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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的話 

  《詩經．小雅．蓼莪》：「無

父何怙，無母何恃？」兒時的失

恃之痛讓我瞭解人世間最大的苦

難莫過於失去母愛，沒有母親的

孩子無所依歸，如同漂泊的鳥無

法找到歸巢，因此我創立墨仙基

金會，用以紀念我母親王墨仙，

並希望能夠以己身微薄之力，幫助那些失親的孩子，雖然世界上沒有

任何東西能夠替代母愛，但至少要讓孩子們在失恃失怙的狀況下仍能

夠健康、快樂的成長茁壯，我感謝我的母親，雖然您存在我生命中的

時間短暫，但我希望能以您的名義將這份愛傳承下去，讓這世間受苦

受難的孩子能感受到溫暖，如同您曾經讓我感受到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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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仙的這一年 

  墨仙基金會於 108年 10月由創辦人洪亮宇先生捐助成立，用以

紀念母親王墨仙女士，於 109年 3月正式會務運作。本會創始年第一

屆董事成員，在楊董事長及 8位董事的引領指導下，讓本會會務盡快

步上軌道，也獲得全國各縣市教育單位及社福單位肯定，主動發掘潛

在性個案，踴躍轉介案件至本會，以達落實墨仙基金會的核心價值。 

◆傾心支持 長期培力 

  本會業務分為『急難救助申請』及『補助辦理失親或缺乏母愛之

弱勢兒童及青少年方案』二大項，在急難救助業務，接收到全臺 19

縣市，由各社福中心、各級學校機關以及民間單位，轉介個案數總計

352案，補助項目分別：學雜費補助、生活補助、醫療補助及急難救

助等四大項，補助期間分為短期及長期二類，其中 55案為本會長期

扶助個案，創始年急難救助預算為 150萬元，因扶助個案需求高，本

年總核撥金額為 3,345,927 元整，經費執行率高達 223%。 

  在補助『辦理失親或缺乏母愛之弱勢兒童及青少年方案』中，本

會補助公私立部門共 18個單位合作，規劃方案內容分為：國小及國

中課後輔導班、暑期營隊及親子活動(親子營、親子講座、親子園遊

會)、生活體驗營、品德教育及提升兒少自我挑戰營隊、高中生職涯

規劃及體驗營、鼓勵低收弱勢家庭子女努力向學，頒發獎助學金等計

22方案，實際受益人數為 1,980人，總經費核撥 1,688,987 元，經費

執行率達 113%。 

     第一年創始年在草創規劃執行業務上，十個月業務執行，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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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急難救助及兒少方案辦理，金額總計 5,034,914 元，經費執行率已

高達 168%，來年業務推展會更積極宣導本會服務項目，發掘潛在性兒

少案件及辦理兒少獨立方案，業務推展預算金額逐年增加編列，讓本

會更落實照顧失親兒少服務宗旨。 

◆愛的循環 遍及全台 

  走過 109年創始年，我們的服務遍布了全臺每個縣市，墨仙基金

會默默陪伴這些失親或缺乏母愛弱勢家庭的兒少成長，收到了許多來

自各地孩子們與合作單位的回饋與感謝，也聽見了許多暖心的故事，

看著孩子們微小的轉變以及臉上的喜悅，墨仙基金會也將秉持著初

衷，用綿延的關愛持續滋養灌溉這些孩子們！ 

     在這一年裡，社工組同仁擔任專業守門人，秉持墨仙成立宗旨

與創辦人初心，在維護服務家庭權益的前提下謹慎審查申請案件，扮

演供與需媒合角色，讓墨仙的資源得以充分發揮最大價值，提供弱勢

兒少穩定的就學機會及生活品質，也讓服務家庭在喘息後得到繼續前

行的能量；雖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未來將持續進行滾動式修正與調

整，不斷自我精進。 

    一年來工作成果，墨仙陪伴的家庭與弱勢兒少逐漸有些不同，開

始有了新的可能，社工組同仁都十分感動，深深感受到墨仙對兒少生

命帶來的價值與影響力，不僅希望這股服務能量能持續綿延、永續扶

助弱勢兒少，更期待藉由這份成果報告，記錄這一年來的服務點滴，

望不負本會協助失親或缺乏母愛之弱勢兒少之宗旨，使墨仙之愛能在

弱勢兒少生命中散發溫暖的光芒。  

社工組 全體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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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第一屆董事會名冊 

 

董事長 楊隆順 

⚫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院審判長 

⚫ 最高法院法官 

 

董事 孫采臣 

⚫ 大隆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 董事 洪元輔 

⚫ 駿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董事 廖淑峰 

⚫ 天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董事 洪瑋恩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研究所二年級 

⚫ 通過 106年公務人員司法官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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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簡文秀 

⚫ 財團法人億光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董事 李台山 

⚫ 第一聯合機構負責人 

⚫ 臺灣金門同鄉會總會總會長 

 

董事 李平義 

⚫ 李平義律師事務所 

⚫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董事 邱明春 

⚫ 泰德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中日精密鐳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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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急難救助  

