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108 年第 2 次家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 年 8 月 24 日（六）上午 10 時 5 分
貳、 會議地點：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華岡 2 樓大會議室
參、 主持人：廖院長秋芬、陳會長莉庭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家長會會務報告：(略)
陸、 陽明院內成果報告：(略)
柒、 永福之家成果報告：(略)
捌、 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列管事項報告案
（一）有關反映本院洗衣房清洗烘乾服務使用者衣物變色縮水一案。(秘書室)
說明：
1、目前以一般烘衣溫度 70 度進行，且無衣物縮水狀況發生。若在防疫感
控期間必須將烘衣溫度調高至 80 度，並延長烘乾 10 分鐘，以落實消毒。
另衣物經多次清洗烘乾的過程本來就難保如新，僅能確保變色狀況差異
不要太大。
2、經生活區試用新款洗衣粉尚無明顯差異變化。
3、內衣褲與日常生活衣物分開清洗。
4、請洗衣房人員每日確實登記烘乾衣物溫度(一般溫度為 70 度，只有感控
期間可調為 80 度)，自家長幹部會議後已每日登錄烘衣溫度並每日抽
查，將連續 3 個月每日不定時抽查華岡永福烘乾衣物溫度，並在第 3 次
家長幹部會議及座談會報告。
家長意見：
陳會長莉庭：希望抽查人員在抽查表上簽名，以便日後可知由誰抽查，確
認是否有改善。
余組長榮城：已在家長幹部會議討論此案，原希望院方可分衣物材質清洗，
但在執行有困難；故至少要將內衣褲與日常生活衣物分開清
洗，避免交叉感染。另請院方主管確實督導工作人員落實執行。
會議結論：先進行 3 個月每日登錄烘衣溫度及巡檢抽查溫度，並在第 3 次
家長幹部會議及座談會報告。
（二）有關反映本院交通車司機態度、停車位置及胎紋檢查一案。（秘書室）
說明：
1、已發文予車公司請其配合本院規定停車地點停車，另本院交通車承辦人
亦跟車確認停車位置；司機態度亦與車公司反映；於每月驗車時檢查胎
紋須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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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製作各線返家交通車檢核項目於點名體溫表內，已自 4 月 26 日起請
隨車人員勾選確認交通車司機有無違規事項以回報本院統整。
3、有家長反映劍南路線司機最近幾週未停在港墘站指定位置，已請交通車
公司提供行車紀錄器畫面以確認停車位置。
4、有家長反映港墘站原定停車位置常因車輛太多不易停車，建議可尋找其
他下車地點，本院將發放下車地點排序調查表，請港墘站家長勾選停車
位置順位，爾後原定停車位不便停車，將依家長勾選之順位停放車輛。
5、有家長反映交通車冷氣過冷，已請接車人員協助留意溫度，並將冷氣溫
度列入點名體溫表內檢核項目。
家長意見：
余組長榮城：港墘站停車位置，可以跟家長溝通把車移開讓交通車停入避
車道，但也希望司機要配合等家長移車後再停車。另須要求
接車老師要確實監督司機停在指定位置。
會議結論：請接車人員落實執行檢核工作，並在第 3 次家長幹部會議及座
談會報告執行情形。
（三）有關家長反映院生受傷，但因不知區內輔導員、課長電話無法即時反映，
請本院提供主管聯絡電話一案。
（社工課）
說明：
已製發本院日間及夜間假日聯絡電話表於 108 年 1 至 2 月間發放，並請生
活區及駐點人員協助發放，有家長表示未收到，現場及永福之家亦提供相
關表單可索取。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解除列管。
（四）有關本院服務使用者情緒行為問題三級處理原則一案。(保健課)
說明：
依前次家長座談會會議結論，於 2 個月內完成訂定相關處理原則，已先提
供家長會表示意見，並經家長幹部會議同意依本原則辦理。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解除列管。
（五）108 年院慶辦理日期及地點。
（社工課）
說明：辦理時間訂於 10 月 26 日，辦理地點訂於本院及永福之家，活動形
式與往年相同。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解除列管。
