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中華民國106年12月出版

兒童發展遲緩
論壇報告書



2         

2016年，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已跨足二十年。這二十

年，國衛院持守創院理想，懷抱提昇國人健康福祉的信念，雖步履維

艱，卻堅定地為國人解決諸多醫衛問題，與民眾的健康福利一起成長。

二十年，台灣的大環境蛻易丕變，國衛院未來如何秉持其厚實學術研究

之能量，協調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引領台灣進入新世紀的角競，

更是二十年輪今日的國衛院需邁開步伐的挑戰。

2013年，衛生福利部由原本的衛生署結合社會福利升格成立為部，

面對日趨複雜的環境、健康、食安等各項新興問題，亟需結合學術界其

實證為基礎的建言，來幫助政府以前瞻性的政策，解決當下的問題，甚

而更進一步提供未來施政的思索。此時，國衛院做為以任務為導向的醫

藥衛生研究機構，於創院之際即期許成為國家的醫衛智庫，正是發揮其

角色功能的時刻。

也就在這樣的情勢中，於二十年前即已成立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簡稱國衛院論壇），以更廣闊的思維，涵納社會大眾最急迫之議題，

重新啟動。處於大環境替易之際，醫衛議題不斷浮現；例如影響國人健

康至鉅的食安問題，以及氣候急遽異常下擴延的登革熱感染疾病；這一

些都是論壇重啟之後的研議選項。其他如台灣於全民健保實施之後，醫

事人員的培育所出現的偏頗現象，以及日益駁雜的執業環境；甚若如攸

關全民康健的「健康體位」生活等等；均是論壇重啟一年之後，所提交

出的成績單。

代理院長 

邁開堅實步伐，國衛院論壇前瞻未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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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傳統重工業等高汙染產業漸漸外移之後，台灣也面臨了高

科技汙染如光、電及磁波等之危害新生命題，亟需及早正視，國衛院論

壇也需捷足先登地為國人把關以及思索，將來民眾會面對的最重要的議

題，甚至利用最新的科技工具，進行問題的檢核，並提出建議方略。例

如：利用大數據分析以及雲端運算，其精準醫療與基因資料庫的客製化

醫療產業等新的健康課題等。座落在竹南科學園區的國衛院，擁有與新

竹科學園區資訊科技互動的最大優勢，如其資訊、光電、奈米、晶片

等，將來如此頂尖的研究資源與國衛院媒合，將更增進國衛院的學術效

能，成為衛生福利部最有利的智庫。

欣慰於國衛院論壇自2014年重啟後，已有相當成果，完成十六本政

策建言報告：政策參採計有「罕見疾病法布瑞氏症之研議」、「上泌尿

道路上皮癌盛行之對策之研議」、「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

原則」、「老人照護：服務體系之協調與整合建議」以及「登革熱先導

計畫」等；於2016年出版「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登革熱

防治之發展回顧報告書」、「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

善」及「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新版運動指引」

五書。未來，祈願國衛院論壇結合專家學者之研議共識，建構政策分析

的證據基礎，凝聚更多有關衛生福利之政策建言，促進衛生與福利等跨

領域之溝通，進而活絡國際智庫之交流合作，以求產出肆應時代需要的

政策建議，供政府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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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攸關國計民生，尤其是公共議題，與民眾福址息息

相關，更需戒慎，故而先進國家每每仰仗具學養背景之學者組成研議型

之智庫，針對議題充分辯證、討論，待形成共識，再進一步凝聚民意所

趨，逐一媒合，以求去蕪存菁，爾後方陳達於公部門，訴諸立法機構制

訂政策。是知，專業性智庫乃改善政策系統與其環境，為推動、制訂政

策不可或缺的中介機制。

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IOM（Institute of Medicine）知名

之國際智庫，並以如上運作模式，邀集各領域專家就議題發表討論，再

聚焦形成共識。論壇做為國家級醫藥衛生之智庫，理當扮演溝通之橋

樑，以實證為基礎，提供辯證爾後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言。唯前瞻性

之政策建言必須引領民眾的認知與支持，因而，論壇之運作非僅於專家

學者的「案頭」研議，而是跨出學界大門，主動透過各種方式，將具實

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無論所傳輸之媒介為研討會、傳媒會

議、新聞稿披露、網路資訊傳播等，期藉此引起民眾關注，同時以正確

之觀念教育民眾，以為政府政策之施行善盡教育佈達的功能。

準於此，過去二十年國衛院論壇已出版六十本多項醫藥衛生議題報

告書，更於2013年衛生福利部成立後，重啟國家級衛生福利論壇，除醫

衛之外，進一步擴大加入福利議題，且舉行數場國際暨國內研討會，希

望藉論壇為聲喉達拋磚引玉的效果，甚而引起更廣泛的跨界討論，幫助

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達成衛生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真

正發揮智庫之效能。論壇重啟之後，於2014至2015年間共陸續啟動十個

議題，包含四個已受政策採行之研議。除此之外，尚有「登革熱防治政

總召集人 

序   

國家級衛生福利智庫
――國衛院「論壇」建構全民健康福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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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醫療體系如何因應少子化的社

會轉變」、「以實證探討不運動之障礙，完成新一代健康運動指引」、

「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的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產前篩檢與遺傳

診斷科技之研議與評析」等，當前國內具急迫性、重大性或前瞻性議題。

IOM於2013年出版的政策白皮書，提出「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持續學習，不斷改進的醫療體系建言，其目的為使科學研究

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國衛院論壇於2015年起，

以學習工作坊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

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未來更企盼促

動政策提供獎勵，聚焦衛生福利體系無論是病患、廣泛醫護人員以及民

眾福利的互動連結，輔以可量化的大數據資料，來改善醫療照護文化及

社會福利制度，期許建立讓民眾更好照護、更有效支出之衛生福利體系

願景。

政策之施行莫不期待民眾有感，是知政策之導引，必須獲致民眾

的支持與關注。國衛院論壇以厚實的衛生福利智庫經驗，相關的專家網

絡，結合國衛院及各大學的研究團隊，前瞻未來需求及國際視野，積

極、主動挖掘醫衛體系暨民眾福利之重要議題。藉助論壇其智庫型態之

運作，幫助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企盼提供友善環境的誘

因，來增進產業界為衛生福利資源之投入，以獲致民眾之關注，進而改

變民眾健康幸福的觀念。如此，不唯民眾有感，論壇此衛生福利智庫所

展現之價值，更於提升全民健康權益，為民眾之社會福址創造標竿，實

質地為我國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健康幸福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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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於1996年成立論壇，以扮演國家級醫藥衛生智庫之

理念，做為生醫政策發展與實務推動之溝通平台。在這生醫科技快速發

展、資訊爆炸的年代，如何由生命歷程中所有關乎健康的各種課題中，

選定研議重點，尤其針對具爭議性或面臨困境之議題，以實證研究為基

礎，將科學證據導入政策分析，導引國內產官學各領域，腦力激盪，共

同發展策略並建立共識，對國家整體生醫發展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個

人對於論壇工作之重要性有更深入的了解，是在擔任國民健康局局長期

間，當時剛完成「菸草控制框架公約」（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簡稱FCTC）簽署，為使台灣菸害防制政策更上一層

樓，遂委託論壇辦理「全國菸害防制策略會議」計畫。藉重郭耿南教授

號召許多跨領域專家學者及公益團體等熱心人士，集思廣益，研擬前瞻

性之菸害防制策略建言，提供相關單位做為菸害防制政策之重要參考依

據。由於這美好經驗，當論壇於2014年重啟時，在吳成文總召集人及蔡

世峰執行長的號召下，個人遂義不容辭，加入引導罕見疾病法布瑞氏症

之研議，作為啟動添加星火之力。 

兒童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資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提出「評估

一個國家水準，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評估該國是否關心孩童的健康」；由

於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構功能亦隨之改變，有關兒童健康政策之推行

更為複雜。為促進新世紀兒童之健康，建構以實證資料為基礎之健康政

議題召集人   

序   

一起為慢飛天使加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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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讓台灣未來的主人翁能夠健康、安全、快樂的成長，並發揮他們最

大的潛能！然而在這些未來的主人翁當中，有一群孩子成長的腳步是較

為緩慢的，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之統計，兒童發展遲緩的發生率約為6-8 

%；在國內許多民間團體於1990年代起即參與早期療育的推動工作，對

於這些工作之努力已普遍獲得社會肯定。相關法規制度由1993年納入兒

童福利法，後續並以「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推動執行

相關服務。強調兒童發展的權利，其服務須整合醫療、教育與社會福利

等相關資源，執行篩檢、通報、聯合評估、轉介與轉銜、安置的療育計

畫。然而由於早期療育服務跨越社會福利、衛生、教育三大領域，亟需

各領域專業人員及機構之間的溝通、協調及整合，才能落實有效。因

此，國家衛生研究院於2016年藉由論壇平台，經過文獻資料分析、訪談

第一線工作者及家長代表，並收集各領域專家，包括衛生、社政、教育

等等29位學者專家意見。透過焦點團體、專家會議等集思廣益，研議改

善策略，提出建言供相關單位參考。此外，為重視兒童健康的研究，國

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於2015年成立「兒童醫學及健康研究

中心」，該中心進行中之兒童醫療與健康政策白皮書，也加入早期療育

相關章節。希望藉由許多充滿熱誠的夥伴共同推動，讓這些慢飛天使和

家庭得到社會各界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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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兒童發展遲緩論壇報告書

議題召集人

林秀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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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撰寫 
劉倍吟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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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預估發展遲緩兒童發生率6-8％，我國自1993
年起依《兒童福利法》將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納入法律規範，即積

極建置相關政策措施以期能早期發現與早期治療；這也是政府目前極為

重視的兒童福利服務之一環。目前各縣市都已成立發展遲緩通報轉介中

心、個案管理中心、聯合評估中心等，提供整合醫療、教育與社政的服

務。然而因涉及中央政府多個相關部會以及各縣市政府，協調整合不

易；且存在各種困境包括專業人員的質與量不足、行政負荷大、家長認

知不足、各單位間溝通整合不易、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差距大等困難尚

待克服。例如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通報人數雖然大幅增加（由2005
年12,176人至2016年21,749人），但因嬰幼兒發展黃金期為0-3歲，然而

3歲前的發現率仍需努力。需求量增加更加重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工作負

荷量及個案等候時間；目前醫療院所療育可由健保給付，因此吸引許多

個案到醫療院所接受療育，但有重複使用資源的狀況。各縣市所使用的

篩檢量表、執行方法及標準不一致，致使品質不一；主管機關訂有聯合

評估中心之查核項目，主管單位也委請專家們訂有早期療育機構評鑑指

標，然因各縣市資源不同，而有多種不同的模式，目前仍難以比較各類

模式的成效，也因資料庫整合問題仍缺乏佐證成效的本土數據。

在可近性方面，目前各縣市至少設有一家聯合評估中心及個案管理

中心，但這些評估中心及個案管理中心大部分集中於都會區，偏遠地區

前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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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缺乏。由此可見，雖然在各單位的努力下，服務量有大幅增進，但在