109年度財團法人墨仙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急難救助申請說明 

一、 補助對象 

1. 協助失親或缺乏母愛之弱勢兒童及青少年獲得適當的就學、就養、就

醫、就住等基本生活需求。 

2. 失親或缺乏母愛家庭為：父單親、父母雙亡、隔代教養或親屬扶養

之家庭。 

3. 其它經專業社工單位評估確認有生活困難者。 

二、 補助項目 

1. 補助學雜費、日常生活費及醫療費用等相關協助。 

2. 針對補助對象遭逢緊急事故時，提供急難救助金。 

3. 補助標準、方式及檢具資料 

項目 補助標準 補助方式及檢具資料 

學雜費 每人每學期五千元

為上限，不足五千

元者，實支實付。 

一學期一次性補助。 

檢附學生證、繳費通知單等相關資料 

日常生活費 每人每月提供三千

元為上限。 

社工評估補助月份，補助以三個月為

限，每年僅可申請一次。 

醫療費 每人一萬元為上

限，不足一萬元者

實支實付。 

一年申請一次性補助。 

檢附診斷證明、醫療繳費單等相關資

料 

急難救助 每戶每月一萬元為

上限 

社工評估補助月份，補助以三個月為

限，每年僅可申請一次。 

檢附急難事件相關資料 

三、 申請程序 

1. 申請補助項目，由公(私)部門社會福利單位社工員實際訪查後，評估案

家需求，於轉介單敘明建議補助項目及方式，檢附資料含：社工轉介

單、相關資料，以利本會審查評估。 

2. 申請補助單位轉介單及相關資料，請以郵寄或傳真方式，本會收到後 10

日工作天內回覆審查結果並核發補助金，亦將視個案狀況，由轉介單位

協同本會工作員，前往案家核發補助金。 

3. 本會僅接受公(私)部門社會福利單位社工員轉介，不接受案家自行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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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9年急難救助執行情形 

(一) 轉介案量，總申請案件為 352 案。 

1. 本會會務自 3月正式運作，因尚未對外宣傳，以致 3月份

的案件量較低。為了宣導本會資源，於 4 月函文至各縣市

政府社會局處與教育局處廣為宣傳，以致 5月轉介案量大

幅提升至 101案。 

2. 7月及 8月為學校暑假期間，各級學校轉介案件量下降，

直到 9月、10月開學期間，為了協助弱勢家庭兒少的學費

補助，當月轉介案件數上升。 

3. 每月平均轉介案件量為 3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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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轉介單位縣市分布 

1. 轉介縣市以新北市 94案為最多，其次為桃園市 49 案與苗

栗縣 34案。 

2. 全國 22縣市除了外島地區(金門、澎湖、連江縣等)外尚

未接獲轉介，經瞭解得知其縣市人口較少且福利資源充

足，如金門縣內有金門酒廠提供在地學子幼兒園至高中職

學雜費減免，導致外島地區暫無轉介個案。 

3. 針對於偏遠及資源不足的縣市轉介案量偏低，將加強宣傳

本會資訊，鼓勵發掘弱勢家庭轉介本會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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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介單位分析 

本會主要轉介單位以公部門(含社會局處及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為最多，佔 49%，共轉介 172案，其次為教育單位(含幼兒園、

國中小及高中職)，佔 43%，共轉介 152案，民間單位佔 8%，

共轉介 28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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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助項目與金額 

 

 

1. 本年度共接受 352 案轉介個案，其中 95案經審核後不予補

助，原因歸納為：轉介後案主死亡或被安置、案主年齡已滿

18歲、案家表達無補助需求。 

2. 補助項目分為學費補助、生活補助、醫療補助及急難救助等

四項，其中以生活補助 158案核撥 1,767,500 元佔 52%為最

多，其次為急難救助 75案核撥 1,027,500 元佔 24%，學費

補助項目 學費補助 生活補助 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 

總計 
補助案件

(案-重複) 
62 158 12 75 

補助金額

(元) 
476,799 1,767,500 74,128 1,027,500 3,345,927 

學費補助

20%

生活補助

52%

醫療補助

4%

急難救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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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62案核撥 476,799 元佔 20%，醫療補助 12案核撥

74,128 元佔 4%。 

3. 本會 109年急難救助核定經費補助預算，共計 1,500,000

元，實際核撥補助金額為 3,345,927 元，經費執行率高達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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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年長期扶助個案分析 

(一) 個案數 

1. 本會長期扶助個案係指符合本會失親或缺乏母愛之弱勢家庭

兒少，為協助其生活與就學穩定，以提升自立生活能力，經

核定補助期間為 4個月以上。 

2. 長期扶助個案共 55案，64人。 

(二) 個案縣市分布 

 

長期扶助個案共有 55案，個案縣市分布以新北市 13案為最

多，其次為桃園市 7案，此兩個縣市總轉介案件數多，因此

長期扶助個案相對多，其餘縣市為臺中市 5案、臺南縣及屏

東縣各 4 案、花東地區、新竹市、彰化縣及高雄市各 3案與

基隆市、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及嘉義市各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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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年齡分布 

 

長期扶助個案以高中職(16-18歲)30案，佔 47%為最多，其次

為國小(6-12歲)18案，佔 28%，國中(6-12歲)13案，佔

20%，學齡前(5歲以前)3案，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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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助期間 

1. 為協助失親或缺乏母愛弱勢家庭兒少，其生活及就學得

以穩定，我們發現短期提供經濟扶助無法改善案家經

濟，為使兒少得以完成高中學業，增強其自立生活能

力，而提供長期扶助與關懷。 

2. 長期個案補助年限以補助 1年 1 個月至 2 年 17案為最

多，佔 30%，其次為 4個月以上，未滿 1 年 15案，佔

27%，3年 1個月以上至 4 年 10案，佔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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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案回饋與溫馨小故事 

(一) 個案回饋 

接受本會扶助之兒少暖心寄回感謝信函及小卡，分享自身生

活及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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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溫馨小故事 

針對本會扶助個案接受本會扶助後，生活狀況有所改善，由轉

介單位主責社工或老師，分享 5 篇個案受扶助的故事，感謝墨

仙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的提供協助。 

1. 冠軍隊長 

  每天凌晨五點就要轉搭兩班公車到學校的小里(化名)，練

起球來總是比其他人更加的認真努力，看著媽媽辛苦工作的背

影，小里知道就讀體育班對家裡經濟負擔較大，因此就算家裡

距離學校很遠，選擇花比較長的時間通勤到校，希望可以替家

裡節省開銷，晚餐總是等在學校練完球回到家才吃。 

  去年底，小里媽媽在上班途中，不幸發生車禍骨折，雖手

術順利但仍要長期復健，為了生計仍咬緊牙關返回工作崗位，

但今年初因疫情影響，工作時數減少，家計收支無法平衡。家

裡除了仍在學的小里及小里的二哥還有年邁中風的阿嬤需要照

顧，生活經濟壓力越來越沉重，都是由小里媽媽一手撐起，在

長期疲累的工作下，小里媽媽被檢查罹患了甲狀腺癌，工作也

只能暫時停擺，家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 

  學校老師得知小里家的情況，向本會申請急難救助金。經

本會審核通過，提供生活補助及學費補助直到小里完成高中學

業，減輕小里家中的經濟負擔。 

  小里為了證明自己很努力的奮戰，在國三畢業的最後一場

羽球比賽，也取得了市長盃冠軍殊榮。今年七月小里升上了高

中，每月都會寄一張明信片給本會，分享他的高中生活，很努

力在自己學業及羽球領域發光發熱，相信未來會是一顆閃亮—

羽球體壇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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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偏鄉送暖 

