下午各辦理一場「學前

身心障礙幼兒優先入公

立幼兒園鑑定及安置說

明會」，主動提供有關

優先入公立幼兒園之申

請作業流程等資訊給家

長及教師。 

4.107 學年度本縣學前身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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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心障礙幼兒優先入公立

幼兒園鑑定及安置作

業，業已函文給各公私

立幼兒園(含早療機構)

及各兒童發展社區資源

服務中心，申請與資料

收件期程為 106 年 12

月 13 日至 107 年 2 月

22日止。另，在每年園

長會議進行「學前身心

障礙幼兒優先入公立幼

兒園」之業務宣導。 

社會處: 

1. 彰化花壇區 : 已於

11/9 轉貼彰化花壇區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

心臉書社團轉知相關

轉銜（含入公幼）訊息

給予家長知悉，並於

11/30 彰化縣政府函

文身心障礙幼兒入公

立幼兒園後轉知家長

知悉。 

2. 員林社頭區 : 已於

11/10以函寄、電訪等

方式轉知有教育需求

之家長相關轉銜（含入

公幼）訊息，並於

11/30 彰化縣政府函

文身心障礙幼兒入公

立幼兒園後轉知家長

知悉。 

3. 和美鹿港區:已於服務

過程轉知有意入幼兒

園規劃之家庭。 

4. 溪州區:均已告知家長

此訊息，並協助有需求

的案家申請。 

5. 二林區:有告知家長身

障幼兒優先入公幼之

活動資訊，但家長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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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不高。 

6. 通報轉介中心:如有需

求轉派社資中心提供

後續服務，並依特教中

心來文公告日期轉知

家長及提供相關資訊

供家長參閱。 

7. 寶貝家園:目前無符合

之學童，待後續有符合

年紀學童將提供訊息。 

 

案

號 委員建議事項 

執 
行 
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1. 1.106年 1-6月各鄉鎮通報數

與通報率分析表(p.39)，未

達 6%者，例如大城鄉、二水

鄉、線西鄉、竹塘鄉…等各

鄉鎮，後續應瞭解原因，加

強重視。 

2.轉銜服務之順利轉銜個案共

計 9名(p.41)，那其它個案

呢? 

通報

轉介

中心 

1.截至 106 年度底各鄉鎮通報

率未達 6%者，僅剩線西鄉

(5%)，線西鄉於 106年 8月開

始有家扶發展學園之社區療

育服務走動式據點服務進駐

且 107年度亦持續辦理之，本

中心 107 年預計於鹿港鎮辦

理兒童發展健康宣導活動，期

許連帶拉起鄰近線西鄉通報

率。 

2.轉銜個案資料，詳如資料

p44 。 

 ˇ 

2. 偏鄉發生率高，但接受度低，

故後續確診率也相對低，應積

極推動之。 

通報

轉介

中

心、

各社

資中

心、

教育

處、

衛生

局 

通報轉介中心: 

1. 持續規劃辦理社區宣導活

動，目前已有與社資中心接

洽部分場次，另預計 5月及 8

月分別於鹿港鎮、北斗鎮辦

理兒童發展健康宣導活動，

活動已與衛福部彰化醫院達

成協議，將有兒童發展評估

團隊出席進行發展諮詢，期

許走入社區後可提升通報

率。 

2. 疑似通報個案經服務後，如

有需求轉派社資中心提供服

務，以提升後續確診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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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資中心: 

1.二林區社資中心: 

(1).今年度預計結合社區資源

單位在六鄉鎮辦理社區宣

導活動，以提升社區民眾

之早療觀念。 

(2).去年溪湖鎮、二林鎮為低

通報鄉鎮，今年度也預計

結合溪湖區、二林區家庭

福利服務中心辦理篩檢活

動，以發掘潛在疑似個案。 

2.彰化花壇區社資中心: 已有

針對服務鄉鎮（彰化市﹑花壇

鄉、芬園鄉、秀水鄉、福興鄉）

結合衛生所、社區配合優質健

兒門診時間和社區活動時間

辦理諮詢及宣導、親職講座等

活動，並邀請彰基、鹿基語言

及職能治療師進入服務鄉鎮

給予家長諮詢及指導，以利提

早順利將資源建立家長觀

念，避免資源等待過久，共計

辦理 56 場次/1506 人次參

與，並協助通報 8名個案至彰

化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

及順利下派至社資中心。 

3.溪州區社資中心: 

