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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點燃生命之火募款運用報告 
 

壹﹑善款運用總表 

 

第 22 屆點燃生命之火共募得新台幣 100,306,429 元，善款分別交由下列 3 家受贈單位，自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進行相關方案扶助。善款運用報告如下： 

受贈單位名稱 方案名稱與內容 扶助人次 實際使用金額 

財團法人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 

分配善款為 78,306,429

元 

 

*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

幣 6,000,000 元，將作

為補助台中家扶發展學

園工程款，已於 97 年

10 開工，預計 99 年初

完工啟用。 

 

資

產

累

積

脫

貧

服

務

方

案 

《幼兒啟蒙方案》 

‧印製親職教育手冊(4,000 本) 

‧學齡前兒童營養品補充 

‧啟蒙國際研討會 

 

2,496 人次 

10,308 人次 

150 人 

15,692,784 

《青年自立釣竿方案》 

‧體驗營隊大專服務人員培訓

方案計劃 

‧大專生協助中心帶領體驗團

隊 

2,976 人次 

514 人次 

11,245 人次 

29,163,201 

《心手相連家庭發展帳戶方

案》 
2,724 人次 12,851,784 

書香列車行動圖書館 19,726 人次 6,074,660 

身心障

礙發展

遲緩兒

童早期

療育服

務 

補助新建早期療育機構-雲

林家扶中心宜智學園 

預計每年服務

10,800 人次

(97.10 完工) 
14,524,000 

早期療育服務費補助方案 29,923 人次 

早期療育服務車補助 495 人次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分配善款為 7,795,847 元  

*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幣

204,153 元，已全數投入

第 23 屆點燃生命之火贊

助方案經費，並於 97 年 7

月辦理「心路寶貝聯合畢

業典禮暨成果發表」執行

多重障礙嬰幼兒之全日型服務 39,840 人次 2,527,301 

多重障礙個案之到宅療育 1,060 人次 1,465,884 

發展障礙個案之時段療育 4,628 人次 2,289,213 

幼兒篩檢活動 2,828 人次 77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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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 
行動車 3,840 人次 739,125 

財團法人 

羅慧夫基金會 

分配善款為 4,969,818 元 

*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幣

3,030,182 元，將作為 23

屆點燃生命之火贊助方

案經費，提供「顱顏幼兒

幼教補助津貼」方案使

用，預計 504 人次受惠

（方案期間自 97 年 6 月

1 日起至 98 年 5 月 31

止）。 

備註：第 22 屆點燃生命

之火善款運用期間為

96.6.1~97.5.31。 

 

顱顏幼兒幼教補助津貼 1,321 人次 3,099,817 

顱顏幼兒發展評估 450 人次 1,870,001 

 

貳、受贈單位經費運用及服務說明 

一、家扶基金會 

(一)經費運用 

第 22 屆點燃生命之火總計募款金額新台幣 100,306,429 元，家扶基金會總計獲得善款新台幣

84,306,429 元。自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共使用 78,306,429 元使用於下列

服務：（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幣 6,000,000 元，將作為補助台中家扶發展學園工程款，已於 97

年 10 開工，預計 99 年初完工啟用。） 

方案項目 服務人次 實際使用金額 

一、資產累積脫貧服務方案     

1.幼兒啟蒙方案  2,496 人次 

15,692,784 

1-1 印製親職教育手冊 4,00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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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學齡前兒童營養品補充 10,308 人次 

1-3 啟蒙國際研討會 150 人 

2.青年自立釣竿  2,976 人次 

29,163,201 
2-1 體驗營隊大專服務人員培訓方案

計劃  
514 人次 

2-2 大專生協助中心帶領體驗團隊  11,245 人次 

3.心手相連家庭生活發展帳戶  2,724 人次 12,851,784 

二、書香列車行動圖書館  19,726 人次 6,074,660 

三、身心障礙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14,524,000 

1-1 補助新建早期療育機構-雲林家扶中心

宜智學園 

預計每年服務 10,800 人次

(97.10 完工) 

1-2 早期療育服務費補助方案  29,923 人次 

1-3 早期療育服務車補助 495 人次 

金額小計 78,306,429 

*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幣 6,000,000 元，將作為補助台中家扶發展學園工程款，已於 97 年 10