質的部分仍需持續改善。

隨著衛生福利部改制，過去分散在衛生或社福部門，中央與地方等

不同部會的分工，如何能再更加整合提升效能，需要政府、民間或學術

各相關單位的通力合作。因此藉由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平台，聚集專家

學者們共同探討改進策略，以提出建言。 



13壹、定義及演進

「發展遲緩兒童」根據貝萊的定義為6歲以前的兒童，在認知、生

理、語言溝通、社會心理及生活自理能力等五種領域的發展中，至少有

一項與同年齡正常兒童比較有大於20％落後或是在發展評估測驗的評比

上，落後2個或2個以上標準差者稱之 1。

選定一份適合的發展遲緩評估工具是重要的；它必須要有以下的

特點：良好的定量方法，良好的信效度，對於不同年齡的兒童都可以

進行評估，也必須適合不同文化背景，施測簡單迅速，花費低廉的特

點 2。如何評估，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做法。加拿大健康照護預防工作

小組（Canadian Task Force on Preventive Health Care, CTFPHC）於1990
年建議孩童於2、3、6、8個月以及2歲和3歲大，在施打疫苗的同時，使

用學齡前發展量表（Preschool Development Questionnaire）或是其他測

試去評估兒童是否有發展遲緩。但由於沒有強烈證據指出可以有效去評

估兒童是否有遲緩，因此於1994年起建議使用學齡前發展遲緩問題篩檢

（preschool screening for developmental problems）。另外加拿大安大略

省，在2005年開始，建議再加入兒童於18個月大時使用Nipissing區發展

篩檢表（Nipissing District Developmental Screen (NDDS)）和洛克嬰兒紀

錄手冊（Rourke Baby Record）進行發展遲緩的評估。2011年，加拿大

兒科醫學會（Canadian Paediatric Society, CPS）建議再加入18個月大孩

童的生長以及發展評估，學者們認為這個時期是最重要也最適合的評估

發展的時間。

美國於1960年代起，為了降低社會階層對於兒童發展影響，就開

壹、定義及演進

       林漢斌‧賴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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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早期療育的介入。當時服務對象主要為生理、認知、社會情緒發展

與適應上診斷為高危險群的嬰幼兒。1992年，美國小兒科醫學會提出早

期療育應由各相關領域的人員，進行疑似遲緩兒的診斷以及未來治療計

畫。透過早期發現遲緩兒、殘障與特殊兒童，並且早期介入治療，可

以減緩其遲緩以及預防再次受傷害，並減少社會的成本 3。於2006年，

美國預防醫學工作小組（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USPSTF）開始也對學齡前的兒童進行語言發展評估。2007年後更加入

了自閉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的篩檢。美國兒科醫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建議臨床醫師於兒童18及24個

月大健康檢查時，同時檢測是否有自閉症。2011年後，美國預防醫學工

作小組訂定12至36個月大兒童自閉症篩檢準則。美國兒科醫學會最後

建議兒童於9、18、24和30個月大時使用標準化的發展評估工具，例如

家長自評兒童發展篩檢表（Parents’ 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al Status, 
PEDS）；年齡、階段問量表（Ages and Stages Questionnaire, ASQ-II）
與丹佛兒童發展量表（DDST）等，進行發展遲緩評估，且對18和24個

月大的兒童進行自閉症篩檢。但是由於不同醫院，不同臨床醫師，對於

發展評估工具選定仍然無統一 4。

我國的早期療育始於1980年，當時是由民間團體提供學齡前身心

障礙兒童的照顧，1992年後，智障者家長總會成立，1994年內政部立兒

童福利法暨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所謂早期療育服務係指由社會福

利、衛生、教育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依發展遲緩之特殊兒童

之個別需求，提供必要之服務」，開始了兒童早療的法源，1997年起，

行政院衛生署也陸續於全省成立遲緩兒童聯合鑑定中心，集合了各個不

同的專業人士，如小兒神經科醫師、小兒身心科醫師、耳鼻喉科醫師、

復健科醫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

工師……等，針對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進行各項類別的發展評估，以及為

發展遲緩兒童訂定未來治療的計畫，後續轉介、治療與社會資源訊息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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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九條明文指出，

發展遲緩兒童為「在認知發展、生理發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

發展或生活自理技能等方面，有疑似異常或可預期有發展異常情形，

並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評估確認，發給證明之兒童。」5 根據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發展遲緩兒童須通報並提供早期療育

服務，在各縣市都設有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中心，經過通報後，個案

管理師會進行後續追蹤管理，並提供早療資訊，各項社會資源，後續轉

介協調等等。早期療育，不光只是醫療端的努力，照護者端也同等是重

要，透過整個診斷，治療的過程，使照顧者明白了解如何幫助孩童，使

照顧者在家中也可以幫助孩童進行治療，讓孩童發展更快追上。

我國對於兒童發展評估的檢測與其他國家一樣，也有許多不同檢

測方法，如「嬰幼兒發展測驗」（徐澄清、廖佳鶯、余秀麗，1983）、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徐澄清等，1978）、「零至六歲兒童

發展篩檢量表」（黃惠玲，2000）、「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篩檢題

本）」（王天苗，2003）以及「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Chinese 
Child Development Inventory (CCDI））（鄭玲宜，2006）、貝萊嬰兒發

展量表第二版（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II (BSID-II)）等等。

這些發展量表的填寫方法也不同，有家長自評填寫，也有專業醫療人員

評估填寫。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預估，兒童發展遲緩的盛行率大約

在6-8％ 7，若依照104年內政部公布臺灣0-6歲的141萬兒童來算，全國約

有10萬位兒童可能有發展遲緩的問題，但是根據統計，只有2萬人因為

發展遲緩被通報 8，大約有8％的兒童有可能有發展遲緩但未被發現。因

此，將尚未被發現的發展遲緩兒童找出來並接受早期療育，便是一件相

當重要的課題。

臨床上，發展遲緩兒童可依照其落後的領域給予簡單分類，分別為

粗動作、精細動作、社會情緒、語言溝通與認知。如果以上所有的發展

領域都遲緩的話，稱為全面性發展遲緩。

任何影響神經系統的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兒童發展遲緩，舉凡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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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胚胎受精時的染色體異常、腦神經發育異常、畸形、神經肌肉疾

病、神經皮膚症候群、母親服用藥物毒品、先天性感染、早產、生產時

的缺氧缺血性腦病變；產後的腦性麻痺、黃疸換血治療、中樞神經系統

感染、神經退化性疾病、先天性代謝異常、營養不良、內分泌異常、頭

部外傷、腦腫瘤、癲癇症候群、注意力缺失併過動症，自閉症，智能

不足；也有可能是環境造成，例如缺乏環境刺激，兒童虐待，教養問

題……等等。除此之外，導致發展遲緩原因不明的比例仍不少 6。

兒童的生長和發展是連續的過程，隨著年紀的增長，頭圍，身高，

體重的生長會慢慢地變大；粗動作，精細動作，社會情緒，語言溝通，

認知也同樣會隨著時間從簡單變得越來越複雜。於健兒門診時，小兒科

醫師會詢問生產史、病史、家族史、發展史，透過新生兒手冊中的生長

曲線圖，發展的簡易問答題篩選出疑似發展遲緩之孩童，進一步，根據

該孩童之身體檢查，如五官外觀、皮膚、四肢、肌肉張力、肝脾大小、

眼睛、耳朵或是抽血檢驗特定基因、有機酸代謝物、染色體或基因檢

查、基因晶片、次世代定序、腦波、聽力、視力檢查或是進行影像學檢

查，如腦部超音波、電腦斷層掃描或核磁共振造影等檢查工具，找出有

可能之相關症候群或是相關疾病。同時彙整其他專業人員，一起進行診

斷，例如小兒心臟科醫師進行先天性心臟病診斷，新陳代謝科醫師診斷

甲狀腺機能低下，血液科醫師診斷貧血等等；雖然絕大多數的發展遲緩

兒童往往找不出原因，然而早期診斷發展遲緩兒童，並找出可逆性的導

因，並針對可以治療的疾病治療，例如新生兒篩檢，則是醫師重要的工

作，更可以使該孩童不再因此疾病而加惡化，或是得到緩解。

回顧國內外文獻，早期診斷發展遲緩兒童並不簡單，但是對於發

展遲緩兒童，及早發現，及早進行計畫性介入，可以促進遲緩兒童的發

展；根據國內外研究指出，越早接受發展評估及早期療育，尤其在3歲

之前，更可以有效提升其兒童神經、智能、認知、與動作技能發展，更

使未來孩童家庭的負擔降低，甚至社會成本的降低。發展遲緩兒童被延

後發現的原因很多，例如，以父母親角度來看，每天面對自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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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小孩的發展會隨著年齡而不同，因此降低了警戒心，但是如果有

發燒，呼吸道或是腸胃道等疾病，就診時才會被醫師發現，另外，「大

隻雞慢啼」是家長們或是祖父母輩常對新手父母親耳提面命的一句話，

聽聞過去某某某也是很晚才講話，很晚才學會走路，而使得轉介時間延

遲；以臨床醫療人員角度來看，新生兒的發展遲緩的高危險群，例如出

生時肌肉張力過強、過弱、早產、感染、黃疸、難產、新生兒窒息等

等，於新生兒檢查評估時，兒科醫師就會發現；然而，發展遲緩並不止

於新生兒時期，往後的語言發展遲緩、認知遲緩、過動、注意力不集

中、自閉症傾向等，往往都是兒童慢慢長大之後，開始有認知能力才會

被發現。除了小兒科醫師外，發展遲緩評估需要多專業，例如小兒神經

科醫師、小兒身心科醫師、耳鼻喉科醫師、復健科醫師、職能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耳鼻喉科醫師、復健科醫師與

社工師……等一同診斷與分析。不同的專業人員安排不同的發展評估，

再以客觀的量表，診斷出在認知、生理、語言與溝通、社會心理及生活

自理能力等領域是否有發展遲緩。再根據其不同的發展遲緩項目，對發

展遲緩兒童安排提供一份遲緩報告書，根據報告書，再對此孩童進行訂

定早期療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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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許多民間團體（表2-1）於1990年代起即參與早期療育的推

動工作。與早療相關的法規制度由1993年早期療育服務納入兒童福利

法始，後續並以跨部會討論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

（表2-2、2-3）推動與執行早期療育相關服務。早期療育本質強調兒童

發展的權利，服務的內容須整合醫療、教育與社會福利等相關資源，確

實推動篩檢、通報、聯合評估、轉介與轉銜、安置的療育計畫（圖2-1）。

貳、現況分析

       劉倍吟‧林秀娟

表2-1  國內有關早期療育之民間團體

名稱 網址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http://www.papmh.org.tw/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協會

