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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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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家庭、原住民家庭及人口販運被害人等

對象已有 30 年的歷史，全台共有 40 個服務據點，包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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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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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4 月 30 日止。 

 

三、服務工作及對象：  

1. 【服務對象】 

(1) 遭受性剝削之不幸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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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新住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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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剝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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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替代性的家庭照顧，強調以「家」

為概念，以高專業照顧人力配比，希望每個來到善牧的孩子，能夠好好

地獲得生活上的照顧以及心靈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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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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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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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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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中輟生重返規律生活、復學、職業訓練或就業準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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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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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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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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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提供弱勢健康不良兒童醫療、健檢及疫苗注射協助。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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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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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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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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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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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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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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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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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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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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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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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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 

(一) 勸募所得金額：16,128,813 元(含利息收入：7,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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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設備費、服務中心場租及庇護家園房租與管

理費。 

2,618,852 

醫療及諮商費 
服務個案之心理諮商輔導及各項心理治療

費、醫療、健檢費、早期療育費…等。 
6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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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及平

日課後輔導、親子教育活動、戶外探索教育、

營隊活動及成果……等。 

863,676 

伙食費 
服務個案日常生活之伙食費、學校午餐費、課

輔班午餐點心費......等。 
303,983 

輔導及 

社工專業服務 
輔導及社工專業服務 7,343,581 

生命教育及

24 小時照顧 

24 小時專業生活照顧及輔導、郵電費、水電

費、交通費、機構一般修繕、耗材費、文具、

郵資……等雜支。 

3,119,710 

勸募活動 

勸募活動 CF 製作、各類宣傳品拍攝、設計、

印製、網站宣傳、廣告刊登…等活動宣傳相

關費用。 

1,814,461 

合 計 16,12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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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效益： 

(一) 設施設備費 

1. 住宿設備設施： 

(1) 嬰兒之家新增空氣清淨系統，以抑制空間細菌孳生，降低感染風險，提

供安置童更優質安全之環境。且原嬰兒床深度不足，使用已逾十年，有

些微裂開及彎曲之情形，因此安排嬰兒床木作及地墊工程，以維護安置

童健康環境。在其他設施設備上，使用年限已久之奶瓶消毒鍋、紫外線

殺菌燈、抽痰機，及紫外線烘碗機也做更新，以顧及安置童健康及衛生

安全。 

(2) 中途之家脫水機與二樓紗門因年限已久，經多次故障與維修後，已無法

再使用，故作更換。且家園因三樓空間悶熱，導致空間使用率較低，為

了增進空間活化，增添冷氣機兩台。 

 

2. 辦公設施設備： 

(1) 宜蘭中心增加及改善辦公室內的硬體設備，包括課輔用的課桌椅、兒童

教室的活動用品、書櫃、置物架等。透過設備的添購，改善過去的使用

環境，讓環境能更加符合服務所需。 

(2) 中途之家增添置物櫃、桌邊櫃、抽屜櫃等，增加文件存放空間，維護個

案隱私。 

(3) 學園更換彩色影印機，提供學生清晰優質的書面資料，提高學生學習動

機。 

 

3. 安全設施設備： 

(1) 中途之家為使少女生活在安全無虞的環境，家園每年都會定期做消防安

全檢查、每兩年做建築物安全檢查，以及在監視設備系統上做維修與更

新，以確保家園環境的安全。 

(2) 學園採購大門監視攝影機、鐵門防夾紅外線開關及顯示螢幕，建置學園

全方位的環境安全。 

(3) 學園學生廁所的鐵皮屋瓦及排水設施之更換，及無障礙廁所改善工程，

含無障礙輔具及輪椅雨遮廊道等場域設施擴建，提供個案與社區弱勢兒

少安全與舒適的學習場域。 

(4) 庇護家園的消防設施設備是家園安全的重要關鍵，每年定期進行安全檢

修及申報，並依消防公司之建議，進行消防缺失工程改善，裝設獨立式

定溫探測器(住宅火警警報器)，提升家園消防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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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廚衛(含餐廳)設備設施： 

         中途之家廚房瓦斯爐、流理台使用年限已久，故在多次故障與維修後，已 

         無法再使用，故作更換，讓少女煮餐能夠更順利與有乾淨的設備。 

5. 育樂設備設施： 

(1) 學園綜合學習教室落地型冷氣老舊，不符維修價值，採購新機組。 

(2) 學園增建個案操作烹飪課程的實習烹調區與飲料調製的吧檯區，建立正

向服務學習經驗，使其產生更多的正向能量。 

(3) 學園體驗探索教育器材設備-充氣獨木舟之採購，提供個案從事多元化

的冒險體驗教育課程之使用。 

6. 安置家園及服務中心場地租金壓力獲得緩解，得以全心投入個案服務。 

 

