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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兒童發展評估指引兒童發展評估指引兒童發展評估指引兒童發展評估指引 

美國發展評估建議流程如圖 2-1 所示(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006)，國內

兒童聯合發展中心或評估醫院應似其第 8 階段。然而如圖 2-1 所示，在發展及醫學評估尚

未完成之前，兒童及其家庭可開始接受早期介入服務(第 7 階段)，兒童早期介入服務包括：

發展治療、服務協調、社工服務、交通與相關經費補助、家長訓練、諮詢與到宅服務。 

發展評估(Developmental Evaluation)主要目的為找出特定發展領域之障礙，以提供預

後與早期介入服務之參考，除有兒童相關專科醫師之外，尚可包括其他專業人員，包括

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聽力師、社工及幼教老師(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006)。。 

醫療評估(Medical Evaluation)主要是找出相關病因，包括生理性、環境性以及會延緩

發展的危險因素。此外還要包括：視力篩檢、客觀的聽力檢查，以及查閱新生兒時期新

陳代謝篩檢檢查結果以及發育曲線圖。此外，尚根據臨床發現進行腦部的影像檢查，腦

波、基因及新陳代謝檢查 (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006)。 

根據研究顯示，約只有 1/4 的發展遲緩個案可以找到明確的病因，尤其是單純語言

發展遲緩兒童其找到病因的比例非常低(<5%)，在全面性發展遲緩以及動作遲緩兒童其可

找到確切病因的比例較高(>50%)(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006)。 

「發展遲緩」之判定尚無普遍認可的標準，幾個常用標準包括： 

1.兒童能力低於同齡兒童 15～50%il 以下(Brown & Brown, 1993; Effgen, 2000)。 

2.和常模平均值比較，低於 1～2 個標準差(Bayley, 1993; Petersen & Kube et al., 1998)。 

3.和地區或機構常模比較後而決定，也與經費、政策相關，故各地區、各機構間會不同(廖

華芳、王儷穎、劉文瑜等，2011)。 

在小兒醫學中，發展遲緩指兒童達成發展狀況或能力落後常模範圍(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006)。而根據美國聯邦「發展障礙法案」(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ssistance and Bill of Rights Act of 2000 (Public Law No.106-402))，發展障礙(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指 5 歲以下兒童有身體或／與心智損傷，以致在其主要生活活動有明顯功能限

制，障礙會持續至成人(http://www.md- council.org/resources/dd_definition.html; 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006)。因此由醫學角度，此二名詞略有不同。然而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

細則」之內涵中，發展障礙也屬發展遲緩。本報告不特別區分此二名詞。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辦理，成果報告不代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意見] 

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 

廖華芳、潘懿玲。研擬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輔導訪查基準計畫。衛生署研究計畫。花蓮：中華

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2013 年 06 月 14 日。 

Liao HF, Pan YL. The Indicators of Consultation and Visiting for the Joint Assessment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A Research Project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Hualien, Taiwan: Chinese Early Interventio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June 14t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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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小兒神經科醫學會(Child Neurology Society)於 2003 年曾針對醫師提出「全面性發

展遲緩」(global development delay)兒童的評估指引(Shevell et al., 2003) ，此可供兒童發展

聯合評估中心評估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時之參考。全面性發展遲緩指兒童有遲緩之發展領

域超過一個（領域包括粗細動作、語言、認知、人際社會、日常生活自理）(Petersen & Kube 

et al., 1998; Srour & Mazer et al., 2006)。該指引建議執行小於 5 歲之兒童之評估時，應

(Shevell & Ashwal et al., 2003)： 

1.詳細詢問病史與發展史，並且進行詳細的身體檢查。 

2.照會聽力與視力篩檢。 

3.無接受過一般例行新生兒篩檢者，應至少有新陳代謝功能檢查。 

4.疑似或有癲癇症狀者應有腦波檢查。 

5.必要時應進行自閉症與語言功能篩檢。 

6.對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的家庭成員進行評估。 

7.具有某些特別徵狀時應給予特別診斷。 

8.最後經由觀察與測試，對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作出診斷。 

此外，唐氏症兒童除了發展遲緩之外，常併有聽力、視力、心臟、脊椎等問題，因此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在 2001 年之指引建議，唐氏症兒童例行之追蹤檢查內容，除診斷性發

展量表外，尚需包含家長諮詢、甲狀腺篩檢、聽力篩檢、視力篩檢，並在出生時進行心臟

超音波檢查，在 3 歲時進行頸椎 X 光檢查(American Academy of Academy of Pediatrics, 

Committee on Genetics, 2001)。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國外兒童早期介入之評估鑑定系統或制度國外兒童早期介入之評估鑑定系統或制度國外兒童早期介入之評估鑑定系統或制度國外兒童早期介入之評估鑑定系統或制度 

一、國外兒童早期介入之評估鑑定系統或制度 

劉文瑜曾比較各國早期介入之評估鑑定系統或制度如表 2-1 所示(劉文瑜，2012)。

回顧國外文獻，有類似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的設置只有香港之「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

務」(Child Assessment Service)，而國內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之設置也是當初參考「兒

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因此以下先介紹香港之「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一) 香港之「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香港一旦懷疑兒童有發展遲緩，便可轉介至衞生署設於不同區域之 6 家「兒童體能

智力測驗服務」或到各醫院接受發展評估；再依兒童評估結果，轉介至三種服務體系或

各醫院復健醫療服務。0-2 歲發展遲緩嬰幼兒以醫院復健醫療服務為主(林惠芳，2010)。

三種服務體系分別是：社會福利署管轄之特殊幼兒中心(special child care center)、早期教

育及訓練中心(earl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及融合式幼兒中心(integrated child care 

center) (http://www.dhcas.gov.hk/textonly/cindex.html)。此外，社會福利署及受資助之非

政府機構在香港11行政區之62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er)，

提供以社區為基礎之服務導向。 

香港「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Child Assessment Service)是衞生署轄下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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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hcas.gov.hk/tc_chi/service_his/service_his.html)，首間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設於九龍鴉蘭街，於 1977 年開始設立，為身心發展方面有問題的 12 歲以下兒童，提供

全面的綜合評估服務，以及安排合適的復健服務，以幫助有特殊需求的兒童發揮最佳潛

能的目標。2013 年 1 月，全香港共設有六間「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分布於各區。由

不同專業組成評估團隊，成員包括：小兒科醫師、臨床心理學家、醫務社工、聽力學家、

言語治療師、視光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公共衛生護士(public health nurse)及其

他輔助人員。評估團隊會測試兒童的體能、感知、智力、語言、社交等多方面的能力，

並根據兒童的個別需要及其家庭狀況，為他們安排及協調所需要的復健服務(如醫療、

治療、輔導、訓練、特殊教育、社會福利、追蹤評估等)。「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也會儘量協助家長適應和照顧有發展障礙的兒童

(http://www.dhcas.gov.hk/tc_chi/centre_info/files/cas_leaflet_c.pdf)。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服務的流程如圖 2-2。

(http://www.dhcas.gov.hk/tc_chi/scope_ser/scope_ser_oas.html) 每個中心內還提供多項不

同的支援服務，包含家長資源中心、親職講座及工作坊、家長訓練課程及自助小組。而

其中，家長資源中心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提供有關各種兒童發展問題的資源和資料，以便

讓家長可以免費借用各種輔導教材，例如書籍、玩具、雜誌和視聽器材等，且輔導教材

主要根據各種發展障礙和狀況加以分類，方便家長搜尋資料。然香港「兒童體能智力測

驗中心」並未有評鑑或輔導訪查機制。此外，「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不提供長期例

行性之兒童早期介入服務。 

 