（105.8.9更名為臺灣兒童發展早

期療育協會）

http://www.caeip.org.tw/modules/
tinyd0/

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http://www.wjy.org.tw/j20r/Cc1a00.
do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

基金會

http://www.fcdd.org.tw/ap/cust_
view.aspx?bid=41&sn=c6dddb5b-
b717-4bae-b43f-12947d5685d5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https://www.eden.org.tw/abou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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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http://web.syinlu.org.tw/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

http://www.ccf.org.tw/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http://www.rocdown-syndrome.org.
tw/ap/index.aspx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http://www.mf.org.tw/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http://www.maria.org.tw/

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

金會

http://www.ah-h.org/1-2services.asp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會

https://www.children.org.tw/about/
origin

中華民國自自閉症總會 http://www.autism.org.tw/modules/
tinyd1/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http://www.c-are-us.org.tw/

表2-2  國內早期療育相關之法規

法      規      資      訊

衛生福利相關法規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

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流程及檔案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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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相關法規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

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計畫實施辦法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設備及人員配置標準

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

教育部相關法規

特殊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就讀私立幼兒園社會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

及招收單位補助辦法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

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

內政部相關法規 發展遲緩疑似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及少年

指紋管理辦法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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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內實施（補助）方案

部

門

委員會 實施方案／

補助計畫

備註

衛

生

福

利

部

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

療育服務

推動小組

設置要點

發展遲緩兒童早

期療育服務實施

方案

發展遲緩兒童早

期療育費用補助

實施計畫

策劃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主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發展遲緩兒童到

宅服務實施計畫

策劃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主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發展遲緩兒童社

區療育據點服務

實施計畫

主辦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協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簡稱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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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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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資料來源：專家訪談意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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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體系最前端的任務是要能夠妥善運用資源，盡早發現發

展遲緩兒童並提供適當的療育服務給需要的孩子與家庭。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2條規定「各類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機構，發現有

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料，建立檔案管理，並視其需要提供、轉介

適當之服務。」2013年以前內政部兒童局每年定期彙國內通報轉介中心

之轉介資料，公佈「全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通報概況」於

內政部統計處統計年報網頁。上述資料除按年齡與地區別統計通報個

案人數，也將通報個案人數按來源區分（圖2-2、2-3）。由上述資料得

知，自2009至2016年3歲以前通報人數逐年增加，6歲以上通報人數逐年

減少；通報來源人數以醫療機構居多。

目前國內為針對發展遲緩或疑似發展遲緩的兒童，及時提供發展

評估及療育服務，以增進其神經與智能發展，降低其對特殊教育與社會

福利之需求。衛生福利部自1997年於全國設立5家「發展遲緩兒童聯合

評估中心」，於2005年7月，為避免兒童過早被標籤化及減少家長之排

拒，更名為「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由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編列預算

補助；至2016年全國已有47家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28家通報轉介中

心、54家個案管理中心及59家早療機構中心（表2-4），以期達到發展

遲緩兒童早日發現與早日介入。

嬰幼兒之發展黃金期為0-3歲，3歲之前是早期療育最有效的時期，

因此應將父母及家庭納入服務範圍，才能達到早期介入的最佳效果。故

目前歐美國家著重在以家庭為中心，針對0-3歲的早期介入，讓孩子發

揮最高潛能，期盼未來能使其獨立自主，並融入主流社會。因此，期盼

政府政策擬定、財源支持、專業人力培訓、家長親職教育等，做為未來

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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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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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現況

發展遲緩屬於非特異性的神經精神症狀。診斷上可分為功能性診

斷及病因性診斷。功能性診斷是根據各發展領域評估結果，包括粗動

作、細動作、語言溝通、認知學習、社會互動、情緒行為等。由發展聯

合評估中心專業的兒童心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等來評估完成。發展遲緩兒童有相當高的比例合併其他問題，有一部分

是可以找到病理性的原因，就會在各專科領域接受後續追蹤治療，舉例

來說，癲癇的病童常轉介到小兒神經科；自閉症的孩童主要在小兒精神

科追蹤；腦性麻痺的兒童在復健科評估治療。因此相關的各領域醫療人

員都應該充分了解學齡前期兒童發展里程，提高自身對發展遲緩兒的警

覺。

為了要達到全面篩檢的目標，國內目前發展出來的篩檢模式可分為

常態式篩檢和活動式篩檢兩種。常態式篩檢包括醫療單位篩檢模式（醫

療院所或衛生所）、托兒所篩檢模式；活動式篩檢則主要以園遊會篩檢

模式為主。通報轉介中心針對0-3歲幼兒，與衛生局合作，在各鄉鎮衛

生所和公衛護士共同建立了「衛生所篩檢模式」，由公衛護士在幼兒接

受預防注射時，依照其年齡使用「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進行篩檢。完

成篩檢者，在健康手冊上蓋上「發展篩檢專用章」戳記。針對3-6歲幼

兒則由社會局鼓勵托兒所合作建立「托兒所篩檢模式」，由保育員在每

學期開學後兩週，使用「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進行篩檢。

參、發展篩檢

       符詠琳‧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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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的篩檢工具，是採用「兒童健康手冊」中各年齡發展階段

內容為工具，或採用臺北市政府於民國95年修訂的第二版「臺北市學前

兒童發展檢核表」做為初篩，主要是由衛生所公衛護士、托嬰中心托育

人員、幼兒園教保人員、幼教老師或家長自行填寫；複篩工具則由專科

醫師採用「丹佛嬰幼兒發展測驗第2版（Denver II）」或「嬰幼兒綜合

發展測驗（CDIIT）」。經檢測為疑似發展遲緩時，再轉介至兒童發展

聯合評估中心評估。如此稱為「二階段發展篩檢模式」。

為加強疑似發展遲緩兒童之轉介、確診及追蹤管理，國民健康署於

民國99年開始，將發展遲緩的評估納入兒童預防保健必要的評估項目。

從出生到7歲前共有7次的兒童預防保健。配合兒童預防接種的時程，前

6次的預防保健健康檢查都集中在3歲以前，希望藉由健兒門診執行疫苗

注射及預防保健的時機，同時執行發展篩檢，希望讓可能有發展遲緩的

兒童能儘早在3歲以前被發現。此外，於提供兒童預防保健服務時，如

發現並轉介疑似發展遲緩兒童，經確診為「發展遲緩兒童」者，即發給

轉介該個案之機構，每案800元之確診轉介費。

討論與建言

雖然發展遲緩的評估早已正式納入兒童預防保健的評估項目，目

前無論是基層醫療診所還是醫療院所的執行率仍有待加強。許多家長帶

兒童健康手冊執行預防注射時，手冊內家長記錄表的發展狀況一欄經常

並未填寫，以致醫師在做預防保健和發展評估時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問

題，需要花更多時間逐一詢問或測試。另外許多基層診所醫師或兒科醫

師在執行兒童預防保健的發展評估時，無明確的評核方式，也無明確的

規範通過或疑似個案的定義，且評估的內容和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並不

相同。以上這些因素都造成在第一線執行發展評估上的困擾。

除了基層健康照護人員對兒童預防保健發展遲緩評估不太熟悉之

外，亦有部分原因在於執行預防保健和發展評估所花的時間較長，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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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健保給付卻不高，降低了一般醫師執行的意願。若提高健保的看診點

值，確實宣導並落實遲緩案例確診通報後的獎勵制度，相信能更好的提

高發展遲緩兒童的轉介率。其他轉介來源包括公衛護士、托嬰中心托育

人員、幼兒園教保人員和幼教老師在執行初篩時的評估技巧也會影響篩

檢的準確性，因此定期且持續針對這些施測者進行繼續教育，加強專業

知識培育也不容忽視。另外，二階段發展篩檢模式並未統一落實。目前

經由公衛護士、托嬰中心托育人員、幼兒園教保人員和幼教老師初篩的

疑似個案，許多沒有經由專科醫師進行複篩，而是直接轉介到聯合評估

中心，造成到聯合評估中心登記待評估的個案太多，等候時間太長，而

使聯合評估中心顯得評估效率不彰。

另一項發展遲緩篩檢的困境在於許多家長認知不足或採取消極的態

度面對疑似遲緩、需要追蹤或轉介的孩童。以目前的轉介方式來說，經

複篩發現疑似遲緩個案後，醫師會交付家長兒童發展評估轉介單，但是

家長未必會主動帶孩童到兒童發展評估中心安排評估。許多家長會聽取

身邊親朋好友或左鄰右舍的經驗，認為孩童長大自然會進步或追上同齡

的孩童，而錯失早期發現、早期療育的時機。雖然篩檢有一定的誤差，

然而篩檢的目的在於「不放棄或漏掉任何一個需要幫助的孩童」。摒除

對遲緩兒童的負面刻板印象，加強家長對孩童發展的關注，才能盡可能

的讓需要幫助的孩子獲得資源。除此之外，這些疑似遲緩的個案資料，

應由衛生局，聯合評估中心或社福單位橫向整合追蹤管理。

除了一般兒童的健康篩檢，高危險嬰幼兒也是發生發展遲緩的高危

險群，其中包括極度早產兒、周產期窒息、中樞神經感染、癲癇、遺傳

疾患、單親家庭、兒虐個案等。我們應該針對這些高危險嬰幼兒主動定

期追蹤，建立通報制度。然而，以目前的制度看來，唯有早產兒基金會

針對極度早產兒有比較完善的追蹤機制，不過依然未和發展遲緩通報中

心有橫向的連接。

另外，為推動兒童發展篩檢，我們也可以結合社區醫療群的力量。

以臺南市為例，社會局就曾結合衛生單位在社區舉辦多項篩檢活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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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社區宣導暨評估篩檢活動」、「外籍與大陸配偶之早療宣導暨兒

童發展篩檢」以及「弱勢兒童發展篩檢活動」，以期擴大篩檢的普及

率。

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制定合宜的標準篩檢模式，選擇適當的篩檢工

具並透過通報轉介中心、衛生局與教育局規劃培訓課程，培養幼兒園幼

教老師和教保人員、托嬰中心托育人員、公衛護士等正確的使用兒童發

展篩檢工具的能力，強化第一線人員對於早期療育的概念。另外應該整

合基層兒科醫師，確實執行兒童預防保健的遲緩評估，加強執行轉介個

案。希望如此一來，我們能夠更早期發現發展遲緩的兒童，提供更及時

的早期療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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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現況

