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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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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案人：王方伶（貢獻度：30％）
參與提案人：楊凱翔（貢獻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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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詒君（貢獻度：10％）、林慧君（貢獻度：10％）
陳威勝（貢獻度：10％）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
新事項。
（六）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在愛裡完整」─以易讀方式推動心智障礙生命教育

陽明教養院(以下簡稱本院)主要服務重度、極重度的心智障礙
者，院生平均年齡達 35 歲，家屬平均年齡為 67 歲，近年來隨著雙
老化家庭的比例逐年增加，讓邁向壯年的心智障礙者，都有機會面
臨重要他人老去、或臨終的狀況，因此本院常常發生院生因親人離
世難以排解內心悲傷，而引發嚴重情緒行為(自傷或傷人)之情況。
因此，近幾年的心智障礙者支持服務，於是逐漸開始重視生命教育
的應用。
生命教育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是陌生的，心智障礙者也不例
外，但目前市面上生命教育的繪本或教材均不適用於心智障礙者，
而未知令人害怕，在這種重要的時刻，怎麼讓這群心智障礙者，心
提案緣起 理與靈性的需求得到慰藉呢？究竟可以用甚麼方法，讓心智障礙者
比較容易了解我們要傳遞的訊息？
易讀易懂（Easy Read）是來自 2008 年歐盟所提的概念，透過
這個概念所編寫的文件，可以讓心智障礙者更容易獲得資訊，而這
也符合聯合國通過「國際身心障者權利公約」(CRPD)第 21 條所提
及的：身心障礙者應該有「意見表達的自由及獲得資訊的機會」。
因此，為了提供服務使用者更適合的資訊內容，本院嘗試以易讀易
懂準則編定 1 套心智障礙者專屬的生命教育繪本，期待運用這套教
材發展出適合院生的生命教育課程，減少服務使用者對未知的恐
懼、讓他們感到安心。

一、實施過程
結合資源拍攝
影像版教材
生命教育故事
撰寫
易讀小組

公民咖啡館
蒐集照顧者意見
易讀小組

調整方向、
教材結合課綱

社工課、易讀小組

編輯品管
印刷付梓

結合資源繪製
圖文版教材

品管委員
、易讀小組

易讀小組

擬定生命教育
課程大綱

編訂生命教育
教案

課程招生
準備開課

生命教育小組

生命教育小組

生命教育小組

（一）舉辦公民咖啡館，蒐集照顧者意見
隨著服務使用者的生涯階段不斷往前推進，對各式資訊的需
求也會有所變化，確認資訊需求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由於服務
使用者的平均年齡已屆中年，除了自身的身體變化外，也漸漸容
易遇到與同儕、家人分離的議題，為提升安心感，確立需成立生
命教育班的方向。
實 施 方
因本院服務使用者的特質，設計生命教育課程及教材時，需
法、過程及
參考較多照顧者的意見，本院於 105 年 7 月 22 日辦理「心智障礙
投入成本
者教材編製討論會─易讀運動公民咖啡館」，邀請家長、教保人
員、護理人員入桌討論，針對心智障礙生命教育進行內容探索。

（二）發展系列教材
考量服務使用者特質，並依公民咖啡館蒐集的意見，本院採
用貼近心智障礙者生活的故事，作為系列教材的起點，期待透過
熟悉的情境，引導他們接觸陌生的生死議題。為了讓照顧者在帶
領閱讀後，可以有引導思考的依據，並在與本院生命教育小組討
論後，在故事後方編撰了簡單的延伸學習單，方便設計課程使用。
文 字 撰 寫 及 排 版 過 程 均 參 考 歐 盟 國 家 於 2008 年 所 訂
「Information for all」之易讀準則，由易讀小組負責編訂系列教

材，邀請其他可表達想法的服務使用者，就可接受的生命教育教
材表達方式表達意見，做為後續編製教材的重要參考。
教材編輯告一段落後，邀請本小組的品管委員協助檢視文字
敘述方式、圖畫內容代表性，並邀請外部專家提供易讀易懂資訊
編輯意見，依品管委員及專家建議修正內容後付印出版。