(二) 日本之鑑定評估 

市町村(相當於國內的鄉鎮區公所)依母子保健法提供一歲六個月及三歲時的全面健

康檢查。市町村教育委員會依學校教育法對入學學生提供健康診斷。若經健康檢查發現

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時，市町村要確保提供必要的諮詢服務，必要時轉介醫學及心理學判

定機關、發達障礙者支援中心或其他都道府縣級的醫療相關單位，並對發展遲緩兒童主

要照顧者提供諮詢服務等。 

市町村對於提供發展遲緩兒童相關服務應尊重兒童及其家長的意見，協助家長釐清

各項疑慮。而都道府縣政府(相當於國內縣市政府)對於市町村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發現

相關技術上應依市町村之請求提供必要的協助，並協助連結與其他市町村的療育技術支

援（林惠芳，2010）。 

 

(三) 美國之鑑定評估 

在美國早期介入系統化的服務，有「兒童發現計畫」(Child Find, 

http://www.childfindidea.org/) 或學區中的「兒童發現中心」(Child Find Center)對幼兒進

行免費兒童發展篩檢評估的工作，若篩檢有問題會進一步轉介特教評估，進而開始提供

各項必要的服務(http://www.loudoun.k12.va.us/Page/1754）。這些服務包括：來自醫院、

家庭、社區的通報、融合於自然場域環境中的團隊評估、整合各方協助的訓練方案，並

誘使家長參加計畫，提高自己孩子的生活及教育品質等（林惠芳，2010）。雖然各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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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早期介入服務，但各州有些微不同，如負責單位、跨機構協調之機制與所需經費

之提供等 (Hebbeler, Spiker, et al., 2007) 。 

美國聯邦政府IDEA (身心障礙教育法案) Part C規定使用適當的診斷工具和步驟，

收集兒童在一個或多個發展領域上的發展情況，包括認知、生理、溝通、社會和情緒、

適應性行為 (Hebbeler, Spiker, et al., 2007) 。平均兒童初次診斷年齡為8.8個月。大部份符合

早期介入資格之兒童，其中64%為發展遲緩診斷，20%為疾病診斷，16%屬於發展遲緩

危險群(Hebbeler, Spiker, et al., 2007) 

(http://www.sri.com/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neils_finalreport_200702.pdf) 。 

紐約州早期介入計畫(New York State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簡稱 EIP) (2006)

為美國Part C早期介入計畫的一部分，規定符合服務資格的對象必須是小於3歲的兒童，

且在身體、認知、溝通、社會情感及/或適應性等各領域被確診為有發展障礙或發展遲緩

的現象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1) 。 

如「紐約州家長與專業人員之臨床執業指引：建議報告書-動作障礙幼兒(0-3 歲)之

評估與介入」在指引的評估篇(Assessment)，指引針對「一般的評估」、「發現有動作

發展障礙的兒童」、「評估有動作發展障礙的兒童」、「餵食與吞嚥等口腔動作評估」、

「其他動作發展領域的評估」、「一般健康狀態的評估」及「與家庭合作的評估」等各

項目，皆有清楚的評估建議，並且各項目皆提供「實證強度」(Evidence Ratings，一共

有五種強度，分別是：[A]=Strong、[B]=Moderate、[C]=Limited、[D1]=No evidence meeting 

criteria，及[D2]=Literature not reviewed)；評估上的建議項目包括：評估過程、給專業人

員評估上的建議、合作與融合的建議，以及文化與家庭背景評估上的建議等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6) 。此類似台北市或新北市早療督考中，各專業團體列出

推薦之評估工具與方法，然國內對各種推薦尚無標出實證等級，仍停留在專家共識之階

段。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國外兒童早期介入國外兒童早期介入國外兒童早期介入國外兒童早期介入(含評估含評估含評估含評估)機構之標準機構之標準機構之標準機構之標準 

國外針對兒童早期介入機構則有些標準，整理於下供參考。然國外之兒童早期介

入服務，逐漸採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之早期介入，並強調融合式早期介入

(inclusive early intervention)，其標準是否適用於國內醫療院所之早期介入，尚待進一步

探討。 

(一)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早期介入治療計畫指引」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早期介入治療計畫指引」(Early Intervention Therapy 

Program Guidelines)是由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簡稱 BC)的「兒童

與家庭發展部」(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提出，是一份同時給提供

早療服務的機構及負責執行早療計畫的政府人員做為參考標準。其 12 項標準如下： 

1.機構採「以兒童為焦點」(child-focused)取向； 

2.服務採「以家庭為中心」(family-centred)取向； 

3.機構認同並建構兒童、家庭成員及社區的優勢、能力(capacity)與資源，來協助並培

養兒童之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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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構如果與原住民兒童、家庭與社區合作時，應尊重服務對象的文化傳統； 

5.機構提供以目標為導向、對兒童與家庭有意義的服務，且宜由專業人員判斷並擬定； 

6.為促進服務的協調並改善兒童與家庭接受服務的成果，EIT 計畫內的機構宜參與各組

織間(inter-organizational)和組織內部的各專業(interdisciplinary)或跨專業

(transdisciplinary)合作； 

7.機構整合研究實證與臨床專業知識，改善兒童及家庭的成果； 

8.機構提供服務的場域與時間，宜考慮對兒童、家庭及服務提供者三者間的便利性，

及與這三者之生活場域的相關性與舒適度； 

9.機構宜考量社區的特性，來促進可近性並營造融合的環境，讓兒童及家庭能夠充分

參與社區生活； 

10.機構建立一個有能力的且具有符合資格的團隊，並透過不斷的學習、訓練與自我評

估，培養並提升服務的能力。團隊成員宜包括一名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

治療師，以及一名支持家庭的專業人員； 

11.機構編列後補名單，並排出個案的優先順序，訂出管理策略，包括： 

i.在兒童與家庭被列在等補名單前，要先初步決定兒童及家庭所需要的服務； 

ii.在符合服務資格的兒童還在等候名單時，應提供適合他們的過渡期的服務資源； 

iii.讓在等候名單的家庭得知需要等候多久。 

12.機構持續改善服務品質。(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09) 

 

(二) 「啟蒙計畫執行標準」 

「早期啟蒙計畫」(Early Head Start Program) 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由美國聯邦政府

資助並且在全美實施的計畫(Love, 2005)。是針對 3 歲以下低收入家庭幼兒的發展及其家

人提供支持服務。「啟蒙計畫」(Head Start Program)為 3-5 歲貧窮家庭兒童早期介入。

這兩個計畫都要遵守「啟蒙計畫執行標準」(Head Start Program Performance Standards)。 

執行標準舉例如下： 

1. 每隔三年，所有的計畫都會再重新確定是否遵守這份規範(The National Center on 

Health, 2012)。如不符合啟蒙計畫執行標準，主管單位可停止其補助與服務。 

2. 專業品質審查制度，包括：專業人力之資格認證外，早療新進人員之訓練與期限，

早療相關繼續教育時數與內容之規定，服務紀錄樣本審查(多元評估、家長參與、個

別化療育功能性目標(包括家庭目標)、療育策略或方法、療育服務紀錄、療育成果)。 

3. 根據「啟蒙計畫執行標準」(Head Start Program Performance Standards)(USDHHS, 

2009)的服務模式，採用不同之標準或要求。如：到宅模式(home-based program)，每

個家庭每周一次至少 1.5 小時(每年至少 32 次/年)；每對親子每月參與至少兩次社會

性團體活動(每年至少 16 次)；每個家訪員至多服務 12 個家庭，以保證有足夠時間

進行評估分析、規劃安排活動與紀錄。以機構為基礎 (center-based program)則規定

每個班級每週上課 4-5 天，每天 3.5-6 小時(每年至少 32 週或 128 天)，每年老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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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2 次到宅。(USDHHS, 2009:p157)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之法源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之法源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之法源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之法源、、、、服務系統與制度服務系統與制度服務系統與制度服務系統與制度 