(二) 醫療及諮商費 

1. 諮商及輔導： 

中途之家的少女都帶著對於原本家庭的創傷而來到家園，容易沒自信、認

為自己沒有價值，而許多創傷少女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為此家園聘請心

理諮商老師，到家園為少女們上團體諮商與輔導以及性別教育，透過性別

團體增加對性的知識，讓少女理解可以透明地談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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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狀況。 

 

(三) 教育費 

1. 教育費： 

(1) 中途之家少女在原生家庭生活時，通常得不到妥善的照顧，故在課業上

成就也不高，來到家園後，我們深信讓少女在穩定的環境就學，能改變

少女的未來出路，因此，提供少女在學雜費上的協助，以穩定少女就學。 

(2) 台北學園轉型後，除了『多元能力發展班』課程繼續服務國中面臨就學

議題的中輟或間輟國中生外，也辦理了一個音樂學習方案--『IP 樂團方

案』，提供給社區青少年課後學習音樂課程，並陪伴參與課程的青少年

共同經營一個樂團，社工員陪同每次課程進行課程安排協調與樂團展演

事務外，也透過每次課後關心團員們的學習、家庭、生活、打工、親密

關係等等議題，輔導青少年在各面向有正向的學習成長。 

(3) 中途之家個案國中社團費、課後輔導費、露營活動費、暑期學藝活動費、

家長會費：提供給付孩子上學及學校各項費用，如社團費、課後輔導費、

露營活動費…等，讓孩子得以順利參加各項課程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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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費： 

中途之家協助孩子採購學校教科書、講義、影印資料等，以順利完成學校

學業。 

 

3. 制服費： 

中途之家協助孩子採購學校制服、書包，以順利就學。 

 

4. 暑期及平日課後輔導、親子教育活動、戶外探索教育、營隊活動及成果： 

(1) 為中途之家少女辦理消防體驗營隊、復原力城市冒險體驗與創作音樂彌

生體驗營，以期少女從活動過程中多認識自己，並藉由在不熟悉的場域，

讓少女嘗試挑戰，實現自我突破。 

(2) 暑假期間帶領中途之家少女到其他縣市進行小家旅行，安排機構參訪、

服務學習、古蹟認識等活動，增加少女知能，提升其自立能力。 

(3) 支應新住民家庭孩童平日與暑期輔導費以及親子教育活動費用，擴充觀

察視角，提升多元學習的環境與探索，促進親子互動、裨益家庭對話。 

(4) 新住民兒童平日課輔與課後團體：孩子長時間的參與課照班，有助於對

孩子生活常規、衛生習慣的建立，並且強化自我的生活自理能力。並且

也能發現到孩子在身心發展上的需求及問題，以及家庭關係與親子教養、

互動狀況，讓社工有機會瞭解個案狀況，針對個案問題調整服務策略。 

(5) 促進新住民家庭親子互動，結合節慶辦理各項親子活動，並運用親子出 

遊、闖關活動、節慶活動等各種型態，讓親子能在活動中有正向互動、

溝通經驗，增加其正向互動機會，90%以上的參加成員表示有促進 

親子互動的效果。 

(6) 辦理新住民青少年團體 4 天 3 夜自行車活動：共 8 戶，計 9 人，總計 146

人次。活動結束後，以問卷進行評估，成員感受到更具有自信與成就感

達 100%、認為自己學會「面對困境不輕易放棄、抱怨，並嘗試克服」、

「擔任領騎時，能注意所有成員狀況」、「整合意見、排解歧見」、「主動

完成所負責的工作」、「將自己的困境、意見表達出來」等態度與能力，

每項亦達 50%以上。 

(7) 宜蘭中心暑期課後照顧班費用：於暑假期間辦理多元體驗活動及課後照

顧班，運用多元性的課程內容，配搭暑假課業協助完成，讓學齡的兒童

在暑假能獲得完善的照顧。 

(8) 宜蘭中心辦理暑假營隊及親子日活動：為拓展兒少的生活經驗以及同儕

關係的建立，於暑假即將結束之際，辦理為期一周的暑假營隊活動，除

了搭配遊戲活動的進行，也辦理城市探險，讓兒少能有別於平日的生活

經驗，去體驗城市特色。並於學期間的假日，安排與家長共同參與一日

的親子日，體驗正向的親子互動經驗。 

(9) 嘉義中心提供嘉義地區弱勢家庭孩童週末多元學習服務，使孩童週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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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規律，並擁有安全的休閒及學習場所，多元化的學習內容。並藉由特

