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標竿
高科技競速發展的時代
過度強調科技發展的意識及行動
模糊了「科技」應為人類服務的根本精神
人文精神的式微
成為科技高度發展的國家社會必須面對的議題
「東元科技獎」在基金會創會元年設立
第六年起在科技獎中增設「人文類獎」
倡導科技人文融合發展的觀念
並於第十一屆起更名為「東元獎」

人文類獎

積極倡議「科技」回歸造福人類福祉的目的
第十二屆起以主動遴選的方式

<社會服務－特殊教育>

找出科技時代為人文社會而努力的標竿
希望帶動社會反思人文精神的發展
同時呼籲國人在追求物質生活富裕的同時
也能深植人文內涵豐富人類生命的價值
2010年的人文類獎項
以「特殊教育」為遴選領域
獎勵致力於身心相關學習障礙的特殊教育工作者
其行動與理念，不僅有效協助親師突破教學及教養困境
且對於特殊兒童突破障礙、順利學習成長發展
具有具體貢獻事蹟者
賴美智女士致力於特殊教育與身障福利工作三十餘年
期間創辦第一所由特教專業人士成立的私立智障者服務機構
並陸續增設十家福利機構、輔具服務中心、行為工作室等
直至今日每月仍持續照護千名以上之身心障礙人士
三十餘年來始終以專業、熱忱、陪伴的態度
帶領團隊夥伴為身心障礙族群爭取合理的權益
並用真情疼惜與服務身心障礙的朋友
讓曾是特教荒漠的台灣
成為慢飛天使快樂安全生活的樂園

設
獎

緣

起

得獎人介紹—人文類—賴美智

賴 美 智

女士

Mei-Zhi Lai

62 歲（1949 年 7 月）

r 學 歷：
國立台灣師大英語系畢
美國 Lesley College, Cambridge, MA 特殊教育碩士
國立政大 EMBA 企管非營利組肄業

r 曾 任：
新竹女中和台北私立衛理女中 英文教師
美國波士頓地區身障機構教保員及特教學校老師
國立台灣師大特殊教育中心 秘書
教育部特教師資培育班 講師
私立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系及幼保人員在職專班、
德育護專幼保科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辦理特殊教育師資培訓班及幼教系兼任講師

盡其在我，但求人生無憾

台北市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教學部 主任
台北縣中和、愛智、崇愛、恆愛、愛智、愛立發展中心 主任

r 現 任：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業總監

評審評語
三十年前創辦第一所由特教專業人士成立的私立智障者服務機
構，又陸續增設十家福利機構、輔具服務中心、行為工作室等，
每月照護千名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已幫助上萬個家庭，貢獻卓著。

得獎感言
一路上和許多有熱忱及有理想的
朋友學習，又得到許多同仁的支持配
合，乃至今日獲獎，十分的感動：更感
謝多年來服務的孩子和家長們，從他們
身上我看到血淚的痕跡和人性的光輝，
學習了謙卑。未來希望盡己之力服務更
多有特殊需求的人，包括身心障礙者、
婦女或老人，讓他們生活愉快。
主持 2009 遲緩兒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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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在台灣特殊教育的荒漠，挹注 30 年甘泉成綠洲
今年父親節前夕，32 歲的唐氏兒阿祐和同學們賣力烹煮的兩道菜餚，讓
好幾位平日被視為鐵漢的爸爸，還沒開始吃就感動得淚眼汪汪。因為當年在
台灣特殊教育發展仍是一片荒漠時，他們對天生重度心智障礙孩子的未來不
敢懷抱任何期待。兩道看似簡單的菜餚，從準備材
料、炒菜、調整火候到放調味料，每個烹調步驟都得
要花上至少半年的反覆學習，才能讓心智障礙同學熟
練到獨立作業的程度。能夠品嚐孩子親自下廚的滋
味，讓這群爸爸實現了三十年前不可能的夢。
阿祐是《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前身《第一兒
童發展中心》的第一班學生，兩歲開始接受《第一》提
供的「早期療育」，三十年來《第一》為台灣特殊教育