根據內政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2013年)，衛生署(現為衛生福

利部)須督導衛生單位輔導各醫療院所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發現與篩檢、通報轉介及

療育事宜。此外各縣市衛生單位在聯合評估工作項目上採行以下三項措施：1)、每一縣

市至少設置一所聯合評估中心、建立聯合評估機制，並輔導公、私立醫院規劃組成發展

遲緩兒童聯合評估團隊，辦理聯合評估服務事宜，增加評估的可近性；2)、建立評估團

隊工作人員間之完整評估流程與合作機制；3)、輔導聯合評估團隊於個案評估日起八週

內，填具綜合報告書(Evaluation Report)，提供家長並協助轉介當地通報轉介中心，以利

後續服務之進行。療育與服務方面，各縣市社政單位需輔導托嬰中心、托兒所、兒童少

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及早期療育機構(含兼辦早期療育服務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收托發展

遲緩兒童及身心障礙兒童，補助教材及設備，並提供托嬰中心專業團隊巡迴輔導服務，

加強兒童融合托育的環境與成效。並對發展遲緩兒童提供療育、臨時托育費用補助。各

縣市衛生單位(衛生局)需輔導該縣市醫療院所提供發展遲緩兒童醫療復健之服務。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流程」為內政部於2007年7月修正，請參考圖2-3。(內

政部，2007)。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於接到轉介並完成評估結果後，除提供綜合報告

書給家長並說明外，於家長簽署同意書後，要將綜合報告書回報「通報轉介中心」或「個

案轉介中心」，並依需要提供療育諮詢建議或療育服務。對於有接受療育服務的個案，

早期療育服務單位要定期檢視個案療育計畫實施成果，並報告通報轉介中心辦理結案或

繼續安排評估。 

根據「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流程及檔案管理辦法」，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機構(包

括聯合評估中心)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應於一週內填具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

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通報兒童戶籍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表

2-2) ( http://210.241.100.204/internet/main/doc/doc_detail.aspx?uid=397&docid=2301)。而國

內之資料顯示，經聯合評估中心評估後確定有發展遲緩之兒童，約94%家長會簽署同意

書，進而通報至通報轉介中心接受相關之早療服務。 

台灣「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其業務包括兒童發展篩檢、發展評量、跨專業評估

會議、評估報告等。於2012-2014年，全台灣經國健局核可補助已有45家聯合評估中心

分布於22個縣市(表2-3)。過去資料顯示，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之個案確定為發展遲緩

者有82.6%，疑是遲緩者有7.2%（遲景上與陳冠蘭，2003）。2006年至2010年台北市發展

遲緩兒童接受評估鑑定之分析研究顯示，在整體功能性診斷分佈中，發展遲緩診斷的比

例為51.5-61.5%，其次為”懷疑遲緩，繼續追蹤”(12.5-28.5%)，而診斷為無發展遲緩之比

率佔5.4-10.0% (何淑賢等人，2013)。可見過度轉介至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或評估醫院

接受團隊評估之比例有限，因此兒童早期介入服務或許應仿國外，不需等評估鑑定完成

評估報告書後才開始進行。 

郭煌宗等人統計中部4個聯合評估中心接受評估之個案約80%屬於發展遲緩，接受評

估者3歲以下佔48%，3歲以上佔52%；由於3歲以下個案比例太少，因此尚未到達理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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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發現目標（郭煌宗與蔡明瑀等人，2003）。2006年至2010年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接

受評估鑑定之分析研究顯示，接收評估鑑定的年齡，以5歲兒童佔最多數，佔所有評估

兒童24%左右，其次為4歲(20%)，0-3歲兒童約佔38.8%，可見3歲以下之早期發現於國內

都尚不見理想(何淑賢等人，2013)(表2-4)。 

過去資料顯示，經「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評估後之功能性診斷的類別分別為：

語言發展遲緩52.7%，心智發展遲緩44.1%，動作發展遲緩37.3%，社會情緒發展遲緩

18.2%，非特定性發展遲緩7.0%（遲景上與陳冠蘭，2003）。2006年至2010年台北市之發

展遲緩兒童在各項功能性診斷上，以語言及動作發展遲緩最多，每年至少有451人次；

其次為社會情緒發展遲緩，每年有380人次至500人次，及非特定性發展遲緩，每年有250

人次至430人次，其中「全面性發展遲緩」約佔42% (何淑賢等人，2013) 。若將醫療診

斷種類分為六大類(神經肌肉疾病；遺傳染色體症候群；精神心智方面；視覺異常；聽

覺異常；其他身體疾病)，以精神心智類佔約50%為最多數(何淑賢等人，2013)。可見心

智、語言、動作發展遲緩領域之兒童之評估與早期介入值得重視。而同時有2個發展領

域以上問題之兒童也將近占一半(何淑賢等人，2013)。因此建議「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

心」可參考國外「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的評估指引(Shevell et al., 2003)。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 (前前前前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及各縣市及各縣市及各縣市及各縣市兒童早期兒童早期兒童早期兒童早期

療育醫療機構之輔導指標療育醫療機構之輔導指標療育醫療機構之輔導指標療育醫療機構之輔導指標 

台灣自 1990 年代開始重視早期療育的概念，並積極推動立法，於 1993 年將早期療

育相關條文納入兒童福利法，1994 年「行政院第十五次科技會議」討論幼兒人口品質議

題將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列為重點。內政部並於該年進行「我國早期療育制度規劃之

研究」。1995 年由內政部結合醫療、教育與社政之跨部會組成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推動小組」，以任務編組的方式啟動早療業務的推展。1996 年始訂定「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療育服務實施方案」，將早期療育服務流程訂為通報�轉介�聯合評估(鑑定)�轉介�療

育服務，並將各階段服務內容作簡單的界定，也成為現今早期療育服務流程的參考依據

（張秀玉，2003）。1997 年內政部進行「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之研究-通報轉介中心鑑定

中心合作模式之規劃」研究；補助台北市、台中縣、台南市、高雄市與花蓮縣辦理「發

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及個案管理服務計畫」。1997 年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擇定台北

市立婦幼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與花蓮慈

濟綜合醫院成立「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估中心」（雷游秀華，2000），目前已更名為「兒童發

展聯合評估中心」。1999 年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補助成立 10 家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

估中心，2008 年 25 個、2010 年 35 個，2011 年 40 家，至 2012 年 22 個縣市有 45 家。

目前台灣「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其評估業務包括兒童發展篩檢、發展評量、跨專業

評估會議、完成綜合報告書等。 

政府的正式編制－內政部兒童局於 1999 年成立，早期療育相關業務主管機關自此由

社會司移轉至兒童局管轄。各縣市政府也陸續成立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通報轉介

中心」（名稱雖不一致，但是功能卻是相同的），2000 年國內有 21 個縣市成立「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並與民間提供早期療育的相關服務機構結合成一服務網路，

開始積極提供各項早期療育的直接或間接服務工作。 



15 

 