  居住於原住民部落就讀國小六年級的小潔，是一名輕度妥

瑞氏症患者，因為父母離婚，父親又因酒駕遭判刑入獄，小潔

與弟弟妹妹僅能緊急由伯父伯母代為照顧。伯父伯母自身育有

一子，伯母無工作、伯父身體狀況不佳，平時僅能從事臨時性

工作，收入不穩定，除了需支應全家生活費用外，加上小潔及

弟弟妹妹照顧費用，致伯父伯母照顧及經濟壓力遽增。 

  小潔父親在出獄後隨即前往外縣市工作，雖與伯父伯母保

持聯繫，允諾會返家探視小潔及弟弟妹妹，惟時隔多月皆未返

家，未料一返家身體即出現狀況，緊急入院治療，經歷多次手

術及住院多日，也因此增生一筆醫療費用負擔。 

  經社會局社工了解案家狀況後，協助向墨仙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申請小潔及弟弟妹妹 3個月生活費用(每月 3,000元*3

人)補助共 27,000元，期待能減輕伯父伯母經濟及照顧壓力，

以穩定小潔及弟弟妹妹就學及照顧狀況。 

  該筆補助款除用於支應小潔每月回診車資及費用外亦添購

冬天厚重衣物，其餘幾乎全耗費於小潔父親醫療花費上，伯父

伯母雖對小潔姊弟感到抱歉，無法協助其添購新的文具用品及

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卻也對基金會補助表達感謝之意，若無

此筆款項，可能到現在還在為了籌集醫療費而焦頭爛額。 

  現在小潔父親已出院返家休養，也因有基金會的補助，使

得小潔家人可先免於醫療費欠費問題，兒少也可獲穩定生活照

顧，後續社會局社工仍會持續追蹤小潔一家人生活狀況，十分

感謝貴單位對弱勢家戶的協助，讓社會角落一隅也能有陽光普

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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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伸出溫暖的手 

  程程與小偉的爸媽離異後，爸爸努力撐起這個家，而程程

與小偉因未婚無子的叔叔也將他們視為己出、十分關心程程與

小偉，與他們感情非常融洽。 

  有一天程程與小偉的爸爸突然中風，身體狀況變差也沒有

辦法工作了，家裡經濟由叔叔一手撐起，頓時家裡需要被照顧

的人變多了，經濟以及照顧壓力日趨繁重，原本叔叔獲得至外

地出差的工作機會，也因為擔心程程與小偉兄弟倆及他們生病

的爸爸無人照看，不敢至外地出差，僅能一邊照顧他們，一邊

從事資源回收貼補家用，偶爾打打零工，經濟負擔壓力越來越

大…。 

  在社工員的評估下，協助向墨仙基金會申請程程與小偉的

生活費用，自 109 年 12月起，由墨仙基金會補助案家每個月

六千元，為期三個月共補助 18000元，補助至 110年 2月止。

也協助程程與小偉爸爸申請長照送餐協助及申請身障鑑定。 

  程程與小偉爸爸也經過每週定期的復健治療，身體狀況逐

漸慢慢好轉，恢復基本生活能力，這段期間幫助案家度過短期

經濟困難的時期，程程與小偉的叔叔也才能放心至外地工作。 

  現在程程與小偉爸爸身體逐漸康復，叔叔的工作收入也較

穩定，家裡無論是經濟狀況或生活支持都趨於穩定，慢慢步上

正軌。除了案家自身的復原力，各網絡、民間單位積極投入協

助，亦為案家生活能回歸正軌的關鍵，程程與小偉也可受到穩

定的照顧，獲得更豐富的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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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樹苗的成長 

    墨仙基金會是一個非常有愛心、扶助失親及照顧弱勢族

群，伸出溫暖的手，協助這群需要急難救助的孩子，可以在最

危急的時刻，繼續完成學業及救助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很棒的基

金會。  

    阿宏於八年級時候懵懵懂懂，對自己的未來較迷惘，不清

楚未來去向，但是在九年級的時候，漸漸長大成熟了，阿宏對

汽修科有興趣，畢業後將朝汽修科方向發展，規劃習得一技之

長，早日就業，能靠自己所學養活自己，減輕家中的經濟負

擔，阿宏也告訴老師，非常感謝墨仙基金會，在他最急難危急

的時候幫他度過難關，讓他可以順利完成國中學業，若是未來

他有能力可以幫助別人的時候，也願意盡己之力回饋社會。 

    學校非常感謝墨仙基金會，國二的阿宏原本單親，父親又

突發罹病去逝，一下子一個 14歲的孩子頓失所依，僅能依靠

兄嫂照顧，家裡經濟十分困窘，本校輔導老師到處尋求社會資

源來幫助阿宏度過難關，這時候找到墨仙基金會的資源，基金

會的社工獲知本校學生有此急難救助的需求，很快的審核通過

後，就立刻安排電話聯繫、安排協同家訪，了解該生狀況之

後，伸出溫暖的雙手，幫助阿宏這一年來的學雜費及在學校相

關課程的費用，也提供每個月阿宏的生活費 3,000元，並給予

阿宏不定時的探訪、關心、電訪等聯繫與支持及關懷，由衷感

謝墨仙基金會與江社工的「及時雨」，學校這邊由衷感謝您，

有您們真好，無限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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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向陽光的波斯菊 

