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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齊力成家-奇歷兒少之家設施設備構置計畫 

一、 緣起： 

    民國 91年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張秀菊基金會)創辦人張良卿先

生照顧一對年幼的姐妹，年紀只有 5 歲與 6歲，這對姐妹在家中被阿

公的朋友性侵，為了姐妹的安危，需要進行保護安置，也是從這一刻

開始了我們守護小生命的使命…在創辦人細心照顧下，這對姐妹安心

度過兩個禮拜，最後才轉到寄養家庭裡，民國 92 年創辦人承諾接辦臺

中市公辦民營的向陽兒少之家，照顧這些在家遭受不法侵害的兒童及

少年，我們目標是讓這群孩子能在一個安全無慮的環境下長大。 

    基金會長期照顧受家暴等家庭重大變故的孩子，發現了兒童少年

更多發展上的需要，於是將服務範疇擴大至社區與學校，增加了更多

的服務對象，於 95 年自國外受訓引進體驗教育輔導模式，成為本會兒

少輔導重要的一環，由張良卿先生每天陪伴孩子成長，帶領孩子一磚

一瓦的築起自己的訓練場地。藉此，將體驗教育帶入安置輔導，利用

冒險體驗教育的精神、著重「做中學、學中覺」，擴展孩子的舒適圈，

孩子們在訓練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及相關的技術後，便能開始協助對外

的活動，從設施的建設維護到活動協辦、習得如何正確地使用工具以

完成任務、到學習成為教練以引導他人完成訓練，進而增進自己的自

信心及成就感，並於 99年成立「沙連墩社會企業」。為了能使孩子在

離開安置機構前能有工作經驗及能力，除體驗教育外，積極於 99年成

立「逗點青少年公益商店」，訓練孩子的工作態度及技能、訓練孩子面

對陌生人的勇氣及表達能力等，使孩子離院後仍有足夠的能力適應自

立生活。 

    99年為了照顧更多的孩子，基金會自籌款項成立「奇歷兒少之

家」，在安置的道路上，陪伴更多失依、受暴的孩子，基金會目前共有

兩個兒少安置單位，收容人數約為 35名孩子。 

    基金會目前正在籌措奇歷兒少之家建院經費，奇歷兒少之家坐落

於石岡區明德路上，為 20年鐵皮鋼筋建築，屋況老舊，每逢颱風暴雨

時屋頂牆壁滲水難以修繕，奇歷兒少之家已在此租賃逾 10年，屋主多



次表示欲將此地售出，如此，兒少便沒有地方可以安置，與屋主協商

於租賃至 108 年底，房租每月高達 10萬，因此，我們不斷追求給孩子

一個永久、安穩的家，近幾年積極對外募款，終於在 105 年購置奇歷

建院的預定地，106 年動工，預計於今年底完工，創造一個孩子永遠的

「家」。目前建院及設施設備缺口約有 500萬，因此我們需要加緊腳

步，將孩子的家安頓完成，讓孩子盡快入住，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挹

注，讓孩子有更好的成長環境。  

二、 計畫目的： 

    奇歷兒少之家將於今年底完成建置，因目前奇歷兒少之家設施設

備老舊，皆須汰換，目前仍須購置家電等設施設備，提供安置機構更

舒適、完善之設備。 

三、 服務對象： 

  (一)兒少保護安置(7 歲-18 歲）： 

1. 家庭失功能、家庭遭變故致父母無力教養而須安置之兒童及少

年。 

2. 遭受疏忽照顧、遺棄、家暴、性侵害等身心虐待，而須安置之兒

童及少年。 

3. 離開安置體系(兒少福利機構或輔育院)返家或自立兒童少年。 

 

  (二) 司法轉向安置(12歲-18歲)： 

1. 經司法裁定、交付安置輔導之兒童及少年。 

2. 經常逃學、逃家無法責付而需緊急安置之虞犯兒童及少年。 

 

四、 服務項目： 

(一)兒童少年安置輔導服務： 

1. 生活照顧、行為輔導、安全維護、醫療保健服務 

2. 心理輔導 

3. 就學輔導 

4. 親職教育訓練、家庭聯繫 

5. 陪同出庭、法治教育 

6. 多元發展課程、職能訓練 

7. 自立生活訓練、後續追蹤輔導 

 

 



 (二)體驗冒險教育 

 (三)國高中高關懷學生生涯輔導 

 (四)青少年職涯探索與就業輔導 

 (五)特殊兒少團體家庭 

 (六)追蹤輔導服務： 

1. 兒童少年保護個案追蹤輔導與自立生活服務 

2. 未升學未就業兒少輔導 

3. 青少年自立宿舍服務 

五、 設施設備用途： 

(一) 兒少日常生活使用。 

(二) 辦公用途。 

(三) 監視安全系統維護兒少安全無死角。 

(四) 緊急求救 

六、 經費概算： 

※ 業成基金會補助金額：407,300 元 

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備註 

1 鞋櫃 30,430 2-4樓學員小家每樓層一座 

2 會議桌 51,000 5樓學員綜合教室使用 

3 會談室桌椅 60,000 學員會談諮商室使用 

4 置物櫃 74,907 2-4樓學員小家每樓層使用 

(配合市政府評估開辦己購置 12月發

票) 

5 冰箱 71,400 2-4樓學員小家每樓層使用 3 台(配合

市政府評估開辦己購置 12月發票) 

6 洗衣機 

(含烘衣功能) 

72,000 2台放置 2、3樓學員小家樓層使用

(配合市政府評估開辦己購置 12月發

票) 