（三）編訂課程
配合教材編製開始規畫課程大綱，依服務使用者特質，編定
適合中重度以上心智障礙者的生命教育課程，將課程內容著重於
覺察情緒、正確表達情緒、宣洩情緒的引導，並教導服務使用者
學習與他人建立良好連結。
每期課程除可能遭遇重要他人離世的高風險個案、家中照顧
者僅有一位的服務使用者外，並有固定比例為可做為陪伴同生活
區/工作組高風險個案的小幫手。
（四）精進創新亮點
1. 出版國內第一套以易讀原則繪製的生命教育繪本專書「Easy Read」在歐美等國已行之有年，臺灣從 103 年 12 月開
始辦理易讀相關專案及研討作業，本院已為第一個推動「Easy
Read-易讀專案」的教養機構，本次以易讀易懂原則編輯完成
的生命教育繪本(一套共 3 冊)，為國內第一套心智障礙者專屬
的生命教育繪本，本院也成為第一個以易讀觀點，推動心智障
礙生命教育方案的單位。
2. 積極結合並善用資源，化不可能為可能
本院依院生認知能力及需要規劃發展 1 套 3 冊生命教育繪本，
針對認知能力最差者提供照片書，照片書中之演員均為本院替
代役男拍攝集結而成；針對認知能力稍好者提供較抽象的繪本
圖畫書，由於經費缺乏，因此激勵本院工作同仁自行繪製，並
結合人事處分配予本院之暑期工讀生，運用其繪畫專長，於暑
期工讀期間為本院完成第 3 冊生命教育繪本。

3. 翻轉服務使用者被動的角色，擔任專業品管委員及編輯顧問本方案邀請表達能力、理解資訊方式各異的心智障礙者，擔任
品管委員及編輯顧問，藉由邀請身障者參與無障礙空間的設
計，讓臺北市無論公共空間、大眾運輸工具、政府資訊、服務
等，都成為國際級的無障礙空間。
二、執行期間
（一）整體規劃
105 年 7 月開始前置規劃作業。
（二）教材編製作業
106 年 12 月第一本教材正式出版，擬於 107 年 4 月全數付梓。
（三）課程開辦作業
106 年開始，配合教材編製開始規劃課程大綱，107 年 1 月開
辦春季班，往後以每年 2 期的方式持續生命教育班服務。
三、本提案之困難點及突破策略
困難點
(一)易讀小組成員為院內
推行與心智障礙者訓
練或提供服務相關的
輔導員、治療師，需
具易讀概念及編輯相
關知識，方能完成無
障礙資訊編輯作業。
(二)身心障礙者個別差異
大，需考量理解資訊
的方式，設計符合大
多數心智障礙者可理
解的教材內容。

突破策略或方案
1.多方接觸外界團體，參加數位教材
編製討論會等活動，與其他院外相
關專業人員切磋學習。
2.邀請外部專家協助檢視教材編輯
結果，再由易讀小組修正。

1.邀請 4 名表達能力、理解資訊方式
各異的服務使用者擔任品管委
員，協助檢視。
2.另邀請本院可表達想法的 14 位服
務使用者，就可接受的生命教育教
材表達方式表達意見，做為後續編
製教材的重要參考。
(三) 連結外部資源演出角 獲 104 年蒞院演講的著作權律師襄
色、繪製圖片的肖像 助，修改肖像權同意書及著作權同
權及著作權疑義。
意書，請參與工作的人員簽署。