為協助發展遲緩兒童能早日回歸社會主流之宗旨，及落實醫療服務

之「早期發現、早期療育」的精神成立「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以

下簡稱聯評中心），結合各相關專科醫師與專業人員，以跨專業醫療團

隊模式，為有發展遲緩或疑似發展遲緩的兒童提供發展遲緩評估鑑定及

轉介早期療育服務；並配合當地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中心，協助進行

發展遲緩兒童評估鑑定工作，以完成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評估、轉介、

安置及追蹤輔導的整體性服務網絡。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可以提供學齡前兒童動作、認知、語言、情緒

行為、社會性與生活自理等相關領域之發展篩檢與鑑定。其以跨團隊醫

療模式或舞台式評估提供個別化、以家庭為中心且合適的評估，於評估

後由專業團隊代表向家長說明評估結果並討論後續療育建議。3歲以下

兒童則列為優先對象，使其能儘早銜接早療計畫，達到事半功倍早療成

效。

目前全臺灣包括離島金門、澎湖、連江縣共有47家聯評中心，由國

民健康署補助並督導評核，每家聯評中心的主負責科別由兒童復健科、

小兒神經科、兒童心智科擇一擔任，其聯評團隊成員除了上述三科專科

醫師外，亦必需包括下列專業人員：臨床心理師、小兒物理治療師、小

兒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社工等 1。除了聯評中心外，各縣市因應

需求亦設立聯合評估醫院。

肆、聯合評估與早療成效

       董莉貞˙周偉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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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人員的質與量

主管單位對於評估醫院中專業人力之要求較聯評中心略微寬鬆，包

括聯評中心，每家必須設置有一至數名的各類相關專業人員，專業人員

每年應參加兒童相關之專業醫事團體在職訓練至少10小時。此外依王慧

儀、廖華芳、廖雅芳等人2011年之研究 2；兒童發展聯合評估服務的專

業資源現況，其研究結果呈現聯評單位中以物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的

人數最多。在年資的比較上面，醫師的年資最長，其次是治療師，社工

師的年資最短，早療社工的人力供需應密切注意。

2. 工作負荷

全部聯評中心均有專責行政人員至少一人，每家聯評中心的服務量

均不同，服務量大的聯評中心，專任助理的工作負荷相對高，但是因應

計畫經費及核銷規定，也僅能聘任專任助理一名，潛藏讓服務量爆量的

聯評中心，其助理流動率高之隱憂，目前全國較高的服務負荷量則落在

高高屏區與雲嘉南區。

3. 各單位間溝通合作

專業人員使用聯合方式進行評估的聯評單位比例約佔全數單位的

2-4％。在兒童早療專業處理中，專業人員使用共同進行的評估方式被

認為有利於專業資源及時間的良好運用，並能得到較為仔細的評估結

果，而目前聯評單位專業人員使用合作評估方式的比例仍偏低，其中部

分的原因可能與專業人員對合作評估的認識及了解運用的程度有關，未

來對於聯評單位專業人員使用合作式的評估方式值得相關單位加以推

廣，使兒童聯合評估不只是接受多種專業的評估，且專業間能相互合作

及互補專業特色，以助提升評估結果的完整性及得到更為全面的療育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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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源、財源

聯評中心經費來源目前是由菸品健康福利捐，而此標案採總包價

法及分三期給付款項，為期三年，各家（醫院）辦理經費每年不超過新

台幣120萬元，共計委託全國47家醫院辦理「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服

務品質提升計畫」3，得標之聯評中心需辦理國民健康署所規定的工作

項目及需求說明，另須配合該署之審查意見或交付事項予以調整，並分

別視前一年計畫執行成果及該署當年度預算經費核定調整及是否後續擴

充，次年度計畫後續擴充前需另行議價，議定價皆低於120萬。如預算

遭凍結不能如期動支，得延後辦理支付；若是評估醫院財源則來各個縣

市政府。目前聯評中心或評估醫院同樣的困境是撥付財源皆較延遲，且

每年簽約後人事費才能支付，簽約時程若無法無縫接軌延續將導致人事

費支付出現窘境，若院方無法支持此計畫空窗期人事費，將導致人員聘

用出現斷層，影響兒童發展評估服務之提供。全國47家「兒童發展聯合

評估中心」家數分布表資料（詳見表4-1）。

5. 成效分析

依據國民健康署提供資料 4；療效分析可以採用以下幾種方式：

(1) 針對個案家長進行「早期療育成效滿意度調查」依家長所填寫

之滿意度分析。

 以北醫為例：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進行，填達數須超過總題數

2/3以上，才視為有效問卷。依家長所填寫之滿意度進行繪

圖――縱軸為接受治療時間（單位：月）、橫軸為整體療育成

效滿意度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家長認為治療成效的滿意度越

高。統計結果也顯示，治療時間與整體成效呈現正相關趨勢。

（圖4-1）

(2) 比較個案療育前後之「平均發展商數、智商、T分數、百分

位」。

 以奇美醫院為例：以Paired-Samples T test檢定療育前後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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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全國47家「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家數分布表

縣市別
105年度

擬設置聯評中心
（家數）

105年度
每家金額

（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金額合計

(新台幣，千元)

臺北市 4 1200 4800
新北市 4 1200 4800
台中市 4 1200 4800
臺南市 2 1200 2400
高雄市 4 1200 4800
宜蘭縣 2 1200 2400
基隆市 1 1200 1200
桃園市 3 1200 3600
新竹縣 1 1200 1200
新竹市 2 1200 2400
苗栗縣 2 1200 2400
彰化縣 2 1200 2400
南投縣 1 1200 1200
雲林縣 2 1200 2400
嘉義縣 2 1200 2400
嘉義市 2 1200 2400
屏東縣 2 1200 2400
臺東縣 2 1200 2400
花蓮縣 2 1200 2400
澎湖縣 1 1200 1200
金門縣 1 1200 1200
連江縣 1 1200 1200

預算金額：本案第2年（105年）後續擴充各區預算金額如上表，預算金額共計為新

台幣伍仟陸佰萬肆拾萬元整。各家（醫院）辦理經費每年不超過新台幣120萬元。

契約價款付款方式：採分期付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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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數／智商是否具顯著差異（p<0.05）。動作發展：比較嬰

幼兒綜合發展量表（CDIIT）之的發展商數，認知發展：比較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WPPSI-R）之總智商 。
(3) 比較個案療育前後評估結果之「目前能力（約幾歲幾個月）」。

 以林口長庚醫院為例：計算平均每個月能力進步程度＝（複評

結果之目前能力－初評結果之目前能力）÷初複評間隔月數。

 

(4) 依中央健康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早期療育門診醫療給付改善

粗大動作 精細動作 口語理解 口語表達

平均每個月能力進
步程度
（單位：月）

0.47 0.70 0.34 0.57

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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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計畫」的療效評估參考指標，其採用APGAR家庭功能評

估表、治療進步評估表（專業人員使用及家長／主要照顧者使

用分數）。

 總結療效分析目前仍無法有統一方式，因為各家療育單位評量

方式無法統一，因此如何排除因為成長帶來的進步成效及療育

成效分析之標準模式仍是未來需要協商制訂的課題。

討論與建言

遲緩兒童經過聯評中心評估鑑定後始能接受相關療育補助是一件

美事，但因有些聯評中心服務爆量，導致等待時間冗長，影響遲緩兒童

接受早期服務之時效；若以健保身份可以先至醫療院所接受相關復健治

療，但若需要使用社福與特教資源需完成評估鑑定流程後，才能申請上

述資源服務，對於遲緩兒家庭也算是一種煎熬，如何解決此困境，建議

提供補助資源之政府單位應制訂較合理友善之補助標準流程。

目前各縣市政府陸續成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對於早期療育服務提供一個橫向聯繫平台，只是此委員會之成立是否能

發揮真正功效或只是流於開會形式，仍需要進一步瞭解分析。

另外，每家聯合評估中心預算都是接近120萬元左右，其人事費只

能聘請一位專任助理，對於服務量龐大之中心是一沉重工作壓力，也容

易造成人員異動頻繁，進而影響聯評中心實質運作，最後可能讓遲緩兒

童接受聯評估之權益受損。因此建議對於歷年案量龐大之聯評中心可建

立額外補助措施，讓人力資源充足，如此評估服務才能即時且優質。



37伍、早期療育服務中以家庭為中心之概念

背景

以家庭為中心概念在整個早期療育服務系統中是重要的概念，整個

專業團隊與專業人員廣泛地認同與採用此概念，但實際上相關的理念與

意涵極為複雜。再者，國外針對以家庭為中心之理念、實施狀況及衍生

的相關問題皆有許多討論，臺灣方面也常在相關研討會中提出此概念，

但研討內容著重在介紹，對於概念融入工作當中與相關運用評估卻較少

提到。最後，專業人員很難明確說明家庭為中心，提到以家庭為中心似

乎會伴隨著夥伴關係、合作、家長也是描述每日生活經驗的專家等等用

詞，這些概念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而彼此之間是用哪種角度來看待這

個概念。這對於概念的發展與相關運用都會產生阻礙。

因此本文目的在於針對以家庭為中心的相關概念進行探討，包含以

家庭為中心的起源與發展、以家庭為中心的概念內容與以家庭為中心的

運用情形，進行詳細的討論。

以家庭為中心的起源與發展

提到以家庭為中心的概念，大多會從1986年美國的99-457法案開

始講起，認為此視為一個分水嶺，從此轉變成以家庭為中心的一種服

務介入模式（劉瓊瑛，2010；Dunst, Carol, Trivette and Hamby, 2007；

Baird and Peterson, 1997；Capone and Divenere, 1996）。但其實以家庭

伍、早期療育服務中以家庭為中心之概念

       邱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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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的起源更早，Birt（1956）提到以家庭為中心源自於1950年代

（引自 Dunst, Carol, Trivette and Hamby, 2007），有此一說，認為Carol 
Rogers 是以家庭為中心概念的起源（Carol, 1951；引自Rosenbaum etal., 
1998）。在醫療領域很早就提出所謂的以家庭為中心的照顧，其是源自

於在1960年第的消費者運動與家庭支持運動。美國甘迺迪總統就提出健

康照護消費者的權利與其他人類服務體系的權力（Johnson, 2000）。

以家庭為中心的哲學概念是從家庭系統理論、助人實務與充權文獻

等而來，基於這樣的來源，因此有四個關鍵信念驅使著以家庭為中心的

信念—是家庭與兒童生活在一起而非專業、家庭有最佳的位置來決定兒

童的需求與福祉、幫助家庭等同於幫助兒童並同時推展至理解家庭的社

區與提供家庭所需要的資訊，要在合作與夥伴關係之下尊重與相信家庭

的優勢等（Dempsey and Keen, 2008）。

運用上有以家庭為中心的實務（Ingber and Dromi, 2010; Mandell 
and Murray, 2009; McWilliam, Snyder, Harbin, Porter and Munn, 2000）、