有關於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之訪查與督導方面，2000 年內政部及衛生署(現為衛生

福利部)辦理「各縣市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及聯合評估中心訪視計畫」。2001 年衛生署(現

為衛生福利部)開始進行全國各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估中心的服務指標建構與評估鑑定工

具整合工作，並委託「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首度訪視 5 個發展遲緩兒童聯合

評估中心，訪查團隊由各專業團體、醫務管理及家長團體代表組成，訪查方式則包含書

面資料審查與實地訪查。各縣市衛生局對於早期療育的督考方面，本報告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市衛生局 2003 年開始對醫院進行早療機構督考，早期為獨立督考方式，由所有專業

到早期療育單位參與共同訪查；後期因與醫院每年督考業務合併，改為每機構接受二種

專業抽查方式進行督考。督考方式都包含書面資料審查與實地訪查。早期督考以輔導訪

查性質為主，後期則開始有計分，並且清楚標明每項指標定義與計分比例，以增加督考

結果客觀性，並針對優良單位頒獎表揚。台北市衛生局早期獨立督考每個專業共同訪查

之優點是訪查時間較長，各個專業都有資深人員針對其專業服務給予建議；與醫院督考

業務合併之優點是早療督考之建議都可直接向醫院院長反應，因此聯合評估與兒童早期

療育較能得到醫院高層之行政支持。 

有關過去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與醫院兒童早期療育之輔導訪查指標內容，大致可分

類為共同訪查與各專業訪查兩個部份。共同訪查指標乃針對評估中心之整體行政運作與服

務規劃內容所建置；包含服務流程是否明確、單一窗口服務、跨專業合作、專業團隊個案

討論會議、評估報告書內容的完整性、個案資料檔案管理與通報轉介、家庭資源之提供、

品質監控(例如家長滿意度)等。專業訪查指標則著重於各專業人力素質、專業設備與空間、

專業服務品質。人力素質相關指標包括有：人力編制、專業證照與學經歷、工作年資或等

級、院內外在職進修訓練與繼續教育、學術研究等。專業設備與空間相關指標包括有：評

估空間與環境、評估工具與設備器材完整性；評估工具與設備器材並列出清單使標準更明

確。專業服務品質相關指標則包含：評估方式、評估紀錄完整性、是否有清楚明確療育目

標、團隊會議或療育會議、提供家長建議及資訊、療育紀錄種類與內容完整性、提供轉介

或轉銜服務等。表 2-5 至表 2-12 為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現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台北

市及新北市歷年輔導訪查指標之整理。綜合各單位歷年之早療輔導訪查指標修訂，共有以

下幾項特點：強調評估報告書與病歷紀錄品質、成效評估概念出現、輔導訪查標準客觀可

測量、指標簡化與整合。 

國內相關研究顯示，聯合評估中心成效運作指標之權重，以評估內容之權重為最高，

尤其強調跨專業團隊評量；在服務模式的次要指標中以後續療育建議的權重最高；專業成

長的次要指標中以在職訓練與繼續教育的權重最高。(王于欣等人，2010)因此上述指標皆

應納入評估與療育輔導訪查基準中。此外，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

康照護處所發表之「建立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運作成效之系統整體評鑑指標計畫報告」

中指出，對進行聯合評估中心之成效評鑑，目前階段仍宜以鼓勵性質為優先，同時須了解

聯合評估中心運作成效指標執行所遭遇之困難並予以輔導。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也必

須定義聯合評估中心之功能。(行政院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2013) 

本次「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評估與療育輔導訪查基準（草案）」將分為「團隊運作

訪查基準」與「專業領域訪查基準」兩部份。團隊運作訪查基準包含服務過程與品質監控。

專業領域訪查基準又分為兒童發展聯合評估與早期療育服務。兒童發展聯合評估包含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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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專業人力、專業設備與空間與專業服務。早期療育服務著重以家庭為中心提供團隊

合作模式之服務、紀錄有擬訂長短期目標、指導家長居家照顧或訓練技巧並展示成效、有

治療紀錄與兒童進展報告(詳見本報告第三章)。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國內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之評鑑國內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之評鑑國內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之評鑑國內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之評鑑 

根據內政部 2013 年 6 月頒發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2013 年)，衛生

署(現為衛生福利部)負責訂定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與評估醫院之設置標準，內政部負責

訂定早期療育機構設置標準。因此，「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為社政單位管轄之兒童

早期療育機構。 

根據內政部於兒童局全球資訊網公布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評鑑實施計畫

範例」(2013/06/10取得) 

(http://www.cbi.gov.tw/CBI_2/upload/0df2cce0-8075-422f-af8d-b8de8ec1cfd8.pdf)，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可透過評鑑促進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發展與經營管理理念，據

以提昇機構服務績效，改善服務品質，保障兒童之福祉。其受評鑑對象為: 1) 經許可設立

且營運滿一年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及許可兼辦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業務之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2) 接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機構及辦理發展遲

緩兒童早期療育業務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小組成員5-7人，依對象不同而籌組，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主辦單位派員兼任，其餘委員可包括: 1)主辦單位及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代表；2) 會計師；3) 兒童早期療育有關專家學者；4) 組織行為、組織管理、社

會福利機構經營管理等有關專家學者。評鑑項目包含：1) 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20％）；

2) 建築物環境及設施設備（20％）；3) 專業服務（50％）；4) 權益保障（5％）；5) 服

務特色與服務創新（5％）。（其細項可參考附錄二：內政部兒童局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療育機構評鑑指標範例） 

其評鑑方式如下： 

(一) 自評及不適評指標申請： 

1. 參加評鑑機構接獲評鑑表後，應填寫基本資料辦理自評，自評時，得對不適用之項目

建議不納入評鑑。 

2. 主辦單位應聘評鑑小組委員就機構所提不適用項目討論決定通知機構，機構填妥自評

表後送主辦單位，由主辦單位並排定行程通知參加評鑑機構實地訪查。 

(二) 實地訪查： 

1.參加評鑑機構應先行備妥有關業務資料或工作紀錄，於實地訪查當日提供參閱。實地

訪查程序包括簡報、審查有關資料、參觀機構、訪談業務關係人員、意見交換，實地

訪查時間以4 小時為原則，並得依機構規模彈性調整。 

2.實地訪查完畢，委員對於機構之訪查結果及建議與機構相關人員充分交換意見，並研

提優、缺點及應行改進事項之書面意見，送主辦單位彙編評鑑報告。 

(三) 複查：評鑑結果通知文到10 日內，各受評機構可針對異議事 項申請書面複查，各

機構主管機關於受理後，應先送評鑑小組於1 個月內完成複查作業，並予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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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發展評估建議流程(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006) 

(感謝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授權同意使用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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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香港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服務流程 

(http://www.dhcas.gov.hk/tc_chi/scope_ser/scope_ser_oas.html) 

初步初步初步初步晤談晤談晤談晤談    

公共衛生護士晤談及了解兒童的成長、行為及學習狀況 

 

 

 

 

 

 

 

 

 

 

 

 

 

 

 

    

專業評估專業評估專業評估專業評估    

根據臨床指引為兒童作專業評估，整合訂定介入計劃及追蹤服務 

 

    

轉介及轉介及轉介及轉介及追蹤追蹤追蹤追蹤    

根據個別情況，評估組會為兒童安排合適的追蹤，例如：學校及訓練轉介、專科轉介、

短期訓練、複診等。 

 

