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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102 年星火傳愛」勸募活動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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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星火傳愛」勸募活動，號召更多愛心社會大

眾加入善牧「愛心牧羊人」的行列，擔任愛的推手，支持善牧基金會以持續穩定

的服務工作，陪伴弱勢婦幼走過生命中的傷痛，滋長出自己的力量，幫助更多需

要幫助的弱勢婦幼。 

 

二、勸募活動日期：102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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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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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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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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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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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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 

(一) 勸募所得金額：10,565,557 元(含利息收入：1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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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7 

醫療及諮商費 

服務個案醫療、諮商、看診、住院、早期

療育、健檢費、健保、疫苗注射…等醫療

相關費用 

1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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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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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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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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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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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036 

合 計 10,56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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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片 

 

 
設置安全監視系統，以利工作掌握辦公室內外的狀況，以維護安全。 

辦公室電話總機修繕，電話系統時常斷線嚴重影響公務往來， 

需盡快更換以提高辦公效率及服務。 

從採買到烹調自己動手做最安心，色香味具全，營養滿分。 

 

安置家園浴室修繕，含檢查管線、馬桶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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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置童小 BABY 物理復健早期療育治療 

 

提供安置童發燒隔離之保健室-由兼職保母 24 小時輪班照顧 

    

提供安置幼童遊戲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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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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藝課程，讓孩子從環保材料中，製作出獨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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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家暴兒童校園輔導團體一：藉由繪本故事內容，達到對目睹兒童之同理， 

以及藉著兒童與繪本之互動，達到自我療癒。 

 

 

 

 

 

 

 

 

 

 

 

 

 

 

 

 

 

目睹家暴兒童社區團體二：從撕紙過程來排除內在的負向情緒，得以重新納入正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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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教具-法庭模型，協助出庭兒童認識法庭空間、提升心理準備。 

 

六、服務效益： 

1. 設施設備費： 

(1) 更新或檢修家園安全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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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檢修及更新多項緊急逃生設備及監視器材等設備設施，提高安置機構及服

務中心在環境方面的各項安全性，確實保障每一位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之

生命、身體、財物上的安全。 

2. 醫療及諮商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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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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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透過及早發現、早期療育的概念和協助，得以幫助假性遲緩的嬰幼兒接受適

當的療育服務，以減輕或消除其發展遲緩的現象，促使其回到正常發展，連

結復健治療如物理、職能、語言、藝術、遊戲及體適能感覺統合等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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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費 

協助服務對象安心就學，提供學校各項費用，包括學雜費、課後輔導費用、寒

暑假輔導費用及學校制服費用等，讓服務對象能夠穩定在校學習和成長。 

4. 伙食費 

(1) 協助服務對象基本膳食生活需求，補助日常生活之三餐伙食費、學校午餐費、

課輔班午餐點心費...等，以提升照顧服務對象的生活品質。 

(2) 未婚小媽媽藉由伙食採買，製作營養均均衡的餐點，也提供未婚小媽媽良好

的照顧；積極維護未婚懷孕婦嬰之生、心理健康。 

(3) 藉由生活輔導員的指導，在煮食的過程中，少女學習如何烹調乾淨衛生的餐

點，並進而為學習自立做準備。 

5. 行政管理與修繕： 

修繕辦公設備設施及添購、檢查安全設備設施，提高辦公效率及維護辦公與活

動場域安全。如:電話系統時常斷線嚴重影響公務往來，需盡快更換以提高辦

公效率及服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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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置服務中是以 0-2 歲嬰幼兒 24 小時團體式之安置照顧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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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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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兒專科醫

師進駐機構，就安置童的一般性預防注射、醫療追蹤、疾病照顧等方面提供

服務，對於嬰幼兒的穩定照顧及健康維護之品質要求尤為看重。另一方面，

當安置孩童出現發燒或具傳染性病症時，為了能讓生病的孩子得到更妥善的

照護和休息、且避免團體群聚性感染的發生，此時則需為出現病症的孩童安

排隔離照顧，並且設置專一的褓姆予以照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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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殊兒照護：嬰兒之家，一年平均要照顧 65 個待出養的孩子，有 3-4 成的

孩子在一歲之內能媒合到適合的收養家庭，順利找到永恆的家庭，但有 5

成以上的孩子則因為早產、出生低體重，2 成則因家族疾病或背景等因素，

需要更多時間與機會才能媒合到適合的家庭，在家園安置照顧的過程中，孩

子的健康照護及早期療育皆是不容等待，我們努力建構特殊療育團隊及添購

專業設備，透過不間斷的耐心陪伴及給予刺激進步的機會，協助有特殊需求

的孩子在待出養期間得到特殊的關懷與照顧，我們提供早療復健課程有物理、

語言、遊療、藝術治療。讓每一個找家的孩子都能做更多準備，也協助每一

個領養家庭瞭解及接納特殊兒的生命充滿無限可能。 

(5) 個別輔導中針對特殊孩童給予不同的服務，因有些學童學習缺乏耐心，惰於

每日的家庭作業，造成進度嚴重落後，經學校導師及課輔員兩方多次多方的

輔導與勸導仍未起色。對此，改變指導方式；要求這位學生每日至少完成一

件的作業量，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增加其耐心後，再慢慢增加作業量。實施方

針後，雖未達完全的改變，但完成作業的次數仍有 7-8 成左右，較於先前仍

有很大的進步。 

7. 弱勢兒童平日及暑期課業輔導班 

(1) 對兒童的效益 

A. 減少學童受害率：學童參與本活動出席穩定，因而減少暑假期間遊晃街

頭甚至習得不良習性之風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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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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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等活動豐富學童的學習刺激，同時協助學童完成學校暑假作業，發

展學習興趣並提升學習成就。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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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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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透過午後點心的提供，讓正在發育的孩子獲得營養，並能夠更專心地寫

作業，有效的提升孩子成長及發展。 

G. 提供週末課輔多元學習服務，有效協助弱勢家庭孩童在週末時，能受到

良好照顧與多元學習的機會。 

H. 提供弱勢兒童多元學習服務，增進弱勢家庭子女學習效能，建立孩子自

信心，進而達到自我激勵並樂於學習。 

I. 協助新住民、單親、隔代教養、原住民、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家庭家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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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於週末期間安心工作或充電學習，得以穩定家庭經濟安全，提升親職

能力；避免家長因無力照顧子女，導致孩子留連於網咖或其他不當場

所。 

(2) 對家庭的效益 

A. 減輕新移民家庭的經濟負擔：新移民家庭因本服務而減輕暑假期間安親

之經濟負擔，尤其新移民家庭常常有二個以上的孩子，暑期安親的經濟

壓力可見一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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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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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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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學童生心理上的發展，降低學童因挫折而產生拒絕學習的行為

及反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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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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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吸收學業上的知識。 

G. 很多新移民姊妹不敢主動與學校老師溝通，造成家庭與學校的連結不良；

在子女參加課後輔導服務後，社工員扮演學校老師與新移民姊妹溝通的

橋樑，並鼓勵姊妹主動與學校老師聯絡，現在很多姊妹現在都不再害怕

跟學校老師講話了。 

H. 對多數跨國婚姻家庭而言，督促孩子完成學校作業實為一種壓力，藉由

本服務著實減輕家長對孩子學業照顧之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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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