(1)107年度成立田尾、田中、

二水據點，向民眾宣導早

療觀念，針對疑似發展遲

緩兒童提供諮詢服務、教

具租借、宣導及篩檢服

務、親子空間服務、資源

連結、療育服務。 

(2)溪州區社資中心 107 年度

社區化宣導至少四場次，

且將與據點或相關單位合

作辦理篩檢及宣導，以提

高民眾對發展遲緩兒童的

後續服務。 

(3)目前服務個案中有 10 案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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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發展遲緩，5 案推動評

估，皆在評估中；5 案積

極安排跨專業團隊評估，

讓家長了解兒童發展現

況。 

4.和美鹿港區社資中心:家訪過

程積極鼓勵家長進行確診，並

有陪同進行發展評估、協助登

記掛號等服務協助。 

5.員林社頭區社資中心:透過社

區宣導等方式建立發展遲緩

幼童家庭、社區早期介入的良

好觀念，106年度於員林市舉

辦 4場次、於永靖鄉舉辦 3場

次、於大村鄉舉辦 1場次，共

舉辦 8 場次兒童發展社區宣

導及篩檢活動。 

教育處: 

1.106年 9月 9日於泰和國小上

下午共舉辦兩場次「學前兒童

發展篩檢研習」，邀請中國醫

藥大學物理治療系副教授孫

世恆老師擔任講師，縣內幼兒

園教保人員共 138人參加，對

於此研習內容的回饋皆屬非

常同意，並藉由詳實示範兒童

發展篩檢之操作流程，讓教保

服務人員實際了解兒童發展

篩檢注意事項與篩檢技巧。 

2.另外，有鑑於一些家庭地處偏

遠、交通不便等因素，未能讓

孩子儘早至醫院評估，故落實

本縣教保服務人員對兒童發

展篩檢工具的知能，增進對特

殊教育的正確概念，以協助偏

鄉幼兒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把握黃金療育期，提升孩子能

力，達到良好早期療育效果。 

衛生局:本局針對篩檢異常個

案，積極追蹤轉介，且多次追

蹤仍拒絕個案，隔年則提供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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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服務。 

3. 各區之家庭需求評估統計，其

中二林區的「親職教育」與「巡

迴輔導」需再加強。彰化花壇

區的家訪次數略低。 

二林

區社

資中

心、

彰化

花壇

區社

資中

心 

二林區社資中心: 

1. 中心活動皆邀請服務對象家

庭參加，但家長會以工作、

需照顧手足、交通不便、臨

時有事等原因無法參與。今

年度會再依照家長需求、照

顧上的問題作為親職講座主

題設計參考，並且預計結合

溪湖區、二林區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場地辦理親職講座，

期待能更貼近家長的需求，

交通也較便利。 

2.多數個案審查後為非特教

生，少數是過了申請鑑定安置

期程，因此還會再提出申請。 

彰化花壇區社資中心:106 年家

訪次數皆有符合服務次數，2

級案:12案，應家訪 48次，實

際家訪 48次。3級案:117案，

應家訪 234 次，實際家訪(含

部分面談)315人次，因三級案

家訪(含部分面談)，為三級個

案家庭穩定且於平時服務過

程中便以其他形式與社工聯

繫，例如約至機構、療育場域

(醫療院所)、便利商店等地方

進行面訪，以替代至家中進行

服務需求討論之需 

 ˇ 

4. 
1.慈生巡迴輔導服務之服務單

位計量不一致(兒童數或居

家托育服務人員數)，應分別

呈現之。 

2.語言治療、物理治療、職能

治療的服務量，請於下次會

議呈現。 

慈生

巡迴

輔導

服務 

資料填寫方式已依委員建議修

正，詳如資料 p101。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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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個案基本資料之(五)案父、

母跨文化分析之「一般」應

用「本國籍」取代之。 

2.溪州區之結案個案平均服務

時間 1年以上未滿 2年者，

佔 67%偏高，如何協助順利

提供服務? 

社會

處、

溪州

區社

資中

心 

社會處 : 個案基本資料之案

父、母跨文化分析皆已使用

「本國籍」字樣。 

溪州區社資中心:結案個案平均

服務時間「一年以上未滿二

年」34案、佔 60%，因家庭結

構或是外地工作因素，延長服

務時間；另因偏鄉交通不便或

醫療復健資源影響等待時

間。對於早療觀念薄弱或是拒

絕服務個案，需要更多時間建

立關係；且轉銜議題也是延長

服務時間的因素。已透過多元

服務方式，例如：通訊軟體、

寄信、於假日時間訪案家、尋

找非正式資源協助、邀請參加

活動、協助案家連結資源，增

加早療概念，提升案家功能。 

 ˇ 

主席裁示：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委員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同意結案備查。 

七、各單位工作報告：略（詳書面資料）。 

八、委員建議事項及業務單位回應： 

(一) 楊委員梅芝：發展遲緩兒童指紋資料建檔，如何維護兒童個資風險呢? 