評估前評估前評估前評估前    

個案分析會議個案分析會議個案分析會議個案分析會議    

小兒科 

醫師 
臨床心

理師 

社工師 

聽力師 

語言治

療師 

視力師 

物理治

療師 

職能治

療師 

公共衛

生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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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流程(內政部96.0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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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國發展遲緩兒童(DD)早期介入之評估鑑定制度(參考自劉文瑜，2012 年) 

  

 

 

 DD 資格

認定之評

估 

地 點 

發展遲緩的認定 團隊成員 定點 

國

內 

V 

30~45 天 

是 

聯合評估

中心、評

估醫院 

內政部 

1.醫學鑑定：依據衛生署或縣市政

府核准之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

估中心或評估醫院所提供的報

告書 。 

2.依「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

（CDIIT）」判定之未滿 3 歲兒童 

以施測值未達負值，及 3 歲以上 

兒童以施測值未達負 2 個標準差 

評估團隊中至少

有醫師、治療

師、社工 

美

國 

V 

45 天 

否 

評估團隊

和人員需

事先獲得

認證，有

明確規定

登錄規範 

各州依財政差異略有所不同，但皆

有明確規範。  

常用的規範為(一)發展年齡做為認

定，如發展年齡標準有 6 個月的遲

緩；或/和(二)同年齡各領域通過情

形，如同年齡通過的題數一個領域

有 50%未通過、有二個領域有 

25%未通過或單一領域低於 1.5 個

標準差及(三)臨床判定。此外近年

傾向納入高危險，即在診斷上有特

定問題即可納入。 

與醫療之家(似

家庭醫師)合

作，醫師將記錄

提供給早療服務

中心。早療團隊

中要有家長與相

關專業，如 OT, 

PT, ST, SW etc. 

香

港 

V 是 

兒童體能

智力測驗

中心 

未在白皮書中界定，但大部份由兒

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 

兒童評估專業團

隊成員彈性，但

至少有醫師、公

衛護理師和心理

治療師。 

日

本 

有定期評

估，但無

提及資格

認定 

是 

專科醫院

或學校 

 

保健所及保健中心 未明確說明評估

專業團隊成員，

但至少有醫師、

公衛護理師和心

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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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流程及檔案管理辦法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流程及檔案管理辦法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流程及檔案管理辦法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流程及檔案管理辦法, 2012 年年年年) 

  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 ※本通報表◎部分為非必填項目 

請傳請傳請傳請傳            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受理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受理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受理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受理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電子信箱電子信箱：：：： 

通 

報 

人                   

通報 

單位 

□托嬰中心  □早期療育機構  □社福機構   □幼兒教育機構        

□醫療院所  □衛生所        □其他＿＿＿ 

單位

名稱 
  姓名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

電話 

（電話） 

（手機） 

電子 

信箱 
  傳真   

兒

童

資

料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身心障礙證明 □無        □有 
◎核發日期：___年___月___日、障礙類別:______  

  障礙等級：□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重大傷病證明 □無 □有 ◎病名:____________ 

（疑似）發展

遲緩類別 

□語言溝通能力 □認知能力   □社會、情緒發展   □粗動作  

□精細動作     □生活自理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家

長

資

料 

父親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母親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監護人 

□同父親  □同母親 □另列如下： 

姓名:                         與兒童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聯絡人 

□同父親  □同母親 □另列如下： 

姓名:                         與兒童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主要照顧人 

□同父親  □同母親 □另列如下： 

姓名:                         與兒童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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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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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2 年-2014 年台灣 45 家聯合評估中心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辦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縣市 醫院名稱 聯絡電話 縣市 醫院名稱 聯絡電話 

台北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2-23123456*7190 

彰化縣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 04-8298686*235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02-27680802*10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 *1161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2-27372181*1236 

南投縣 

埔里基督教醫院 049-2912151*2011 

新北市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 02-66289779*3518 竹山秀傳醫院 049-2624266*31005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3303 雲林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 05-6337333*2237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02-22193391*67401 

嘉義市 

嘉義基督教醫院 05-2765041-6707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02-22765566*1110 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 05-2319090  

基隆市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02-24292525*3518 嘉義縣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05-3621000 

宜蘭縣 

羅東聖母醫院 03-9544106*6516 

台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06-2812811*53758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3-9325192*212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6-2353535*4619 

桃園縣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3-3281200*3846 

高雄市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7-7317123*8167 

壢新醫院 03-4941234*247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07-3154663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03-369-9721*4124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3422121*5017 

新竹縣 東元綜合醫院 03-5527000*1366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7-6150950 

新竹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

竹分院 
03-5326151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08-8329966*2020 

屏東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2415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03-6119595*6040 

花蓮縣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03-8561825*2311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037-357125*43106 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03-8241240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037-676811 

台東縣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089-351642 

台中市 

童綜合醫院 04-26581919*4845 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089-960115 

光田綜合醫院 04-26625111*2624 澎湖縣 天主教靈醫會惠民醫院 06-9272318#120 

台中榮民總醫院 04-23592525*5936 金門縣 行政院衛生署金門醫院 082-331960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 04-3606-0666*3980 連江縣 福建省連江縣立醫院 0836-23995*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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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台北市 2006 年至 2010 年 6 歲以下兒童平均每年接受評估鑑定初評之年齡分佈 

西元年 0 歲 1 歲 2 歲 3 歲 4 歲 5 歲 6 歲 總和 

2006 10 84 217 262 346 414 329 1662 

2007 12 70 192 212 229 286 214 1215 

2008 12 79 198 251 286 311 240 1377 

2009 11 74 226 256 285 381 247 1480 

2010 13 92 209 265 306 344 217 1446 

總計 58(0.8%) 399(6%) 1042(15%) 1246(17%) 1452(20%) 1736(24%) 1247(17%) 7180 

單位：人數(%)/1 年 (何淑賢、鄒國蘇等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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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2013 年國民健康署(前國民健康局) 兒童早期介入醫療機構之之輔導訪查指標 

督考單位 國民健康局 

督考年度 民國 102 年度 1 月草案 

指標內容 壹、 共同訪查基準 

一、 服務過程： 

1. 由單一窗口安排所有診察與評估 

2. 召開專業團隊個案討論會議(兩種(含)以上遲緩類別個案皆會召開) 

3. 有家長參與的療育會議 

4. 評估報告書內容的完整性 

5. 向家長解說明確評估結果 

6. 個案資料檔案管理 

7. 專業醫事人員評估服務 

8. 協助上傳通報至兒童健康管理系統及各地通報轉介中心 

9. 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衛教服務 

二、 品質監控 

1. 訂定品質監測主題，且有相對應改善措施 

2. 定期瞭解及追蹤家長對聯合評估服務滿意度，且有相對應改善措施 

3. 提供家長申訴管道 

貳、 專業領域訪查基準(針對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含醫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聽力檢查師) 

一、 行政管理：1.工作手冊、2.督導制度 

二、 專業人力：1.人力編制(人數與北市略有不同)、2.專業證照與學經歷、

3.資深醫事人員(僅物理、心理)、4.繼續教育學分(15 學分/年)、5.院

內在職進修訓練、6. 院外在職進修訓練、7.學術研究(80%人員 5 年

內曾發表早療論文) 

三、 專業設備與空間：1.評估空間、2.評估情境與環境、3.評估工具、4.

