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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100 年星火傳愛」勸募活動成果報告 

 

一、 活動目的： 

許多個案在進入善牧服務之前，人生可能是個悲劇，但接受善牧服務輔導之後，

人生有了轉變，逆轉悲劇，重新開始另一段幸福的可能。希望藉由善牧發起的「100

年星火傳愛」勸募活動，透過 yahoo 公益平台及台灣大哥大基金會 5180 即時捐、

台北捷運燈箱廣告刊登、平面廣告、愛心廠商提供免費公益 DM 通路……等宣傳

方式，向社會大眾募款，幫助善牧協助家創兒及弱勢家庭兒童，一起用愛改寫這

些兒童的人生劇本。 

 

二、勸募活動日期：100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1 年 4 月 30 日止。 

 

三、服務工作及對象：  

1. 【服務對象】 

1) 家創兒 

①. 目睹暴力兒童 

②. 不幸少女 

③. 兒虐 

④. 棄兒 

2) 弱勢家庭兒童 

①. 新移民家庭兒童 

②. 原住民家庭兒童 

③. 單親家庭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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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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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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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提供弱勢健康不良兒童醫療、健檢及疫苗注射協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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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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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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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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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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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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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 

(一) 勸募所得金額：10,276,910 元(含利息收入 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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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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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4,627  

醫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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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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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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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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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器材修繕及雜

支…等 

4,6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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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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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450  

合 計 10,27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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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片 

 

   

少女進行床架維修，透過「星火傳愛勸募活動」更新床具，讓少女居住起來更

加舒適與安全。 

 

協助少女至醫院健康檢查，圖為檢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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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照明燈、感應燈具更新與維修     

        

        加裝監視器系統              逃生出口指示燈的更新與維修 

 

監視器及感應燈具，並更換緊急照明燈、逃生出口指示燈，以避免人為或意外

的危險，降低生命危險之虞。 

     

      

此為少女房間加裝的窗簾，保護少女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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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孩子健康上的需要及醫師建議，不定期

安排醫療就診及追蹤檢查。 

★安排預防疫苗注射前，必請小兒專科

醫師進行先前檢查。 

 

 

 

 

 

 

 

 

 

 

 

 

★當孩童出現發燒等症狀時，配合醫囑需予以隔離看護照顧，並特別安排有經驗的照

顧者以 1:3 以下之人力比例提供照護服務。 

 

 

 

 

 

 

 

★協助因生病而需隔離照顧的孩童，可以獲

得一對一更完善的照顧服務。 

★育樂設施設備~於室外走廊裝置學步

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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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步扶手的設置和輔助，提供孩童步行練習的空間和機會，以促進其粗大動作

之正常發展。 

 

 

 

 

 

★添購音樂 CD、兒童手鼓等媒材，給予安置孩童更多聲音刺激和學習。 

 

 

 

 

 

 

★在機構內主要逃生樓梯處加裝扶手及圍欄，以維護緊急逃生疏散之安全，除了顧及

逃生安全、提供無障礙設施之外，也可協助孩童練習上下樓梯時輔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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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輔導室：為社工與目睹兒童進行輔導工作之專屬場地。 

 

 

 

 

 

 

 

 

 

 

 

 

 

 

 

 

 

校園宣導：針對校內老師介紹目睹兒童的辨識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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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新移民家庭子女暑期輔導班，小朋友努力完成作業中。 

 

 

 

 

 

 

弱勢新移民家庭子女暑期輔導班，小朋友聽課及美術課認真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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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子女在越南母語課程積極參與、踴躍搶答 

 

新移民子女為老人中心的長輩演奏陶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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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效益： 

1. 設施設備費： 

(1) 辦公設施設備 

A. 無線網路給予工作人員在家園辦活動的便利性，並帶給安置兒少更多元

性的活動，例如:運用網路多元媒體與兒少探討生命及帶兒少跳健康運動

操。 

B. 通話系統(電話)更換，降低安置兒少及工作人員通話突然斷訊，或通話

聲音不清楚的次數。 

(2) 住宿設施設備 

更換住宿硬體設備，例如-窗簾、床架、壁紙、寢具組、椅子、吊扇、壁扇、

飲水機，給予兒少生活必需之硬體設備，提高少女居住品質，協助兒少達

到舒適的生活環境。並給予兒少鐵櫃、收納櫃、脫水機，協助兒少增強整

理並收納自己物品，及清洗衣物的能力，以提高少女自立能力。 

(3) 廚衛設施設備 

廚具更新，協助少女增加辨識及烹煮食物之能力，以協助提升少女自立生

活的能力。 

(4) 育樂設施設備 

A. 適時添購嬰幼兒音樂 CD、裝置學步扶手等作為媒材和輔具，以提供語

言認知、動作、社會性互動等刺激學習的機會，滿足安置嬰幼兒各項發

展之需求。 

B. 兒童因受發展能力、身心狀況或所受教育有限，使得兒童難以全然透過

語言來進行會談、表達自己，必須藉由不同的媒材、工具、玩具或繪本

等，來做為與兒童對話、讓兒童表達的媒介，因此，小羊之家運用勸募

經費，添購、汰換甚至規劃後請專業人員製作輔導過程所須之材料，例

如法庭服務中，製作法官的法袍，透過與兒童角色扮演，幫助兒童熟悉

出庭的流程與可能面臨的狀況，得以有更充足的心理準備。 

(5) 安全設施設備 

A. 增加家園安全設備，如：監視器及感應燈具，並更換緊急照明燈、逃生

出口指示燈，並檢修申報家園消防設備，給予安置兒少一個安全的環

境，以避免人為或意外的危險，降低少女生命危險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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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置及更新多項緊急逃生設備、無障礙設施、洗手台設備、監視器材等