與第一烘焙屋的美女合照

的發展披荊斬棘，拉拔許多像阿祐一樣的孩子有尊嚴地長大成人，創設和長
期領導《第一》的靈魂人物，便是現任《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業總監的賴
美智。

屬下眼中的女金剛，熱情智慧泉湧不絕
1980 年還在念實踐社工夜間部時，便開始跟隨賴美智投入特教服務的恆
愛發展中心主任林淑芳語帶欽佩地表示，賴美智是她看過最熱誠無私又最富
責任感的人，在台灣當年特教的荒漠中，賴美智的熱情和智慧就像甘泉一樣
永遠挖之不盡。《第一》成立的頭二十年，賴美智每天工作都超過十二小時，
幾乎沒聽她講過什麼喪氣話，也幾乎沒看過她請病假，即使在年休假期間，
對特教輔導有新構想都還是會跑回來主持計畫。
「我們這些作屬下的，常會想她是不是吃了什麼仙丹妙藥，才能長期維持
這麼驚人的活力。要時時追趕這位女金剛的腳步，說實在是很累人的事，但
對她的熱誠無私我們心裡又都覺得很甜蜜。」林淑芳微笑地說。
林淑芳回憶，賴美智和張培士、曹愛蘭合力創設《第一兒童發展中心》之
初，她曾聽到有人輕蔑地說『這三個女人撐不了三年啦』，但《第一》卻能在領
導者的毅力與堅持下撐過三十年。當年《第一》想讓特教荒漠至少開出幾朵仙
人掌的初衷，如今已開枝散葉結成一大片
綠洲，眾多原本連坐起來都有困難的重度
障礙孩子，憑藉《第一》的協助學會自己
吃下不是靠人餵的第一口飯、學會用雙腳
邁開不需要人扶的第一步……

考上師大外文，因緣際會進修特殊
教育
林淑芳口中的女金剛賴美智，外表看
來只是個嬌小瘦弱的女人。排行老四的她

邀請香港腦麻專家來培訓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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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中的長女、有六個手足，一度被母親期待繼承廚師爸爸的衣缽，後來媽
媽看當小學老師的鄰居發展好像很不錯，又鼓勵她去當老師。賴美智初中畢
業去考台北師範學校時，卻被口試官勸去考北一女，爾後更成為居家巷子裡
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
進入師大外文系語言組就讀的賴美智，大學參加口琴社和登山社，可謂
文武雙全。畢業後曾教過海山國中、新竹女中，因母親生病請調回台北，轉
到衛理女中教英文。「當時衛理的校長是陳紀彝女
士，她是真正的教育家，那種要把孩子教好、無私奉
獻的人格深深影響了我。」賴美智說，陳校長把國大
代表的薪水和賣掉自己車子的錢全捐給學校，對學生
道德生活教育的講究遠超過升學，也很鼓勵老師求新
求變。
30 週年同學會張小燕小姐與柴松林董事長老朋友相擁

當上導師後有感於自己對學生的影響和輔導能力
不足，剛好有美國大學來台招生、願意提供賴美智獎

學金，她便選擇出國進修。一開始在密西根學「輔導諮商」，後來轉到波士頓
Lesley College 攻讀特殊教育碩士，「因為該校的特教課程有很多我從沒接觸
過的教育新觀念和新理論，比較吸引我。」學成歸國後，賴美智便到師大特教
中心擔任秘書，負責特教老師的培訓和相關研究發展。

一股五萬與滿腔熱情，三個女人合創《第一》
「有次在台北師範學院的特教師資訓練班遇到張培士，我們聊起台灣的特
教班和國外差異很大，美國特教資源服務很多中重度障礙者，但台灣特教班
只能看見輕度障礙的孩子，中重度的孩子呢？都被學校拒收而關在家裡嗎？」
有感於此，賴美智和張培士興起了「以專業支援中重度障礙孩子」的念頭，找
同樣具備特殊教育專才的曹愛蘭加入，在社會名人柴松林、李昂的支持下，
找幾個朋友出資每人一股五萬元，湊齊
六十萬後，1980 年在光復南路的地下室創
設了台北市私立《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成
為國內第一個由特教專業人士成立的身心
障礙訓練機構，遠流董事長王榮文也捐了
一部二手車給《第一》當接送校車。
秉持「零拒絕」精神、又是專業特教
人士主持的《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很快打
響知名度，過去求助無門的父母宛如看到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三位創辦人，自左到右賴美智、張培士、曹愛蘭