設備器材、5.隔音室隔音標準、6.隔音室空調系統、7.評估項目的完

整性 

四、 專業服務：1.評估方式、2.評估紀錄、3.療育目標、4.參與個案討論、

團隊會議或療育會議、5.提供家長居家執行項目建議及相關資訊、

6.個案追蹤、7.提供轉介或轉銜服務、8.建立早療相關資源網絡資料

庫 

叁、專業領域訪查基準(針對早期療育服務，無提供療育服務之機構免評) 

  1.以合作模式提供服務 

  2.所提供的早期介入服務應考量兒童及家庭需求，並定期評估及紀錄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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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家庭參與療育之狀況 

  3.針對主訴問題擬定短期目標 

  4.指導家長居家照顧或訓練技巧，並定期追蹤 

5.有治療記錄及兒童進展報告 

6.有家長需求變化記錄 

指標特色 I. 等第制，分為良好、可、建議改善 

II. 指標整合，同一指標下再訂各專業標準 

III. 新增品質監控訪查項目 

IV. 分別設立評估與療育之專業領域訪查基準 

V. 沒有特定病歷指標(分散於相關督考項目，心理有行為觀察記錄指標)；

評估工具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設備指標(物理、職能、語

言、心理、聽力)；空白病歷範本(物理、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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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004 年衛生福利部(前衛生署)兒童早期介入醫療機構之輔導訪查指標 

督考單位 行政院衛生署 

督考年度 民國 93 年度 

指標內容 一、 單位基本資料 

二、 評估中心工作概況：服務量、評估流程、經費收入、個案來源、個案

年齡層分布、工作人員概況、掛號至完成評估時間、完成評估到告知

家長結果時間 

三、 專業訪查部份 

I.『共同部分』訪查 

(一)、硬體設施設備：1.評估空間、2.兒童適用防護措施、3.環境舒適

度、4.評估中心動線指標 

(二)、服務過程：1.由單一窗口安排所有診察與評估、2.召開個案討論

會、3.有家長參與療育會議、4.評估報告內容的完整性、5.向通報轉介

中心通報、6.制訂評估中心工作手冊、7.完整個案紀錄與檔案管理、8.

評估中心品質監測機制、9 追蹤個案狀況 

(三)、專業訓練：1.院內早療在職訓練、2.參與院外早療研討會或課程、

3.鼓勵早療相關研究 

II.醫師訪查(註：各項另有訪查細項，有些行政項目亦歸於此) 

1.基本資料填寫完整性、2.實驗室(檢查室)檢查項目之適當性、3.跨

專業合作狀況、4.評估之品質、5.診斷分類填寫之適當性、6.療育計

畫及轉介工作 

III.物理治療訪查 

1.參與評估之專業人力(人員素質、在職訓練、研究等)、2.評估環境

設施(空間、評估工具、設備器材等)、3.評估作業品質(工作手冊、

紀錄內容等)、4.人員訓練(參與個案討論會、研討會、跨專業交流、

進修制度等) 

IV.職能治療訪查 

1.人員(人員資格、繼續教育、研究發表等)、2.環境設備(空間、評估

工具、設備器材等)、3.作業品質(服務類型/量、紀錄種類與內容、工

作手冊、品質管制等) 

V.語言治療訪查 

1.硬體設施設備(空間、評估工具、設備器材等)、2.醫療過程(工作手

冊、督導方式、紀錄內容、個案討論、教學等)、3. 專業人力編制與

訓練(人員素質、在職進修、研究發表等) 

VI.臨床心理訪查 

1.專業人力(人員素質、在職進修等)、2.工作配備(空間、評估工具、

設備器材等)、3.工作流程(紀錄種類與內容、家長資源提供等)、4.

工作制度化(工作手冊、參與討論會等)、5.專業公共服務(教學、團

體講座、社會服務等)、6.工作計畫與經費(工具設備更新與研究經費

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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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聽力檢查訪查 

1.聽力檢查室設立規格(空間、隔音標準、空調)、2.聽力評估流程(評

估、結果解釋、處置、追蹤等)、3.專業人力(人員素質、在職進修、

研究等)、4.評估工具(各類聽力檢查) 

VIII.社會工作訪查 

1.專業人力(人員素質、專業訓練等)、2.環境設施(會談空間)、3.評估

工具及運用(家庭評估表格、評估項目與紀錄)、4.專業服務(家庭諮

商、親職講座、提供福利資源、工作手冊、在職進修等) 

IX.特殊教育訪查 

1.專業人力(人員素質、在職訓練等)、2.評估工具及應用(評估工具、

評估內容等)、3.醫療服務(參與會議、提供療育服務、衛教、團隊合

作等) 

指標特色 I. 病歷指標(分散於相關督考項目，職能有病歷紀錄指標、心理有晤談與

行為觀察記錄指標)；評估工具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特教)；

設備指標(職能、語言、心理)；空白病歷範本(物理、職能)；職能另有

服務類型、病患分類與管理制度指標；另有聽力檢查室設立規格 

II. 與北市 92 年督考指標相似；也有共同空間之硬體設施規劃指標與兒童

安全防護措施指標；不確定是否有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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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2013 年台北市衛生局兒童早期介入醫療機構之輔導訪查指標  

督考單位 台北市衛生局 

督考年度 民國 102 年度草案 

指標內容 壹、專業人員資格與進修(9.5%) 

一、 專業人員資格(4.5%)：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

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聽力檢查師、視力檢查人

員或眼科醫師、行政人員 

二、 專業人員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5%)：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貳、環境規劃與設施設備(21.5%) 

一、 各專業空間之配置規定（2.5%）、工具（2，2%）、器材（2%）、

與設備(6.5%) 

二、 環境規劃與設施設備之合理性(15%) 

i. 治療環境使用之合理性(5%) 

ii. 專業評估工具使用之合理性(5%) 

iii. 專業器材使用之合理性(5%) 

參、專業服務品質（48％） 

1.病歷紀錄之完整性(30%) 

2.評估報告書完整性(10%) 

3.衛教執行與親職功能之促進(8%) 

肆、服務流程與管理(18%) 

1.工作手冊(8%) 

2.服務流程(10%) 

伍、改善措施(3%)：針對去年督考建議事項已有改善 

陸、創新及特色，總分以外之加分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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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2012 年台北市衛生局兒童早期介入醫療機構之輔導訪查指標  

督考單位 台北市衛生局 

督考年度 民國 101 年度 

指標內容 壹、專業領域(59％) 

一、專業服務(50%) 

1. 工作手冊(5%) 

2. 病歷紀錄之完整性(30%)- 另有各專業病歷紀錄指標 

3. 辦理家長親職講座(5%) 

4. 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10%) 

二、早療專業人員資格審查(9%)：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

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聽力檢查師、視力檢查人員或眼科醫

師、行政人員 

貳、設備設施(25%) 

一、專業評估工具、設備、衛教及環境(20%) 

1.評估工具(5%)- 另有各專業評估工具指標 

2.設備器材(5%)- 另有各專業設備器材指標 

3.衛教資料(3%) 

4.治療室環境(7%) 

二、合理空間(5%)：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臨床心理、社會

工作 

叁、服務流程(8%) 

一、明確之就醫協助措施(4%) 

二、跨專業領域合作流程(4%) 

肆、創新或改善措施項目(8%) 

一、針對去年督考建議事項之改善(4%) 

二、創新及特色(4%) 

指標特色 I. 病歷指標(各專業皆有)；評估工具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設

備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空白病歷範本(物理、職能) 

II. 與 97 年指標相比指標整合簡化 

1. 採專業抽查 

2. 各專業共同指標整合 

3. 服務量、等待時間等行政指標、報告書完整性、專業研討會、滿

意度調查與早療相關研究未納入督考範圍 

4. 病歷內容占分比例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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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2008 年台北市衛生局兒童早期介入醫療機構之輔導訪查指標  