開工，預計 99 年初完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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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說明 

一、資產累積脫貧服務方案 

目前家扶基金會共計扶助 3 萬 9 千多名兒童。本方案運用優勢觀點及資產累積概念，增強貧困

弱勢家庭之能力與信心，協助其儘早脫貧自立。運用第 22 屆點燃生命之火經費，辦理「幼兒啟

蒙方案」、「青年自立釣竿計劃」及「心手相連家庭生活發展帳戶」等三項脫貧方案。 

(1）幼兒啟蒙方案 

幼兒啟蒙方案係以發放托育津貼方式提高本會扶助之學齡前兒童接受學前教育之機會；並藉由親

職育兒教育課程協助家長獲得幼兒發展知識及適當之教養方法，使本會扶助之學齡前兒童在身體

發展、認知發展及社會情緒發展能達到與一般家庭幼兒同樣之發展水準，並享有公平之發展機會。 

 

計有台北南區、台北北區、桃園、新竹、苗栗、台中縣、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縣、台

南市、屏東、台東、澎湖、金門，共 16 個家扶中心執行此方案。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服務

成果如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參加方案人數 223 人 

退出方案人數 15 人 

完成方案人數 208 人 

課程總時數 898 小時 

課程內容規劃 

‧ 親職教育課程：336 小時 

‧ 幼兒生活適應課程：225 小時 

‧ 團體實做課程：216 小時 

‧ 支持性團體：12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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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蒙方案之下延伸 3 個子方案，有助於啟蒙方案未來發展、幼兒健康提升及親子關係增進。 

1、啟蒙國際研討會 

為拓展國際視野並學習他國兒童福利服務工作的長處，於

97 年 5 月 19、20 日辦理「用愛堆砌孩子的未來—兒童能

力建構國際研討會」。會中邀請英國、美國、澳洲及本國

學者、專家分享各國兒童早期相關政策及成功服務方案經

驗，共有 150 位縣市政府及民間機構工作人員與會，透過

專業對談與經驗交流，更清楚我國未來擬訂早期兒童福利

政策及方案提供之方向。 

2、學齡前兒童營養品補充 

家扶 66.97﹪扶助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不足以支應日常生活所需、且 7.25﹪之家庭過去兩週內至少

有一天飲食不足、12.79﹪之家庭過去一年至少有一天食物短缺，顯見扶助家庭在支應日常生活

所需時已極為困窘，更遑論增加幼兒營養改善需求之支出。因此發放營養補充品予參加本方案之

幼兒，改善生理發展，來提升弱勢家庭學齡前兒童競爭力。 

22 屆點燃生命之火共採購 10,309 罐奶粉，提供 859 位學齡前兒童 1 年份之營養品補充。各中

心受益兒童人數如下： 

 

基隆 北區 南區 北縣 桃園 新竹 苗栗 中縣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37 38 37 37 44 37 37 37 37 44 37 37 

嘉義 南縣 台南 高縣 高雄 屏東 宜蘭 花蓮 台東 澎湖 金門   

30 37 37 40 37 37 54 39 41 3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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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製親職教育手冊 

家扶扶助家庭的情況多是親子互動知識缺乏及親子互動資源不足。為改善這樣的問題，家扶特別

編制「一起，讓我們更親密」親職手冊，依照扶助家庭的特質及需求，內容以簡便、經濟、常見、

隨手可得為前提。22 屆點燃生命之火共印製 4000 本手冊，分送給扶助家庭。 

 

（2）青年自立釣竿計劃 

家扶九十六年度所扶助的家庭中，約有 3,000 名孩子就讀大專院校。對扶助家庭來說，孩子接

受高等教育正是他們得以脫離貧窮、進而自立的機會，甚且能夠協助整個家庭脫離貧窮，擺脫貧

窮的夢魘。因此，如何建立大專青年具備一定經營、理財、規畫等經濟管理之知識，並協助大專

青年於畢業時具有經濟改善之知識與能力，成為方案關注之目標。 

計有基隆 、台北南區、台北縣、桃園、新竹、苗栗、台中縣、台中市、彰化、南投、雲林、嘉義、

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宜蘭、花蓮、台東、澎湖，共 21 處家扶中心，執行

青年自立釣竿計畫， 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服務成果如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完成方案學員人數 248 人 