（六）一例一休後，社會適應活動流於形式。(養護課)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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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家長反映近來社會適應活動大約 9 點多搭車，至活動地點下車活動大
約 10 多分鐘，拍照即離開，時間都花在搭車，讓社會適應活動流於形
式。建議社會適應活動地點不必遠，只要活動時間長一點就好。
2、研議後目前辦理方式如下：
(1)社適提早於 8:50 出發。
(2)地點改為車程 35-45 分鐘可抵達位置。
(3)每次社適訓練包括搭車訓練、活動及就地用餐，總計可達 3 小時以上。
(4)若找不到合適用餐地點也會購買外食回院內。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解除列管。
（七）因目前院方不收有三管（鼻胃管、氣管、尿管）的院生，所以當院生有三
管之一就必須離院，是否有一個期程確定日後皆須插管才讓家長辦理離
院。(保健課)
說明：
因本院係屬身心障礙之教養服務機構，與收受管路之養護型等機構不同，
當個案病情所需留有管路，經家長幹部討論同意以下事項：
1、轉介護理之家接受專業服務及移除管路訓練。
2、返回案家自行照顧及移除管路訓練。
3、若須在院接受移除管路訓練，家長須雇用一對一看護人力到獨立空間照
顧個案，緩衝訓練期程為 1 至 3 個月(視個案身體狀況而定)，仍因身體
機能衰退因素無法移除管路，則協助轉介至護理之家。
家長意見：發生需要急救事件，從本院到醫院，且家長尚未到達醫院，醫
生判斷要急救或插管，但希望孩子不要因此多受痛苦或成為植
物人導致加重負擔，可否確定家屬有無權利決定不要插管及放
棄急救。
永福之家：建議找安寧基金會向家長說明安寧議題。
會議結論：請保健課再研議家長提出急救問題。
（八）有家長反映希望可提供零用金使用明細資料一案。（照顧課室）
說明：配合提供服務使用者個人零用金使用明細表影本及醫療收據正本予
家長。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解除列管。
（九）永福之家院生任何傷害對院方(陽明)的通報層級為何、有無 S.O.P、標準及
就醫原則。（社工課、保健課）
說明：
1、永福之家之通報皆依社會局相關規定執行，通報項目及流程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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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永福之家危機事件處理流程」。目前每日駐點人員皆會紀錄服
務使用者狀況，另已與該家確認，除須通報社會局之案件外，另有服務
使用者受傷及家長反映事件，由該家社工通報本院後，立即使用通訊軟
體 line 群組回報長官知悉；紙本紀錄續依流程陳核。
2、華岡與永福服務使用者就醫原則皆為除無依服務使用者及緊急醫療事件
由機構處理送醫；一般機構外就醫皆由家屬自行帶往醫療院所就診。若
有家屬反應無法帶診，但現場人力有限，改找休假人員詢問意願，因休
假人員利用自己時間陪診非志工本應給予費用(該費用完全交予陪診人
員)，故應由家屬負擔，去電告知就醫需求時如家屬表達無法配合，皆
會詢問家屬是否同意支付陪診費及交通費。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十）每次院生受傷都是原因不明造成的狀況，監視器都沒有畫面，如何讓家長
了解受傷真相。
說明：
1、每日於洗澡訓練時檢視服務使用者外觀，要求工作人員依實際狀況回報
長官及家屬；若有異常，則立即通知護理站，填意外事件通報單，並啟
動調查機制(監視器)，相關結果回報長官及家屬。並檢討意外事件原因，
會同治療師檢視服務使用者生活特性、區內環境及服務流程，進行改善
並訂定 SOP，防止意外事件再次發生。
2、第 2 次家長幹部會議有家長建議在寢室、浴室及廁所裝設錄音設備，經
本院詢問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福利組機構輔導科，錄音設
備亦屬監視設備，即使不拍攝畫面只收錄聲音仍違反個案隱私規定。
3、有家長建議院方訂定辦法，明訂日後院生受傷係院方照顧疏失導致院生
受傷，其醫療所需及衍生所有費用應由院方(工作人員)負擔。有關此項
建議，院生受傷責任歸屬須由家長提出申請公正第三方鑑定受傷原因，
另本院將再評估家長建議訂定此類辦法是否可行。
家長意見：
余組長榮城：
1、現在皆做到有傷口即通知家長或寫在聯絡本上。希望對於個案受傷原因
據實以告，並好好擦藥，不要隱瞞或編造原因糊弄家長，可以找到真正
原因避免傷到其他個案。
2、建議在生活區設置保健箱，若孩子身上有小擦傷或瘀青，可以讓生活區