設備設施，提高安置機構在環境方面的各項安全性，確實保障每一位安

置孩童及工作人員之生命、身體、財物上的安全。 

(6) 諮商輔導設備設施： 

建立一個完善的諮商空間與設備，協助工作人員與兒少有一舒服及獨立的

空間可談話，且協助工作人員運用更多元的媒材與兒少互動及會談，以協

助兒少面對過去創傷議題，並提高兒少自我復原力。  

2. 醫療費 

協助兒少至醫院健康檢查，協助少女認識自我身體狀況，及自我保健應注意事

項，以提高少女醫療認知能力，及自我照護能力。 

3. 教育費 

透過暑假活動，協助增加家園凝聚力，以提高少女穩定安置生活，並朝向未來

規劃及目標前進。並透過家園健康的休閒活動，以增加少女對休閒活動的視野

及認識，提高少女未來自我規畫休閒時間的能力。 

4. 行政管理與修繕： 

透過環境的美化，例如:購買盆栽、廣告顏料、置物櫃、乳膠漆、油漆、整理箱；

並維持少女生活品質及安全硬體設備的維修，例如:購買延長線、馬達等維修費、

電鍋、碎紙機、蓮蓬頭材料費、飲水機修繕、燈管、脫水機修繕費、廚房用品(隔

熱墊、補充罐)、印表機維修費、廚房用品(洗菜籃、保鮮盒)、馬桶維修費、DVD

播放器、通風扇、飲水機-更換濾芯、檢驗水質，協助少女提高生活品質，達到

舒緩少女心情之效果，且透過綠化環境，以協助增強少女照顧環境之能力。 

5. 專業社工服務及綜合生活照顧 

(1) 善牧一直以來都堅持社工人員與生活輔導員能夠共同輪流值班的方式進行安

置輔導，因為多年的實務經驗了解，少女的狀況總是在放學回家園後容易呈

現，而日常生活中情緒、認知與行為的呈現，多半伴隨著少女過去不健康的

模式、創傷的反應、錯誤的人我界線與互動、自貶與自我懷疑的認同價值，

而從生活介入輔導，專業內化的貼近少女，確實能夠達到較為深入的輔導成

效。 

(2) 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永遠是安置輔導最重要的資產，善牧採取社工員、生活輔

導員及助理生活輔導人員共同輪流值班的方式，以協助在日常生活中的細節

陪伴與輔導 下，能夠循序漸進建立少女的安全感與信任感，並適時調整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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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不健康的情緒或行為模式，建立少女自我認同、自我價值，培養健全的

復原能力，協助少女得以 在日後回歸家庭、社會並具備獨立自主之能力，做

自身生命故事的主人。 

(3) 持續為等待收出養的 0-2 歲孩童，提供一個 24 小時之安全、溫暖、穩定的生

活照顧，並確保安置孩童的身體健康及相關權益之維護，共計已協助相關就

醫安排及施打預防疫苗。 

6. 弱勢兒童平日及暑期課業輔導班 

(1) 對兒童的效益 

A. 許多的學童在營隊中認識了好朋友，也透過遊戲、互動在人際關係上有

更多的增強，即使在週末非營隊的活動時間，學童們都會迫不及待的要

求家長早點到天主堂與好朋友們見面，家長們也發現因學童人際互動頻

率的提高，學童在團體能力及社會適應力都有了很大的增強。 

B. 減少學童受害率：學童參與營隊出席穩定，因而減少暑假期間遊晃街頭

甚至習得不良習性之風險。 

C. 發展學童積極人格：透過團體規範、品德教育課程以及老師的正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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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促進其積極的社會化發展。 

D. 豐富學童學習刺激、提升學童學習成就：投入一系列多元課程以及戶外

教學等活動豐富學童的學習刺激，同時亦透過非正式課程與補救教學來

增加學童的學習時數，發展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就。 

E. 參與課後照顧班的兒童們在老師及志工的陪伴下，能夠穩定的學習及成

長，降低家長無法指導課業的困境。 

F. 透過品格教育的指導及養成，讓兒童們能夠學習到正向的人際互動方

式，並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G. 讓兒童們自由選擇課後遊戲的方式，促進多元的興趣培養及團體遊戲的

合作能力。 

(2) 對家庭的效益 

A. 因豐富多元的暑期課程，學童返家時會主動與家人分享新的學習與新的

體驗，透過與家人分享的過程進而拉近親子關係，營造出合諧的家庭氣

氛。 

B. 對多數跨國婚姻家庭而言，督促孩子完成學校暑假作業實為一種壓力，

藉由本服務著實減輕家長對孩童學業照顧之壓力，除此之外，新移民媽

媽能藉由等待孩子下課的這段時間與同鄉姐妹或其他國家姐妹交流互

動，給予媽媽們情感上很大的支持及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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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於隔代教養的家庭，降低長輩們對於課業的無力，使得兒童能更穩定

學習，長輩也能放心的養育兒童。 

D. 提供新移民家庭在教養上的協助，使得兒童在學習上可以更加穩定，避

免語言及文化的隔閡，讓教養上出現斷層及困境。 

E. 提供發展上有困難的兒童醫療的資訊及評估，陪同家長面對及協助兒

童，使得兒童可以更加適應學習上的障礙。 

F. 幫助新生兒童適應就學後的課業及秩序，降低兒童們的不適應度及逃避

上學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