困難點
突破策略或方案
(四) 為遵循易讀易懂原
善用免費人力資源：
則，繪本圖畫均須另
1. 邀請本院具有表演專長的替代役
行繪製，但本院受限
男協助完成照片書的拍攝工作，因
於經費不足，無法有
其為表演專長，因此在拍攝過程頗
足夠經費聘請繪圖
為順利，院生接受度亦高。
師。
2. 邀請本院有繪畫興趣之同仁參與
專案，第 2 冊繪本係由該同仁免費
繪製，亦頗具專業水平。
3. 本院於 105 年獲配 1 名暑期工讀
生，該生擁有繪畫專長，因此商請
其工讀期間協助本院繪製其中 1
本繪本，該生完成之繪本亦為院生
所喜歡，工讀生亦頗有成就感。
四、投入成本
105 年至今，辦理公民咖啡館、後續設計教材及辦理課程等作
為，除課程講師、教材檢視專家出席費共計 7,200 元，及課程所需
材料約 8,000 元外，辦理活動、編製教材、課程運作均由小組承辦
人員自行辦理。教材相片演出人員、圖片繪製則以媒合外部資源
蒞院協助為主，預估節省經費 103 萬 2,200 元（詳如下表）
。
項目
經費
媒合資源
節省經費
易讀教材 模特兒通告費
團體
8萬5,200元
真人實境 6人*4小時*2,000元 「最近紅什麼」
照片拍攝 攝影師拍攝費
2人*4小時*3,000元
相機租用費
2台*4小時*1,100元
腳架租用費
2台*4小時*550元
易讀教材 內文繪製
易讀小組成員
24萬5,000元
圖畫繪製 (20張+24張)*5,000 學生志工
元
封面設計5,000元
易讀教材 編排設計
易讀小組成員
70萬2,000元
編排
(44頁+28頁+36頁)
*6,500元
總計
103萬2,200元

（一）服務使用者
預計自 107 年起，每年開 2 期生命教育班、共計 24 堂課，以
小班教學方式，透過生命教育課程，使服務使用者學習覺察情緒、
正確表達情緒、宣洩情緒，並學習與他人建立良好連結。
（二）照顧者
加強生命教育班過程中，以聯絡簿或其他形式，向照顧者說
明服務使用者參與的狀況；並配合家長座談會、親職講座等，安
排與生命教育相關的課程、提供家屬諮詢的專線或其他聯絡方
式，期望增加家屬在過程中的參與，滿意度可達 81%。
（三）社會大眾
期望透過正式出版生命教育繪本，引起社會大眾對心智障礙
者生命教育的參與、重視，提升家長、照顧者及心智障礙者對生
命教育的認知，進而降低因重要他人離去而產生的適應不良。
實際執行
（四）建立中重度以上心智障礙者生命教育課程 model
（未來預
預計於 107 年 4 月 23 日辦理贈書（圖書館及身障資源中心）
、
期）成效
及心智障礙生命教育經驗發表記者會，與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分享
本院生命教育課程及教材，嘉惠更多身障照護機構、身障者及其
家屬與照顧者。
並預計於 5 月 21-23 日，於 2018 第九屆兩岸四地啟智服務研
討會，發表本院以易讀方式推動心智障礙生命教育方案的經驗，
現場並開放教材登記索取，期望讓不只是台灣的心智障礙服務團
體，也能看到本院推動易讀及生命教育課程的能量。
（五）未來展望
期望以本院做為起頭，喚醒相關專業人員及社會大眾，對易讀
易懂及心智障礙者生命教育的重視，讓資訊能真正橫越過認知所
產生的落差、語言產生的障礙。同時搭配適當的課程設計，讓心
智障礙者了解資訊的含意，相似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時，不再驚
慌失措，減少後續的不安。
附件 1 公民咖啡館相關文件
相關附件 附件 2 生命教育系列教材樣本
附件 3 生命教育課程規劃
姓名：王方伶
聯絡窗口 電話：(02)2861-1380 轉分機 305 或 306
Email：sophwan@gmail.com

附件 1 公民咖啡館相關文件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心智障礙者教材編製討論會─易讀運動公民咖啡館（節錄部分議題）
題號

議題

會議紀錄
生命教育應涵蓋的內容：
1. 學習生命、看待生命、接觸生命。
2. 分離是院生最常會遇到的議題（包括老師換區、家長接送）。
3. 「生、老、病、死」，生命教育應涵蓋體會誕生、成長、死亡、疾病各個階段，並學習要
如何處理。
4. 院生都有其感受的能力，生命教育應廣泛涵蓋到家長、工作人員。