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Dempsey and Keen, 2009; King, Kertoy, King, 
Law, Rosenbaum and Hurley, 2003; Bailey, Buysse, Edmondson and Smith, 
1992）、以家庭為中心的取向（Iversen, Shimmel, Ciacera and Prabhakar, 
2003）、以家庭為中心的助人實務（Dunst, Trivette and Hamby, 2007）、

以家庭為中心的照顧（King, King, Rosebaum and Goffin, 1999; Johnson, 
2000）等詞彙會交互運用，其指涉的都是帶著尊重家庭價值與選擇的

工作取向，但皆指向以家庭為中心其定義與用法並未一致（Madsen, 
2009）。也就是由於定義尚未清楚，因此許多人從特質上進行討論，如

Trivette, Dunst, Hamby (1996) 、Dunst（2002）皆在論述上也避開對以家

庭為中心做定義，直接破題就是用以家庭為中心的特質進行討論。或是

從服務分類上的討論（McCroskey and Meezan, 1998）。

不論是名詞定義或是內涵所指涉的不一致，皆說明以家庭為中心概

念是複雜與多元的，因此值得細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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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為中心的概念內涵

一、概念

針對以家庭為中心的介紹，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可從假設、原

則、特性、實務策略等等角度來談何謂以家庭為中心，如以家庭為中心

背後的基本假設（Bailey et al., 1992）：

1. 兒童與家庭是逃不開糾纏的，不論是故意與否，介入兒童勢必會影響

到家庭，同樣地，介入與支持家庭也會影響到兒童。

2. 比起聚焦在兒童身上，涉入與支持家庭是一種更有力的介入。

3. 家庭成員應該要能自己選擇參與在方案計畫、決策與服務輸送上的程

度。

4. 專業要致力於家庭在目標與服務上的優先順序，即使這樣的優先順序

不同於專業所設定的。

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Centered Care (1990) 1 認為以家庭為中心

服務是一照顧有特殊健康服務需求兒童的新哲學、態度與取向之匯集，

其核心是要認識家庭是兒童生活中固定不變的，基於此，以家庭為中心

的服務要建立在父母與專業人員之間的夥伴關係之上。而 McBride et al. 
(1993) 提出以家庭為中心實務有將家庭視為服務的焦點、支持與尊重家

庭決定、透過設計介入服務來增強家庭功能等三個重要原則。

Dunst, Trivette, and Deal (1994) 的以家庭為中心照顧基本原則：1.採
用社會系統觀點；2.視家庭為早期介入團隊中的一員；3.充權家庭；

4.介入重點放在促進成長能力的提升，而非傳統的問題處遇；5.聚焦在

家庭所認定的需求；6.建立家庭能力；7.強化家庭社會網絡；8.擴大專

業人員的角色範圍及執行方式（引自De Grace, 2003）。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Dunst (2002) 補充更多內容，其提出以家庭

為中心實務是一種以尊重的態度對待家庭、共享資訊，使家庭能做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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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定、由家庭自由選擇進入服務、父母／專業的合作與夥伴關係、以

家庭方案關係的脈絡等特質。

還有許多針對以家庭為中心的討論，彼此之間有重疊之處，卻又各

自有不同的內容。呼應到前面所提到的不一致的部分，但其實彼此之間

提到的內容與精神的方向是一致的，筆者認為這大概是為何此概念發展

許久卻又未有一致性的定義出現得原因，因為方向都對，但卻又找不出

最周延、最佳的定義。

從時間點的角度來看，以家庭為中心的概念似乎越來越複雜，從一

開始簡單的將夥伴關係納入，細部談到尊重家庭、充權家庭、共享資訊

等，筆者認為這是由於光運用一個具有高度抽象意思的夥伴關係一詞，

很難具體代表以家庭為中心的概念內涵，因此隨時間的推展，加入許多

元素來成就當初想要達到的目標，或者是以家庭為中心的典範是經過不

斷的被研究與討論的，就像 Shonokoff and Meisels (2004) 所說的以家庭

為中心的定義已經演變多時。

二、相關要素

許多重要的概念提到以家庭為中心時都會包含在內，如 Madsen
（2009)）提出一個合作式助人做為以家庭為中心的架構，合作式助人

是基於以家庭為中心原則，包括要努力於文化的好奇心、相信家庭是足

智多謀、與夥伴一起工作與讓我們提供給案主的服務工作更有責信；

Madsen (2009) 指出案主與臨床者是夥伴關係，在這樣的夥伴關係之

下，我們有能力去提出問題，幫助案主發展所期待的生活。然而，這不

是要求助人者放棄他們自身的知識，只是重要的觀點在於我們何時與如

何提供我們的智慧給案主。Madsen(2009) 提到合作式的目標就是讓案主

可以接近他們自己的知識且開放空間給相對的生活故事浮現，所以是要

提供給案主機會來反思形塑他們生活的主流故事，假如對這些故事的經

驗是有問題的或有限的，合作式助人提供機會去發展與演出更豐富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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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提及的合作式助人的以家庭為中心實務，出現相當多的元

素，如夥伴關係、相信家長是有能力的；在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Centered Care (1990)、Thompson, Lobb, Elling, Herman, Jurkiewicz and 
Hulleza (1997)、Bruder (2000)、Dunst (2002) 等人對以家庭為中心的定

義皆出現夥伴關係。而文化能力上，Brorson (2005)、張秀玉（2011）也

提出相同的看法，張秀玉（2011）其認為落實以家庭為中心的理念，專

業人員應以優勢觀點來與家庭共商服務計畫，才能使發展遲緩兒童與其

家庭從服務中獲得最大的助益，但由於這其中牽涉專業人員與家庭互動

時的價值觀、態度、家庭系統等面向之議題，故而提出家庭復原力、成

員關係和文化取向是在此過程中需特別考量的。

如此一來，在定義以家庭為中心上就會顯得混亂，某些定義偏

向於實務策略，某些是態度、哲學理念，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談，

直接切分成哲學理念、原理、行動策略或其他層面的方式來說明，如 
Rosenbaum et al. (1998) 從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Centered Care (1990)
所提出的以家庭為中心照顧的定義中延伸出三個假設，根據這三個假設

提出引導原則，最後則是根據引導原則提出重要要素，規範的是主要提

供者的行為，其內容如表5-1。

Rosenbaum等人的這份架構具體說明了在基本假設、引導原則與要

素等三個層面之間的關係，清楚將彼此之間的關係展現出來，而非只是

用抽象程度高的夥伴關係來一言以蔽之。

以家庭為中心的運用情形

雖然普遍極為推崇以家庭為中心，但仍有不少研究指出其成效不

一（Mahoney and Bella, 1998）、太理想化（Fleming et al., 2011; Fults, 
2011; Bruder, 2000; McWilliam et al., 2000; Bailey et al., 1992），但以家

庭為中心的實務確實存在。McBride et al., (1993) 從質化的半結構訪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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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Rosenbaum et al.（1998）的假設、原則與要素

前提（基本假設）

‧父母知道他們孩子的

最佳與想要給孩子最

佳的

‧家庭都是不同且獨

特的

‧ 最理想的兒童功能會

在具有支持性的家庭

與社區脈絡下發生：

兒童會受到其他家庭

成員的壓力與因應的

影響

引導原則

‧每個家庭都應該會有

機會去決定在為孩子

做決策時的參與程度

‧父母在照顧他們的孩

子上應該有根本的責

任

‧每個家庭與家庭成

員都應該被尊重

‧ 所有家庭成員的需要

應該要被考慮到

‧ 應支持與鼓勵所有家

庭成員的參與

要素（重要服務提供者行為）

‧鼓勵家長決策

‧協助辨識優勢

‧ 提供資訊

‧ 協助確認需求

‧ 與家長合作

‧提供可近性服務

‧與兒童共享資訊

‧ 尊重家庭

‧ 支持家庭

‧ 傾聽

‧提供個別化服務

‧ 接受多元性

‧ 相信與信任家長

‧ 清楚的溝通

‧ 考慮到所有成員的社

會心理需求

‧ 鼓勵所有成員參與

‧ 尊重因應型態

‧ 鼓勵運用社區支持

‧建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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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專業從過去聚焦在兒童轉為家庭，也就是的確進入到以家庭為中

心的趨勢，然而，在態度上與實際實務之間存在不一致，如專業可理解

法律上所提到的服務要立基於所有家庭成員的關注、資源與優先順序，

但在實務上仍然是以兒童為中心的服務介入模式，這發現與其他文獻是

一致的。針對落實以家庭為中心概念的障礙，除了McBride et al., (1993) 
所提到的落差，Shannon (2004) 蒐集了22個家庭成員與 20個服務提供者

的經驗，參與在其中的家長會反應出不知道自己擁有一個合作的系統，

家長與專業人員都會感覺到專業人員並不會完全的告知家庭所有的訊

息，因為他們不想要家庭去要求所有可能的服務；專業人員也常會用缺

乏動機或積極性來形容早療家庭，但從家庭當中，教育與增強家庭並不

代表家庭就會參與在早期療育服務當中，仍需要鼓勵家庭，並且賦予家

庭本身責任；專業人員要促進家庭之間的支持。

雖然有諸多成效問題或落實障礙，但多數的研究都提出對以家庭

為中心服務的高滿意度，如 Iversen et al. (2003) 的研究結果。也肯定其

對整個早期療育服務來說有正向的影響，Dempsey和Keen (2008) 檢視 
1993-2004年之間以家庭為中心服務的過程與成果，從35篇研究當歸納

出服務輸送過程、父母與兒童成果、調節變項等三大部分，從 Dempsey 
和 Keen (2008) 的研究告訴我們，當我們在提供以家庭為中心模式的服

務介入時，專業人員是會運用充權或助人實務的策略來達到以家庭為中

心的相關目標，但專業人員也應該清楚告知接受服務的家庭這項訊息，

這與 McBride et al., (1993) 所要提醒的內容是一致的，McBride等人指出

家長反應是有接受到專業關注於家庭本身的行動，家長對此感到感激，

這可能是因為他們並沒有接受到早期療育應該也要延伸至整體家庭的需

求上；因此，當專業有表達這項關注時，被認為是專業的正向態度，並

不是家長對介入服務的所期待的面向。再者，Dempsey和Keen (2008) 用
以家庭為中心實務為自變項，依變項依據出現頻率由高至低有個人控制

感、家長滿意度、家庭充權、家長的壓力、兒童發展、對介入服務的控

制感、自我效能感、家長的幸福感、家長參與、家庭功能、家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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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互動、服務的知識、照顧者負荷、父母憂鬱、社區整合、婚姻壓力