  小紫為單親家庭子女，母親與父親離異後返回柬埔寨，父

親獨力扶養小紫，然而父親年事已高，加上罹患大腸癌，無法

工作，經濟日益拮据。小紫在此清寒環境下，仍勤奮刻苦、努

力向學；在校擔任副風紀股長，亦認真負責，用心完成分內工

作，可謂品學兼優，實難能可貴。 

    然而小紫因家庭經濟因素，時露憂愁面容，幸而貴基金會

及時伸出援手，不但給予小紫高三下學期的全額註冊費補助，

還贊助每月 2,000元生活費，貴基金會的善舉大大地減輕了小

紫家中的經濟壓力，也讓小紫展現昔日的笑容，無後顧之憂，

得以全力以赴準備統一入學測驗，取得 55級分的佳績，畢業

時更榮獲校友會長獎(智育成績第六名)、蕙質蘭心獎(德育優

良獎)、熱心服務獎等三個獎項。 

    小紫非常感謝貴基金會的熱心贊助，也期許自己努力充實

自我，將來有能力也能發揚光大貴基金會熱心助人的精神，幫

助他人，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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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09年度辦理失親或缺乏母愛之弱勢兒童及青少年方案成果 

109『失親或缺乏母愛之弱勢兒童及青少年方案』申請說明 

一、 計畫目標 

1. 結合公私立兒少服務單位，辦理得以利益弱勢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發展

之服務方案。 

2. 發展創新服務方案，提供弱勢兒童及青少年多元學習及生活體驗探

索。 

3. 服務方案辦理過程中，擴展兒童及青少年生活視野，增進社會適應

力，建立與發展正向人生觀。 

二、 補助內容及辦理方式 

1. 設計團體方案及社區關懷服務方案。 

2. 課業學習輔導服務方案。 

3. 生活體驗及探索活動。 

4. 經由社工員依各地區個案特殊需求設計之方案。 

三、 經費補助執行注意事項 

1. 方案申請以年度執行計畫，須於活動執行前兩個月，以郵寄或 mail方

式將方案計畫書及相關資料，至本會提出申請。 

2. 方案計畫書內須敘明：方案目的、服務對象(符合本會服務對象)、預

期效益、執行方式、經費概算表及效益評估。 

3. 補助金額：每單位申請方案最高補助金額新台幣三十萬元為上限。 

4. 所提之經費概算表，欄位應包括項目、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

自籌金額、申請補助金額及備註（註明規格、用途） 

5. 方案執行結束後，須於該年度內提供方案執行成果資料，含：方案計

畫書(需敘明本會為贊助、主辦、協辦單位其一)、活動照片(顯示本會

資訊)、效益評估及成果說明書。 

四、 方案執行過程，本會保有參與及知悉方案執行狀況的權益。 

五、 本會地址：10491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162號 4樓之 6 

    電話：(02)2777-4991       傳真：(02)2777-5691 

    Email：moxian.f@gmail.com 

 



 

 

 

 

 

 

 

 

 

財團法人墨仙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辦理失親或缺乏母愛之弱勢兒童及青少年方案 

109 年度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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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 

一、結合公私立兒少服務單位，辦理得以利益弱勢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發展

之服務方案。 

二、發展創新服務方案，提供弱勢兒童及青少年多元學習及生活體驗探

索。 

三、方案辦理過程中，擴展兒童及青少年生活視野增進社會適應力，建立

與發展正向人生觀。 

 

貳、 計畫執行情形 

一、執行項目： 

(一)、 課後照顧類（包含寒、暑假） 

1.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2. 小毛蟲蛻變-品格教育養成方案 

3. 兒童少年課後陪讀計畫 

4. 109年度弱勢家庭課後陪伴計畫 

5. 弱勢家庭兒少課業輔導方案 

6. 109年弱勢家庭學童暑期陪讀計劃 

7. 愛心苗圃 

8. 晨星課後陪讀班 

9. 汐萬小太陽兒少課後照顧班 

10. 課業學習輔導服務方案 

11. 課後照顧班計畫 

12. 希望城堡-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方案 

13. 弱勢兒少課業學習輔導服務方案：小種子陪讀班 

14. 109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輔導計畫 

(二)、 暑期成長營/兒童成長團體類 

1. 109年『使能小學堂』兒少成長扶助服務計劃 

2. 109年度「2020文山 YOUNG奧運」暑期兒少生活成長營活動 

3. 109年度「心連心，同理彼此的心」暑期兒少活動 

4. 109年度「愛陪伴，預見希望」小太陽暑期兒童生活營 

(三)、 職業培力/職涯規劃與探索類 

1. 2020高中暑期成長營：家友の夢-想見未來的你 

2. Focus計畫 

(四)、 親子活動類 

1. 愛在家園．心手相連-親子園遊會 

(五)、 親職教育類 

1. 109年『使能小學堂』兒少成長扶助服務計劃 

2. 小毛蟲蛻變-品格教育養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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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獎助學金類 

1.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獎助學金計畫 

 

二、執行情形： 

本會 109年度核定經費補助預算共計新臺幣 1,500,000元。共收到 35

件方案經費申請案，核定補助 22案，實支金額為新臺幣 1,688,987

元，經費執行率達 113%。 

 

三、具體成果： 

(一)、 合作單位類型 

合作單位類型 單位數 

公部門 5 

教育單位 1 

民間單位(私部門) 16 

總數 22 

(二)、 服務方案類型 

服務方案類型 對象 單位數(重複) 受益人數 

課後照顧(含寒暑假) 兒童 14 646 

暑期成長營/兒童成長團

體 
兒童 4 226 

職業培力/職涯規劃與探

索 
青少年 2 123 

親子活動 親子 1 922 

親職教育 親子 2 17 

獎助學金 兒少 1 46 

(三)、 補助經費與服務人數 

申請單位 補助金額 服務人數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300,000 46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雙和社福中心 100,000 54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文山社福中心 55,400 69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板橋社福中心 81,000 15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天元慈善功德會 25,000 69 

