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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103 年星火傳愛」勸募所得財物使用結案報告 

 
一、活動目的： 

善牧基金會服務不幸少女、高危機青少年、中輟學生、受暴婦幼、目睹暴力兒童、

未婚小媽媽、棄虐兒、單親家庭、新移民家庭、原住民家庭及人口販運被害人等

對象已有 27 年的歷史，全台共有 39 個服務據點，包含 24 個外展服務中心及 15
個收容安置庇護家園，每年皆需龐大的服務經費支出，尤其一年的收容安置人數

超過 1,000 人，此部分的服務尤其更需經費。 

儘管如此，善牧服務更多弱勢婦幼的決心始終堅定，希望透過「103 年星火傳愛」

勸募活動，號召更多愛心社會大眾加入「愛心牧羊人」的行列，協助善牧基金會

來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弱勢婦幼。 
 
二、勸募活動日期：103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4 月 30 日止。 
 
三、服務工作及對象：  

1. 【服務對象】 

(1) 遭性侵、亂倫之不幸少女 
(2) 高危機青少年 
(3) 中輟學生 
(4) 受暴婦幼 
(5) 目睹暴力兒童 
(6) 未婚小媽媽 
(7) 棄虐兒 
(8) 弱勢單親家庭 
(9) 弱勢新移民家庭 
(10) 弱勢原住民家庭 
(11) 人口販運被害人 

2. 【工作內容】 

(1) 提供遭受遺棄、虐待、性侵、亂倫、疏忽照顧及被遺棄，或遭遇重大變

故失依失怙之兒童少女收容服務，及提供良好居住像「家」一樣舒適的

短暫避風港居住。 
(2) 協助安置家園的不幸少女、棄虐兒童及失依兒日常生活照顧與就學、生

活、心理及追蹤輔導，重建兒童身心健康，並以適應社會為目標。 
(3) 為預防兒童因目睹暴力創傷而引發之情緒困擾、問題行為或家庭失功能

等，提供專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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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尋找並協助危機兒童及少年，開辦多元性向發展班，幫助中輟生及街頭

少年提升就學穩定度，建構正向自我價值觀並重建其生活秩序，積極預

防青少年犯罪問題。 
(5) 提供遭受家庭暴力、惡意遺棄、受虐而離家的婦女及其子女一個身心安

頓的家園，受創身心得以治療與安定，並藉由法律及心理諮商等各種服

務，幫助婦幼重返社會和家庭。 
(6) 提供未婚懷孕少女安全隱密的居所，提供多元方案服務，連結所需資源

並提升案主之自我價值與能力，協助身心正向發展。 
(7) 對於安置兒童，因監護權人無法照顧且有意願進行出養者，提供收出養

服務，期使兒童能重新擁有屬於自己的家庭生活。 
(8) 幫助經濟弱勢、無能力負擔課業輔導的新移民、單親及原住民家庭，其

子女得到協助課後輔導及暑期生活照顧。 
(9) 提供弱勢健康不良兒童醫療、健檢及疫苗注射協助。 
(10) 提供生活關懷、福利服務諮詢及轉介服務，協助服務對象使用社會資