督考單位 台北市衛生局 

督考年度 民國 97 年度 

指標內容 一、早療專業人員資格審查(11%)：醫師(3%)、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聽力檢查師、視力檢查人員或眼

科醫師、行政人員 

二、服務概況(13%) 

1. 服務量(2%) 

2. 服務個案之年齡層分佈(3%) 

3. 個案等待評估時間(3%) 

4. 個案等待療育時間(3%) 

5. 轉介量或受理轉介量(2%) 

三、其他(7%) 

1. 是否訂有發展緩兒童評估及診斷程序(1%) 

2. 由單一窗口安排所有診察與評估(1%) 

3. 向通報轉介中心通報(1%) 

4. 辦理院內外跨專業學術討論會或個案研討會(1%) 

5. 辦理家長親職講座(1%) 

6. 對早療個案家長作滿意度調查(1%) 

7. 鼓勵執行早療相關專案或研究(1%) 

四、專業服務品質(69%) 

（一）書面審查(46％) 

1. 評估報告書內容完整性(10%) 

2. 醫師專業審查(6%)：1.基本資料填寫完整性、2.實驗室檢查項目適當

性、3.跨專業合作狀況、4.是否召開會議討論個案之轉銜與提供家長轉

銜建議、5.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3. 物理治療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物理治療評估紀錄、3.療育目

標、4.後續治療或轉介、5.物理治療紀錄與再評估、6.參加院內外在職

進修 

4. 職能治療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職能治療評估紀錄、3.職能治

療紀錄種類、4.職能治療紀錄內容、5.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5. 語言治療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評估方式、3.評估紀錄、4.治

療紀錄、5.提供家長相關資源的資料、6.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6. 臨床心理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心理評估、3.心理報告、4.心

理治療紀錄、5.家長衛教和資源提供、6.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7. 社會工作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家庭功能評估、3.評估記錄、

4.提供家庭支持性服務(多樣性)、5.服務記錄、6.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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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訪查（23％） 

1. 物理治療(4％)：1.兒童物理治療空間、2.評估工具、3.兒童儀器設備 

2. 職能治療(4％)：1.職能治療空間、2.評估工具、3.設備器材 

3. 語言治療(4％)：1.兒童語言治療空間、2.治療室環境、3.評估工具、

4.儀器設備 

4. 心理治療(4％)：1.空間、2.測驗工具、3.硬體配備、4.輔助評估工具 

5. 社會工作(4％)：1.會談空間、2.評估表格及評估項目的完整性 

6. 就醫流程(3％)：1.個案就醫流程 

指標特色 I. 病歷指標(分散於相關督考項目，職能有病歷紀錄指標、心理有晤談與行

為觀察記錄指標)；評估工具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設備指標(物

理、職能、語言、心理)；空白病歷範本(物理、職能) 

II. 與 96 年督考指標相比 

1. 服務概況增加個案之年齡層分佈與等待療育時間 

2. 其他方面新增是否訂有發展緩兒童評估及診斷程序、執行早療相關專

案或研究納入考核項目；刪除院內個案討論、參與療育會議、社區宣

導等 

3. 專業審查指標微修 

4. 實地訪查指標修訂，社工部份占分比例增加其他專業略降，納入就醫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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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2007 年台北市衛生局兒童早期介入醫療機構之輔導訪查指標  

督考單位 台北市衛生局 

督考年度 民國 96 年度 

指標內容 一、早療專業人員資格審查(11%)：醫師(3%)、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聽力檢查師、視力檢查人員、行

政人員 

二、 服務概況(10%) 

1. 服務量 

2. 轉介量 

3. 受理轉介量 

4. 個案等待評估時間 

三、 其他(10%) 

1. 由單一窗口安排所有診察與評估(1%) 

2. 向通報轉介中心通報(1%) 

3. 療育計畫與轉介工作(1%) 

4. 參與個案討論(1%) 

5. 參與個案療育會議(1%) 

6. 辦理院內外跨專業學術討論會或個案研討會(1%) 

7. 辦理早療培訓活動(1%) 

8. 辦理家長親職諮商(1%) 

9. 早療社區宣導活動(1%) 

10. 對早療個案家長作滿意度調查(1%) 

11. 鼓勵早療相關專案或研究(加分題) 

四、專業服務品質(67%) 

（一）書面審查(46％) 

1. 評估報告書內容完整性(10%) 

2. 醫師專業審查(6%)：1.基本資料填寫完整性、2.實驗室檢查項目適當

性、3.跨專業合作狀況、4.診斷分類填寫之完整性、5.參加院內外在

職進修 

3. 物理治療專業審查(6％)：1.兒童物理治療作業手冊、2.物理治療評估

紀錄、3.療育目標、4.後續治療或轉介、5.物理治療紀錄、6 物理治

療再評估、7.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4. 職能治療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職能治療評估紀錄、3.職能

治療紀錄種類、4.職能治療紀錄內容、5.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5. 語言治療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評估方式、3.評估紀錄、4.

治療紀錄、5.提供家長相關資源的資料、6.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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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臨床心理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心理衡鑑紀錄、3.心理治療

紀錄、4.心理報告、5.家長衛教和資源提供、6.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7. 社會工作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家庭評估表格、3.評估項目、

4.評估記錄、5.家庭諮商、6.家庭諮商工作紀錄、7.家長團體或親職

講座、8.家長團體或親職講座工作紀錄、9.提供給個案有關安置或社

會福利資源的相關資訊、10.提供轉介或轉銜服務 

（二）實地訪查（21％） 

1. 物理治療(5％)：1.兒童物理治療空間、2.兒童物理治療室治療情

境、3.評估工具、4.兒童儀器設備、5.器材擺設 

2. 職能治療(5％)：1.職能治療空間、2. 治療情境、3.評估工具、4.

設備器材 

3. 語言治療(5％)：1.評估空間、2.兒童專用桌椅或墊子、

3.環境舒適度、4.錄音、錄影設備、5.各類教具及輔助

訓練的設備 6.溝通輔具、7.測驗工具 

4. 心理治療(5％)：1.空間、2.測驗工具、3.硬體配備、4.電腦設備、

5.輔助評估工具 

5. 社會工作(1％)：1.會談空間 

指標特色 I. 病歷指標(分散於相關督考項目，職能有病歷紀錄指標、心理有晤談與行

為觀察記錄指標)；評估工具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設備指標(物

理、職能、語言、心理)；空白病歷範本(物理、職能) 

II. 與 92 年督考指標相比有大幅修訂與重新歸類 

1. 各項目標示占分比例並有清楚定義，人員資格審查部份評估中心、評

估醫院與療育醫院要求不同 

2. 將服務概況納入督考評分項目 

3. 醫事人員專任定義；將社工師納入專業審查；刪除特教人員專業審查 

4. 專業審查分為書面審查與實地訪查 

5. 評估報告書改歸入書面審查 

6. 病歷紀錄審查強調內容紀錄，刪除簽名、簽註日期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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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2003 年台北市衛生局兒童早期介入醫療機構之輔導訪查指標  

督考單位 台北市衛生局 

督考年度 民國 92 年度 

指標內容 � 總表 

一、 專任早療專業團隊人員：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

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聽力檢查師、視力檢查人員 

二、 評估鑑定報告書 

1. 報告書完成時間 

2. 建議下次評估日期 

3. 各專業書寫內容：目前狀況描述、評估工具名稱及評估結果描述、具

體可行之建議、專業人員簽名 

三、 療育會議記錄 

1. 家長簽名 

2. 專業人員簽名 

3. 具體可行的療育計畫 

四、 各次療育紀錄 

1. 療育一節的時間 

2. 療育的項目或內容 

3. 個案的反應 

4. 具體可行的療育建議 

5. 專業人員簽名 

6. 簽註日期 

7. 申報療育次數（日期）確實性 

五、 醫院自評 

 