苗栗縣中山國民小學 201,237 32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新北市分事務所 
20,000 87 

社團法人中宣社會福利發展協會 50,000 94 

社團法人新北市汐止心汐止情慈善協會 20,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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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弱勢家庭之兒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提供多元學

習及探索體驗之服務方案。 

  本年度本會與公私立部門共 22個單位合作，辦理國小及國中

課後輔導班、暑期營隊及親子活動(親子營、親子講座、親子園遊

會)、生活體驗營、品德教育及提升兒少自我挑戰營隊、高中生職

涯規劃及體驗營、鼓勵低收弱勢家庭子女努力向學，提供獎助學

金方案，原預計服務 1510人，實際受益人數高達 1980人。 

 

參、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一、課後照顧類（包含寒、暑假） 

(一)、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於課後時間陪伴該校家庭經濟、教養學習較為弱勢之學生，以多

元活潑之方式，兼顧作業輔導、生活照顧、團康體能活動、英語

課程、及提供補救教學等課程內容，協助家庭經濟、教養及學習

較為弱勢的學生，增進其學習效能及建立學生自信心。 

(二)、 小毛蟲蛻變-品格教育養成方案 

透過辦理方案活動，關懷陪伴社區孩童，協助補足社區與家庭

中，經濟與教育資源的不足。由社工規劃提供課後照顧服務，並

設計：品格教育、服務學習、親職教育、親子活動、寒暑假營會

課程、才藝培養等，對孩子生活提供多面向照顧。並促進父母親

財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國語

禮拜堂-龜山教會 
70,000 74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徒麗景禮拜堂-三

峽禮拜堂 
50,000 31 

社團法人新北市麥田協會 30,000 49 

社團法人新北市主愛全人關懷協會 50,000 21 

財團法人新北市臺北基督徒七張禮拜堂 50,000 31 

社團法人新北市就是愛關懷協會 70,000 18 

逆風劇團 50,000 36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板橋教會 50,000 2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佈道會台北高榮教

會 
30,000 40 

社團法人兒童少年希望協會 40,000 45 

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更新教會 50,000 44 

烏來法蒂瑪聖母朝聖地-福山天主堂 100,000 14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少福利科 196,350 922 

總             計 1,688,987元 1980 人 

執行率 113%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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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職效能，增加家庭的健全功能，降低社會問題的發生及家庭