大海中唯一的浮木，讓中心收容協助的學

生名額與聘用的員工不斷擴充，1981 年中心搬至空間較大的延吉街租屋、正
式成立財團法人台北市《第一兒童發展文教基金會》，由柴松林擔任董事長，
1997 年進一步變更為全國性的《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由於延吉街收容空間不足且房東有意收回，為了讓《第一兒童發展中心》
能夠成為長期協助中重度孩子的社區堡壘，1983 年基金會決定貸款購置自有
校舍，選在台北市松山區信義路五段的「楓橋新村」，卻遭到當地居民的激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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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校舍還在興建中就被拉白布條抗議，「他們搬來會散佈傳染病、會污染
水源」等各種惡毒的歧視像堵高牆擋在社區入口，最後《第一》必須靠警察保
護才能完成搬家。

楓橋新村事件讓《第一》聲名大噪
「當時議員趙少康、謝長廷都曾介入協調，但都沒有用，中心家長們聯合
向蔣總統陳情，希望政府庇護殘障兒童的基本權利，在報紙上鬧得很大。」抗
議《第一》遷入的居民甚至祭出撒冥紙、強迫中心斷水斷電、威脅恐嚇員工的
手段，鬧了整整半年才讓「楓橋新村事件」逐漸恢復平靜。賴美智說，態度很
兇的居民其實就是少數幾個人，當時由張培士擔綱對外的唯一發言人，其他
人就是默默作事。
林淑芳回憶，「楓橋新村事件」期間中心老師和員工的壓力都很大，但賴
美智和張培士扮演很關鍵的「穩定軍心」角色，賴特別向大家保證「不會容許
任何不利你們安危的事情發生」，等鋒頭漸
漸平息後，賴美智也設計了一連串的戶外
教學課程，讓老師可以帶著孩子在社區內
走動，讓居民看到學童們很乾淨、有禮貌
的一面，打破無知帶來的偏見。
「有人說為了這些孩子好，機構校舍
應該選空氣清新人煙又少的山上，但若要

1993 年獲頒內政部金毅獎

讓這些孩子得到正常成長和接觸社會的機
會，就是必須走進社區。上課本來就不只有在教室，要了解人生的課題，唯
有多方接觸。」賴美智指出，《第一》後來受政府委託辦理幾個公設民營的協
助身障機構，也被其他地區的居民激烈抗議過，但中心就是盡量客氣低調地
搬進去、專心做該做的事情，敞開大門用事實證明老師們在教導上的用心和
孩子們的天真可愛，漸漸地就能讓社區居民「見怪不怪」，甚至有人在遇到他
們進行戶外教學時，會直接掏錢出來捐。

真正做到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很多剛來到《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學齡前孩子，連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
力都缺乏，有些嚴重案例是全身軟趴趴的，連坐都坐不起來。但透過《第一》
的專業評估與特教老師為個案量身訂做的「個別化教育計畫」，他們就能一步
一步地學會坐、學會走路和自己吃飯。宜蘭有個家庭姊妹都是腦性麻痺兒，
兩歲的妹妹剛來到《第一》時，不會
說話也不會走路，在老師的循循善
誘引導下，兩年後變成「被阿嬤嫌話
太多」的小女孩，已經可以正常讀幼
稚園。
讓腦麻兒的「特殊教育和復健治
療整合為一」的引導式教育模式，便
是由當時擔任《第一兒童發展中心》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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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部主任的賴美智從國外引進改良的，此外她也引進了「結構式教學法」、
「正向行為支持模式」、「輔助溝通系統」等，以協助語言障礙者、自閉症和情
緒障礙者能夠逐步適應環境與穩定情緒，建立自信與跟外界的互動關係。例
如有位 20 多歲的青年動不動就會咬人和戳人眼睛，跟家人起嚴重衝突甚至到
拿刀要砍人的程度，被醫院列為需要電療的案例。賴美智指出，這樣的個案
必須先分析他的攻擊行為理由和詳細記錄他的行為發展，包括他是想引人注
意、發洩情緒還是感官受到刺激，教導時要獎勵他好的行為、避免引發他攻
擊行為的情境。這位青年從一天只來《第一》幾分鐘，到每天來一小時、兩小
時、半天到最後住宿在《第一》，現在情緒狀況已經比以前穩定多了。
林淑芳說，賴美智的記憶力很強，三十
年來只要是她帶過的學生，症狀特質她都記得
一清二楚，國外有什麼新的特教理論和技術，
賴美智都會求知若渴，希望學會後用來提昇台
灣的特教水平，每次出國她都會帶回來很多輔
助教具和專業書籍，行李總是塞滿滿的。換言
之，只要是對開發身心障礙者潛力有幫助的東
2009 年向貴賓介紹第一家園大樓之啟用