源，強化家庭支持系統。 
(11) 經由社工專業評估，連結心理諮商資源，提供兒童個別諮商、家長親職

諮商或家族治療，並連結或轉介相關資源。 
(12) 辦理兒童遊戲團體、藝術團體、親子工作坊及支持性團體聚會等形式進

行輔導，建立人際支持網絡，促使親子及兒童學習正向人際互動技巧。 
(13) 結合社會資源，提供單親家庭第一線諮詢服務，協助其面對、處理問題。

並藉由個別和團體諮商，協助其提昇自信、肯定自我價值。 
(14) 透過親職活動協助單親家庭學習適當的互動方式、增進親子間正向關

係。 
(15) 為原住民婦女及孩童提供家庭訪視、課業輔導、親職教育與親子活動等

服務。 
(16) 關懷新住民家庭關係維護、生活適應、語言文化學習、親職教育等協助。 
(17) 推廣防治人口販運，進行各項預防性工作，以及進行跨國工作交流，至

國外分享服務經驗，帶領需協助指導此一工作的國家等。 
(18) 辦理教育訓練及社區校園宣導活動，提升社會大眾及相關網絡成員對家

暴預防、家創兒及弱勢家庭等弱勢兒童之認識與瞭解，進而建立輔導合

作網絡。 
(19) 招募有意願參與預防教育行動方案的大專在學青年，透過演練、團體討

論的方式培訓大專青年志工，讓大專青年對辨識親密暴力、憤怒情緒管

理有更多體驗與練習，並協助大專青年整理演練、討論後的感受與經驗，

發揮創意運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如戲劇、音樂、團康活動、遊戲、小團

體討論等，發展出貼近國小學童思維的教育方式及內容，協助國小學童

覺察對憤怒的感受與表達，學習正確紓解情緒方式，自我保護不受他人

情緒暴力影響。藉由這樣的過程，除有助培養大專青年和國小學童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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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敏感度及自我保護能力，並讓大專青年與國小學童透過實際練習

來學習，以提升青年世代暴力預防的概念，共同減少親密關係暴力與校

園霸凌的發生。 
 

四、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 

(一) 勸募所得金額：8,570,395 元(含利息收入：11,877 元)。 

(二) 勸募所得財物使用明細表 

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設 施 設 備 費 與  
場租 

辦公設備設施、住宿設備設施、廚衛(含餐

廳)設備設施、安全設備設施、育樂設備設

施、諮商輔導設備設施、室內外綠化設施…
等設備費、服務中心場租及庇護家園房租

與管理費 

1,993,848 

教育費 
服務個案之學雜費、課後輔導、寒假、暑

期輔導、教材、課本、評量、測驗卷、練

習卷、教具、文具、制服...等教育相關費用 
19,550 

伙食費 
服務個案日常生活之三餐伙食費、學校午

餐費、課輔班午餐點心費...等 
26,458 

專業社工服務及

綜合生活照顧費 

24 小時生活照顧服務、專業社工綜合服

務、行政管理、設備器材修繕及水、電、

郵資…..雜支等 
4,654,493 

暑期及平日課後

輔導費 

平日課後輔導、暑期輔導、課輔教師及教

材、教具、營隊活動、親子活動及戶外探

險活動…等 
636,531 

勸募活動 
勸募活動各類宣傳品拍攝、設計、印製、

記者會舉辦、網站設計、廣告刊登…等活

動宣傳相關費用 
1,239,515 

合 計 8,57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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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片 
 

 

辦公室整修前-壁癌嚴重，窗戶即將掉落。 

辦公室重新處理牆面、配搭線路、換窗框已全部整理完畢，可以順利辦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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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前的教室-已清潔好，裝設好照明系統，但門板依舊斑駁快掉了。 

 
兒童教室-已經鋪上木地點、裝設監視器，提供孩子適當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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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子女平日暨暑期多元課程-認識昆蟲 新移民子女平日暨暑期多元課程-才藝課程，以

利兒童體驗多元的課程教育。 

新移民子女平日暨暑期多元課程-從飲食認識母親的母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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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子女平日暨暑期多元課程-孩子與新移民母親一同做越南燈籠，近距離認識母親的文化。 

 
 
 

學童正在進行作業的撰寫、評量的練習，不懂的時候，主動找老師詢問， 
培養學童自主性及獨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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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點心時間，事後分工做好清潔，繼續完成作業。 

 
孩子親自製作蛋餅，並送到養老院給長輩品嘗，以行動關懷社區。 

 

孩子們到社會中做環境清潔的服務，透過分工與合作，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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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課」讓孩子親身體驗做點心的樂趣，並從中讓孩子了解家人的辛苦。 

 

 

 

 

 

 
「家事學習」讓孩子體驗日常生活家務的學習，課程安排主要貼近於孩子可獨力

完成的事務，例如:縫釦子或織圍巾。 

中輟學園音樂課-吉他班及爵士鼓班：

不同於學校的音樂課，孩子們擁有選修的權利，可以依自己的興趣決定學習的樂

器，各自努力、學習、練習，然後合體為每一屆都獨一無二”善牧樂團”，透過

學校日、畢業典禮等場合展演出屬於每一屆的樂章，也讓孩子經驗到~只要願意、

只要努力，自己就可以成為舞台上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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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氣闖關活動，小學生可覺察生氣