高風險事件的發生。同時也透過「服務學習」提供孩童自主學習

能力，以達到孩童自我成就的實現，與促進社會環境改變的積極

性循環。 

(三)、 兒童少年課後陪讀計畫 

為弱勢家庭兒童少年開辦免費課後陪讀班課程，免費課後輔導、

品格教育、才藝課程與家庭關懷，讓弱勢學童在放學後不至於在

社區中遊蕩，藉由課陪中心的老師及志工來看顧孩童放學後及寒

暑假期間之人身安全，避免孩子流連於不良場所，讓弱勢家庭兒

童的身心靈得到足夠的愛與滋養，讓家長無後顧之憂得以安心工

作，進而改善家庭經濟與生活品質。 

(四)、 109年度弱勢家庭課後陪伴計畫 

因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地區，地屬偏遠且資源匱乏。家庭為維持家

計工作，以致無法提供妥適孩童照顧，家庭與親職功能無法彰

顯。龜山教會便成立了「課陪班」，提供孩童關懷陪伴，並規劃品

格教育、情緒管理、人際溝通的課程活動，並提供基本生活飲

食，以多元形式陪伴及關懷孩童，照顧其生活所需，使其飲食、

課業能得到妥善照顧，增強其學習能力。 

(五)、 弱勢家庭兒少課業輔導方案 

課輔班以小班教學的方式，讓參與的兒童及青少年能順利完成學

校的功課，提升學童學習意願，並針對課業落後及專注力較弱的

學童，進行個別輔導。針對正值青少年現階段的需要，提供兩性

關係、品格教育、自我探索及走出戶外接觸大自然等豐富活動。

幫助參與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自信心、學習自我管理，及兩性教

育平等，並主動幫助他人回饋服務，建立正確的人際關係。 

(六)、 109年弱勢家庭學童暑期陪讀計劃 

有感於社區兒童、家庭與學校整體所承擔社會經濟與環境衰退的

壓力，麥田協會的老師與志工們以自身的力量，在新北市新店區

的社區中辦理暑期陪讀班。匯集社區各界的愛心，從提供愛心餐

點、教科書、提供孩童餐費補助，為案家連結食物銀行資源，為

社區與家庭建立支持網絡，分擔每個失親、單親、隔代教養、經

濟陷困、新住民…等弱勢兒少的生活照顧；於暑期辦理天人岩屋

兩天一夜夏令營，從攀岩、溯溪的兩天一夜戶外活動中，為兒少

創造突破自我的挑戰與體驗，進而帶領孩子們健全的生命成長。 

(七)、 愛心苗圃 

為單親、隔代教養、新住民、中低收入戶、照顧者功能不足(酗

酒、賭博、生病…)等弱勢家庭兒少辦理系列活動：課輔班、夏令

營、周末歡樂派及領袖學習活動，提供良好的學習空間，同時藉



30 
 

由生命教育課程與學習付出，幫助他們有正確的價值觀與信念，

也減輕家長督促課業的負擔，進而提升親子關係。 

(八)、 晨星課後陪讀班 

提供安全友善的陪讀環境，滿足青少年課後安全及關顧需求，並

解決孩子放學和家長下班時間不同步的問題。在老師與志工的協

助下，協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及行為規範。以生命教育課

程，引導孩子反思生命議題。為使家庭親職能力提升，與得勝者

教育協會協辦親職教育講座，支持家長共同面對孩子的親職教養

課題。 

(九)、 汐萬小太陽兒少課後照顧班 

服務以來自於貧困、單親、隔代教養、身心障礙者和原住民、新

住民等經濟弱勢家庭，且未能參加其他輔導機制的小一至國三

「弱勢學童」為主。 

老師及志工們在營造充滿愛與溫馨的成長學習環境下，透過課輔

幫助孩子按時完成功課，解決課業上的問題，激發其願意學習的

心，協助孩子穩定的學習。透過品格教育、正面導向的影響孩

子，幫助孩子建造好的品格，使家庭功能低落的孩子，身心能獲

得夠足夠的餵養與關顧，彌補在家庭中的不足。 

(十)、 課業學習輔導服務方案 

課後陪讀輔導班服務脆弱家庭之學童，類型涵蓋：貧困、失親、

更生人家庭，或身心障礙、失學或輟學、行為偏差之兒童及青少

年。 

協助學童完成回家作業及課業指導，提供正餐餐食、培育孩子多

樣技能興趣。並以生命品格教育，帶領孩子探索生命意義、認識

自我。辦理親職教育活動，今年度辦理親子暑期戶外活動，以親

近大自然、野營的方式促進親子互動。透過關懷訪視，協助家庭

生活調適，連結所需資源，增進家庭功能。 

(十一)、 課後照顧班計畫 

弱勢家庭面臨著經濟弱勢、單/失親、隔代教養、原住民、新住民

及遭逢變故等困境，台北高榮教會藉著牧羊者的教導與實際的服

務。課後照顧班不分開學或寒、暑假，為弱勢家庭孩子提供穩定

的學習場所、提供飲食，發展健康的身體、在孩子面對疑問時給

予幫助與解答，引領孩子成長、接納自己的家，讓孩子在匱乏的

環境中看見未來。曾經服務的小學童漸漸成為青少年，回到照顧

班陪伴新生學習成長，進入社區及醫院進行社會服務，與他人分

享溫暖與光芒。 

(十二)、 希望城堡-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方案 

針對脆弱家庭兒童及少年提供多元服務，推動課後照顧。針對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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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及樹林社區內弱勢家庭兒童，提供課業指導並增進兒童之學習

動機。在生活陪伴上，著重在人際關係、生活自理能力的培養，

並在協助課後照顧的同時促進家庭的參與，共同為兒少課後的生

活品質努力，逐步將教養的責任再回歸到原生家庭之中。除了課

業與生活陪伴之外，社團法人兒童少年希望協會也提供正值發育

期的孩子準備足夠且營養的食物，維護孩子的健康與成長；方案

規劃小小追夢人活動，帶領兒少認識自我、認識職業，讓兒少分

享各自對未來和夢想的憧憬，並由講師帶領讓成員了解其工作內

容與所需能力。並與社區資源結合進行職業探索，協助兒少親身

體驗工作並了解工作的特性與辛勞。 

(十三)、 弱勢兒少課業學習輔導服務方案：小種子陪讀班 

本計劃服務對象為國中小之經濟弱勢家庭學生，其中涵蓋低收入

戶、新住民、原住民丶單/失親家庭或隔代教養等經濟勢家庭。藉

由課輔的實施，使其子女得著較多的教育資源，得以提升課業成

就。本計劃除了課間提供點心之外，也利用週六時間邀請孩子回

來用餐，期能從節省家庭支出和教育程度提升兩方面達成協助弱

勢家庭逐漸脫離貧窮的目的。 

(十四)、 109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輔導計畫 

新北市烏來福山部落位處偏遠，是泰雅族人移居烏來的最初地

點。為解決原住民學生課後安全以及學習的需要，彌補家庭教育

不足及減輕父母經濟負擔，提供課業輔導及豐富餐食，希望藉由

課後時間加強學生課業，提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學習，增加原住

民學生之興趣，使其對自我母體文化產生認同感，並充實多元知

識，營造健康安全的課後學習環境。 

二、暑期成長營/兒童成長團體類 

(一)、 109年『使能小學堂』兒少成長扶助服務計劃 

結合新北市雙和地區服務單位，辦理弱勢家庭兒少成長團體。由

社工帶領兒少團體，帶領兒少自主建立規範，認識情緒進而管理

情緒，並從團體活動中學習人際及社會互動學習技巧。 

(二)、 109年度「2020文山 YOUNG奧運」暑期兒少生活成長營活動 

設計兩日成長營，以「主題課程」、「闖關活動」、「競賽遊戲」等

方式，設計益智遊戲帶領兒少討論校園安全及社區隱藏危機，提

升人身安全意識及自我保護能力；透過情境故事，操作性別平

等、身體界線、學習尊重他人；並透過競賽遊戲培養運動員精

神，促進個人逆境商數。 

(三)、 109年度「心連心，同理彼此的心」暑期兒少活動 

活動設計三日團體課程：「自我覺察課」、「同理心課程」、「身障生

活體驗課程」、「溝通及人際互動課程」。藉由情境體驗增進兒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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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情緒的覺察、增加對自我的認識，並透過小組討論學習適當