完成存款使用計畫書學員人數 248 人 

完成課程參與學員人數 248 人 

大專生服務時數 35,466 小時 

生涯發展帳戶儲蓄總金額 9,5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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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位學員一年存款 38,448 元 

課程總時數  1,901 小時 

課程內容規劃 

‧生涯規畫課程：240.5 小時 

‧人際關係課程：215.5 小時 

‧探索教育課程：682 小時 

‧成長團體：308 小時 

‧理財課程規劃：209 小時 

‧志願服務課程：64.5 小時 

‧團體座談：159.5 小時 

‧機構參訪：22 小時 

 

 

1、體驗營隊大專服務人員培訓方案計畫 

探索/冒險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源自於戶外教育系

統（Outward Bound）（蔡居澤，2005），而戶外教育是

指透過親身體驗來改善教學的一種方式，由教師規畫活動，

引導學生透過體驗將所學應用到真實情境中，轉化為有意義

的個人經驗（謝智謀、王怡婷譯，2003）。 

因此，對此活動方式有興趣，喜歡與人群接觸，願意協助他

人的家扶扶助大專生，培訓其活動設計、帶領與引導能力，

並由體驗學習強調從做中學的方式，塑造情境使成員產生新的經驗，提昇大專生的潛能並提供扶

助大專生回饋社會之機會。共規劃 9 梯次訓練課程，514 人次受益。 

2、大專生協助中心帶領體驗營隊 

「青年自立釣竿計畫」希望提供扶助家庭中之大專青年生涯規畫、人際溝通等相關課程，以及經

由生涯發展帳戶之建立，增強大專青年有形、無形的資產，擴展更全面的生活機會。每個人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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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至少 100 個小時以上的社會服務，將其所學回饋於更多需要幫助的家扶兒童，共舉辦 46

場國小至國高中生體驗營隊，11,245 人次受益 

 

（3）心手相連家庭生活發展帳戶 

本方案提供扶助家長「就業訓練」、「成長團體」、「定期儲蓄」及「理財規畫」等多項課程，一方

面培訓扶助家庭家長就業技能及藉由團體肯定自我，並提供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建立家長正確的

理財知識及觀念，獎勵儲蓄以提升家庭生活品質。參加家庭需出席教育及輔導相關課程，方案期

間內，家庭所有成員不可任意請假，否則需退出方案。 

計有基隆、台北北區、台北縣、桃園、苗栗、台中縣、台中市、彰化、雲林、台南縣、台南市、

高雄縣、高雄市、屏東、宜蘭、花蓮、台東、金門，共 18 個家扶中心執行本方案。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服務成果如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完成方案學員人數 227 人 

生涯發展帳戶儲蓄總金額 8,297,875 元 

平均每位學員一年存款 36,555 元 

課程總時數 1,278 小時 

課程內容規劃 

‧職業訓練課程：207 小時 

‧團體座談課程：282 小時 

‧理財規畫課程：230 小時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9 
 

‧自我成長課程：559 小時 

根據方案結束後之統計顯示，參與者之就業率提升 13.4%，且家長月收入平均增加 5,026 元。

而參與者「對生活滿意度」提升至 67.2%，且有 17.9%參與計畫之家庭逐漸脫離貧窮。 

 

二、書香推廣~行動圖書館  

閱讀是教育與學習重心，閱讀，可以帶來改變的力量。偏遠地區的孩子資源有限，尤其面臨學習

的困境。96 年 6 月起至 97 年 5 月止除了在既有基隆市、台北市、新竹縣、台中縣、南投縣、

彰化縣、嘉義縣、台南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等 12 縣市推動「書香列車~行動

圖書館」外，又增加桃園縣、台南市及高雄市三個據點，深入偏遠鄉鎮，與當地國小配合，透過

閱讀活動的推廣，激發兒童學習動機，協助兒童建立良好閱讀習慣；藉由說故事、遊戲、探索讓

兒童在反覆推敲的整合中，整理生活經驗與建議價值感與自信心。並融合九年一貫德、智、體、

群、美五育均衡發展。計辦理 285 場次活動，計有 19,726 人次受益。 

 
 