工作人員先幫孩子擦藥，不用特別去護理站處理，避免有老師嫌煩不處
理。
會議結論：本院會加強督促工作人員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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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永福之家門口廣場常有化糞池味道。（永福之家）
說明：仍有家長反映聞到味道，將邀請家長代表、永福之家及本院共同
到現場會勘氣味來源。
家長意見：每次去都有味道，請隨時處理。
永福之家：目前皆按時抽化糞池，並要求工務人員每週檢查化糞池，如
發現化糞池接近蓄滿，會請廠商先來處理。但化糞池建造結
構問題，是目前無法處理。
會議結論：請永福之家按時抽取化糞池。
二、本院報告案
（一）有關中秋節及雙十節連假交通車班次及時間一案。（秘書室）
說明：
1、中秋節連假交通車班次及時間：
(1)108 年中秋節為 9 月 13 日（五）
，依往例接駁交通車停駛。
(2)本院中秋節期間院生搭乘交通車返家日期為 108 年 9 月 12 日(四)、9
月 14 日(六)，返院日期為 108 年 9 月 16 日(一)。
2、雙十節連假交通車班次及時間：
(1)依 108 年 4 月 27 日家長座談會結論：如非傳統三大節日（春節、端午、
中秋）不調整交通車班次，故與往年相同，雙十連假不另行調整交通車
行駛時間。
(2)返家日期為 108 年 10 月 11 日(五)、10 月 12 日(六)，返院日期為 108
年 10 月 14 日。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二）有關 108 年本院服務使用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暨教養費用審
核(總清查)一案。（社工課）
說明：
1、預定於 8 月 24 日家長座談會及擇日(平日及假日各 1 場)辦理說明會向家
長說明本次審核辦理程序。
2、本次預定自 11 月開始進行審核作業，審核方式與往年相同。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三、家長幹部會議反映及建議事項一案。
（一）有家長反映永福之家院生有沒有發制服。
說明：最近家長陪同外出社會適應，發現只有華岡的院生有新款式制服，
但沒看到永福院生有同款式顏色的制服，現在是否只有華岡院生才
有新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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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回應：
自去年預算編列起，只能編列華岡永福孤兒及低收入戶服務使用者制服費
用，但去年有筆外捐可用於購買制服，故可全數發放制服。今年預算亦同，
所以只有華岡永福孤兒及低收入服務使用者發放制服。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二）永福家長反映院方提供的口水兜只有黑色，希望提供其他顏色。
說明：永福生活區發給院生使用的新款口水兜都是黑色，這個顏色看不到
蚊子在上面，院生又不會自己趕走蚊子，對院生不好，希望有其他
顏色。
永福之家：首要應先處理生活區出現蚊子，避免服務使用者被叮咬。布料
顏色部分可與接洽之廠商溝通改為其他顏色。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三）華岡生活區的浴室廁所間數不夠使用，另許多間廁所沒有馬桶坐墊。
說明：近期華岡院區整修，生活區搬遷後，家長入區發現廁所間數不夠院
生使用；另尚未整修的生活區廁所都沒有馬桶坐墊，讓孩子直接坐
在馬桶上。
本院回應：
本院已全面檢視浴室廁所，原有個別生活區因服務使用個別狀況未使用馬
桶坐墊，但考量家長反映，現已全數裝設馬桶坐墊。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四）永福之家的蒸飯箱十分老舊希望可以更換。
永福之家：蒸飯箱原訂排在今年更換，但因有其他物品也損壞須排入更換，
如服務使用者使用之鍋爐損壞，僅剩 1 台可正常供應熱水，考量
冬天一定不敷使用，為了服務使用者身體健康，故先撥出經費更
換鍋爐，預定近期內完成採購。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五）加強永福院生口腔清潔。
永福之家：
每年辦理 4 次口腔在職教育訓練，目前有 6 位教保員每人負責 3 個生活區，