等等，多數與養育、照顧障礙兒童之相關家庭成果上，吻合以家庭為中

心實務的目標，但也會發現其衍生的成果內涵極為複雜，涉及的層面包

含早期療育知識與能力建構、情感上的負荷與支持、家庭功能上的維

持、婚姻關係……等等，影響層面極廣。最後，提到會影響以家庭為中

心的中介或調節變項，提到兒童及其家庭與成員的特質 2、對服務的滿

意度、父母控制態度等等要素對以家庭為中心的執行具有影響力，也就

是服務提供者可善加運用這些要素來促進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介入模

式。

結論與建言

「你清楚你提到的以家庭為中心代表的意思嗎？」、「你認為你講

的以家庭為中心與其他人所講的事一樣的嗎？」這是本篇詳細探討以家

庭為中心的目的。以家庭為中心在早期療育服務或是其他醫療領域人人

琅琅上口，研究累積的成果顯示大家均十分推崇、認同以家庭為中心的

概念，但有趣的是國外研究都透露了在運用這個概念上普遍仍遭遇許多

問題。細究其中概念的意涵是錯綜複雜的，此概念經過一段時日的發展

與進化，使大家在討論以家庭為中心時皆會從假設、原理原則、實務原

則等不同角度上來切入。

顯示以家庭為中心的議題仍有相當多的議題可深究，如以家庭為中

心概念中的家庭指涉的是什麼？從國外而來的概念中的家庭所指涉的內

容與國內會是相同的嗎？以家庭為中心與以兒童為中心之間工作模式的

取捨等，當我們在運用此概念時，不得不針對此進行思考。

其實以家庭為中心從1960-197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在1990-2000年

代之間有極盛的討論與發展，時至今日已經過時了嗎？從臺灣的劉文

瑜、潘懿玲、蘇慧菁、洪若華、廖華芳、黃暄雅、楊建志、孫式恆、莊

育芬（2015）、曾淑賢（2014），皆不約而同運用案例的方式來討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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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為中心概念運用的狀況，可知近期已經稍稍跳開單純理念的介紹，

而開始深入探討以家庭為中心概念運用，雖然仍偏少數卻是值得欣喜

的。若良好理念沒有透過積極實踐與深入探討，理念只是高掛在嘴邊的

口號，對早期療育實務來說一點幫助也沒有。

1 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Centered Care原文中所提出的定義是針對以家庭為中

心照顧，但Rosenbaum et al. 則是改為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Family-Centered 
Care (FCC) is a partnership approach to health care decision-making between the 
family and health care provider.

2 但關於兒童、家庭與成員特質對以家庭為中心的影響之研究，出現兩極化的

研究發現，有部分的研究指出這些部分並沒有顯著影響（Dempsey and Kee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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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現況

臺灣自民國84年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施以來，對於疾病的治療不遺

餘力，但對於因先天或後天等因素造成日後之身心障礙，卻缺乏適當的

公共衛生政策來確保其健康權益，尤其身心障礙群體夾處於醫療衛生與

社會福利的灰色地帶，更顯示研擬適當健康照護政策之複雜性。公共衛

生著重於預防疾病的發生，以及早期診斷早期治療與限制殘障，且健康

是基本的人權，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明訂：「國家對於身心障礙之

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

助，應予保障，並扶助自主與發展」（憲法增修條文，1997）。因此，

每個國家應該設法滿足其國民基本的健康需求，不論其膚色、種族、階

級（層）以及身心障礙與否等皆應受到合理的保護。如何消除他們的醫

療障礙進而達到促進健康的目的是公共衛生體系應該致力解決的方向。

早期療育為整合醫療體系、特殊教育、社會福利等專業團隊的服

務，經由早期篩檢、早期發現和早期診斷的方式，針對其特殊需求提供

專業性的醫療、復健、照顧、特殊教育，其目的在於藉由早期的發現與

介入，促使這些兒童有更好的發展，降低日後之障礙程度，減輕家庭負

擔與成本。

發展遲緩兒童若進行早期療育，將可協助兒童跨越障礙，拉近與正

常兒童之距離。早期療育是透過包括醫療復健、特殊教育、家庭支持、

社會福利等不同專業之整合介入，解決發展遲緩兒童各方面之發展落後

陸、資料庫建置

       江博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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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異常問題，並開發孩子的潛能，以減低其未來形成障礙之可能，或減

輕其未來形成障礙之程度的一種人性化、主動而整體性的服務。本章節

期待藉由早療資料庫使用資料之經驗分享，以瞭解國內相關資料庫的情

形。

以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為例，每年健保署將前一年的健保資料選取

可供研究使用的檔案匯出，將身分欄位加密後，交由國衛院製作成「全

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及各加值資料檔案。自2002年起全民健康保險

研究資料庫提供20萬人承保抽樣歸檔人供學界使用，此檔並於2009年增

加提供80萬樣本人數資料，共發行百萬人之資料，並於在發行2005、

2010年再做一次抽樣歸人承保檔。自2000年承保資料檔中隨機選取百萬

名保險對象ID與健保資料庫串聯，擷取該百萬人所有就醫資料，即得百

萬人承保抽樣歸檔人。所串接的資料包含：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門

診處方醫令明細檔、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檔、住院醫療費用醫令明細

檔、特約藥局處方及調劑明細檔、特約藥局處方調劑醫令明細檔，以及

這些保險對象的原始承保資料，並每年更新。國內兒童之疾病分布及就

醫情形可藉由百萬人承保抽樣歸檔人做為醫療利用研究之初探。

另外關於特殊需求檔案，申請者依研究計畫所需提出資料擷取條

件，經專家諮詢後，由本院工作人員自「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

「門診處方醫令明細檔」、「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檔」、「住院醫療

費用醫令清單明細檔」四個檔案擷取特定資料後提供健保局提供的檔案

分為下列基本資料檔與原始資料檔兩大類，每個檔案資料欄位名稱和資

料描述，在「譯碼簿」中有詳細的說明。

但以健保資料庫分析新生兒的議題上會發生較多問題，在新生兒

尚未報戶口前，新生兒出生資料是歸屬於母親資料下，除非嬰兒出生離

開醫院後第一次住院，特別是在2004年健保IC卡發行後，新生兒就醫之

醫療利用病歷資訊，歸屬在母親健保卡的比例約占80-90％（如圖6-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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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早期療育資料庫

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早期療育資料庫為例，彙整其中「兒童發展

檢核資料庫」與「早期療育資訊整合資料庫」以進行分析，以「系統編

號」之欄位串連「小朋友基本檔案」、「兒童發展資料檔」、「檢核答

案檔」與「個人出生疾病史」、「個案基本資料」以及「通報與轉介」

等資料庫，做整合來進行探討發展遲緩兒童若進行早期療育等研究議

題，以瞭解兒童發展遲緩篩檢異常之情形，並提供使用與供給早療服務

之評估等。藉由彙整兒童發展檢核資料庫與早期療育資訊整合資料庫進

行分析，以進行資料庫測試來瞭解資料之可用性，並初步瞭解臺北市兒

童發展遲緩及早期療育服務之概況。探討與兒童發展遲緩篩檢異常有關

因素，並瞭解個案後續通報轉介、資源使用等情形，評估早期療育服務

之供給與使用等。發現資料庫中以非結構性的格式會出現許多資訊錯誤

的部分，例如：

圖6-1  新生兒出生病歷歸屬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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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正確性

1. 資料庫常用人工鍵入而非點選式編碼，常會發生欄位格式與資

料內容不一致之情況，例如：

檔案名稱 欄位名稱 說明

出生疾病史

曾住過加護病房 有數字也有文字敘述

住院 有數字也有文字敘述

住院天 有數字也有文字敘述

手術 有說明疾病別也有寫門診

孕次 數值有全形、半型

生次 數值有全形、半型

自然流產 數值有全形、半型

出生體重公克 有數字也有文字敘述

小朋友基本檔 住保溫箱天數 有數字也有文字敘述

2. 資料內容有誤或極端值的比率過高之情況，例如：

檔案名稱 欄位名稱 說明

小朋友基本檔 母親國籍說明

描述不一，說明有中文、

英文（例：Japan）、打

錯字（例：新加玻、日

本）、定義（例：南韓／

韓國／韓國華僑／韓國

人、原住民／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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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基本檔

母親出生年 有些包含月日、部分出生

年代資料不合理。

父親國籍說明

描述不一，說明有中文、

英文  、打錯字、無法辨

識。

父親出生年
有些包含月日、部分出生

年代資料不合理。

先天性異常說明

同 樣 疾 病 有 多 樣 寫 法

（例：G-6-P6D def、G-6-
P D 、 G - 6 - P D 缺乏症、

G6-PD、G69D、GbPD、

G 6 P D 、 蠶 豆 症 、 蠶 痘

症）、種類過多。

腦部疾病說明
同樣疾病有多樣寫法、錯

字、種類過多。

個案基本資料 

父親（職業別） 中英文寫法、錯字、種類

過多。

母親（職業別） 中英文寫法、錯字、種類

過多。

母親教育程度其

他

中英文寫法、錯字、種類

過多。

通報與轉介 診斷名稱
有中英文夾雜、也有寫

ICD9 CODE、種類過多。

基本資料 診斷疾病碼 1-5
疾病碼有無小數點、英文

字母大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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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一致性

1. 同一資料庫中，類型相同之欄位間，格式或編碼方式不一致，

例如：就醫日期2010/1/1（日期格式），追蹤日期20100101
（文字格式）。

2. 不同年度間，欄位格式、內容前後不一致，例如：欄位「就醫

日期」自94-99年間，用民國年的日期格式，但之後改為用西

元年的日期格式呈現。

3. 不同年度間，欄位名稱不一致。

4. 不同年度間，欄位增減。

三、資料完整性

1. 資料內容完整性，如是否有重要的研究欄位，資料內容遺漏值

過多。

2. 欄位設置完整性，如是否有重要的研究欄位，並未建置於檔案

中。

3. 譯碼簿內容完整性，如譯碼簿說明不夠詳細，這些都是需要考

慮的。

四、總體品質

1. 資料分布情形與實際情形不符，分析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差異

過大。

2. 綜合問題：複選的答案應以結構化格式編碼，拆開成不同欄位

以便分析，不應自行打字填寫用頓號區分。

五、建議資料庫建置之措施

資料庫問卷收集的部分，問卷的填答應以編碼代替文字，並於

複選之答案分開於不同欄位填寫以方便後續之分析作業，且持續加

強訪員訓練標準化登錄內容以強化資料庫的正確性。因個案會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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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醫療體不同縣市就診，可將臺北市發展遲緩的個案與全民健保資

