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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受虐兒關懷方案」期末成果報告 
 

組織名稱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奇歷兒

少之家 

計畫執行人 

廖嘉柔 

計畫名稱 
「奇幻歷程」奇歷兒少之家安置

輔導方案 
計畫聯絡人 

巫宥嬋 

聯絡地址 

台中市石岡區明德路 88 號 聯絡電話 (04)2572-4514 

E-mail youchan@tccsj.org.tw 

計畫 

類型 
□ 社區預防 □ 高風險家庭 ■ 安置輔導 

補助項目

及金額 

總補助費用 499,200 元： 

1. 社工人事費 384,000 元、 

2. 團體輔導費 115,200 元。 

1~12 月計畫執行人穩定度 

1、今年度本計畫否有人事異動? □ 是   ■ 否  

2、是否發文通知本計畫人事異動?  

□ 是，文號:           發文日期:               ■ 否  

3、請註明本計畫執行人員姓名、學經歷及執行時間、職務: 

   廖嘉柔(2020/1/1~迄今)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 

   經歷：奇歷兒少之家社工員(2019/10 迄今) 

 

計畫目標與效益 

1. 透過社工個案輔導及生輔生活教育執行，85％以上的兒少能穩定就學或就業。 

2. 藉由專業教育訓練，補足工作人員專業知識之不足，至少 80％工作人員針對學員性平觀念及

特殊個案輔導學習新的處遇方式。 

3. 體驗式學習成長課程預計服務 10 名安置學員，能有 85％學員能全程參與，學習獨立思考，

並於成果發表會分享心得。 

4. 透過藝能活動的學習，學習基礎歌曲演奏，使院生從中獲得成就感，協助重建兒少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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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計畫變更說明 

1、今年度本案是否有申請計畫變更? □ 是   ■ 否  

2、是否發文申請計畫變更?  

□ 是，文號:           發文日期:               ■ 否  

3、承上，如有計畫變更，請簡述原因及變更項目 

◼ 原因 : □ 因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   □ 其他                   

◼ 變更項目 : 無。 

 

1~12 月計畫執行達成率說明 

一、 補助經費使用情形： 

1. 社工人事費(補助經費：384,000 元) 

社工於 109 年 1 月為工作適應期，薪水未達 32,000 元(31,200 元)，社工薪資每月補助

32,000 元，1~12 月核銷金額為 383,200 元。 

2. 團體輔導費(補助經費：115,200 元) 

探索體驗教育團體執行寒假體驗教育活動及暑期 PAPAGO 團體輔導活動，團體輔導費用

為 1,200 元*6 時*16 天，共計 115,200 元。 

3. 社工人事費 800 元挪移至雜費使用，購買文具，核銷費用為 800 元。 

4. 經費使用總計 499,200 元，經費執行率 100％。 

二、 方案執行情形： 

 1. 社工輔導：本年度 1 至 12 月社工人力未變更，皆為廖嘉柔社工，服務人數為 10 人。 

 2. 體驗探索教育：寒假辦理 5 天 4 夜體驗教育訓練，暑期辦理 14 天 13 夜 PAPAGO 體驗

教育營隊。 

 3. 專業人員訓練(未補助)：辦理特殊教育輔導模式課程 1 場次，並派員參加外單位辦理

CRC、性騷擾防治、感染控制、創傷知情工作坊、個案研討等，教育訓練時數皆達 18 小

時以上。 

 4. 才藝課程(未補助)：每週辦理吉他課程 12 次及武術課程 12 次，共計參與人次 235 人。 

1~12 月計畫執行說明 

一、 體驗探索教育：每月 2~4 次體驗式課程及寒暑假 PAPAGO 體驗教育營隊進行，透過農務、

獨木舟、登山、繩索及漆彈等方式培養兒少耐挫力及問題解決能力，預計暑期以花東縱走

及獨木舟環綠島方式進行體驗探索教育 

  (一)寒假體驗教育訓練： 

1. 第一梯次辦理日期：2020/02/02~02/06(5 天 4 夜) 

2. 活動內容： 

(1) 典範學習(生活品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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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處理，食、衣、住、行（楷模學習）身教食物清點五天食物分類包裝，衣服