三、身心障礙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目前本會共計扶助 1,696 名經濟弱勢身心障礙暨發展遲緩兒童，藉由整合療育服務相關資源，

提供其足夠、完善的早期療育服務，使其早日步上正常發展的軌道。因此，本會運用第 22 屆點

燃生命之火經費，「新建早期療育服務機構」、「新建台中中心啟智學園早療中心」，同時提供「早

期療育服務」、「早期療育服務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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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助新建早期療育服務機構  

 

本案補助興建雲林家扶中心宜智學園，至 97 年 5 月底止已完成大樓硬體，預計將於 97 年 10

月完成內部裝潢工程。服務規劃如下： 

1、日間托育服務：收托對象以家庭經濟貧困者優先。收托人數：25 人。 

2、早期療育服務：（早療諮詢、時段療育、親職教育、支持性團體）每月提供個別療育 100 名。 

3、個案管理服務：雲林縣 0-6 歲經通報須進行個案管理之發展遲緩兒童。每月 300 人。 

 

（2）早期療育服務費補助方案  

日托服務是提供一個教學環境，讓發展遲緩兒童於日間至機構接受個別化的療育計畫。各項補助

內容服務狀況如下： 

療育服務 

單位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大同 27  634 

北縣發展 98 179 

台中發展 73 1,467 

彰化發展 190 9,932 

雲林中心 57 1,538 

共服務 445 人/13,750 人次 

到宅療育服務 

單位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大同 12 296 

共服務 12 人/29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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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喘息服務 

單位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大同 9 828 

北縣發展 65 256 

彰化發展 24 1,520 

雲林中心 57 1,538 

共服務 98 人/2,604 人次 

 

轉銜課後輔導 

單位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大同 4 371 

彰化發展 76 1,366 

共服務 80 人/1,737 人次 

此外購置多元療育設備，7,060 人次因此受益；同時共舉辦 60 場的早期療育活動，4476 人次受

益。 

 

（3）早期療育服務車補助  

雲林家扶中心完成早療服務車購買， 至 97 年 5 月底止共使

用 13 次， 495 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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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路基金會 

（一）經費運用 

第 22 屆點燃生命之火總計募款金額新台幣 100,306,429 元，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總計

獲得善款新台幣 8,000,000 元。自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共使用 7,795,847

元使用於下列服務：（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幣 204,153 元，已全數投入第 23 屆點燃生命之火贊

助方案經費，並於 97 年 7 月辦理「心路寶貝聯合畢業典禮暨成果發表」執行完畢。） 

方案項目 服務人次 實際使用金額 

一、多重障礙嬰幼兒之全日型服務 39,840 人次 2,527,301 

二、多重障礙個案之到宅療育 1,060 人次 1,465,884 

三、發展障礙個案之時段療育 4,628 人次 2,289,213 

四、幼兒篩檢活動 2,828 人次 774,324 

五、行動車 3,840 人次 739,125 

金額小計 7,795,847 

*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幣 204,153 元，已全數投入第 23 屆點燃生命之火贊助方案經費，並於

97 年 7 月辦理「心路寶貝聯合畢業典禮暨成果發表」執行完畢。 

 
 

（二）服務說明 

一、多重障礙嬰幼兒之全日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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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路所屬五個早療中心：台北市大同兒童發展中心、心路兒童發展中心、愛兒兒童發展中心、

萬芳發展中心及新竹兒童發展中心，提供週一至週五全天的日間療育服務，辦理「多重障礙嬰幼

兒之全日型服務」，96 年 6 月至 97 年 5 月共服務 1,993 人，十二個月平均服務人數為 166 人/

月，其中「極重度多障」個案占 42.4％，每月平均服務 70 名「極重度多障」個案。 

 

服務 

類別 

極重度多障 肢障 自閉症 智能不足 發展遲緩 其他 

846 117 265 249 103 412 

個案年齡分佈以 4-5 歲有 512 人 最高，3-4 歲 436 人次之；而 0-3 歲個案合計 316 名，只佔

總服務人數之 15.9％，顯示台灣之早期療育發現及療育時間多在三歲以後，普遍晚於先進國家。 

 

 