1

生命教育課程建議：
1. 建議可引導院生循序漸進理解死亡（例如帶院生參加告別式）。
對於「生命教育」這個 2. 部分桌員建議可帶院生養寵物，認識誕生及死亡；但也有部分桌員認為養寵物有可能會麻
議題，您認為涵蓋那些 煩到照顧者、但院生還是對生命這個議題沒什麼感覺。
內容，您又最希望讓院 3. 生命教育應符合院生的能力，建議可參考國外對 6 歲以下面對死亡的教育方式。
生知道什麼？
4. 家人生病時，讓院生了解及預告，包括需要休養多久、誰去陪伴。
5. 悲傷輔導，陪伴院生面對、參與過程。
6. 部分桌員建議可用繪本、搭配生動活潑的方式講解教學，但也有部分桌員質疑用圖片教導
的可行性，認為動態的實作或影片比較生動、容易理解。
其他建議：
1. 引導院生尋找失去父母或回家機會的替代方式（如尋找可提供慰藉的替代物、讓院生多參
加活動保持忙碌狀態）。
2. 營造充滿愛、安心、尊重的環境。
3. 部分桌員擔心「生命教育」議題會對院生產生壓力，認為不能了解的院生快樂過日子就好。

題號

議題

會議紀錄
有關「老化」：
1. 可於生活區放院生熟悉的人物照片，將出生至年邁的成長過程呈現出來，甚或可配合電腦
修圖模擬老態。
2. 遇到較年邁者時，可予以教育老年人的相關表徵：白髮、皮膚皺、行動較緩慢等。
3. 透過遊戲讓院生體驗老化的身體狀況，如穿鉛衣體驗何謂駝背、戴霧霧的眼鏡夾綠豆感受
老花眼和精細動作退化、在腿上加重量來感受走路緩慢／行動不便等，以上遊戲方式雖然
偏向適合認知及肢體功能較好的院生，不過亦可用類似的想法構思適合程度較弱院生的遊
戲。

2

有關「死亡」：
您認為如何讓院生認識
1. 提供環境機會感受：參加親友喪事儀式，以此機會試著將所有情緒感受傳遞給院生。
「老化」、「死亡」的
2. 在家人開始生病、病程可能會步向死亡時，逐步調整家長接送院生的頻率，讓其漸漸感受
議題？
到與家人見面次數減少，直到不見家人為止，引導院生體會消失、不見的概念。
3. 可透過相關影片觀賞來認識「死亡」，過程中適度給予在旁解說與情感支持。
4. 以植物、動物之生命過程，應用圖卡併故事導入。
5. 讓院生知道死亡只是轉換另一個地方生活，並非結束，屬於另一個新開始。
6. 平時可透過不固定的老師照顧與同儕相處，讓院生學習重新認識新老師、新同儕，讓其提
前學習面對新環境和分離時的情緒轉換，並及早了解院生對分離焦慮程度。
其他建議：
1. 對大部分無法理解與表達的孩子，請院方可再努力開發新的方式，讓院生學習。
2. 家人如果能參與課程，一同引導院生，應能有更好的效果。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辦理各項活動花絮網頁更新資料說明表
活動主題

心智障礙者教材編製討論會-公民咖啡館形式

活動日期/
時間

105 年 7 月 22 日 8 時 30 分至 12 時 00 分

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參加對象

活動內容
---請簡要
敘述當天
活動情形
至少 3 行

對於心智障礙者生命教育議題有興趣之公民，家長、直接服務提供者、
社工專業人員、醫療專業人員、管理人員共 28 人。
7 月 22 日上午，陽明教養院邀請到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邱慧珠蒞
院擔任本次活動顧問，邱執行長有豐富的公民咖啡經驗，在活動開始
前準備了 1 小時的精華課程，讓所有的工作人員充分了解活動的意
義、目的與流程。
本次討論會準備了 3 個議題分別與「生命教育」、
「認識老化與死亡」
與「易讀可以提供院生怎樣的服務」有關。參與情況非常的踴躍，有
8 位院生家長出席，他們的意見是這次討論會最重要的收穫。公民咖
啡館採用自由、開放的模式，讓大家可以暢所欲言，並在 3 回合內形
成概念與共識。雖然面對的是嚴肅的生死議題，但是與會夥伴也肯定
這一次的嘗試。
在緊湊的 3 回的討論後，大家把自己的想法與意見書寫在便利貼上，
讓這些意見在海報紙上自由的舒展與連結。最後把這些脈絡與連結，
匯集在海報上面。雖然對於浩瀚的生命，這只是有限的探索，但仍但
給大家滿滿的收穫。