西，賴美智絕不吝嗇投資。

玩具城大戶，只為拼裝輔具協助障礙者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需求常得藉由適當的輔具來實現。例如有些僅會發
單音或完全不會說話的孩子，因為不會跟外界溝通常「被當做不存在」，只有
用推人或咬人等行為來引發注意，導致生活品質很差，賴美智就訓練孩子用
按鈴或圖卡的方式來表達「想吃飯」、「想小便」，更進一步與大同工學院合作
研發「搖桿式鍵盤」，簡化按鍵方式，讓躺著的人也可以學會使用電腦與外界
溝通。
「個別化輔具因為量很小，廠商根本不願意開發，我只有自己用玩具或一
些零件拼裝。每次我去後火車站的玩具店或光華商場，總是一買就好幾車，
是老闆最歡迎的大戶。」賴美智笑著說，以前女兒有時還會抗議「媽媽買那麼
多玩具都不是為我買的」，或者「媽媽妳又把我的玩具拿到不知哪個中心去了
對不對？」
為倡導輔具應用和研發對身心障礙者潛能開發的重要性，賴美智在 1995
年向內政部申請獎助成立台灣第一個「輔具資源中心」，提供輔具的評估建
議、租借維修和回收等服務，並主辦三次全國輔具
大展，成功開啟社會對身心障礙輔具的認識與內政
部、衛生署、教育部、勞委會等相關部會的重視，
目前輔具資源中心已普及到全國各縣市，賴美智的
先驅倡議功不可沒。

主辦培訓營和出版專書，擴大服務能量
光靠《第一》能服務和協助的對象有限，賴美
規劃出版實用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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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需要的人。2000 年與台北市教育局合作創辦
「第一行為工作室」，支援輔導國中小具有嚴重情
緒行為困擾的特教生和老師，其後由《第一社會福
利基金會》擴大辦理成全國身心障礙機構的巡迴輔
導計畫，至今已輔導超過 60 個機構與 150 名心智
障礙者、培訓約 1500 名特教和社福機構老師。
接受巡迴輔導的台北縣碧湖托兒所陳姵蓉老
師在迴響中指出，她班上的小騰是發展遲緩兒，

父親節座談會致詞

情緒一來就大哭大叫，說著聽不懂的話，只要有
人靠近就用拳頭相待，出手之快常常來不及制止，混亂的情況讓她身心俱
疲，轉變的契機要感謝《第一》巡迴輔導團的主任不斷給予支持與鼓勵，讓她
掌握到教導小騰的方向，而孩子依據輔導計畫進步的程度已足以讓老師喜悅
落淚，做錯事會自己主動認錯跟老師說「不要生氣，我會乖」。
為了讓身心障礙服務界有本土化的教材可以參考運用，賴美智撰寫或主
編的特教叢書包括「個別化教學綱要」、「中重度智障功能性課程綱要」、「工
作分析教學法～在啟智教學上的運用」、「嬰幼兒早期療育課程綱要手冊」、
「心智障礙成人服務綱要」等。由於每一類障礙都有專屬的核心症狀和不同的
需求引導方式，賴美智主編「手拉手我們都是好朋友～學前融合教育實務工
作手冊」，讓幼托園的老師和保育員可以藉此了解如何協助自閉症、智障、聽
障、語障、肢障、行為情緒障礙等不同障礙類別的幼兒。

