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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 給棄虐兒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 

新建「善牧兒童之家」初期營運及內部設備設施事項 

發起勸募活動結案報告 

 

一、勸募活動目的： 

台灣棄嬰、兒虐問題越來越嚴重，從 4 年前邱小妹遭父親以鈍器擊頭致死，引起

社會關注，今年 4 月 10 個月大的女嬰黃小妹遭父親丟入煮麵鍋燙傷致死、10 歲

男童親眼目睹阿嬤將阿公砍殺肢解、高雄一名 2 歲大的女童遭父親以掃帚毆打致

死，還有近期李小妹遭母親及兩位表姨虐死……這些新聞只是真實社會的冰山一

角，令人相當心痛。 

善牧在台灣為家暴、性侵、亂倫、失依的兒童提供庇護中心，在全國有照顧失依

嬰兒、也有照顧受虐待、因家庭功能失調、無人照顧兒童的安置中心。花蓮社會

局有鑒於善牧基金會在嬰、幼兒安置與收出養服務等收容安置有相當豐富的經

驗，強烈表示要善牧接下「兒童之家」興辦重任。 

社會與日俱增的棄虐兒需要緊急的救援，善牧兒童之家提供的服務能給予他們緊

急庇護，並對於有需要的兒童提供收出養服務，為他們找到一個溫暖幸福的新家

庭。善牧兒童之家於 98 年底硬體工程已完成，但缺乏內部設施、設備，使得「善

牧兒童之家」空有房子，內部卻空無一物，及缺乏初期營運費，故需制定勸募活

動自籌經費 11,344,300 元整，以添購內部的設施、設備及募得兒童之家開辦初期

的營運費，希望發起勸募活動後，有更多的愛心挹注讓悲劇逆轉，使更多棄虐小

天使平安快樂的長大。 

 

二、勸募活動日期： 98 年 9 月 1 日起至 99 年 8 月 31 日。 

 

三、勸募活動使用地點：善牧兒童之家 

 

四、勸募活動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 

(一) 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 

1. 【服務對象】 

凡出生到未滿 12 歲兒童，符合下列情事之一者： 

1) 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相關規定需要保護安置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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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雙亡者。 

3) 父母雙方或負教養責任之單親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①. 年滿六十歲者。 

②. 患有精神病者。 

③. 罹患重病須長期治療者。 

④. 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者。 

⑤. 經刑事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⑥. 失蹤。 

⑦. 主管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無法照顧教養子女者。 

⑧. 經法院協商裁定轉介收容教養之兒童、少年。 

⑨. 經社政單位評估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兒童。 

⑩. 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之兒童。 

⑪. 兒童其家庭有其他依法得申請委託安置之情事者。 

2. 【安置床位】 

收容安置床位最高為38床。 

3. 【服務內容】 

提供遭受遺棄、虐待、疏忽照顧及被遺棄，或遭遇重大變故失依失怙之

兒童收容服務。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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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經費用途：勸募活動經費使用於善牧兒童之家以下項目 

1. 住宿設備設施 

2. 廚衛(含餐廳)設備設施 

3. 辦公設備設施 

4. 安全設備設施 

5. 育樂設備設施 

6. 諮商輔導設備設施 

7. 嬰幼兒室設備設施 

8. 24 小時嬰幼兒生活照顧服務 

9. 綜合社會工作服務 

10. 行政管理 

11. 勸募活動 

(三) 預定勸募金額：新台幣 11,344,3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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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 

