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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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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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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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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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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2,355 元(含利息收入：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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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359 

醫療及諮商費 

服務個案醫療、看診、住院、健檢費、健

保、疫苗注射…等醫療相關費用與心理諮

商輔導及各項心理治療費(如:遊戲、音樂、

藝術……治療) 

21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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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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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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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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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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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023 

合 計 9,55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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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片 

 

庇護家園中庭採光罩因連續颱風毀損。 

 
中庭採光罩修繕後，提供服務少女安全舒適的活動空間。 

 

服務少女表達從小自己就喜歡動手做餅乾、小點心，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真的

可以就讀餐飲科，因為家人總是會打擊她的信心，讓她覺得自己不可能做到，但

透過「星火傳愛」公益勸募捐款，今年順利就讀高中餐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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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少女在美容美髮科中，練習編髮技巧，由原本的不熟練、材料資源不足，透

過「星火傳愛」公益勸募捐款協助購買了美容美髮材料，加上少女努力的練習後，

終於得到老師的肯定，少女也增加更多自信說：「原來不是我笨我不行，只是需

要更多的練習。」 

 

服務少女在幼保科中，因有方案補助，讓少女在製作學校作業時，可以有足夠的

材料讓功課順利進行，少女完成作業時都相當德有成就感呢! 

 

安置於嬰兒之家的 BABY，因為缺少刺激普遍都有遲緩的狀況，透過早期療育的

治療，為克服家園團體式照顧可能造成的兒童假性發展遲緩情形，特別聘請物理

及語言治療師，針對需要加強學習的安置幼童提供一對一復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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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為配合嬰幼兒膳食計畫，依據嬰幼兒各成長階段所需營養，調製健康美味副

食品，也聘請具有丙級技術士證照的保母廚師，製作美味又營養的副食品，讓孩

童能開心學習吃副食品。 

 

 

 

 

 

 

 

 

 

 

學科課程-社會、自然、英文、數學 

每個中輟孩子的學習斷層不同，過去學科學習較多挫敗經驗，講師們透過課程著

重對語文的基本溝通能力、文化與習俗等方面的學習。反應當前社會關注的主要

議題，將學科與生活知能、社會時事結合，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並且培養其整理

學習概念。 

 

興趣課程-羊毛氈、花式籃球、皮雕、藝術創作、手沖咖啡、滑板體驗、拳擊武
術 

對於學習經驗已經挫敗再輟敗的中輟孩子，善牧要找回的是他們對學習的新體

驗、對自己學習能力的信心，以及在學習中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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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場鋪地工程：鋪設完畢的球場與花園不再凹凸不平，平坦與寬闊的場地更增

學園在服務中輟孩子們以及社區孩子們於活動與教學課程的多元性與安全性。 

 

師生協作木造遊憩多功能閣樓，本著「做中學、學中做」的概念，利用閣樓施作

的機會，邀請木工專長之個案家長，共同安排規劃一系列的相關課程，如空間規

劃、彩繪上色、基礎木工等，使孩子能真實經歷體驗學習圈的發展歷程，共同拉

近親、師、生，三方的距離，創造彼此復原力的對話合作經驗。 

教室小閣樓落成典禮。結合畢業典禮與職業探索成果展，邀請最大功臣服務學生

的父親及祖父參與落成啟用，使與會來賓共同見證這一段寓教於復原力之過程。 

  

新住民課後輔導的「服務學習」從午餐打菜、陪同閱讀開始，讓孩子觀察、找尋

生活周遭，能付出一己之力的地方，培養孩子服務學習的精神，教導手心向下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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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牧新移民服務的宜蘭中心員山辦公室旁的空間，有一鐵皮屋，原本預計可以來用存放要

贈送給案家的物資，並兼做為活動用品的儲藏空間。但因該處已經老舊破損不堪，宜蘭又

時常下雨，常導致空間內部淹水，且無照明設備。過去曾發生過夜間時，有民眾翻牆進入

抽菸且隨地便溺等事件，安全堪慮。因此翻修鐵皮屋頂，改善漏水狀況，增加照明設備，

改善辦公室物資存放的空間，並配搭新移民服務異國生活市集所需用品的收納，發揮場地

運用的最大功能性。 

 

颱風過後屋頂破損 舊鐵皮用拼接的，縫隙生鏽漏水嚴重 

 
更換鐵片，改善漏水狀況 

 

增加照明設備，場地活用 

 

內部地板破損，人員整理中 鋪設水泥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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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牧新移民服務的宜蘭中心員山辦公室前的廣場，因年久失修，導致雜草叢生，雖時常請

志工協助除草，但因該處地面不平整，且常遭路人亂丟垃圾，致使環境雜亂，管理不易，

使用上也不顯安全。為能增加兒童活動範圍，因此整地修繕，改建成兒童使用空間，活化

場地的使用狀況!! 