呼籲政府做好早療篩檢，與重視雙老化問題
回首來時路，賴美智說：「看到不管是幾歲來的孩子或青年，在我們的協
助下都有些進步，能各自用他們的速度長大，就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了。」有
些當年被認為人生沒有未來的孩子，現在已經讀大學，有個從小由《第一》帶
大的孩子，在外頭念完國中後回到《第一》接受職業訓練，現在每次領到年終
獎金就來捐款。
「三十年前，有身心障礙兒的家長不是怪祖
宗沒積陰德，就是公婆怪媳婦沒教好，學校拒收
症狀嚴重的孩子，很多家長只能把孩子藏在家
裡，更悲情的案例就是帶孩子一起去死。幸好這
些年來在各機構的努力和媒體報導下，社會的同
理支持增加了，家長知道要尋求專業協助的情況
也比以前改善很多，觀念已經扭轉成『障礙兒是
上帝派來的天使』或『他是我的菩薩，來到凡間
要教我們怎麼做父母』。」賴美智欣慰地說。
零到三歲是早期療育的黃金期，一年療效抵

30 週年同學會與學員同仁和張小燕小姐合影

得過三歲以後做十年的療育，賴美智認為，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全面精確篩
檢全國需要早療的幼兒應該是越來越能做到的事情，但就她所知有不少縣市
的專業篩檢並沒有落實，醫療院所常要家長自己填表格，導致很多該做早療
的案例並沒有被發現。此外，醫療環境的進步讓身心障礙者的壽命延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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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父母會共同面臨「雙老化」的問題，有關身心障礙者的成年生涯和雙老
化趨勢下的住宿需求，都需要政府及早協助規劃。

打造典範的先行者，為慢飛天使護翼
「光有愛心是不夠的，還要有足夠的專業去讓愛心發揚光大。」賴美智
說，三十年來她在特殊教育界看到很多很偉大的人，從他們身上學習良多，
最重要的兩點就是「勇敢去做正確的事」和「把事情做正確」。恆愛發展中心主
任林淑芳則形容賴美智是打造特教典範的先行
者，因為社福政策往往慢一步或好幾步才會制
定出來，賴美智用她的智慧和毅力去樹立特教
界可長可久的制度典範，讓包括政府在內的後
行者得以遵循。
中重度身心障礙和發展嚴重遲緩的孩子，
就像翅膀比別人長得慢很多的天使，因為有賴
美智這樣的專業人士護持，台灣眾多的慢飛天
1995 年與秘書長治療師參訪香港輔具中心

使才不致於在學飛前就折翼。「任何時候接到

家長的求助電話，賴總監總是不厭其煩地聽家長訴苦、給予心靈和專業的雙
重支持，來自同業的求助也不例外。」林淑芳說，賴美智總是鉅細靡遺地為身
旁的人著想，讓她深刻體認到做一個人的「核心價值」，是台灣不可多得的人
文關懷家。

對東元獎的期望
• 持續發揚光大，讓台灣民間社會福利界許多倡議人權的先鋒受
到鼓勵。
• 頒發非營利團體機構的獎項，讓團隊的努力獲得肯定和支持。

成就歷程
1979 年感受國內中重度心智障礙兒童的教育園地萬分貧瘠，乃召集共同
關心人士創辦台北市私立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成為國內第一個由特教專業人
士成立的身心障礙訓練機構。1980
年擴大成立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董事長為柴松林先生。第一社福基
金會服務績效及品質倍受肯定，因
之，1985 年起陸續或台北市和台
北縣政府委託辦理六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依序為台北市博愛發展中
心、北縣崇愛發展中心、北市恆愛
發展中心、北縣愛智發展中心、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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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松德 / 三興團體家庭、北縣愛立發展中心等「公設民營」福利機構，此外，
基金會自行購屋成立台北縣私立中和發展中心、永愛發展中心、象山及楓橋
團體家庭以及輔具資源中心。目前基金會照顧和教育的智能障礙、自閉症、
多重障礙、發展遲緩等多類嬰幼兒及 15 歲以上成人及其家庭達 1000 名以上，
輔具中心幫助 300 多名重殘的身障及銀髮族長輩免於狀況惡化及生活順暢。
共計有 300 多名員工，包括教保員、社工員、治療師和行政人員。