(一) 勸募所得金額：6,725,929 元(含利息收入 593 元) 。 

(二) 勸募所得財物使用明細表 

使 用 項 目 使 用 項 目 說 明 分配金額 

住宿設備設施 

含藥品櫃、廁所拉門、防治病媒蚊排水溝

工程、水溝蓋及鋁紗窗、大門玻璃、窗簾、

拉門、電風扇及壁扇(含安裝工資) 、磁磚、

圖書桌椅、書櫃、兒童床、兒童書桌椅、

置物櫃、置物抽屜櫃、牆面油漆、置物架、

兒童作品展示櫃、檯燈、冷氣機(含安裝工

資)、棉被、被套、枕頭、鏡子、衣架、捕

蚊燈……等。 

2,496,682 

廚衛 (含餐廳 )設備

設施 

含大冰箱、洗衣槽、電烤箱、餐廳儲物櫃、

飲水機、飲水過濾設備、流理台、衛浴置

物架、炒菜鍋、兒童水杯、不鏽鋼碗盤組、

牙膏、牙刷、熱水工程、杯子、盤…等。 

249,225 

辦公設備設施 
電腦記憶體(增加工作效率)、辦公用品置物

架、置物櫃、工作月份行事曆白板 
11,775 

安全設備設施 

滅火器、緊急照明燈、紅外線感應式照明

燈、出口標示燈、緩降機、避難器具標示

燈、全棟防盜窗、防盜電動鐵捲門、監視

系統、消防設備檢測費……等。 

623,050 

育樂設備設施 羽毛球組、籃球。 477 

諮商輔導設備設施 

兒童遊戲治療玩具組 娃娃屋含傢俱 可

攜式遊戲袋 摩登家庭人偶組及快樂家庭

人偶組。 

16,180 

嬰幼兒室設備設施 

安全門板、床墊、置物櫃、嬰兒沐浴台、

嬰兒調奶處理台、嬰幼兒用桌椅、兒童育

樂遊戲室設施……等 。 

165,088 

綜合社會工作服務 
郵電費、拜訪個案交通費、專業社工費、

雜支……等。 
25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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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嬰幼兒生活

照顧服務 

教育學雜費、教材及參考書、暑期輔導費、

自來水設施、24 小時幼兒生活照顧保育

費、伙食費、4 季衣物及鞋襪費用、上學

車資、兒童醫療專業診斷費、醫療健康費、

服務耗材費尿布、健保費、保險費、水電

瓦斯費、插座保護蓋、衛生紙及垃圾袋等

雜支……等。 

1,301,026 

行政管理 

教育訓練費、保全費、設備設施修繕、颱

風維修費、志工便當及車馬費、保險相關

費用 ( 公共意外責 任、火險及 地震

險……)、室內外綠化、兒童之家相關耗

材費(墨水夾、光碟片、防盜鍊及線、圍

牆門配鎖……)、地價稅、文具、床板更

換等雜支……等。 

1,320,628 

勸募活動 

勸募活動文宣品拍照、設計及印刷、刊登

費、募款記者會與文宣品郵電費及擺放文

宣品交通費……等。 
285,083 

勸  募  所  得  金  額 6,725,929 

預定募款金額為 11,344,300 元（勸募不足金額由基金會自籌） 

 

六、勸募活動效益及照片： 

(一) 一個有「家」味道的建築物 

跳脫宿舍似的空間配置，冷氣和電扇維持舒適的居家溫度，電燈和檯燈提供

充足的光線，物品總能找到置物櫃擺放，小朋友可以在庭院騎腳踏車、打羽

毛球、玩籃球排球；在家裡的遊戲空間玩軟球、拼圖、積木、大富翁…；多

功能教室可以看書、寫功課、跳舞、唱歌、團體課程等，形成一個溫暖乾淨

的氛圍。 

(二) 如芭比盛宴變化與豐富的餐點 

新鮮的食材與乾淨的水一起烹煮，烤箱不僅讓餐點多些變化，暑假期間小朋

友透過它學習自己烘焙點心，體驗點心製作的細節與等待，一起享受甜甜香

氣瀰漫整個空間的滋味。 

(三) 志工與我們一起陪伴小朋友 

志工來自東華大學、慈濟大學、學校老師、星巴克員工及社會人士，目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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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化目標努力。週間，有課輔志工引導小朋友思考以完成作業、複習功課；

還有說故事志工以舞台劇及影片方式呈現繪本故事，帶領閱讀與討論；假日

則有身懷技藝的志工跟小朋友一起跳街舞、做勞作、瑜珈、打籃球及寵物親

近活動，看見一個一個學習的榜樣，讓小朋友對自己有「見賢思齊」的想像

與「有為者亦若是」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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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職訓練的滋養 

較封閉的工作環境會限制工作人員的視野，透過訓練引導教養方式的再學習，

吸取新的觀點，增加敏感度與自我覺察，培養自我反思的態度，聽懂孩子行為

背後的心聲，用開放尊重的態度，不迴避敏感問題，透過生活接觸引導小朋友

和自己的成長。 

 

 

善牧兒童之家大門 

 

排水溝做得很安全，讓小朋友開心地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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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實習生與小朋友一起進行情緒團體活動 

 

志工們協助愛心贈書資料登錄 

 

保育媽咪教小朋友洗自己的貼身衣物 

 

保育員教小朋友洗衣服，搓搓搓 

 

我最愛的「小璇老師點心烘焙坊」 

 

大家一起來吃飯囉！ 

 

和志工哥哥姐姐們一起在大草皮玩耍 

 

新城鄉衛生所老師講授小朋友「身體紅綠燈」 

 

志工哥哥姐姐們帶小朋友做瑜伽 

 

志工姐姐帶著小朋友體驗彈奏的音樂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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