樣貌和學習正確情緒抒發方式 

 

 
家暴月社區宣導，邀請民眾認識家庭暴

力和預防暴力的重要性。 

 
課程透過簡報、分組討論等活動，帶領
學生認識暴力。 

 
運用生活新聞、統計數據，提升學生對
暴力存在生活之中的敏感度。 

 
家暴劇透過活潑動態的表演形式，讓小
學生理解暴力對人造成的恐懼和傷害。 

 
師生們透過欣賞家暴劇的演出，更能理
解家庭暴力的相關知識。 

 
利用講解幫助學生學習保護自己的方

法。 

 
以小組討論和繪畫來引導文化國小學

生看見自身生氣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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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效益： 
1. 添購設備及維修既有的設施，均使用於服務據點內，提供更舒適、安全的活動

空間。包括：電腦、衛生設備、監視系統、冷氣、防撞設備、增設照明設備等。 
2. 社區據點服務:建構在地社區新移民家庭之生活支持網絡及人際拓展。 
3. 發展學童積極人格：透過團體規範、品格教育課程等正向引導，使學童於潛移

默化中建立正向的價值觀，降低不良行為發生率，促進其積極的社會化發展；

今年度更融合家庭形象及對母親母國文化認同之團體，引領孩童以更正面的眼

光看待母親多元角色。 
4. 豐富學童學習刺激、提升學童學習成就：今天新融合「培養成功七個好習慣孩

童版教材」，藉由更生活化時事與議題讓孩童如何力行這些觀念進而帶動自身

的待人接物態度。依據孩童與家長表示，這些課程的安排與多樣態著實豐富其

眼界，並於淺移默化中建立自信與自我肯定。 
5. 親子活動、營隊活動：促進親子間的互動與各家戶的交流與對話，從中認識不

同家庭樣貌並建立人際網絡，不僅有助參與家庭的舒壓放鬆，更促使參與家庭

在面對團體互動中的互助協調能力。 
6. 提供新移民及弱勢家庭子女服務，透過方案活動的設計，帶給兒童不同的暑假

生活體驗。 
7. 增設服務據點，提供兒童更優質的活動環境與空間。將資源帶進偏鄉，與兒童

一起分享。 
8. 透過課後照顧與臨托及認輔志工活動的辦理，結合課輔老師的資源，於暑假期

間提供弱勢家庭兒童休閒及學業並進服務，同時可降低弱勢家庭於暑假照顧兒

童的壓力及經濟負擔。 
9. 透暑期生活營隊活動，提供兒童學習互助機會，過程中培養兒童互助與發覺資

源的能力。 
10. 透過親職議題，結合實做經驗，以親子活動作為媒介，給予照顧者學習親子教

養知識及互動技巧並瞭解親子相處的重要性。 
11. 課後輔導：兒童可在學期間以及暑假期間獲得課後輔導的服務。並結合多項活

動包含：電腦課、傳統童玩課、手作課、創意製作、點心烹飪、跆拳道、藝術

氣球、魔術表演等。以利兒童體驗多元的課程教育。 
12. 於暑假期間，透過課程的安排維持兒童規律的生活作息，並降低弱勢家庭的照

顧及經濟壓力。 
13. 親職講座辦理七場次及一次親子活動。透過課程的設計增加親子間的互動，並

與家長討論於和在生活中與孩子有更多的互動技巧，並建立正向的互動記憶。 
14. 新移民子女透過暑假輔導活動不僅完成暑假作業，並且藉由各式學習課程、實

地參訪讓新移民子女從中學習探索自我興趣、擴大生活經驗。 
15. 親子活動：促進新移民家庭親子互動，中心結合節慶辦理各項親子活動，並運

用運動會、露營溯溪、闖關活動等各種型態，讓親子能在活動中有豐富的合作、

溝通等互動經驗，增加其正向互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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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讓單親、新移民及弱勢家庭的兒童，藉由放學後參加課後照顧服務，提升成員