清點分類清潔用品（具）。 

(2) 詮釋釐清：第一天的討論與對話提升孩子價值，勸勉規範體驗闖關的考驗。 

(3) 環境形塑：腦力激盪建立品德核心價值與文化、規範的行為負責建立。 

(4) 影響力：正向與負向家庭對孩子的影響。 

(5) 自我期許（財物計劃）奬勵與表揚分享成長：協助孩子自己設定合理、優質的品德標

準，並能自我激勵與實踐。 

  (二) 暑期 PAPAGO 訓練： 

1. 辦理形式：以中橫縱走及獨木舟的方式進行體驗學習教育，自 5 月份起周間進行獨木舟

訓練，確保兒少有足夠操作技巧及確保水上安全。 

2. 活動日期：2020/08/03~08/16(14 天 13 夜)。 

3. 活動內容：以中橫縱走的方式從翠峰出發步行至花蓮大魯閣，總長約 100 公里，從花蓮

坐火車至台東，於綠島進行獨木舟訓練。 

Day1：沙連墩園區→翠峰→昆陽休息站。 

Day2：昆陽休息站→武嶺→大禹嶺古道→關原加油站。 

Day3：關原加油站→野溪休息區→碧綠隧道→新白楊服務站→洛韶慈惠堂。 

Day4：洛韶慈惠堂(服務學習)。 

Day5：洛韶慈惠堂→綠水合流公園→白楊瀑布→合流露營區。 

Day6：合流露營區→太魯閣牌樓→老街→立霧溪出海口→新城露營區。 

Day7：新城露營區→花蓮三棧溪戲水區→花蓮亞泥生態園區。 

Day8：花蓮亞泥生態園區→新城火車站→花蓮火車站→台東火車站。 

Day9：台東火車站→台東富岡漁港→綠島南寮漁港→綠島公館國小→綠島人權博物館。 

Day10：柴口淺水區→綠島燈塔→潮間帶生態導覽。 

Day11：公館國小→獨木舟訓練→夜遊。 

Day12：獨木舟→石朗潛水。 

Day13：公館國小→南寮漁港→富岡漁港→火車移動至台中→沙連墩園區。 

Day14：沙連墩園區→千葉火鍋→回家。 

  (三) 體驗教育執行說明：寒假體驗教育參與人數 12 人，100％完成訓練，暑期 PAPAGO 訓練

人數 15 人，全程完成訓練 12 人，其中 2 人因身體不適及其他因素返回家中，1 名為新進

案，未接受過相關訓練無法跟上團隊進度，因安全考量返回家中，最終 80％完成全程訓

練，平均達成訓練比例 88.8％。 

二、 個案輔導工作： 

1. 2020/01~2020/12 服務統計： 

(1) 個案人數：10 名(12~18 歲)。 

(2) 個案類型：未獲適當養育 2 名、家逢變故無力照顧 3 名、司法裁定安置 2 名、身心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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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2 名、單親無力照顧 1 名。 

(3) 與兒少會談了解生活適應及心理狀況，1~12 月共計 24 次，並依其需求安排心理諮商：

3 人，共計 22 人次。 

(4) 了解兒少就學適應問題，參與學校辦理親師座談會共計 12 次。 

(5) 活動辦理：辦理個案研討 4 場，教育局聯繫會議 1 場、結案評估 1 場、兒少寒假活動

1 場、暑期家庭日 1 場。 

(6) 法院保護管束及開庭：陪同兒少至法院報到 16 次，與少年保護官共同討論兒少處遇及

陪同開庭 3 次。 

(7) 執行特殊教育團體共計 8 次，參與人次 32 人。 

(8) 陪同就醫 6 次，並協助兒少安排心理衡鑑 2 次。 

1~12 月補助人力說明 

一、 社工薪資說明： 

1. 月薪 32,000 元，至 109 年 4 月起依社工工作能力調薪為 34,000 元，7 月起提升工作人員

薪資為 35,914 元。 

2. 1 月未足 32,000 元，剩餘之 800 元挪移至雜費使用。 

二、 社工專業服務： 

1. 安置社工服務包含： 

(1) 個案工作：接案、會談、處遇計畫、月觀、就學就業服務、家庭聯繫、資源連結等。 

(2) 團體活動：寒暑假院內活動安排、特殊教育團體執行。 

(3) 行政事項：辦理個案研討、核銷及市府交辦事項。 

1~12 月方案效益評估 

一、 服務成效說明： 

1. 社工今年度服務個案共計 10 名，10 名個案中，100％就學，1 名個案已年滿 18 歲，輔導

就業及連結武術資源，就讀科技大學於 7 月結案。 

2. 本家依體驗教育輔導模式辦理兒少生活訓練，培養兒少生活自理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及負