定節日辦理親子活動，增加家長與孩童的互動，並協助家庭成員享受親

子時光，凝聚家庭情感，增進親子關係。 

 

(四) 伙食費： 

1. 中途之家提供住校少女三餐伙食費，讓少女在校能定時用餐，確保其飲食

健康權。 

2. 提供學園個案與社區弱勢孩童，就學期間及參與活動課程時的餐費。 

 

(五) 輔導及社工專業服務： 

1. 學園針對目前服務的方案及計畫增聘專業社工人員，以提供個案與社區兒

少較佳的服務品質及友善的工作環境。 

2. 宜蘭中心服務的兒少中，62%處於雙重弱勢的家庭中，其中以新住民家庭及

經濟弱勢為主。兒童大多面對學業低就和家庭經濟限制，故除了連結相關

的課業指導資源，經濟需求資源等，陪同案家面對並改善不適當的環境限

制。協助連結資源或相關需求的申請。 

3. 提供未婚懷孕少婦女及其子女安全、接納、溫暖的空間與服務，並透過專

業輔導服務，協助服務使用者整理過去經歷，發展復原力，以儲備力量，

開啟新的人生。 

4. 小爸媽開案提供個案服務的有 10 位，以小媽媽為案主，案主年齡在 16~24

歲之間，未滿 18 歲有 3 位、18~20 歲有 2 位、20 歲以上有 5 位，每月至少

有一次家訪或中心會談。除了開案服務的 10 位之外，尚有評估中及提供維

繫服務的 22 位小媽媽及 10 位小爸爸。 

5. 使用衛生局提供的 6 歲以下兒童發展檢核表與檢核網站，幫助小爸媽評估

孩子發展，若有某些項目有疑似發展遲緩情況，便請教保老師及物理治療

師協助評估，及視個案狀況提供療育服務。 

6. 原住民服務中心積極經營與部落合作關係，主動延展服務觸角，提供普及

性服務，維繫及穩定與部落及家庭的友好關係，強化網絡連結與轉介，以

建立部落支持服務網絡，合作滿足家庭內異質性的需求。確保案家之兒童

及青少年獲得安全且持續性且穩定的照顧。同時，透過評估、檢核、討論

個案直接服務工作之程序、技巧與專業知識脈絡，增進兒童及少年保護工

作的最佳決策。 

7. 原住民服務中心藉由各部落的福利需求，計畫性的設計宣導、講座與社會

團體工作、社區服務案，提昇部落族人知識性、發展性、支持性的能力，

促進族人自我照顧、自主能力，強化部落族人對自我權益、健康、家庭、

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成長。同時，強化社會支援系統的了解與使用：讓

個案家庭及受暴婦女瞭解社會上有那些機構及組織可加以運用，其所在地、

電話、服務項目等等，在有危急時，可請求協助和支援，懂得自我防衛及

保護，減低受暴事件再次發生。 

8.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結合學校、部落、教會等社區資源建立社區照

顧輔導支持網路，陪伴部落孩子指導作業，減少孩子在外遊盪及減輕祖父

母指導作業的壓力。另也提供孩子們一個學習認識自己部落的教室，藉此

增加孩子們對土地、文化認同。教室空間可以是河邊、菜園、森林或是任



8 

 

何空地等，孩子們可以聞到自然的花香味，可以觸摸真正植物的樣子，可

以吃到現場烹煮的新鮮食物，將食物味道將深深烙印在孩子的記憶，讓當

地學童的學習，注入新的學習刺激。 

9. 原住民服務中心的服務方向以家庭為重心，積極將家庭中最重要角色，來

自不同家庭的婦女聚集在一起，找到一塊地，透過每個月的定期會議，學

習分享自己的知識跟技藝，包括農事耕種、野菜辨識、族語以及料理手藝

等。而部落的婦女我們稱她們為 ina(阿美族語譯母親)，有了太巴塱 ina 好野

味 sefi 這個平台，而中心角色就是每月固定把 ina 們聚集在一起，帶著 ina

們一起發想部落值得分享的事物，也帶領著 ina 們一起探訪各社區(部落)不

同發展的現況，發展屬於部落微經濟工作。 

 