料庫做資料串連，可更全面的了解個案的就醫紀綠及醫療利用之情

形。 
以臺北市公共衛生早期療育資料庫資料為例，串聯「兒童發

展檢核資料庫」中「小朋友基本檔」、「兒童發展檔」、「檢核答

案檔」，及「早期療育資訊整合資料庫」中「個人出生疾病史」、

「個案基本資料」、「通報與轉介」，以系統編號合併並歸人後，

同時擁有以上六個檔案資力者只有35人，這樣的人數結果過少無法

做更一步的分析。造成這樣的結果，原因可能自於「早療資料中個

人出生疾病史」的人數過少，且兩個資料庫個案重疊性低，即有篩

檢異常者沒有進入早療資訊系統，有早療資料的個案沒有發展檢核

的資訊所導致。解決的方式可能加強資料庫的完整性，或僅列出真

正需要分析的變項，減少不必要的問題項目以增加受訪者完整回答

之意願。　

六、對建置資料庫的建議

1. 資料庫常常出現內容豐富，但需要資料須以結構化格式輸入以

利分析。建議可與健保資料庫與內政部相關檔案串連，來分析

早療實施之相關成效。

2. 建議應落實轉介系統以及加強後續補助之主動追蹤及輔導。

3. 因早期療育之孩童後續照護需其他復健、兒童心智科、專業職

能治療師、包含物理、職能、語言及精神等專業人員之投入，

有鑒於可用於發展遲緩或早期療育兒童身上之人力實屬不足，

相關醫事人員培育訓練實有必要加強與規劃。

4. 針對需要長時期執行復健項目的孩童，可考慮以較長期之復健

處方簽，並將個案轉介至居住地附近的基層復健醫療診所或地

區醫院，進行復健治療以減少不必要的耗時及醫療資源耗用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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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合建議

在公共衛生資料庫測試的部分，目前計畫設計是以「系統編號」做

為各資料庫串接的欄位，但在實際分析會發現在各檔案中的，會出現多

筆相同的系統編號，應是同一就診人於不同次就診的資料，有些相同的

系統編號的內容會一致，如父母國籍、父母出生年等，不因不同就診情

形而改變，有些則會根據當次就診的檢驗結果，而有所不同，如篩檢結

果，故資料庫建立時，除系統編號之外，應在加上各檔格式一致的就診

日期，在串檔時以「系統編號」加上「就診日期」來定義同是該次的診

斷資料，以方便跨資料庫檔案的合併。且在分析時，若同一個案有多筆

就診資料時，是否以最近一筆的結果做分析依據，應該在研究規劃前就

做好定義。建議在問卷的填寫應以數字譯碼代替文字，並於複選之答案

分開於不同欄位填寫以便分析，持續加強訪員訓練標準化登錄內容。另

外因個案會至不同醫療體不同縣市就診，可將臺北市發展遲緩的個案與

全民健保資料庫做資料串連，可更全面的了解個案的就醫紀錄及醫療利

用之情形。

點位資料庫

利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早

期療育服務單位彙整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等資

訊，將服務內容包括心理、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學前特殊教育等單

位，建立地理空間點位資料（如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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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全臺灣發展遲緩兒童資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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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為雙北市及宜蘭縣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單位分布狀況，包括通

報轉介中心、個案管理中心、聯合評估中心、發展中心、提供早期療育

單位、及早療相關社福團體。臺北市、新北市、及宜蘭縣皆各有一間通

報轉介中心；各縣市對於發展遲緩兒童皆有設置個案管理中心，臺北市

由7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負責各區各區個案管理，新北市則有5所發

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個案管理中心及1所新北市政府兒童健康發展中心

負責，宜蘭縣只有1所個案管理中心負責宜蘭縣全區；兒童發展聯合評

估中心在臺北市有2間醫院進行，新北市有4間，宜蘭縣有2間；提供早

期療育單位在臺北市有11所、新北市13所、宜蘭縣有1所（社團法人宜

蘭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臺北市相關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共有

24家、新北市6家、宜蘭縣3家。

圖6-4為雙北市及宜蘭縣之早期療育服務單位點位分布（包含醫療

院所），服務內容包括心理、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學前特殊教育

等。

臺北市共計有81個單位，其中以北投區（11個）及內湖區（10
個）最多，南港區（2個）最少；新北市共計有119個單位，板橋區（20
個）、新莊區（13個）、三重區（13個）、及中和區（11個）最多，萬

里、石門、八里、深坑、貢寮、鶯歌、平溪、坪林、烏來、及泰山區接

只有1個早期療育單位；宜蘭縣共有21個單位，其中以宜蘭市（9個）最

多，羅東鎮（7個）次之，其餘鄉鎮皆只有1個早期療育單位。

藉由點位資料庫資料的建置，建立早期療育醫療資源永續監測系統

後續可透過環域分析定義周遭環境，在環域處理時，環域的寬度可能會

依圖徵的屬性而有所差異。利用回歸模式分析醫療資源環境對兒童早期

療育之影響，並以鄉鎮市區為空間單元，透過地理加權迴歸方法，探討

醫療資源分布與兒童發展遲緩之間的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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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雙北市及宜蘭縣發展遲緩

         兒童服務單位分布狀況



58         兒童發展遲緩論壇報告書

圖6-4  雙北市及宜蘭市之早期療

         育服務單位點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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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庫

一、TBCS臺灣出生世代研究資料庫：包含了幼兒健康狀況與成長

環境等部分，共以四份問卷來收集相關聯的資料，包括嬰幼兒健康照護

需求調查問卷（簡稱主問卷）、嬰幼兒發展量表及父母親自覺健康狀態

量表。

二、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包含96、98年的資料，有學前3歲

及5歲等二個年齡組身心障礙兒童家長、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之問卷調

查資料，有系統地收集學前、國小、國中、高中職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學生的長期追蹤資料（現階段釋出2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療育服

務內容包含：物理、職能、語言、心理治療……等。 
三、通報轉介中心、個案管理中心、聯合評估中心、發展中心、

提供早期療育單位、早療相關社福團體、臺北市兒童發展評估及療育單

位、臺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彙整表。

四、各地區醫療院所資料。

五、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NAHSIT）兒童部份。

討論與建言

    
建議主管單位應建置早期療育醫療資源永續監測系統，為促進早

療資源配置，當兒童有早期療育資源需求，需先瞭解社區的需求與公部

門所提供的資源分布。藉由資料庫之分析瞭解資源的缺口與可近性的問

題，將有利於規劃居家、社區照護的網絡，針對有利的早療環境與兒童

健康狀態做一個連結分析，評估友善的早療環境是否會促進有早期療育

需求兒童的健康。並期待建置整合性之婦幼主題式資料庫，做為臺灣婦

幼衛生及兒童發展遲緩篩檢異常情形及異常項目之初步評估，以了解發

展遲緩兒童使用早期療育服務之情況，進而探討與兒童發展遲緩篩檢異

常有關因素，及個案後續通報轉介、資源使用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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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之建立乃國家衛生研究院受衛生福利部支持，

透過學術合作網路結合國內、外之產、官、學、研等各界專家學者，促

進重大健康問題之協調與合作，並藉由論壇平台邀請各領域專家提供政

府單位專業性之建議。105年度子議題之選取之方向為：（一）具社會

發展之重要性；（二）需跨領域、跨單位之合作；（三）需要新發展方

向或策略。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在各界努力推動下卓然有成，需求日

增，因此如何基於過去良好的基礎，研擬提升成效之策略為本子題選定

之目的。

目標

一、了解分析我國兒童發展遲緩篩檢與早療現況。

二、提供各界討論平台，收集彙整各界之意見。

三、提供符合國情之有效方案並提出策略建言。

論壇研議重點

一、發展遲緩兒童篩檢與早期治療現況分析與探討。

二、收集各領域專家，包括衛生、社政、教育等專家及基層人員代表，

        家長等意見。

三、透過焦點團體、專家會議等集思廣益，共同研議改善策略提出政策

        建言。

柒、論壇綜合討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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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論壇完成的工作項目包括：

一、收集整理國內外文獻及相關資料。

二、收集意見：已訪談實務工作者、家長、舉辦焦點團體會議及專家會

        議了解對此議題之看法。

意見來源包括：醫師代表、復健師、心理師、遺傳諮詢師、個案管

理師、衛福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推動小組委員、早期療育教育

學者、發展遲緩民間團體代表、社區工作專家、早期療育實務工作者代

表、家長代表等醫事人員及學者。

透過訪談早療相關各領域學者專家、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及家長代

表，以及專家會議討論；將意見彙整如下： 

一、對篩檢發現、通報轉介、評估、療育安置、轉銜服務、等環節

      的意見。

1. 篩檢發現

1.1-1 篩檢工具讓偏鄉地區篩檢率提高；但資源缺乏，影響後

續的評估及轉介。

1.1-2 須加強幼兒園及衛生所使用篩檢評估表的訓練，若有簡

易版更好。

1.1-3 部分兒童須經長時間相處或某些情境才能察覺，短時間

內較難判斷。

1.1-4 國內強調0-3歲（或0-2歲）的發現率，但0-3歲只能發現

發展遲緩，智力、語言發展要年紀大一點才能發現，該

強調是否接近國外研究0-2歲的發現率。

1.1-5 醫師應要有足夠的判斷力，找出篩檢重點（key point）
避免時間拖延以盡快進入療育系統。

1.1-6 篩檢的標準應針對偏鄉差距、文化差異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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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報轉介

1.2-1  應加強幼兒園、區域醫院、地區醫療機構及基層診所對

通報系統的了解。

1.2-2 個案量多，建議應由復健科醫師或小兒科醫師先做初步

篩檢後再轉介評估。

1.2-3 應加強幼兒機構人員、第一線評估人員的專業訓練。

1.2-4 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業務於各縣市作法不同，也因其各

委託單位成立背景不盡相同，衍生操作模式與後續資源

銜接也不同，因此難以用統一的流程或指標來整合或評

估全臺灣的通報轉介管理中心。

3. 評估

1.3-1 紙本作業繁瑣且數據定義不一，應做全國性的整合，並

制定標準以避免區域差異化的鑑定結果。

1.3-2 各家醫院評估報告不一，讓家長無所適從。

1.3-3 個案等待評估天數過長。

1.3-4 評估結果會因負責的醫師及科別部門不同而有影響。

1.3-5 目前對於發展遲緩兒童之臨床診斷處置尚不完整，尤其

基因及生化等檢驗已有先進方式，建議應發展適合本土

之臨床指引。

4. 早療

1.4-1 由教育、醫療與社福共同介入，需與許多單位協調，有

時也有溝通合作上困境。

1.4-2 若能有統一單位（或窗口）針對不同的狀況給予不同的

資源，可以避免重複浪費。

1.4-3 推動「融合教育」應考量目前人力配置及相關法令問

題。

1.4-4 「融合教育」的觀念應是讓早療的孩子在幼兒園在生活

及課堂上與一般孩子無異，而非抽離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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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有些老師只希望專業巡迴輔導人員解決影響課堂秩序的