的情緒表達；藉由課程介紹釐清同理心與同情心的差別，透過短

片的方式擴展兒少對個體差異的認識，並學習換位思考；藉由身

障機構的參訪，並體驗身障者的一日生活，藉此擴展兒童視野，

學習同理身障者；透過 DIY課程及互動式闖關活動讓兒童建立團

隊合作的正向經驗，增強兒童的人際能力。 

(四)、 109年度「愛陪伴，預見希望」小太陽暑期兒童生活營 

透過暑期辦理成長團體，減輕弱勢家庭家長照顧子女負擔。培訓

兒少學習多元化涵蓋語文、音樂律動、衛生保健、益智、手作及

社會福利宣導，提倡助人理念與利他精神。另規劃金杯鼓及疊杯

教學，訓練兒童注意力及手指靈活協調。並於期末與社區長者共

同表演金杯鼓，促進老幼共學。 

三、職業培力/職涯規劃與探索類 

(一)、 2020高中暑期成長營：家友の夢-想見未來的你 

因現行多元教育及入學方式，使青少年在選擇升學和生涯規劃時

經常面臨茫然與不了解的困境。遂為家扶中心扶助的單親、貧困

家庭高中生，辦理暑期成長營。推派曾扶助過的優秀自立青年，

協助營隊活動的推展，分享自身的成長及生命經驗做為成員模仿

與學習之典範。讓青少年進行自我成長與職業生涯探索，讓青少

年以有架構的方式規劃生涯，並培養健康的休閒觀念。 

(二)、 Focus計畫 

陪伴離開安置機構與感化院的少年，透過戲劇的方式，從生命經

歷中找尋到人生的方向與自我的價值，引導少年回到人生正軌，

進而為社會有所付出與回饋。 

「Focus計畫」與職學國際青年發展中心共同合作，目標透過一

系列的課程及活動，建立起整套的賦歸系統，使其能夠受到就

業、就學、就醫三者妥善的協助，一步一步的釐清自己及未來志

向，隨後進到系統中提供相關課程及職場體驗，達到職場就業力

的提升，最後能夠穩定投入職場。 

四、親子活動類 

(一)、 愛在家園．心手相連-親子園遊會 

活動邀請社區服務弱勢兒少家庭的單位與家戶一同參與，希望藉

由活動來傳遞「愛在家園 心手相連」的重要性，期待家庭關係不

因忙碌而疏離。藉由親子園遊會，促進親子溝通與陪伴，促進家

庭和諧關係。提供弱勢兒少表演舞台，展現長才。並透過公益團

體宣導品發放，使社區民眾了解相關服務訊息，拓展社區支持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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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親職教育類 

(一)、 109年『使能小學堂』兒少成長扶助服務計劃 

結合雙和地區服務單位，辦理親職教育與支持團體，並邀請參與

使能小學堂-弱勢家庭兒少成長團體成員的家長參與。由社工規劃

及帶領，團體單元內容涵蓋親子溝通技巧、親職教養、生活禮儀

指導、理財規劃、家長紓壓，並規劃幸福家庭遊-六福村一日親子

活動。 

(二)、 小毛蟲蛻變-品格教育養成方案 

針對弱勢家庭如：隔代、單親、身心障礙、原住民、新住民、受

刑人、經濟弱勢等家庭，或其他有教養困難或照顧壓力之家長辦

理家長成長團體，以人際關係、情緒管理與紓壓技巧、自我成

長、時間管理、家庭管理等主題帶領家長提升自我覺察及技巧。 

六、獎助學金類 

(一)、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獎助學金計畫 

為鼓勵低收、中低收入戶及新住民家庭，尤以失親或單親家庭二

代子女在校成績表現。遴選善良且認真向學的孩子，未能符合其

他獎助學金資助，但在行為操守表現上良好。由本會頒發獎助學

金鼓勵弱勢家庭子女，強化穩定向學，擺脫世代貧窮，增加自立

向上機會。 

 

肆、 活動執行效益 

一、為輔導合作單位彙整執行成果與核銷作業，由本會召開成果彙整說明

會議。合作單位藉由聚會分享，激盪 110年度服務內容，並加強網絡

單位橫向連結。 

二、課後輔導班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及營養的一餐，以多元學習的方式給

予學習低成就的兒少課業補救教學，並協助弱勢家庭兒少完成回家作

業，滿足兒少教育需求。 

三、課後輔導班使兒少在放學後、寒暑假期間不至於在外遊蕩，避免兒少

偏差行為或沉溺於不良嗜好(如手機、電視網路成癮)。家長亦能夠安

心工作並獲得喘息。 

四、透過生命教育、人文教育與宗教經典的閱讀，給予兒少培育正向的道

德與價值觀。使兒少學習禮貌，認識愛與同理，對未來懷抱希望。並

帶領兒少認識照顧自我心靈的方式：情緒抒發、信仰禱告。改善兒少

不良行為：偷竊、罵髒話…等。 

五、活動帶領方式「因材施教」，建立特殊兒童學習自信心。針對對性格內

向/退縮或過動等特殊狀況的兒少，因社工/老師/志工的引導兒少發展

同儕網絡，仍可順利配合活動要求及完成活動與遊戲，增強兒少自信

心與人際互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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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針對青少年階段的學員，提供自我探索與職場見習體驗，引發青少年

對職涯的發想，釐清志向並進行生涯與職涯的規劃。 

七、提供預備就業之青少年就業培訓，培育學員完成就業培訓並考取 TQUK

國際咖啡師證照。帶領弱勢家庭青少年走向「從無力到自立，從自立

到供應」的目標 

八、正視兒少發展行為與家庭的關聯性，規劃兒少與家長共同參與成長團

體，增進兒少本身情緒管理及人際技巧，以及增加家長親職能力及教

養技巧，藉以提升家庭正向的功能，減少陷入危機的可能性；並以親

子活動促進親子良性互動與溝通，使家長及兒少感受互相溝通與陪伴

的重要性。 

九、將「挫折忍受力」視為兒少發展過程重要的軟實力，規劃兒少競賽活

動中學習面對並接受挫折，進而學習到運動家「勝不驕，敗不餒」的

精神，對於活動和比賽結果欣然接受。 

十、培養兒少自我照顧能力：能夠料理自己的一餐、學習過馬路及搭乘交

通工具、口腔清潔、簡易傷口護理、清潔整理環境，使家長無法看顧

時能夠照顧自己。 

 