 

原本雜草叢生的場地舊況 

 

志工需頻繁的協助除草 

場地整修 

改

造成兒童遊戲空間 

原不堪使用的場地，在經過修整後，成了孩子們的遊戲天堂。不再淹水的鐵皮空間，成了

最好的雨備場地，而遊戲空間的改建，除了提供服務對象使用外，也吸引社區的民眾走進

中心，增加與社區資源連結的機會。 

 

不再漏水了，也可以安心的玩 

 

小小的遊戲空間，大大滿足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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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服務中心暑假期間，為能服務更多需要協助的弱勢家庭的孩子，特別設立暑期課輔

班。課輔的時間，主要能協助孩子完成暑假作業，也能在過程中，發掘孩子需要加強學習

的部分，例如：拼音、作文等。也搭配不同的體驗教室，讓兒童在學習中，能體驗不同的

休閒活動。暑假生活照顧班原意是協助案家減輕照顧及經濟壓力，但還是期待能強化家長

的親職功能，因此辦理親職課程及舉辦家庭日，鼓勵家長能一同參與親子互動的過程。 

 

串珠課-孩子認真地聽老師講解 課輔時間，孩子很專注地完成功課 

  

親職課程-點心和手作活動，孩子一起來 兒童在活動的過程中，非常踴躍的參與 

 

家庭日-淡水親子遊 

 

親子同遊，增進親子關係與互動 



11 

 

 

 

 

 

 

 

 

 

 

 

透過讓單親子女學習烹煮與家務，讓家長有喘息的時間，並提升其子女的自我照顧

能力與技巧。 

 

 

 

 

 

 

 

 

 

 

 

透過社工員到單親家庭中提供活動，讓男性單親家長克服交通與時間的困難，與子

女有親子互動的機會。 

 

 

 

 

 

 

 

 

 

 

 

開設新住民姊妹中文識字班，透過中文的學習，讓不同國籍的新住民可以提升溝通

的能力，進而拉近與家庭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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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4 月每週四、五朝陽科大社工系四年級學生至大里國小進行家庭暴力防治宣導課程 

 

大專生以戲劇表演方式，讓小學生們對

於各項情緒的定義有更多的理解 

 

大專生運用事先錄製的家暴戲劇，協助小

學生瞭解暴力迷思、求助方式 

 105 年 10~12 月每週五中山醫大社工系四年級學生至大勇國小進行家庭暴力防

治宣導課程 

 

大專生運用遊戲互動情境，成功吸引小

學生們的注意力，達到教育目的 

 

大專生以分組討論方式，引導小學生們思

考以暴力作為情緒發洩方式，可能產生的

後果，以及對受害者的傷害 

 

大專生教導小學生們製作壓力球，提供不同的情緒紓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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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1~12 月每週一、三、四朝陽科大社工系四年級學生至大里國小進行家

庭暴力防治宣導課程 

 

大專生分享四種情緒紓壓方法，並舉例

說明，加深小學生們的印象 

 

大專生運用遊戲活動，引導小學生思考人

我互動中－尊重、傾聽、溝通的重要 

 

大專生運用遊戲活動，引導小學生辨別

暴力迷思 

 

大專生表演家暴戲劇，協助小學生瞭解暴

力迷思、求助方式 

 105.12.12 及 105.12.19 朝陽科大社工系四年級學生至桐林國小進行家庭暴力防

治宣導課程 

 

大專生以分組討論方式，引導小學生們

分享及認識自己的情緒 

 

大專生於課堂教授中，以實際行動讓小學

生們感受尊重、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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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效益： 