邱慧珠執行長說明活 陳威勝課長致贈院生
熱烈討論，發表意見 匯集意見，形成共識
動重點
產品

生命教育議題的探索 共識整理在海報上

關於易讀的種種想法 大功告成，合影留念

附件 2 生命教育系列教材樣本

附件 3 生命教育課程規劃

愛。永恆

107 年生命教育春季班

壹、緣起
生命中每一次的變化，意味著需要重新學習、重新適應，心智障礙者
在這樣的過程中，需要較一般人更多的引導和陪伴，為了減低這群服務使
用的的不安，生命教育勢在必行。
隨著服務使用者年齡漸長，超過 65 歲的家長也越來越多，本院從 105
年開始籌畫提供生命教育，106 年 12 月開始，教材也陸續付梓，107 年的
生命教育春季班也完成規劃，即將開班，期望以貼近他們生活的活動方式
和故事，透過熟悉的情境，引導他們接觸陌生的議題，減少對未知的恐懼。
貳、課程規劃
生命教育的內涵廣泛，所有課程都奠基於培養健康的心靈，在對生活
擁有正向積極的態度後，就能「有能力做出好的選擇、展現好的品格、行
出好的行為、活出生命應有的意義與價值」
。
本院生命教育班課程規劃，擬結合生命教育系列教材的故事內容，配
合有趣的實作課程，著重於覺察情緒、正確表達情緒、宣洩情緒的引導，
並教導服務使用者學習與他人建立良好連結。
 規劃人員：王方伶、楊凱翔（主帶）、鄒宜庭（主帶）
 時間：108 年 1 月 29 日-5 月 7 日，每週一下午 1 時 30 分~3 時 00 分
 地點：手工藝教室
 參加對象：
除可能遭遇重要他人離世的高風險個案、家中照顧者僅有一位的服務
使用者外，並有固定比例為可做為陪伴同生活區/工作組高風險個案的小幫
手。預計共 12 人。
 家庭照顧能量較低者
- 案父母單親且≧60 歲或其中一人≧70 歲
- 案父母已離世、主要照顧者為手足/或父母的手足

 可擔任陪伴同生活區/工作組高風險個案的小幫手

 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名稱
(1)
相見歡~
1/29
(2)
2/5
(3)
2/12

喜怒哀樂

(4)
3/5

「生命」是什麼

(5)
3/12
(6)
3/19
(7)
3/26

我的情緒

(8)
4/10

優點大轟炸

(9)
4/16
(10)
4/23

我心目中的好朋友

(11)
4/30

感恩的心

(12)
5/7

課程回顧

規律 V.S.特別

校外教學─花卉實驗
中心
我種了什麼

我最想念的人

課程內容
1. 名牌製作
2. 互相認識活絡氣氛（自我介
紹、介紹自己的重要他人）
1. 認識情緒
2. 手做情緒面具
1.「爸爸不見了」導讀
2.認識自己的日常生活作
息、分享平常最期待的事
1.講解生命歷程
2.種子盆栽、芊插薄荷
1.複習情緒感受
2.練習情緒表達
賞花，感受花開花落
1.盆栽觀賞
2.手做料理（薄荷炒蛋）
3.播種
1.「永遠的朋友」導讀
2.和左鄰右舍打招呼
3.優點大轟炸
我喜歡的（優點＋缺點）

課程目的
人際關係互動

情緒認知、人
際關係互動
情緒認知、感
受不同事件對
自己的影響
和植物連結、
建立「生命」
的概念
情緒認知、人
際關係互動
感受生命歷程
和植物連結、
感受生命歷程
人際關係互動

人際關係互動

1.我畫‧我話─我最想念的人 情緒認知、人
2.生命樹製作(I)
際關係互動、
分享
1. 我最感謝的人或事情
情緒認知、人
2. 生命樹製作(II)
際關係互動、
分享
1. 採收、料理
和植物連結、
2. 回饋分享
人際關係互動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