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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為掌握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最佳療效，提供近便性與社區化之療

育選擇，爰依據「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訂定本實

施計畫，辦理單位依兒童發展評估結果與家庭功能及需求狀況，視

其需要及能力提供社區療育據點服務，以能達到早期療育減緩遲緩

之目的。 

二、 執行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本署)。 

（二） 協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三） 承辦單位：經地方政府規劃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社

區療育據點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或大專院校。 

三、 實施策略及方法 

（一） 協辦單位應輔導轄內承辦單位辦理本項業務。 

（二） 協辦單位應輔導承辦單位組成專業團隊執行本實施計畫，其成

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並應報地方政府備查： 

1. 教授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課程之專家學者。 

2. 領有相關專業證照者(如醫師、特殊教育教師、社會工作師、

心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語治療

師)。 

3.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 4、

5 及 11 條規定之專業人員資格者。 

4. 地方政府之早期療育通報或個案管理中心社工員並具有二

年以上早期療育實務經驗者。但遴選社工員有困難者，得專

案報請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審查，並經本署同意後酌予放寬人

員資格。 

（三） 服務對象： 

1. 經承辦單位、個案管理單位或通報轉介單位針對個案及家庭

需求評估，並報經地方政府同意由社區療育據點提供定點

式、走動式早期療育服務之學齡前疑似發展遲緩、發展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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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其家庭（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2. 前款地方政府同意由社區療育據點提供早期療育服務之個

案，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優先： 

(1) 主要照顧者因本身能力限制，致影響兒童療育。 

(2) 因經濟困窘、環境偏遠、交通不便、重大疾病或其他家

庭因素，未能接受療育。 

(3) 其他經地方政府同意由社區療育據點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之個案。 

（四） 專業團隊成員及服務對象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五） 社區療育據點設置原則： 

      依本實施計畫設置社區療育據點，應先報經地方政府核定後始

提供療育評估及服務。療育據點設置原則如下： 

1. 社區療育據點之選擇，下列地區為優先考量： 

(1) 該鄉鎮(含鄰近鄉鎮)未設立區域級醫院，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資源不足，且無其他早療據點提供服務。 

(2) 距離區域級醫院達三十公里以上，且當年度未設立相關

早療據點之離島、原住民族地區。 

2. 除經專業團隊評估，並報經地方政府同意僅提供走動式療

育服務外，社區療育據點應具下列之規模： 

(1) 作為療育空間使用之地面樓層以一樓至三樓為限，且不

得設置於地下樓層。 

(2) 每一療育空間以至少十平方公尺為原則；同一時段療育

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3) 依法需定期完成消防安全檢修申報之場所，應符合相關

規定。 

3. 選擇社區療育據點應考量下列因素: 

(1) 應以公立社會福利機構、衛生所（室）、學校、政府機

關(構) 所屬或附屬場地為優先，或結合民間組織運用

既有場所，必要時，得租用符合前款規定之房舍辦理。 

(2) 所選地點應可借用(租用)至少一年，避免頻繁更換地

點。 

(3) 地點應以場地便於尋找為優先，避免過於偏僻，並考量

當地民眾交通使用習慣。 

(4) 應促進所選地點符合無障礙療育環境。 



3 

 

     (六)辦理項目及內容： 

1. 以專業團隊整合服務模式，提供定點式、走動式療育評估

及服務。 

2. 依據專業整合建議，設計療育計畫，計畫內容應包含兒童

發展及家庭參與層面，並引導主要照顧者配合執行。 

3. 承辦單位得因地制宜提供及辦理下列內容： 

(1) 應視幼兒療育需求，提供療育評估，並擬定個別化服務

計畫據以進行各項時段療育訓練（包含：認知治療、物

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心理治療、聽能訓練、

視知覺治療等）。 

(2) 辦理家長團體與親職活動，提供親子與親職教育及促進

兒童發展之家庭支持策略。 

(3) 依據評估建議，提供各項療育、輔具及醫療資源連結。 

(4) 指導主要照顧者日常生活支持訓練、簡易動作或語言復

健、訓練生活輔具操作等技巧。 

(5) 提升主要照顧者教養知能及技巧。 

(6) 提供主要照顧者情緒支持及專業諮詢服務。 

(7) 辦理發展遲緩兒童社區宣傳與預防服務。 

(8) 其他經評估需要提供之服務。 

四、經費來源：本實施計畫經費由本署編列預算支應。 

五、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本計畫屬競爭型計畫，每年度以補助十處社區療育據點為原

則，每處據點最高補助新臺幣二百萬元整。 

（二）承辦單位得依服務需求及本署補助作業要點規定，研提計畫(需

檢附社區療育據點服務之個案名冊及工作人員名冊)申請補

助： 

項目 標準 

據

點

服

務

費 

據點服務交

通費 

1.專業人員由服務地點至服務提供場所之交通費，同

一專業人員以每日服務案次之公里數合計，五公里

至三十公里補助新臺幣二百元，三十一公里至七十

公里補助新臺幣四百元，七十一公里以上補助新臺

幣五百元整。核銷時應詳列起迄地點及公里數。 

2.若在地專業人員短缺，專業人員由服務地點至服務

提供場所之交通里程未能符合前項標準，得專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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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標準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並經本署同意後