(一) 設施設備費： 

1. 辦公設施設備：家園更換主機一台以及投影機一台，提升少女在使用電腦

上的方便性，以及協助少女在學校作業的完成。並讓少女在參與家園課程

時，能夠順利投影，提升課程品質。 

2. 住宿設施設備：家園更換冷氣改善少女的就寢環境，讓少女就寢環境更加

舒適與睡眠品質提升。 

3. 安全設施設備：家園定期做消防安全檢查以及監視器設備的更新，提升家

園的安全。 

4. 善牧有一少女中途之家位在溫泉地帶，受硫磺之影響，硬體設備和電器用

品相當容易損壞，因此家園樓辦公室無法使用的電話做更換，以利工作人

員服務工作。改善家園對外聯繫的品質和效率，更有利於處理服務對象的

相關事務和工作人員的行政業務。 

5. 少女中途之家浴室管線、廚房天花板生鏽的部分做修繕，以提升服務品質

和維護家園工作人員和少女的安全。 

6. 修繕宜蘭中心員山服務據點廣場及活動空間，包括：屋頂鐵片更新、防漏

補強、鋪設水泥地板，並於上層增加緩衝碎石層、廁所維修等。打造一個

合適的服務空間及舒適的環境。 

7. 宜蘭中心員山服務據點添購設備及維修既有的設施，包括：添購感覺統合

遊戲組、照明設備、垃圾分類架、無線網路設備架設、電腦零件更換、廁

所設備維修等，提供更舒適、安全的活動空間。 

(二) 醫療及諮商費 

1. 諮商及輔導費：透過藝術治療團體增加對自我的認同後，有助於服務對象

未來的生涯選擇。 

2. 服務個案醫療及健檢費：家園每年定期帶服務對象做健康檢查，讓服務對

象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3. 0-2 歲安置幼童動作發展及學習刺激等需求：家園照顧近 3 成假性遲緩之嬰

幼兒，除落實運用志工人力陪伴社會性互動及各項刺激外，同時結合兒童

發展相關領域如物理、職能及語言治療師進駐家園服務，使安置幼童得以

獲得更多的發展刺激機會，減少因機構式照顧所造成的假性發展遲緩現

象。 

4. 醫療、疫苗注射及健檢：在安置服務中以 0-2 歲嬰幼兒 24 小時團體式之生

活照顧為主，不僅聘用專職及兼職保母以 8 小時輪班方式提供全面性的照

護，如餵食、清潔、安全保護、關愛等基本需求之滿足，同時也聘請專職

護理人員、約聘小兒專科醫師進駐機構，就安置幼童的一般性預防注射、

醫療追蹤、健康照顧等方面提供服務。 

5. 早期療育：針對機構式照顧，為能維護每位安置幼童均可適齡發展，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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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師及語言治療師進駐家園，提供在發展上需個別加強之安置幼童

