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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只有「身心障礙鑑定」（障礙類別與等級）的制度，依據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將於民國 101 年增加「（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這個
流程，因此，需求評估的相關定義、流程、指標、工具與實務操作模式，以及如何把政府單位的「福利 / 補助」需求評估與服務提供單位的
「服務」需求評估有效率地聯結等，都是當前相當重要且繁雜的議題。本文不在 檢視法國 參照 ICF 之需求評估的制度實施經驗【註】，而先
介紹法國「身心障礙者之補助需求評估指南」（guide d'evaluation des besoins de compensation des personnes handicapees）架構，以供
我國參考。

壹、參照 ICF 之需求評估精神

多元跨專業團隊評估身心障礙者的補助需求時，須優先 以身心障礙者個人的期盼來形成其「個人的生活計畫」，即以障礙者或其法定代理人的
「要求」與「需求」做其生活計畫的目標設定與服務提供，生活計畫一定得在與障礙者及其家人的對話框架內做個別化的擬訂， 即生活計畫是
由身心障礙者及 / 或其家人所「決定」，並不是像擬訂「個別服務計畫」，是做為「參與」者角色，即由服務提供單位與服務使用者共同決
定。

在評估指南中，障礙者的心理的、職業的、學校的、醫護的、家庭的、物質經濟的需求尤其被精確地計入。

貳、需求評估的架構

一、個人的生活計畫

1-1 障礙者本人計畫與期盼： □ 已形成 □ 已表達 □ 沒有呈現
1-2 障礙者家人與 / 或法定代理人的意見：

二、家庭、社會及經濟狀況

2-1 家庭狀況
2-2 障礙者的社會處境
- 目前狀況
- 以上狀況維持期間
- 小孩照顧模式
2-3 障礙者本人的收入來源
2-4 本身任選舉職，或參與障礙者或其家屬代表團體或相關組織

三、居住狀況
3-1 居住類型
3-2 居所持有人狀況
3-3 居所類型
3-4 居住地區
3-5 居所特徵
- 室外可進入性
- 無障礙 / 可適應性
- 舒適度
3-6 居家再設計
3-7 考慮搬遷

四、交通與生活範圍
4-1 障礙者所提的無障礙環境問題：
- 服務與環境的進入：商店、銀行、郵局、學校、托兒所、課外補習班 … 、其它鄰近性社區公共服務、休閒或文化設施、大眾交通工具、其
他；
4-2 交通 :
- 大眾交通工具
- 校車交通工具
- 個人或家人車輛：
- 車輛再設計
- 有關保險的特別註記（無法投保或保費負擔過高）

五、教育途徑
5-1 目前學校的狀況：
5-2 就學評估：
5-3 就學計畫 (中小學 - 大學 - 研究生)  ：
5-4 摘要 (專家觀點 -尤其指入學追?團隊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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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業生涯
6-1 就學與 / 或初階訓練優劣點總結
6-2 職業訓練與 / 或實習狀況
6-3 職業計畫
6-4 目前或最後的職業活動
6-5 有無行為能力或有資格能力的限制
6-6 職業活動中斷
6-7 目前無職業活動
6-8 職前準備 / 職業評估

七、醫療資料
7-1 障礙來源的病理學診斷（參照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疾病與健康相關問題統計分類ICD-10版）
- 致障原因
- 與障礙聯結的相關病理
7-2 手術及醫療資料
7-3 疾病史
7-4 臨床特徵（看、聽、步行）
7-5 臨床描述
7-6 損傷且失能的主要症狀
7-7 功能限制與演進趨勢的預測時間
7-8 若為再次鑑定 - 自上次詢問的進展是 : □有 改善 □ 穩定 □惡化
7-9 損傷綜述
7-10 例行性支持 / 服務 / 照護 / 補助
7-11 與治療、儀器 / 輔助器具、及其他相關對生活的約束 ：
7-12 功能重建：□無 □已完成 □正在進行中 □竭力建議
7-13 其他問題

八、心理學資料
8-1 測驗結果
8-2 臨床心理分析摘要

九、活動與功能性能力（參考 ICF 之活動與參與 D 碼）
(一) 活動
(二) 評估系統 
1. 在真實環境中的實際表現
2. 環境的影響：
<H> ：人類環境
<T> ：科技環境 / 科技輔助
<L> ：住宅
<S> ：服務
<A> ：動物輔助（例 : 導盲犬）

十、已實施 / 提供的協助
10-1 實施的協助
不論是個別或團體或特殊服務所提供的協助，障礙者滿意度都要被評估。
10-2 精確說明親友干預 / 每項協助的狀況
10-3 精確說明專業干預 / 每位專業協助狀況
10-4 綜述專業協助人員之定期干預
10-5 澄清在家庭照顧者與專業協助者之間的關係
10-6 精確說明是否有懸而未決的訴訟或爭議需協助措施
10-7 典型一天的組織
10-8 有關參就學或研究所計畫之專業介入
10-9 典型每週日程表

十一、評估摘要
11-1 確認補助的需求
- 關於護理需求
- 關於自主性需求
- 關於自主性的橫向需求
- 關於收入的需求



【註】故對下列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Caisse nationale de solidarite pour l'autonomie 2009年1月 Etude portant sur ? les pratiques
d'evaluation: une etude des organisations et des representations ? pour le compte de la CN SA 研究報告：

1. 需求評估跨專業團隊的成員如何回應整體 (把人放在環境中看待)/多面向評估的要求？
2. 如何組跨專業團隊？
3. 在評估過程中服務使用者的地位，及評估的個別化。
4. 如何聯結評估團隊的不同成員 / 行動者？
5. 評估人員遇到哪些困難？促進因素有哪些？實務的改善之道又有哪些？
6. 服務專業人員的真實經驗角度與評估人員角度的實務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