二、多重障礙個案之「到宅療育」 

有鑑於部份個案可能因為嚴重生理問題（例如：使用氧氣、嚴重癲癇…等）、或高風險的家庭在

家庭功能不彰下（如：低收入戶、危機家庭…等），個案無法外出接受療育，則由心路之治療師、

社工、老師提供「到宅療育」服務。到宅療育十二個月平均服務人數為 38 個家庭/月，96 年 6

月至 97 年 5 月合計服務 451 人，服務 1060 人次。以個案診斷來看，極重多重障礙個案十二個

月服務 115 名，占服務總數的 25％。而在到宅療育中也以「極重度多重障礙」個案需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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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障礙個案之「時段療育」服務 

時段療育服務十二個月平均服務人數為 94 人/月，96 年 6 月至 97 年 5 月合計服務 1129 人，

服務 4628 人次。時段療育服務之個案隨著年齡增加而逐漸攀高（個案年齡分佈以 6 歲以上 304

人 最高，占 27 ％，5-6 歲 300 人次之），係因許多發展遲緩兒童多在入學後面臨學習的困難，

家長才積極尋求療育。 

 

四、幼兒篩檢活動 

幼兒發展篩檢活動，共辦理四場次，台北辦理兩場次，竹北及竹東各一場次，成果如下： 

場次 台北大安區 台北文山區 新竹竹北 新竹竹東 

參與親子 56 對 47 對 604 對 252 對 

幼兒未達篩檢正常標

準值 
24 位 23 位 83 位 45 位 

分別對於每位學齡前幼兒進行動作與語言認知發展 3 項目作發展能力篩檢，篩檢結果分為正常、

待加強(落後標準值 30％以內)與已落後須進行追蹤(落後標準值 30％以上)3 種。針對幼兒能力篩

檢結果為待加強者，後續經由諮詢專區人員與幼兒家長進行討論，將其發展能力落後原因歸納為

以下幾個:幼兒不願意配合施測、不熟悉環境反應較慢、身體健康不佳表現失準、家長過度保護

致使幼兒經驗缺乏等……，另針對幼兒篩檢結果為已落後需進行追蹤者均已獲得良好之療育訓練

介入或連結相關療育資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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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動車購車 

幫助接送療育的幼兒，兼顧無障礙空間車體，以符合需求。 

 
 

 

 

 

 

三.羅慧夫基金會 

（一）經費運用 

第 22 屆點燃生命之火總計募款金額新台幣 100,306,429 元，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總計獲得善款新

台幣 8,000,000 元。自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共使用 4,969,818 元使用於下

列服務：（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幣 3,030,182 元，將作為 23 屆點燃生命之火贊助方案經費，提

供「顱顏幼兒幼教補助津貼」方案使用，預計 504 人次受惠（方案期間自 97 年 6 月 1 日起至

98 年 5 月 31 止） 

方案項目 服務人次 實際使用金額 

一、顱顏幼兒幼教補助津貼 1,321 人次 3,099,817 

二、顱顏幼兒發展評估 450 人次 1,870,001 

金額小計 4,969,818 

*第 22 屆剩餘善款新台幣 3,030,182 元，將作為 23 屆點燃生命之火贊助方案經費，提供「顱顏

幼兒幼教補助津貼」方案使用，預計 504 人次受惠（方案期間自 97 年 6 月 1 日起至 98 年 5 月

31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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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說明 

一、顱顏幼兒幼教補助津貼 

社工臨床服務經驗中發現，顱顏患者有將近 1/3 的個案家庭屬於經濟弱勢，這些家庭的父母在

提供孩子適當的照顧及教育方面，往往受限於經濟上的弱勢而較無能為力，因此也可能迫使家中

的顱顏幼童面臨隔代教養、疏於照顧、語言刺激不足等問題。但，除了少數顱顏症候群可能因其

先天因素影響其智力、語言發展外，大多數的顱顏幼童只要有機會接受適當的醫療照顧及教育，

都有機會可以扭轉他們的命運！ 

「顱顏幼童幼教補助津貼方案」的目的在於提供這些經濟弱勢顱顏家庭適當且足夠的社會支持系

統，也積極為六歲之前的顱顏幼童爭取學習發展的黃金機會。 

自民國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共補助 111 名顱顏患童獲得顱顏幼教補助津貼。 

 
同時為了發掘更多弱勢個案，共舉辦 5 場「下鄉服務」，共計 373 人參與。下鄉服務將醫師、語

言老師及社工拉到偏遠或醫療資源相對稀少的鄉鎮，讓居處偏遠的弱勢家庭能就近參加，以使用

基金會的服務，也確保每一個顱顏幼童都能及時獲取相關的資源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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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顱顏幼兒發展評估 