� 督考表 

一、 單位基本資料(不列入考核) 

二、 服務概況(不列入考核)：服務量、個案來源、個案年齡層分布、診斷

分類統計、每年作家長滿意度調查、排定評估時間、完成評估時間、

完成評估到告知家長結果時間、早療業務收入來源 

三、 醫療院所於早療業務上面臨的困難(不列入考核) 

四、 專業訪查 

I.『共同部分』訪查 

(一)、硬體設施設備：1.評估空間、2.兒童適用防護措施、3.環境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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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過程： 

A.評估鑑定：1.由單一窗口安排所有診察與評估、2.召開家長參與的

個案討論會、3.召開療育會議、4.評估報告內容的完整性、5.向通報

轉介中心通報、6.完整個案記錄的病歷管理、7.完整的個案檔案管

理、8.醫療工作督導制度 

B.療育服務、計畫與轉介：1.定期辦理跨專業療育討論會、2.有跨專

業的療育合作、3.發展特色療育、4.結案、5.能適當的轉介其他療育

單位 

(三)、早療專業人力編制與訓練：1.醫師、2.物理治療師、3.職能治療

師、4.語言治療師、5.臨床心理師、6.社會工作師、7.聽力檢查師、8.

視力檢查人員、9.特殊教育人員、10.院內在職訓練、11.參與院外早

療研討會或課程、12.鼓勵跨科個案討論會、13.鼓勵早療相關研究、

14.辦理早療培訓活動 

(四)、早療社區服務：1.定期辦理早療社區服務 

II.醫師訪查(註：各項另有訪查細項，有些行政項目亦歸於此) 

1. 基本資料填寫完整性、2.實驗室檢查項目適當性、3.跨專業合作狀

況、4.評估之品質、5.診斷分類填寫之完整性、6.療育計畫及轉介工

作 

III.物理治療訪查 

1.專業人力(人員素質、研究發表等)、2.環境設施(空間、評估工具、

設備器材等)、3.治療作業品質(工作手冊、紀錄種類與內容等)、4.

人員訓練(參與討論/研討會、跨專業交流、進修制度等) 

IV.職能治療訪查 

1.人員(人員資格、研究發表等)、2.環境設備(空間、評估工具、設備

器材等)、3.作業品質(紀錄種類與內容、工作手冊、督導制度等) 

V.語言治療訪查 

1.硬體設施設備(空間、評估工具、設備器材等)、2.醫療過程(工作手

冊、督導方式、紀錄內容、個案討論、教學等)、3. 專業人力編制與

訓練(人員素質、在職進修、研究發表等) 

VI.臨床心理訪查 

1.專業人力(人員素質、在職進修、研究發表等)、2.工作配備(空間、

評估工具、設備器材等)、3.工作流程(紀錄種類與內容、家長資源提

供等)、4.工作制度化(工作手冊、參與討論會等)、5.專業公共服務(教

學、團體講座、社會服務等)、6.工作計畫與經費(工具設備更新與研

究經費等) 

VII.特殊教育訪查 

1.專業人力(人員素質、在職進修等)、2.評估工具及應用(評估工具、

評估內容等)、3.醫療服務(參與會議、提供療育服務、衛教、療育計

畫督導等) 

指標特色 I. 病歷指標(分散於相關督考項目，職能有病歷紀錄指標、心理有晤談與

行為觀察記錄指標)；評估工具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特教)；

設備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空白病歷範本(物理、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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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共同空間之硬體設施規劃指標與兒童安全防護措施指標 

III. 等第制，分為優/良好、良/可、待加強/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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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2011 年新北市衛生局兒童早期介入醫療機構之輔導訪查指標  

督考單位 新北市衛生局 

督考年度 民國 100 年度 

指標內容 壹、人力與硬體空間(14%) 

一、 早療專業人員資格審查(9%)：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聽力檢查師、視力檢查

人員、行政人員 

二、 硬體空間(含治療空間與環境)(5%)：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

療、臨床心理、社會工作 

貳、服務運作管理(25%) 

一、發展篩檢(2%) 

二、評估鑑定(4%)：1.等待評估時間(2%)、2.將評估結果及療育建議明

確告知家長(1%)、3.召開評估相關之專業聯合討論會並備有紀錄可

查證(1%) 

三、 療育處遇建議(3%)：1.療育計畫(2%)、2.等待療育時間(1%) 

四、 通報轉介(2%)：1.兒發中心通報(1%)、2.轉介機制(1%) 

五、 親職衛教服務(4%)：1.辦理家長親職講座(3%)、2.衛教資料(1%) 

六、 就醫流程(4%)：1.個案就醫流程(2%)、2.由單一窗口安排所有診察

與評估(1%)、3.聯評誇科就診掛號服務費用(1%) 

七、 服務管理(6%)：1.合理服務量(2%)、2.辦理院內外跨專業早療學術

討論會(1%)、3.辦理個案討論(含評估與療育) (1%)、4.對早療個案

家長作滿意度調查分析並做檢討檢改進(1%)、5.早療團隊運作與

管理(1%) 

叁、專業服務品質(56%) 

    一、書面審查(46%) 

1. 評估報告書內容完整性(10%)：1.基本資料填寫、2.診斷分類填

寫、3.評估工具使用、4.評估結果說明、5.療育目標及建議活動

具體實用、6.居家建議活動具體可行 

2. 醫師專業審查(6%)：1.基本資料之完整及適當性、2.發展評估之

完整及適當性、3.處置計畫之完整及適當性、4.參加院內外在職

進修 

3. 物理治療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評估方式與紀錄、3.療

育紀錄種類、4.療育紀錄內容、5. 提供家長衛教和資源、6 參加

院內外在職進修 

4. 職能治療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評估方式與紀錄、3.治

療紀錄種類、4.治療紀錄內容、5.提供家長衛教和資源、6.參加

院內外在職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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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語言治療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評估方式與紀錄、3.療

育策略與相關設備設施合宜、4.治療紀錄、5.提供家長衛教和資

源、6.參加院內外在職進修 

6. 臨床心理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評估方式與紀錄、3.心

理報告、4.治療策略與紀錄、5. 提供家長衛教和資源、6.參加院

內外在職進修 

7. 社會工作專業審查(6％)：1.工作手冊、2.家庭功能評估、3.評估

方式與紀錄、4.服務紀錄、5. 提供家庭支持性服務、6.參加院內

外在職進修 

二、專業評估工具與設備(10%) 

1.物理治療(2％)：1.評估工具、2.儀器設備 

2.職能治療(2％)：1.評估工具、2.設備器材 

3.語言治療(2％)：1.評估工具、2.儀器設備 

4.心理治療(2％)：1.測驗工具、2.專業設備器材 

5.社會工作(2％)：1.評估表格及評估項目的完整性 

肆、創新及改善措施項目(5%) 

一、針對去年督考建議事項已有改善(5%) 

二、創新及特色(加分項目，5%) 

指標特色 I. 病歷指標(分散於相關督考項目，職能有病歷紀錄指標、心理有晤談與

行為觀察記錄指標)；評估工具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設備

指標(物理、職能、語言、心理)；空白病歷範本(物理、職能) 

II. 與北市 96、97 年督考指標內容類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