復健相關課程，透過一對一的方式，增進安置幼童不論在動作發展、社會

性互動及語言發展均能有適齡之發展。 

(三) 教育費 

1. 教育費：提供服務對象在學雜費上的費用，以穩定少女就學。 

2. 教材費：提供服務對象在專業學科上教材所需，以培養他們發展自己的長

才。 

3. 制服費：提供服務對象在新生入學後制服上的需求。 

4. 教育費使用於服務少女參加寒暑假的輔導課程、校內的活動，以及依少女

的學校科系，配合考取相關證照，同時支付少女在高職各個科系中的多樣

化教材費。並在寒冷的冬天，為少女購買冬季外套與書包，讓少女能夠在

安穩、友愛的環境完成學業。 

(四) 伙食費 

為滿足安置童發展階段所需各項營養，由家園訂由嬰幼兒副食品調配菜單，並

經特約營養師核可，由家園保母組長親自製作營養又美味可口的副食品，滿足

安置童的成長需求。 

(五) 專業社工服務及綜合生活輔導照顧費 

1. 透過個案研討會，協助工作人員了解個案核心問題，了解其情緒及行為背

後的動機，協助工作人員整理與個案的互動經驗及工作困境，並訂定個案

之專業處遇計畫，提升工作人員個案輔導專業處遇能力。 

2. 為顧及 0-2 歲孩子健康衛生之需求，安置童之衣物、床褥、工作人員及志

工所穿隔離衣及圍裙均由合格之洗衣工廠清洗，減少孩童病菌感染之機

會。 

3. 『出席狀況』:中輟學園提供的課程多元、適性、較多實作型的課程、講師

上課方式彈性活潑，對於過去在學校系統中學習低成就的學生而言，相對

的有趣請容易從中獲得學習的喜悅與成就，轉介到學園就學的學生的出席

率都高於過去在原轉介學校。 

4. 『學習狀況』: 中輟學生能透過學園的課程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做為未

來升學或就業方向的參考指標，也可以透過探索後找到自己願意精進的學

習科目，個別進行證照班的學習。透過學園日、畢業典禮等活動中呈現學

習成果，讓家長、學校師長對學生的學習能力有更多的肯定與回饋。 

5. 『親子關係』:很多中輟學生轉進學園前都會因為就學、交友等議題與家長

發生衝突，通常會因著學生的就學穩定，親子衝突發生的成因會轉為生活

常規、交友等議題，透過社工的介入，配搭學園的親子活動，親子間能有

多一些的溝通空間，以及正向的互動經驗，協助學生與家長能學習並發展

出心的正向互動經驗，避免過去動則口語或肢體懲處的方式引發衝突的情

況反覆出現。 

6. 『與學園正向關係的成效』:每個中輟學生在學園都有一名主責社工針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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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為、人際關係、性別關係、情緒管理、家庭支持、師生關係等方面議

題進行會談與處遇。也因為社工秉持核心理念不以問題取向看待學生，成

為學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看重學生全人發展，因此學生與社工們的關係

緊密，無論在學園就讀期間或畢業後升學就業，學生遇到生活上的困境，

或情緒困擾時，都願意主動與學園社工聯繫，尋求諮詢或情感支持。 

(六) 暑期及平日課後輔導費 

1. 防災體驗：建立服務對象正確的防災知識。 

2. 體驗教育：藉由大自然的場域，讓少服務對象嘗試挑戰，實現自我突破、

學習表達與尊重自己與他人，並學習與不舒適相處，以培養未來服務對象

結束安置時的自立生活。 

3. 校外教學：透過多元化的校外教學安排(生態之旅、城市冒險、正向休閒活

動)，增加中輟學生生命經驗與視角，並在過程中學習彼此傾聽、欣賞、合

作，社工也能在過程中介入輔導反映學生日常生活、人我互動的樣貌。 

4. 於暑假期間辦理暑期輔導班，提供弱勢家庭子女服務，減輕弱勢家庭照顧

及經濟上的壓力。 

5. 舉辦親子活動，供新住民家庭能透過活動的進行，增進親子間的互動，並

拓展人際關係，增進子女與同儕的互動，新住民家庭間相互的往來與支持。 

6. 辦理親職講座，透過手作及親子烘焙課程，讓親子透過一起動手做的過程，

增加正向互動經驗，並連結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可用簡易且隨手可得的材

料，讓課程所學得以衍生到日常生活中。 

7. 辦理暑假生活照顧班與活動設計的方式，介入弱勢家庭，提供弱勢家庭子

女照顧，仍期待鼓勵弱勢家庭家長強化親職功能的展現。故以家庭日為號

召，鼓勵新住民及弱勢家長在工作忙碌之餘，願意調配工作時間，增加與

子女有更多互動機會，強化家庭的內部關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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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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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孩子們透過團體活動，提升自我照顧能力，以及團體分工的技巧。在生活

上可以舒緩家長的負擔，促進家庭功能。且透過技藝的學習，培養不同專

長，增加生活環境中的刺激，有助於提升孩子們的學習動力及目標建立。 

(七) 家暴防治宣導工作 

1. 大專院校暴力教育預防宣導課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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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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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理念，進而落實反暴力的互助實踐行動。 

(2) 重視大專青年在訓練中的體驗與學習，透過協助大專青年整理訓練、

與工作人員討論教案時的感受與經驗，使大專青年在國小帶領的活動

內容設計上，能夠以更有活力、更貼近國小學童思維的方式呈現，讓

學童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能夠快速的去與自己的生活經驗做連結，

進而提升學童面對暴力的敏感度、對憤怒情緒有更多認識，除此之外，

也帶領學童思考多元的自我保護之道、安全生氣的多元選擇，練習不

用暴力來面對自身的情緒困境。 

2. 國小校園暴力教育預防宣導課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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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藉由一連串過程，從大專青年自身的學習與體驗出發，到國小帶領活

動的教育傳承，期望佈下反暴力的種子，使青年、學童了解暴力議題

與自己如何息息相關，對生活周遭、社會上的暴力能有更敏銳的覺察，

並將培訓及實做過程的學習，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共同致力減少暴力

的發生。 

3. 社區暴力教育預防宣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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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社區宣導活動上，提供每一位參與活動之民眾暴力預防知識及求助

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