具體貢獻事蹟
1. 30 年來幫助上萬個家有特殊需求兒的家庭及早且長期獲得陪伴支持，
穩定其家庭功能。
2. 終年持續不斷培訓員工的專
業知能，密集督導其服務態
度和技巧，成就許多特殊教
育及社會福利領域的尖兵，
激發他們以熱忱、專業和陪
伴的精神，扶持有特殊需求
人士發揮潛力，並給予及其
家長鼓舞和支持。
3. 帶領同仁自行開創、或接受
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多項心

利用假期帶領學員家長和同仁去旅遊

智障礙幼兒及成人的就學、就業、就醫、就養方案，因為成效良好，
屢獲政府評鑑績優，及其他機構前來觀摩學習，或應邀輔導相關機
構。所創之教材教法、服務模式影響遍及全台。另豎立若干國內領航
服務方案，包括：
• 1995 年成立國內第一個「輔具資源中心」，每年提供輔具服務數千
人。並曾在台北世貿中心辦理過三次全國輔具大展，倡導輔具應用
和研發之重要性，目前全國各縣市皆設立輔具資源中心。
• 1986 年協助職訓局引進「身心障礙者社區支持性就業服務模式」
（supported employment model），國內展開幫助中重度身心障礙者於
社區職場就業的潮流，提升其個人尊嚴與生活品質，幫助諸多家庭
的經濟。

愛智五週年慶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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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與台北市教育局合作成立「第一行為工作
室」，輔導國中小具有嚴重情緒行為困擾的特教
生和老師，成為目前台北市東區情障生輔導中
心的起源。本會並將「第一行為工作室」擴大辦
理，目前巡迴輔導全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秉
持「正向支持行為處理模式」，協助機構認識有
嚴重行為問題之心智障礙朋友的實際需求及待
支持策略，幫助機構和障礙者走出困頓，並積
娃娃家角落課中示範幼兒如何告訴醫生

極培訓機構的專業人員相關知能與態度。

• 陸續引進國外有效特殊教育策略，應用於指導心智障礙者的發展能
力和社會生活功能皆有顯著效益，其中主要策略和服務模式包括：
輔助溝通系統、結構式教學法、引導式教育模式、正向行為支持模
式、社區支持性就業服務等。
• 積極推廣有效身心障礙教學策略和服務理念，每年辦理多梯次研習
課程，參與者達 5000 人以上，成為民間最大的特殊教育與社福人才
之培訓單位。
• 研擬及推行多項創新服務方案，包括心智障礙者上社區大學課程、
行為工作室、遲緩兒家庭資源中心等，大為提升心智障礙者的生活
品質。
• 在地方及中央政府相關諮詢委員會中扮演倡議者角色，包括：
（1）台北市勞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委員
（2）內政部身心障礙權益促進 / 保障推動委員會委員
（3）台南市身心障礙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4）台北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委員
（5）台北市早療推動委員會委員
（6）內政部社會福利機構評鑑委員
（7）衛生署早療評估中心評鑑委員
■

著作：
規劃、編輯出版 25 套書籍由第一社
福基金會出版，以務實易懂的筆調
呈現，以享特殊教育和社福機構工
作者和家長，提升教學品質。其中
由本人主責或分工撰寫的有 6 本：
1. 個別教學課程綱要（72 年出版）

參與同仁討論第一的遠景

2. 中重度智障功能性課程綱要（80 年北市教育局補助出版）
3. 工作分析教學法～在啟智教學上的運用（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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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智障礙者清潔服務技能訓練教材（79 年出版）
5. 促進社會技能的教學活動設計（88 年）
6. 手拉手我們都是好朋友～學前融合教育實務工作手冊（93 年）
■