(六) 生命教育及 24 小時照顧： 

1. 24 小時專業生活照顧及輔導： 

(1) 建構個別化的關懷：透過社工、保育及生輔員與孩子相處、接納與互相

關心，營造單純而直接的情感互動，也讓孩子參與製作記錄共同回憶，

使孩子感受到疼愛與信任。 

(2) 鼓勵孩子自我探索：透過社工、保育及生輔員安排孩子的興趣及文化探

索，去發現他喜歡什麼、擅長什麼，投入對一件事的興趣，領略自發學

習的力量。 

(3) 提供孩子家庭式的照顧：透過社工、保育及生輔員 24 小時，365 天全天

照顧服務，提供食、衣、住、行、育、樂、就醫及就學等照顧，給孩子

如同家庭般的關懷。 

 

2. 綜合生活所需： 

(1) 為了完善的經營家園與美化環境，空間上有許多改變，進行植栽美化家

園環境、定期更新飲用水濾心、以維持生活品質，以及更換家園的抱枕

套與粉刷牆壁，讓少女們有更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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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牧台北中心 107 年 1-12 月期間，分別辦理 5 場次大專青年暴力預

防教育訓練，9 場次小學活動討論，及 33 場次到國小活動後討論，共

計 438 人次青年參與。 

(2) 每位參訓的大專青年都至少產出、參與三次國小暴力預防教育活動的

帶領，透過事後學習單了解，98%的大專青年能辨識暴力類型，了解

安全因應暴力的各種方式，能區辨憤怒與暴力的差異，並能在課程中

認識與整理憤怒情緒，了解安全表達憤怒情緒的多元選擇。 

(3) 善牧台中中心針對中區大專院校學生，辦理預防暴力教育課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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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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中/小校園暴力教育預防宣導課程: 

(1) 善牧台北中心 107 年 1-12 月期間，共進行 45 場次的小學暴力預防教

育活動，共計 1103 人次學童參與。 

(2) 參與學童在暴力預防教育活動的學習，透過事後學習單知悉，96%的

國小學童能清楚指認出暴力型態，了解自我保護的方法；91%的國小

學童憤怒時會透過從事個人興趣、與親友討論等方式調適情緒，體會

到尊重他人、保護自己的安全生氣之道。 

(3) 善牧台中中心培訓大專院校學生當志工，擔任國小校園預防暴力教育

課程種子，透過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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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互動和預防暴力理念，培養尊重與平等的概

念。 

3. 社區暴力教育預防宣導: 

(1) 善牧台中中心結合台中市家庭暴力宣導或社區宣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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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牧台中中心 107 年度統計辦理 77 場針對大專生之暴力教育預防課

程，73 場針對國小進行之暴力教育宣導，17 場針對社區辦理之預防

暴力宣導活動，共計服務 3689 人，6468 人次。 

(3) 大專生参與暴力教育預防課程後，成員課後回饋多分享能重新詮釋對

暴力的認知，覺察暴力迷思，並願意承諾無暴力的生活理念；在國中

小暴力教育宣導方面，學生則透過課程的學習，能夠理解暴力是什麼，

以及對人造成的影響，清楚正確的求助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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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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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家園施工空氣清淨系統 

 

中途之家新增冷氣機，讓空間避免悶熱 

 
中途之家新增監視器，以確保家園安全 

 
中途之家紗門因破洞而做更新，隔絕蚊蟲 

 
中途之家更換廚房流理台與瓦斯爐， 

讓少女煮餐更加便利 
 

學園環境整建-屋舍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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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環境整建-搭建鐵皮屋 

 
學園購置大門監視系統，維護安全 

 
宜蘭中心書櫃損壞，換購鐵製書櫃 

 

宜蘭中心添置兒童桌椅，打造良好閱讀空間 

 
復原力輔導-長照老人服務 

 
學園教育器材購置-充氣獨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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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之家少女諮商團體活動 

 

中途之家少女練習餐飲科作業 

 

中途之家增添植物種植，美化環境。 

 

中途之家少女職場參訪-晨星咖啡 

 

消防安全課程-學習滅火器使用 

  
 

 
更換發霉、破裂、不堪使用之置物櫃 



13 

 

 

宜蘭中心辦理多元體驗活動：手作、點心

課、桌遊、跆拳道、園藝、環保議題等，減

輕弱勢家庭經濟和照顧上的壓力 

 
宜蘭中心帶領青少年城市體驗 

 