7 餐椅 78,750 1樓餐廳學員用實木餐座椅 30張 

(配合市政府評估開辦己購置 12月發

票) 

 共計  438,487  



七、 預計服務效益： 

(一) 兒少之家每年預計服務個案人數為 30名少年(中長案)。 

(二) 除原有堪用可遷移之設施設備續用，因應原有傢俱易破損與使

用年限不足，採用耐用度較高之設施可提升使用年限，有助於

改善生活品質與安全性。 

(三) 改善辦公室設備逾使用年限、生鏽老舊不堪問題，提升服務的

品質與效率。 

(四) 活化空間使用，提供優質健康生活品質。 

 

八、 評估指標： 

(一) 每年服務人次統計。 

  (二) 工作人員及院生設施設備使用滿意度調查。 

 

九、 實際達成效益： 

(一) 因新冠肺炎影響，今年 4月至 8月停止收案，109 年度服務人

數為 21 人(截至 109/10)。 

(二) 本家工作人員 13人，截至 109/10 底在案服務人數 16 人，於

109年 4 月搬至新家，對於新設施設備滿意度為 100％，所有

工作人員及院生對設施設備感到滿意。 

(三) 於 109 年 2月搬至新家居住，設施設備皆已更新，淘汰原先老

舊之櫥櫃電器，提升生活品質。 



十、實際核准購置項目明細： 

(含稅) 

項目 規格 單價 數量 金額 

置物櫃 PC-312 12,264元 3 個 74,907元 

PC-M312 12,705元 3 個 

冰箱 國際牌 

NR-B489GV-S 

23,800元 3 台 71,400元 

洗衣機 國際牌 

NA-V158DDH-G 

36,000元 2 台 72,000元 

餐椅 木製餐椅 2,625元 30 張 78,750元 

鞋櫃 24門鞋櫃 9,009元 3 組 27,027元 

會議桌 木紋摺疊會議桌 2551.5元 10 張 25,515元 

木紋摺疊會議桌 2,550元 10 張 25,500元 

會談室桌椅 洽談椅 2,625元 9 張 23,625元 

2尺圓桌 2467.3元 3 張 7,402元 

會談椅 6,300元 5 張 31,500元 

 總  計 437,626元 

業成基金會補助 407,300元，本會自籌 30,326元 

 

※原設施設備情形：多數設備老舊，甚至已不堪使用，直至搬至新家後由業

成基金會補助經費更新。 

 

    

  洗衣機、烘衣機       冰箱        會談室沙發            餐椅 

    
  學員個人置物櫃       個案資料櫃          會議桌           鞋櫃 

 

 



十一、購置項目照片及使用情形： 

 

洗衣機(2 樓) 
 

洗衣機(3 樓) 

 

2-4 樓茶水間 

(共 3台) 

 

2-4樓茶水間 

(共 3台) 

 

2-4樓生輔室 

置物櫃(共 3組) 

 

2-4樓學員置物櫃 

(共 3組) 

 
2-4樓學員置物櫃 

經費補助標籤 

 

2F鞋櫃(共 3組) 
 

2F鞋櫃經費補助標籤 



 

2F鞋櫃(共 3 組) 

 

2F鞋櫃 

經費補助標籤 

 

2-4樓生輔洽談室桌椅 

(1桌 3 椅共 3組) 

 

會談室桌椅 

(1桌 3椅) 

 

會談室桌椅 

經費補助標籤 

 

會談室桌椅 

 

餐廳餐椅(30 張) 

 

餐廳餐椅(30張) 

 

多功能教室會議桌 

(20 張) 



 
茶水間冰箱使用 

 
餐廳餐椅使用(用餐、課輔) 

 

多功能教室會議桌使用(課程、會議、活動) 

 

鞋櫃使用 

 

十一、心得回饋： 

 

    奇歷兒少之家成立於 99 年 3月，原本以租屋的方式落腳石岡，

租屋期間也將近十年，長時間下來，承租的屋況老舊且設施設備也逐

漸不堪使用…在成立十周年的這天，我們搬到新家，為的是讓孩子有

一個永遠的家，讓所有孩子在想回家時都有一個永久的住址，不必擔

心因為承租的問題不知落腳何處，這幾年來也都很感謝民眾、企業的

幫忙，我們才能擁有這個「家」。 

 

    然而，初期我們只有建築物而沒有相對應的設施設備，過往的設

施設備也過於老舊不堪使用，在因奇歷落成後經費拮据的狀況之下，

我們不斷向外界募款，剛好有機會與業成基金會結緣，申請設施設備

的補足不足的部分，包含餐椅、洗衣機、冰箱、會議桌、鞋櫃、諮商

室桌椅等，幾乎都是孩子每天必要的生日常起居設備，這段時間以

來，孩子也很珍惜搬到新家的點點滴滴，最開心的就是有更好的生活

品質，感謝業成的大力協助，讓孩子的生活更加圓滿！ 



 

 

 



十三、購置單據 

 (一)置物櫃： 

 

  

 (二)冰箱： 

 

 

 

 

 

 

 



 (三)洗衣機： 

 
 

 (四)餐椅： 

 

 

 

 

 

 

 

 



 (五)鞋櫃： 

 

 

 (六)會議桌： 

 



 
 

 (七)會談室桌椅： 

 

 



 

 

 



十四、公開徵信： 

  (一)本會官網露出： 

       https://www.tccsj.org.tw/news-detail.php?id=55 

 

 

https://www.tccsj.org.tw/news-detail.php?id=55


  (二)本會 FB 公開動態發文： 

       https://www.facebook.com/ChangShowJyu 

 
 

https://www.facebook.com/ChangShowJ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