並翻譯下列三本書籍：
1. 美國特殊教育及復健法規（台灣師大特教中心出版，68 年）
2. 3 歲至 6 歲的 AEPS 測量（心理出版社出版，94 年）
3. 3 歲至 6 歲的 AEPS 課程（心理出版社出版，94 年）

研究或創作展望
期待未來能夠進行心智障礙者教學與
服務策略之實證研究，並且出版更多好書
以供實務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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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dvocate equal human right and make the society beautiful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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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lso hope the TECO Award can be awarded to the NPO organizations so
that the team efforts can be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In 1979, returning from the States to Taiwan, and discovering the urgent
need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with th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some
friends, I launched the first special children developmental center run by
professional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expertise in Taiwan. With the growing
needs, the center has expanded to 11developmental centers and group homes,
providing both day care and residential services for more than 1000 infants and
toddlers, young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various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under
the big umbrella of the First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FSWF) ; besides, the
foundation set up the ﬁrst“assistive technology device
resource center”, which offers consultation regarding
special devices to make people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to live more independently and comfortably, as well
as the first“behavior studio”,which offers positive
support behavior program for service organizations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utism and multiple
帶學員參加啦啦隊造型賽

disabilities.

Special Contributions
1. Transplanting and applying good teaching and service approaches or
model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o Taiwan to encouraging outcomes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and further providing training
of the good approaches to many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The important
approaches are such as augmentative &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system,
structured teaching (TEEACH), conductive education, positive behavioral
approach, supported employment, etc.

第一的幼兒運動會中
暫代家長參與親子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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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reate special progra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nd their
families, programs are such as“family
resource centers with toy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college”,
“behavior support studi”, etc.
3. Participating several governmental

27 年前辦公室同仁合影

committees to advise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s upon policies and
act as an advocat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4. Having been an author or co-author, translator or co- translator of 9
books, and having edited 25 books published by the First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The publications are rather practical- oriented and are widely
used in Taiwan.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Studies
I hope to be able conduct some evidence-based studies upon the useful
service strategies, and publish some more good books for the ﬁeld of disabilities.

慶祝北縣中和中心 20 成立週年

週六社區大學籃球課程參與練習

與董事長柴松林合影

接待獅子會前來捐款

與社會資源連結辦理園遊會

學員領取信義社區大學健樂營課程學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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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持「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期待您利用以下方式贊助「第一」，我們將以最優質的服務回報您對心智障礙
人士及其家庭的每一份關懷與支持。所有募得款項及發票中獎所得，會定期公佈
於本會的網站，公開徵信。

捐款方式
❤ 郵政劃撥
帳號：05175271．戶名：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 信用卡傳真捐款
請上本會網站下載捐款單，填寫並傳真至 (02) 2720-1932 或郵寄至本會。
－本會信用卡扣款日為每月的 27 日（遇假日順延）。
－接受卡別：VISA、MASTER、JCB、聯合信用卡、大來卡。
❤ 信用卡線上刷卡
請上本會網站，進入線上刷卡系統。
－本線上刷卡系統由智邦公益館提供，採 SSL 加密方式傳遞信用卡資料，
請安心使用。
❤ 郵局帳戶自動扣款
有郵局帳戶的愛心夥伴們，酄迎上本會網站下載自動扣繳授權書，
填寫並傳真至 (02) 2720-1932。
❤ 7-ELEVEN ibon 便利生活站捐款
請至 7-11 門市的「i-bon 便利生活站」，
點選「繳費」→「虛擬帳號」，鍵入「DIYI」，
並輸入聯絡電話及捐款金額，即可列印繳費單，再到櫃檯繳費。

捐贈發票
• 懇請提供發票箱擺放地點，幫助本會募集發票。
• 請來電索取捐發票之回郵信封（免貼郵票），將您的愛心投遞給第一。
索取專線：(02) 2722-4136 #832 推廣組
本會網站：www.diyi.org.tw
本會地址：1105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 342 弄 1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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