孩子，希望帶開個別輔導，失去融合的意義。

1.4-6 語言治療資源不足，需等待很長的時間。

5. 轉銜服務

1.5-1 城鄉差距大仍是目前的問題，持續推動社區早療應有助

益。

1.5-2 較缺乏對於自閉、過動、情緒障礙兒童的早療及教育銜

接。

1.5-3 目前社工多運用個案管模式，此模式可能會讓社工人員

侷限於自己是資源轉介者、資源資源管理者等角色，而

忽略「以家庭為中心」中的重要性。

6. 其他

‧	關於「療育」的經費在國外來源包括社福、教育單位，也有

商業保險等各種經費來源，並認為這與「發展行為」相關，

不是醫療。相較臺灣因為健保體系優良，採用健保給付，會

造成偏向「醫療行為」之誤解。

‧「療育」牽涉到社政、衛政、教育，但未有良好的整合；例

如，孩子在醫療單位被發現有語言學習慢的問題，進到學校

後，應該由教育、醫療或家庭繼續介入？類似問題一直沒有

好的政策來執行。也因類似的問題一直以來由健保給付，而

有「早期療育門診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但國內醫療資源分

配不均亦是由來已久的問題。

二、對各層面的看法

1. 專業人員的質與量

‧ 臨床專業人員

2.1-1 缺乏心理師及語言治療師。

2.1-2 國內心理師目前區分為諮商心理師與臨床心理師；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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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諮商心理師僅能證明孩子需要早療，但較無法給予

策略建議。建議在養成教育上加強。

2.1-3 臨床心理師不僅人數較少，類別又細分太多，對於身障

或發展遲緩的孩子，臨床心理師未必能給予專業的建

議。

2.1-4 治療師與特教老師的工作有部分重疊，目前僅能由資源

分配來取決優先順序。

2.1-5 由於資源分布不均，偏鄉專業人員流動率高或經驗較為

不足，家長易對療育失去信心與耐心。

2.1-6 治療師分布不均，大多在城市及醫院裡。

2.1-7 在專科醫師(或護理師)的訓練應持續，在早療的領域經

驗傳承是重要的。

2.1-8 各科醫師對於各項評估並無一致的標準。

‧其他專業人員

2.1-9 學校所學與實務經驗有落差，訓練及研習制度須檢討；

片段、不連續的訓練方式是成效不彰的主因。

2.1-10 有些資深教師仍使用舊觀念，但現今社會教育態度需要

轉型。教師的教育訓練、講座的舉辦，希望能對教育者

有更多的省思。

2.1-11 老師的傳統教育觀念須改變，應對早療的孩子因材施

教；如何讓早療的孩子社會化，應是最大的訴求。

2.1-12 機構中教保員人力不足、資歷也不一致。

2.1-13 專業人員應具有轉譯能力。

2.1-14 建議規劃適合當地社會文化背景的輔導系統。

2. 工作負荷

2.2-1 工作成效不應只由個案等待天數或舉辦活動場次來判

定。

2.2-2 評估中心的角色非常多元，還要辦理多場活動及固定舉



66         兒童發展遲緩論壇報告書

辦家長座談；又規定活動不能聯合舉辦，建議評估中心

角色應單純化。

2.2-3 個案量過大，能處理的深度有限。

2.2-4 各種評鑑的準備亦耗費人力，評估工具也因政策而時常

更改；若觀念正確實務與評鑑資料是可以結合的。

2.2-5 專業團隊在醫院及教育單位都要執行工作，工作負荷量

大。

2.2-6 專業團隊進到幼兒園是希望能早療的孩子在幼兒園可以

接軌，並非要幼兒園取代其功能，其觀念仍有待加強。

3. 家長的認知態度

2.3-1 家長認知能力有城鄉差距，對觀念的接受與理解及問題

的覺察也有影響。

2.3-2 促進家長參與難以程序化或標準化，成效難以測量。

2.3-3 家長對於孩子發展程度觀念不一，應有更大的討論空

間。

2.3-4 家長的觀念需要調整，以生活可以自理為主要目標；應

在生活中多練習專業人員的建議，這也是以家庭為中心

的概念。

2.3-5 對於家長支持系統應多宣導，家長的增能也會影響孩子

的發展。

2.3-6 非自願性案主或家庭態度較容易消極。

2.3-7 對於早期療育，家長參與是很重要的一環，家長參與度

如何提高，是相關單位須重視的問題。

2.3-8 家長的支持系統在國內很缺乏，若能有中立的團體，分

享經驗、共同成長，應比喘息服務更需要。

4. 各單位間溝通合作

2.4-1 在衛生單位、社政單位及教育單位都有相當多的資源，

但橫向溝通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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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各階段的銜接都須了解之前的療育情形，需要更完善的

資訊整合。

2.4-3 若能成立資源中心，內含多位專業醫療人員、教育人

員，整合為一個平台，依據每位個案給予不同的資源協

助，從同一系統發展，連續治療，才能有最佳的效果。

2.4-4 目前不管是機構或是醫療單位，都在推動「以家庭為中

心」的概念，但對於「以家庭為中心」的觀點應該調整

一致，分工正確，以達到良好的橫向溝通。

2.4-5 國內對於早療的專有名詞翻譯不一，例如以家庭為中心

（Family Center）在國內就有很多的解釋、定義，目前

國內對此相關問題未有共識。

2.4-6 國內法規對早療人員聘任辦法定義不一，例如特教法及

兒少法。

2.4-7 家長對於早療資源不了解，需跨部會合作，建置適合每

位孩子的療育藍圖。

5. 資源財源

2.5-1 經費來源不穩定，應以長久政策執行規劃；建議可訂定

配套評估辦法，將經費給予長久執行的機構。

2.5-2 早療機構不足、到宅的早療服務也不足，盼能有更多的

安置機構。

2.5-3 心理師對行為問題兒童耗費精神與時間較多，建議多補

助經費以鼓勵心理師參與。

2.5-4 醫療資源不均，易發生家長「逛」醫院的情形，造成醫

療資源的浪費。

2.5-5 醫療體系很多狀況已被健保框住限制；早療的孩子進入

醫療體系，往往只是走完流程，無法掌握真正的治療成

效。

2.5-6 積極尋找民間企業贊助也是財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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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資源要更完善的整合與運用，非齊頭式的平等，城鄉差

距應納入考量。

2.5-8 建議使用「療育券」，依每個早療的孩子狀況來提供資

源。

6. 其他

2.6-1 民間公益團體在早療部分投注很多，並與政府單位有很

密切的合作；民間團體（基金會），並且有很多早療的

觀點、概念已經比政府單位還要更早提出，這是政府值

得學習的地方。

2.6-2 近年來積極推動，但第一線人員人力經驗仍不足；建議

更多的交流以達到互益成果。目前有些基金會有交流平

台是很好的做法。

2.6-3 「優勢觀點」、「充權取向」是需要一直強調的觀點，

專業人員需意識到這是重要的信念，才能讓家長在早療

服務的角色中獲得更多信心及成效表現。

2.6-4 目前強調「以家庭為中心」，但因國情不同，國內並未

對其觀點有明確定義。以家庭為中心在醫療、教育及社

福均是共同強調的議題，應該更清楚的了解在各專業間

運用的做法，來讓不同專業間可藉由以家庭為中心的概

念，進行更好的整合。

2.6-5 偏鄉弱勢家庭應思考如何提升親職教育、家長參與並給

予適當額外補助。

2.6-6 早期療育應了解介入目標為何？降低轉銜之間的問題，

使順利進入學齡。

三、對主管機關在政策面及執行面的建議？

3.1 加強開發3歲以下個案策略：

— 可利用網絡對民眾介紹早期療育（尤其3歲以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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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 衛生局需督促基層醫療院所、衛生所加強篩檢及轉介

0-3歲個案。

3.2 加強宣導「以家庭為中心」的概念，並運用到評估服務

/療育當中，以提升早療服務品質。

3.3 健保早期療育給付改善方案提供很好的服務，但paper 
work繁瑣。

3.4 各通報系統中之統計數據仍無法依個案有橫向整合或串

聯，需要進一步改進。

3.5 以家庭為中心概念在各專業之間運用極廣，但細究其

法源，並無法規明確規範，像美國就有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Amendments；將以家庭為中心

納入法源，若國內有明確的法源依據，後續也可產生連

帶效應。

3.6 國內法規過去是因為身障團體與家長的倡導而有增修，

但整體法規上尚無更通盤一致性的理念與取向。

3.7 在養成教育及學術方面發展，主要是社工系、特教系和

相關研究所以及醫學院校相關系所。推動早期療育相關

專業人員的證照制度或許可讓體制發展更專業與完善，

是未來值得思考的方向。

3.8 未考量個案量的多寡，國健署要求報告書皆須在45天內

完成，缺乏實務面的考量。

3.9 孩子變化大，經多項標準化、個人化評估作業。經過一

年療育後又要再評估，作業重複、耗費人力及家長時間。

3.10 情緒障礙的孩子需要花費時間、健保對於門診行為治

療、親子諮商沒有給付；給付點數對兒童較少。

3.11 國外文獻研究，家長最需要的是應付壓力的能力，國內

尚未真正提升以家庭為中心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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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早療觀念須及早教育家長；資源應放在高危險群家庭的

追蹤才更有效益。

    
以上為實務工作者與家長代表們的意見，或許因個人出發點及經歷

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仍須進一步建立共識。

訪談專家名單

日   期 單            位 姓名／職稱

105.4.25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成戎珠教授

105.6.27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邱淑梅博士候選人

105.7.14 家長代表 林修旭博士

105.7.22 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黃璨珣職能治療師

焦點團體與會者名單

  日期：
105.4.19 單            位 姓名／職稱

主席：

林秀娟教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周偉倪醫務秘書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兒科部 周琪主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兒科部 賴明琪醫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兒科部 符詠琳醫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兒科部 林漢斌醫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兒科部 郭美金遺傳諮詢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復健部 董莉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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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林秀娟教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復健部 劉天慧組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復健部 顏詩尹臨床心理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兒童發

展聯合評估中心

陳慧倫個案管理師

專家會議與會者名單

  日期：
105.10.3 單            位 姓名／職稱

主席：

林秀娟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副執行長 江博煌博士

林口長庚醫院新生兒加護病房 林瑞瑩主任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蔡昆瀛教授

埔里基督教醫院小兒神經科 趙文崇醫師

慈濟綜合醫院復健科 梁忠詔主任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雷游秀華董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廖華芳副教授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黃靄雯副教授

臺灣兒童早期療育協會公共事務發

展處
林美瑗處長

臺灣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陳順隆秘書長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 洪焜隆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陳珠瑾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兒童發展評估療

育中心
鄒國蘇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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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林秀娟教授

馬偕兒童醫院兒童神經科 陳慧如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兒童發展評估療

育中心 早期療育組
黃俐貞組長

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黃璨珣職能治療師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邱淑梅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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