入區檢查各區用餐及潔牙情形，主管不定時入區查核。如有家長發現未落
實執行，請立即反映，將再加強督導。
家長意見：
彭組長美蓮：是否比照烘衣溫度設計巡核表讓查核人員使用，常有家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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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是生活區工作人員沒有幫孩子刷牙，不是沒刷乾淨的問題。
陳會長莉庭：一般人牙齒看診牙醫，醫生也會說哪邊沒刷乾淨；所以孩子
的口腔清潔要靠工作人員來做是有困難，甚至有些孩子是不
願意張開嘴刷牙，所以是不是可以考慮多用漱口水來刷牙。
永福家長：曾發現孩子口腔內有一點一點的傷口，所以吃飯和刷牙時才會
一直哭，建議全面檢查每位孩子的口腔內部。
余組長榮城：希望在飯後讓孩子多喝水，並訓練孩子漱口，把口腔菜渣吞
進或吐出來。
本院回應：
本院服務使用者每 3 個月就診牙科 1 次，由牙醫師使用牙菌斑顯示劑，檢
查牙菌斑殘留狀況，並做出評分才是對服務使用者口腔清潔的客觀判斷，
這些資料也會在病歷留下紀錄，會請牙醫師公會醫師一起協助督促生活區
工作人員落實執行口腔清潔。
會議結論：
1、請保健課再研議口腔清潔保健問題；並請永福之家研議製作口腔清潔查
核表，及了解家長提到服務使用者身體狀況異常之處。
2、讓服務使用者多喝水及訓練漱口，請照顧課室生活區處理。
（六）家長反映親子旅遊活動地點餐食份量不足。
說明：
1、家長參與本次活動發現餐食份量不足，讓院生及工作人員都沒吃飽，且
負擔相同費用，卻與其他到園區活動的團體菜色差異太大，讓家長感覺
被歧視。
2、家長會活動組可協助活動地點場勘及籌備工作。
本院回應：將參酌家長幹部建議，未來辦理相關活動將邀請家長會活動組
代表前往活動地點場勘。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解除列管。
（七）永福家長反映沒有收到當年度 ISP 正式訂定版本之資料。
永福之家：遺漏部分已補印相關資料夾帶聯絡本給家長，有家長反映沒收
也皆列印資料提供。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八）有關介紹「臺北扶老˙軟硬兼施」福利服務一案。
說明：
1、家長幹部建議本院說明此項服務，故在本次座談會介紹「臺北扶老˙軟
硬兼施」居家修繕方案，提供家長本市福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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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資訊已張貼在本院公布欄，如須紙本申請表等資料，可到社工課領
取；如有相關問題可直接電話諮詢老人福利科。
家長意見：
余組長榮城：建議家長可以找老人長照中心 2.0，電話 02-25371099 轉 107
或 106，只要家長有超過 65 歲，可直接電話洽詢，該中心會
派專人到家勘查做整體規劃，補助金額比本市多，另家中有
身心障礙孩子也會放寬額度。建議可以印相關通知單及資料
給家長。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玖、臨時動議：
一、為何在永耕看診拿藥與台大醫院看診拿藥的數量不同（永耕拿到的數量比較
少），以及在永耕看診要相隔好幾天才能拿到藥。
永福之家：拿藥份量受限於健保給付，永耕是地區醫院與台大屬於醫學教學中
心醫院不同，故在拿藥份量係屬健保規定限制。
二、永福之家要通知家長帶孩子到其他醫院看診，請不要到晚間才臨時通知，會來
不及安排復康巴士。
三、工作人員餵飯太快及每日餐食安排問題
說明：
（一）永福工作人員大約 2 分鐘餵完一個或像泥狀餐在碗底最濃稠部分沒餵完，
只餵給孩子吃上層部分，讓孩子體重不增反降。
（二）華岡假日有炒米粉，老師卻用很快速度餵食，米粉是很乾的食物，用很快
的速度餵給孩子吃會很危險，容易噎到。假日人手比較少，需要較多人力
協助食物盡量安排在週間供餐。
永福回應：家長提到服務使用者體重部分，目前皆已處理，如雙卡等營養食品
也不會吝惜讓服務使用者食用。
本院回應：家長反映炒米粉事件，當下即調閱監視器查看服務使用者當日進食
狀況，該位服務使用者會可自行吃飯，工作人員有讓她自己吃，並
沒有在 2 分鐘內就餵完。另家長反映的那位工作人員已有進行輔導
處理。
會議結論：餐食安排部分本院再研議。
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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