謷察局回應:本局僅進行發展遲緩兒童指紋資料蒐集，後續由刑事警察局負責保

管與建檔作業。 

(二) 王委員淑娟: 發展遲緩兒童走失人數有多少?藉由指紋比對找回兒童人數

有多少?家長如何運用此份指紋資料，另是否會與社會局合作呢? 

警察局回應:尚未接獲發展遲緩走失兒童，若有兒童走失則會運用指紋比對資料

通知家長。 

(三) 王委員淑娟： 

1.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之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p.16)是否醫療院所會知悉結果。 

2.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之流失個案佔 43.21%(p.16)，其中「家長認為個案發展正

常，無須就診」佔 20.15%比例是否過高? 

3.彰化醫院之通報人數 206案(p.16)，建議資料宜可進一步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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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回應: 服務滿意度調查由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醫院自主調查。 

彰基聯評中心回應: 目前社工未進一步瞭解個案狀況，未來社工電話會再確認

個案發展狀況。 

部彰聯評中心回應:206案包含確診及疑似個案，未來資料會再詳實呈現。 

(四) 許委員守道：目前 1000位疑似異常個案，約 50%進聯評中心及 50%個案流

失，未來是否由通報轉介中心追蹤呢? 其中流失個案約有半數會隨著生活時間

而改善之。 

通報轉介中心回應:完成聯評個案即依法通報，尚未完成聯評個案由通報轉介中

心追蹤會有執行困難度。 

教育處回應:新生陌生與不熟悉導致篩檢異常個案，幼兒園會鼓勵家長帶幼兒至

聯評中心評估，後續評估醫師表示無異常可再教育之。 

廖委員淑芬回應:目前個案分 2類，1類屬為確診個案，另 1類屬為疑似個案(會

3個月後再複篩)，請幼兒園協助釐清兒童狀況再轉介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許委員守道回應:篩檢結果約 10分之 1(1/10)異常、10分之 2(2/10)再追蹤、10

分之 7(7/10)無異常，彰化縣目前有 50間診所(彰化縣兒童健康照護網)名單可

提供家長知悉運用。 

主席裁示：請衛生局提供彰化縣兒童健康照護網名單資訊予教育處。 

(五) 王委員淑娟：不分類巡迴輔導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服務 500人；於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服務 560人，此數量新增個案人數多少? 延續服務個案人數實

際有多少?而此部分資料應呈現重點宜為每位兒童接受學前巡輔老師服務之鐘

點數為多少? 

特教中心回應:如上委員建議事項，將於下次會議資料呈現之。 

(六) 楊委員梅芝: 

1.入學轉銜系列活動是否有彰化縣全區域盤點規劃評估再辦理呢? 為何活動場

域不於幼兒園辦理入學轉銜說明會呢? 公私幼轉銜說明會為何無辦理呢? 

2.服務數據之人、人次呈現應詳實書寫，避免錯誤使用，例如:通報服務人次或

人；篩檢工具研習活動人次或人，詳見 P42及 P48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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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處回應:入學轉銜系列活動於前一個月會通知公、私立幼兒園，以利協助轉

周知家長知悉，另教育處於每年 11月會召開相關跨局處會議，以利跨局處於幼

兒園之合作事宜順利進行。同時轉銜說明會皆已納教保員研習時數中。 

 

報轉介中心回應: 委員建議數量用詞，將於下次會議資料修正呈現之。 

(七) 王委員淑娟：通報轉介中心可以再開發資源拜訪單位，例如:教會、村里

幹事或村里長等相關網絡單位。 

通報轉介中心回應:幼兒園資源拜訪以篩檢週回覆通報數狀況瞭解及溝通合作

事宜為主，另診所則提供宣導本中心服務為主，未來將依委員建議加強資源開

發與聯結。 

教育處回應:公、私立幼兒園親職教育講座，可協助提供各場次講座資訊，以利

提供宣導服務平台。 

(八) 廖委員淑芬：和美鹿港區社資中心之 ICF-CY頪別分析中之第 2類有 7案，

較往年多案，其障礙類別為何? 

和美鹿港區回應:後續會再瞭解個案障礙類別為何，並積極提供案家相關服務。 

(九) 王委員淑娟：慈生仁愛院巡迴輔導服務之專業研習以問卷調查課程需求，

調查結果之需求主題分別為何? 

慈生仁愛院回應:需求最高者以帶領特殊兒童技巧為主，同時會於下次會議資料

呈現專業研習課程需求調查結果。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