伍、 檢討與策進 

一、檢討： 

(一)、 109年度補助辦理方案以「課後輔導班」作為服務主軸居多，但

發現實際辦理時服務內容單一，內容設計缺乏多樣性。 

(二)、 109年度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導致活動招募人數不如預

期。為配合衛福部防疫措施，導致部分活動暫停、地點臨時異

動，或因地點難以調配而更改活動日期。 

(三)、 部分團體活動為每週一次或每月一次，參與活動的兒少或家長有

時會因忘記行程而導致遲到或缺席狀況。考量參與成員自我照顧

或親職功能尚需培養，後續由承辦人於活動前一週、前一日電話

通知。 

(四)、 因服務需求人數眾多，但單位人力不足，為配合現有師資人力故

以混齡方式提供服務。未來將規劃培育家長或大孩子擔任活動志

工，使家長持續以己之力付出照養責任，並給家長與兒少帶來新

的學習體驗。 

(五)、 因經費及資源有限性，導致活動未能精緻化，或為預算而縮編活

動內容或規模。補助單位間期待能與社區資源(如：村里長、學

校、社區發展協會、社福機構、醫療院所…等)進行連結，除可樽

節活動經費，也可暢通機構、家庭與社區資源間良好的互動網

絡。 

(六)、 109年度的兒少活動，以培力兒少居多。兒少也容易因為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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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穩定，影響心理狀態及行為表現。補助單位期待藉由兒少成長

帶動家庭動力，規劃親子互動、親子共學等活動，促轉家庭功

能，延續學習成果。 

二、策進： 

(一)、 有鑑於 109年度未制定焦點主題，故於經費補助辦法中制訂

「適齡適性」之方案活動主題，110年度依此標準進行審核。 

(二)、 109年度經費補助地區集中於新北地區，將於 110年 1月起，

將以公文函發通知各縣市政府，並運用網路、社群媒體、電子

郵件廣發本會方案經費補助資訊，使資源拓及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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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媒體露出 

【新北市社會局網站-焦點新聞】 

http://www.sw.ntpc.gov.tw/home.jsp?id=6918f79d690935a2&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

7e13d676ca61466d44b57f8036e3a607&mserno=f2d603f5908a2f57a5d1cee327060ddc 

 

 

http://www.sw.ntpc.gov.tw/home.jsp?id=6918f79d690935a2&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7e13d676ca61466d44b57f8036e3a607&mserno=f2d603f5908a2f57a5d1cee327060ddc
http://www.sw.ntpc.gov.tw/home.jsp?id=6918f79d690935a2&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7e13d676ca61466d44b57f8036e3a607&mserno=f2d603f5908a2f57a5d1cee327060d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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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https://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aspx?catid=4&catsid=2&catdid=0&artid=20201111hs

ieh010 

 

媒體露出：「墨仙有愛  擁抱希望」墨仙基金會捐 30 萬元獎勵 46 位清寒學

子  
Hinet 生活誌  

PChome 新聞  

match 生活網 -新聞  

勁報  
台灣英文新聞  

自立晚報  

中華新聞雲 -中華日報  

新北市政府市政新聞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焦點新聞  

新北市社會局粉絲專頁  

https://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aspx?catid=4&catsid=2&catdid=0&artid=20201111hsieh010
https://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aspx?catid=4&catsid=2&catdid=0&artid=20201111hsieh010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https://news.pchome.com.tw/society/twpowernews/20201111/index-16050831101766947002.html
http://m.match.net.tw/pc/news/life/20201111/5576102
http://www.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10&n_id=191325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4051129
https://tw.news.yahoo.com/%E5%A2%A8%E4%BB%99%E5%9F%BA%E9%87%91%E6%9C%83%E6%8D%9030%E8%90%AC%E5%85%83%E7%8D%8E%E5%8B%B546%E4%BD%8D%E6%B8%85%E5%AF%92%E5%AD%B8%E5%AD%90-144759970.html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06208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d2966b5b1730a9e61bcb7a5385582014
https://www.sw.ntpc.gov.tw/home.jsp?id=6918f79d690935a2&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7e13d676ca61466d44b57f8036e3a607
https://www.facebook.com/goodday.ntpc/posts/534352026234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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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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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社工員工作心得 

撰文者/墨仙基金會 黃郁華社工員 

  政府為照顧經濟弱勢家庭並協助其自立，臺灣可依循社會救助法

尋求社會救助。我感覺福利資源的提供講求「合理」，在家庭財產及

扶養比例的審查下，精確的篩選出最弱勢家庭以提供救助。然而，我

們卻見到更多實際困苦卻無法符合救助對象的家庭，仍在風雨飄搖的

生活中辛苦的支撐著。 

  弱勢家庭的樣貌非常複雜，經濟貧困，合併了父母角色的缺席，

包含死亡、長年入監、逃亡、離婚、身心障礙而缺乏親職功能…等因

素，甚至父母是以暴力傷害孩子家害者，使得孩子必須由家長單親或

其他親屬扶養。 

  實際照顧親屬雖盡力承擔起照顧孩子的責任，卻同時因為經濟能

力不足以提供孩子穩定的生活及就學而煩惱不已。而孩子貼心的體恤

照顧者的壓力，鮮少表達自己的需要。 

  家庭功能失調的孩子，如何從匱乏中安穩成長，並擺脫家庭貧困

的代間傳遞，是孩子們最重要的生命課題。我非常榮幸能成為墨仙基

金會的一員，因為墨仙能夠提供孩子長期、穩定的資源，能夠與社福

單位及學校的專業人員共同接住弱勢家庭的經濟困境，彌補家庭功能

的不足。孩子三餐得以溫飽、孩子的學費都不需再煩惱，維持基本生



 
 

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而這樣的長期扶助，是現有的福利資源中

非常珍貴且罕有的！ 

      為預防弱勢家庭子女落入不利生活處境之代間傳遞，本會亦與

公、私立部門合作辦理方案活動。孩子在下課後有了去處，減少在社

區裡遊蕩的時間，維護兒少課後安全。並設計多元課程，豐富弱勢兒

少生命視野，並增強青少年社會適應能力。我們感覺這樣的服務對兒

少的生命具有正面的價值及影響力，並確實降低弱勢兒少在匱乏的環

境中失足的可能性。望本會服務能量得以持續拓張至全臺各地，而我

們也能帶著本會的服務使命繼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