責任的態度，截至 11 月底止 14 名兒少於輔導歷程內，2 名兒少已完成歷程 7 月結案自立，

2 名參加學校建教合作，假日安排打工。 

3. 透過武術訓練培養兒少心性，個案考取斗南高中體育班及環球科技大學運動保健與防護學

系，期能培養國手及考取教練資格，11 月參與中正盃散手比賽獲得 52 公斤級第一名。 

4. 藉由體驗教育及烹飪課程影響，兒少確立志向朝餐飲業發展，一名個案透過廚藝競技錄取

興大附農餐飲科，目前穩定就學中。 

二、個案概況(詳如成果報告附件)： 

  1. 個案 CL08a106 

(1) 自 108 年 11 月底入院，偷竊、抽菸等偏差行為頻繁且相當抗拒安置，故於 108 年 12

月逃院並在外偷竊，後遭收容兩個月，收容期間社工兩度前往探視，案主受感動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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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院。109 年 4 月再度逃院，期間未犯案，後續接回返院，至今案主未再有逃院紀錄，

偏差行為亦明顯減少。 

(2) 案主於新社國中學業成績低落，學習意願薄弱，社工與特教老師討論決議藉由特教安置

協助案主入學，故於 109 年 9 月進入東勢高工餐飲服務科就讀，10 月參與鉛球比賽獲

得第三名佳績，11 月參與運動競賽獲得冠軍，12 月份期中考獲得第一名佳績。 

(3) 原判保護管束三年，每月須至法院報到一至兩次，經 109 年 11 月法院評估案主在院狀

況逐漸穩定，故於 110 年起交由機構輔導，暫停每月報到。 

  2.個案 CL07a104 

(1) 自 107 年 9 月入院，偷竊行為頻繁、學業成績不佳，且不易建立依附感，由機構持續輔

導逐漸改除偷竊習慣。社工於 108 年 10 月接手個案，案主原相當逃避建立關係，人際

互動較畏縮並以利益為取向，經持續陪伴案主逐漸能打開心房。 

(2) 社工觀察案主面對學業較無興趣，對餐飲實作感興趣，因成績低落，原志向為青年高中

建教合作班；社工持續鼓勵並與學校合作，安排案主成為技藝競賽選手，案主於競賽中

獲得佳績，並得以保送國立興大附農。 

(3) 109 年 8 月份經案主意願，安排案主進入漆彈訓練，於假日培養案主興趣及實務經驗，

並藉由教練培養待人處事方法，觀察案主人際互動技巧逐漸加增。 

 

計畫執行的收穫與困難、檢討與建議事項 

一、計畫執行檢討與建議： 

 1. 安置輔導業務複雜性高及所需資源多元，需投入龐大的人力成本極高度的專業資源，方能使

服務順利進行，且安置業務為 24 小時的服務，工作人員需輪班，招募不易，本家今年調整

工作人員薪資福利，提升社工及生輔薪資，未來將著重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2. 體驗教育輔導為本家輔導模式，以體驗教育落實做中學的理念，今年度透過縱走、獨木舟及

野營的方式拓展兒少視野，並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今年出發當天天氣狀況惡劣，遇到低溫

下雨，增加縱走難度，團隊初期兒少較注重自身的狀態，中期較能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達成每

日目標，部分兒少平時缺乏訓練，體力較無法負荷，未來將著重體能部分之訓練。 

1~12 月計畫對外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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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方式 呈現位置 圖示/連結 

官方網站 官網最新消息 https://www.tccsj.org.tw/ne

ws.php 

活動成果報告 封面 

 
 

附件資料 

1、成果照片:以 10 張為上限 

2、與本計畫相關之佐證記錄，如個案輔導紀錄或輔導成效評估報告、團體紀錄或團體輔導成效

評估、據點服務紀錄清冊…等相關資料，內容如涉及個案個資(如姓名、出生年月日、特徵、家庭、

學校、聯絡方式、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該個人資料)請確實遮蔽。 

 

獲贊助之團體，須於每年 12/15 前繳交核銷報告(1 式 1 份)及電子檔案、12/31 日前繳交

上述期末書面執行成果(1 式 1 份) 並檢附公文，郵寄 234023 新北永和區中正路 666 巷

58 號  受虐兒關懷  小組  收相關成果報告，將於年底前公告於台少盟官方網站頁面

www.youthrights.org.tw 以昭公信。 

計畫核銷須依據 2020 年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受虐兒關懷方案」執行經費補助原則實報

實銷，核銷時如有剩餘經費，應予繳回。 

表格中的灰字說明示範，正式填寫時請刪除。 

請再次確認所有需繳交資料是否備齊!! 

□ 期末報告紙本 1 份 

□ 公文 

□ 期末報告電子檔  

□ 期末報告線上表單 (https://forms.gle/TgTjvJKbkRKkeKTAA) 

 

 

http://www.youthrights.org.tw/
https://forms.gle/TgTjvJKbkRKkeKT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