酌予放寬交通費補助標準。 

3.離島地區交通費依公務人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辦理。 

租車費 

1. 補助租車(不含司機、計程車) 由服務地點接送專

業人員至服務提供場所。 

2. 租車日數依需求編列，每年最高以二十四萬元為

限，核銷時需附日期、地點、車號及搭乘人員名單。 

交通車購置 

1. 補助購置座位九人以下乘人汽車乙輛，最高補助五

十萬元。 

2. 承辦單位異動時應納入移交或交還協辦單位推動

早期療育業務。 

保險費 
服務地點至服務提供場所具交通風險，意外險專業人

員每人最高二百萬元。 

膳費及住宿

費 

1.偏遠地區無法當天往返者所需之膳費及住宿費應檢

據核銷。 

2.宿費檢據核銷補助新臺幣六百五十元至一千元，膳

費早餐新臺幣四十元，午餐及晚餐各新臺幣八十元。 

家長團體、親

職活動或社

區宣導 

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五萬元。 

專業人員服

務費 

1. 補助專任社會工作人員或早期療育教保人員一人，

每月服務量至少六十人次(一人*三人次/日*五日*

四週) 。 

2. 補助專任專業療育人員(如: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聽力師、語言治療

師及特殊教育教師) 二人，每月定點式及走動式療

育量至少一百六十人次(二人*四人次/日*五日*四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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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標準 

專業人員鐘

點費 

1. 補助外聘專業療育人員(如: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聽力師、語言治療

師及特殊教育教師)，每人每小時八百元，每月定點

式及走動式療育量至少六十人次(十五人次/週*四

週) 。 

2. 每人每日最高以三千二百元為限；離島地區，每人

每日最高以四千八百元為限。    

個

案

研

討

及

計

畫

評

估 

專家學者出

席費 

召開個案研討或期中、期末評估會議，專家學者每人

次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千元。 

專家學者交

通費 

交通費實報實銷(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駕駛自

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

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膳費 
1.會議延時誤餐費每人每餐最高新臺幣八十元。 

2.不補助點心費、飲料費。 

療

育

據

點

設

置 

辦公器具及

資訊購置 

1.桌、椅、櫃子等基本辦公設備。 

2.資訊設備：電腦、印表機、掃瞄器、軟體購置(防毒

軟體、OFFICE 標準版、教學相關軟體)。 

3.其他為提供據點服務所需辦公及資訊設備。 

4.承辦單位擇定之療育據點僅提供療育空間者或療育

據點為彈性設置無固定場所者，本項不予補助。 

5.承辦本計畫所接受補助之設施設備，除應列冊管理

外，承辦單位異動時應納入移交或交還協辦單位運

用。 

療育設備購

置 

1.感覺統合器具、教材教具、溝通輔具、心理測驗、

輔導設備、嬰幼兒相關圖書、兒童安全玩具等。 

2.承辦本計畫所接受補助之設施設備，除應列冊管理

外，承辦單位異動時應納入移交或交還協辦單位運

用。 

療育據點租

金 

本項非固定及常態設置之據點不予補助，申請時應檢

附租賃契約、公共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及公共意外

責任險保單影本，每一據點各每月最高核實補助新臺



6 

 

項目 標準 

幣五千元。 

印刷費 
1.印製本實施計畫相關資料、書、表、報告等。 

2.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外聘督導 
1.外聘督導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一千六百元。 

2.核銷應檢附督導紀錄。 

臨時酬勞費 
以當年度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時薪標準支

給。但每人每月補助款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專案管理費 

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最高不得超過總經費

之百分之五。所稱總經費，指實際支出補助總經費。

支用項目包括電費、電話費、水費、油料費、電腦及

影印機耗材、事務機器租金、通訊費及運費等，上列

項目均需檢據核銷。 

六、權責分工： 

     (一)主辦單位： 

1. 本計畫之訂定與修正。 

2. 補助計畫經費之審核與撥款。 

3. 辦理執行計畫評選及輔導，相關規定另由本署訂定公布之。           

     (二)協辦單位： 

1. 初審承辦單位提報之執行計畫及執行檢討報告。 

2. 核定服務之個案名冊及專業團隊。 

3. 督導承辦單位落實執行本計畫。 

4. 協助相關經費之核撥及其核銷事宜。 

     (三)承辦單位： 

1. 研提執行計畫陳報本署備查。 

2. 研提執行檢討報告陳報本署備查。 

3. 研提計畫申請本署補助經費。 

4. 辦理補助經費核銷事宜。 

5. 辦理執行計畫評選及期中執行等簡報，並依本署輔導結果修

正執行內容與方式。 

七、本計畫簽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