之學業成就，並減輕主要照顧者之經濟負擔以及補充課業指導的需求。 
17. 透過團體互動與課程，提供並強化單親家庭子女生命經驗的深度與廣度，並學

習回饋與相互合作的意義。 
18. 藉由個別化的課業指導與陪伴，讓學習落後的學童，提升學習動力與興趣，並

從中獲得自我認同感。 
19. 孩子們透過參加課後照顧班，擁有安全的環境與人際互動的機會。 
20. 在老師及志工的陪伴下，孩子們可以穩定學習與練習課業，穩定學習的興趣與

動力。 
21. 針對學習或情緒等，較特別的孩子，會提供個別的協助與服務，讓老師、社工

以及家長，可以做好親子溝通與合作，協助孩子走過困境。 
22. 穩定的提供下午點心，維護孩子成長所需的營養，並訓練孩子生活上的自理與

技能。 
23. 幫助孩子提升人際互動能力，以及增加對社會服務的機會。 
24. 幫助新生兒童適應就學後的環境，降低兒童們的不適應以及人際互動上的困

難。 
25. 對於隔代教養的家庭，補充課業指導上的困境及落差，提升學童在學習上的穩

定度。 
26. 提供新移民家庭在教養上的協助，使得兒童在學習上不因文化的差異而有所斷

層，也能改善新移民在經濟與教養上的平衡。 
27. 提供學習落後的學童個別化的指導，並依據觀察及學習進度與家長做交流，降

低學童因挫折而產生拒絕學習的行為及反應。 
28. 針對久居越南的兒童，進行個別化的雙語指導，提升適應台灣環境的能力，及

提升學業上的吸收與理解。 
29. 增加孩子主動對家庭的幫助及付出，增進親子之間的關係與凝聚力。 
30. 提供弱勢家庭子女假日有免費安全休閒及學習之場所，安排孩子接觸多元化的

課程，期待能增進孩子學習效能，並建立自信及正向經驗。 
31. 協助於週末期間仍需工作的弱勢家庭家長，支持其安心工作與適當喘息。 
32. 集結社會大眾愛心與力量，彰顯社會正義，提升弱勢家庭成員建立非正式支持 
33. 透過台北善牧學園的軟硬服務提供中輟或中輟之虞的國中生一個穩定就學的

環境，並達到以下目的: 
(1) 經由個案管理及個別化適性課程，加強其學習態度、生活規範及正向行為能

力，提昇其就學穩定出席率達 70%以上。 
(2) 針對學園學生進行個別化的評估及處遇，運用多元化的措施及方案，建構正

向的自我價值觀，並重建其生活秩序。 
(3) 應用復原力之理念，來協助學生及其家庭解決問題及面對困境、壓力的能力。 
(4) 運用家庭處遇模式工作方式，與家庭訂定工作計畫，協助並陪伴耗竭的家庭

復原及改變，提升家庭成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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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連結學校、社區及家庭等相關資源，建構完整的復學支持網絡，有效降低中

輟復學學生的再輟率。 
(6) 針對學生個別的未來目標，提供各種資源協助其升學、就業或參加證照檢定。 

34. 大專院校暴力教育預防宣導課程: 
針對大專院校學生，辦理暴力教育課程，課程運用影片、圖片、分組討論分享、

實際演練等，使大專生們學習暴力本質及內涵，情緒教育和人我互動溝通技巧，

培養對親密關係的正向態度，承諾無暴力的生活理念，進而落實反暴力的互助

實踐行動。 
35. 國小校園暴力教育預防宣導課程: 

經培訓的大專院校學生志工，擔任國小校園暴力教育課程種子，透過家庭暴力

防治課程或家暴宣導劇等形式，教育兒少自小建立正確情緒教育、人我互動和

暴力教育理念，培養尊重與平等的概念。 
36. 社區暴力教育預防宣導: 

結合家暴月或社區宣導活動，辦理暴力防治宣導園遊會，透過海報宣導、闖關

遊戲體驗、互動問答等形式，教育社區民眾認識反暴力的重要性，落實無暴力

的生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