嘉義中心透過生動教學， 

教孩童標準發音及會話 

 

透過瑜珈學習正確的運用肢體， 

放鬆身體，穩定情緒。 

 

高雄中心透過親子參與團體，從每個主題學

習與體驗，重新找到親子互動的技巧與能力 

 

高雄中心進到校園提供低年級情緒教育， 

讓孩子們辨別情緒並懂得找到抒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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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善牧學園針對學生的自我概念、人我關

係、升學資訊提供團體輔導 

 

台北善牧學園爵士鼓班、吉他班 

 

台北善牧學園餐飲課程 

 

台北善牧學園美甲課程 

 

台北善牧學園美容課程 

 

台北善牧學園舞蹈課程 



15 

 

 

青少年培根團體透過教具牌卡、手做紙偶，

探討生命經驗與家庭關係連結。 

 

新住民自己的家鄉自己介紹、FuN 鬆肢體輕

鬆表達、我的奇幻之旅、公眾表達輕鬆學；

透過實作與演練，豐富文化分享內容。 

 

媒材製作瀑布卡、自在舞台表達技巧及肢體

藝術表達，增加藏書分享的豐富性， 

認識新住民在台生活狀態與文化差異。 

 

 
兩代電力公司-家庭對話團體， 

促進親子共融與對話。 

 

新住民課後照顧團體，指導作業、學習人際

互動與各種才藝，協助家庭減輕照顧負擔。 

 

4 天 3 夜的自行車路程並非完全平坦好騎， 

然而，即使遇到下大雨、長長的陡升坡， 

大家依然一路咬牙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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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事的工作，從小開始培養 

 

培養孩子為自己準備食物的能力 

 

帶孩子爬錐麓古道，挑戰自己的勇氣 

 
帶孩子去郊外走走 

 
辦理原住民社會福利權益宣導 

 
原住民家庭暴力防治宣導，透過簡報向族人

宣導守護家庭、零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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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服務中心辦理兒童成長團體 

 
原住民服務中心辦理青少年生涯自我探索， 

秀姑巒溪泛舟去！ 

 

原住民服務中心推展的食物互助社， 

族人以自家種的蔬菜來換白米。 

 
原住民服務中心以部落長者照顧服務之在地

網絡資源會議，分享中心在部落 

看見長照的現況 

 
原住民服務中心透過家庭暴力講座讓大家

明白遇到家暴事件每個人都有通報的責任 

 
原住民服務中心辦理婦女培力手工坊， 

指導車縫順序、布料重疊的處理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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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服務中心陪伴兒童認識部落文化 

 
原住民服務中心發掘與推廣部落特色產業 

 

大同大學學生用訴說暴力情境的方式，讓立

農國小學童舉手搶答，來學習遇到暴力時的

自我保護方法，避免遭受更嚴重的攻擊。 

 

師範大學學生透過「聲明界線拔河」體驗活

動，讓學生練習在人際關係中聲明自我界

線，並尊重他人想法。 

 

文化大學學生用字卡體驗活動，引導學童認

識「暴力是一種選擇，生氣是一種情緒」，

兩者是不同的。 

 

東吳大學學生帶領蘆洲國小學童用演戲方

式，讓學童在實際體驗中，練習並提高危機

意識感，以達到保護自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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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生用各種素材創作對生氣情緒

的想像，同時反思生氣時，有哪些安全抒發

情緒的窗口。 

 

長庚大學學生運用卡通影片，帶領鷺江國小

學童認識生氣是一種情緒，暴力是一種選

擇，並理解安全生氣的定義。 

 
中山醫學大學腦力激盪， 

創造屬於數位世代的預防暴力行動策略。 

 
朝陽科技大學透過對於性別議題之討論，引

發反思性別歧視所造成的親密暴力。 

 

靜宜大學衝突情境劇的練習，讓學生藉此 

同理角色的內在需求與感受的差異。 

 

台中科技大學透過影片讓學生融入劇情，感

受暴力事件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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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引導大勇國小學生分享討

論，以了解情緒背後的個人內在需求與原因

並且理解與接納它。 

 

靜宜大學家暴劇，透過爸爸被指責、嘲笑與

鄙視的三把怒火點燃生氣的原因，協助學童

了解暴力不是我的錯。 

 
防暴趣味闖關遊戲，親子共同認識暴力迷思

與一起預防暴力。 

 
預防暴力不分你我，沒有人是局外人的預防

暴力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