顱顏幼教補助方案施行之初，即設計相關問卷進行前測，希望藉此瞭解幼教補助方案介入前顱顏

幼童在「語言發展」、「生活自理」、「認知」及「社會行為」等四個面向上的能力，並於施行

一年後，以同份問卷進行後測。所設計的量表，分別以 1、2、3 呈現患童在各方面能力上的改

變，其中 1 表：進步很多、2 表：有進步、3 表：沒改變，因此在統計操作上，分數越低表示進

步越多，越高則相對表示沒有改變或進步有限。前測樣本數：77 人；後測樣本數：76 人(一人

流失)。 

根據分析評估結果發現到： 

（一） 顱顏患童接受顱顏幼教補助後，不管是在語言發展、生活自理、認知及社會行為等能力

上都有進步，其中以「認知能力」（前後測平均數差異＝3.31） 

進步最多，顯示幼稚園有系統的教學，對於患童的「認知」能力是有顯著的幫助的。 

    語言發展 生活自理 認知 社會行為 

前測 

平均數 18.13 18.03 23.01 21.57 

個數 76 77 76 77 

標準差 5.07 5.82 6.22 6.60 

後測 

平均數 15.91 15.47 19.70 18.81 

個數 76 74 74 75 

標準差 4.47 5.10 6.98 5.29 

  
前後測平均數

差異 
2.22 2.56 3.31 2.76 

 

（二） 「有語言發展問題」的患童，在就學後，要比一般患童花費更多的時間來學習、追趕其

原先落後的進度，因此在其進步後，我們仍然會發現他們的表現落後於「沒有語言發展問題」的

患童。然而，較不須要透過語言表達來反應其能力的「社會行為」項目，具「有語言發展問題」

的患童在此部分的進步幅度是大於其他項目的，此一結果也凸顯了幼稚園教育對於「有語言發展

問題」患童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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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發展問題   語言發展 生活自理 認知 社會行為 

前測 

有 

平均數 20.06 20.06 25.00 23.88 

個數 34 34 33 34 

標準差 5.14 6.30 6.97 7.65 

後測 

平均數 18.23 18.10 23.97 20.90 

個數 30 30 29 30 

標準差 5.27 6.30 8.72 6.74 

    
前後測平

均數差異 
1.83 1.96 1.03 2.98 

 

 
 

（三） 顱顏幼教補助個案於幼教補助方案介入前是否有就讀幼稚園其各方面能力之影響： 

  語言發展問題   語言發展 生活自理 認知 社會行為 

前測 有 平均數  17.74  17.69  22.86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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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數  69  70  69  70 

標準差  5.10  5.68  6.47  6.50 

後測 

平均數  16.18  15.77  19.94  19.09 

個數  71  69  69  70 

標準差  4.46  5.16  7.15  5.26 

    
前後測平

均數差異 
 1.56  1.92  2.92  1.97 

前測 

有 

平均數  22.00  21.43  24.57  26.71 

個數  7  7  7  7 

標準差  2.65  6.55  2.23  5.71 

後測 

平均數  12.00  11.40  16.40  15.00 

個數  5  5 5  5 

標準差  2.35  0.89  2.30  4.64 

    
前後測平

均數差異 
 10  10.03  8.17  11.71 

可以看到「顱顏幼教補助方案」介入前，沒有機會就讀幼稚園、托兒所的患童其在各方面的能力

表現上均比已就讀幼稚園、托兒所的患童要來得差。但在進入幼稚園後，我們可從前後測的平均

數差異上發現其進步的幅度是原先已就讀幼稚園患童的倍數之多。由此結果可見，只要願意給顱

顏患童一個機會，在足夠的環境刺激之下，他們一樣可以迎頭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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