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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基督教都市人工作群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辦理「愛 . 復原 . 力量-向日葵活力工程」 

103 年勸募活動 成果報告 

一、 計畫名稱 

愛 . 復原 . 力量-向日葵活力工程 

二、 計畫目的   

本勸募計畫籌募資金，將運用於以下目的： 

1. 向日葵家園「團體家屋」業務執行服務用，照顧因為受性侵與家暴，接受縣市政

府社會局轉介的中長期安置少女（向日葵少女）。 

2. 藉由戶外冒險治療的策略，辦理復原增能方案，幫助向日葵少女走出創傷經驗，

並被充權，更有能力面對未來生活。 

3. 成立「向日葵活力村」，幫助 16 歲以上的向日葵少女進行自立生活計畫與職業訓

練，預備未來離開安置生活後，脫離貧窮，有能力獨立生活，甚至成為別人的幫

助者。 

三、 期間 

(一)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03 年 04 月 05 日起至 104 年 4 月 04 日止 

(二)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03 年 04 月 05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 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30109481 號函 

五、 勸募活動所得及收支結案報告 

(一)收入 

1. 自103年4月05日起至106年12月14日止(募款活動期間募款收入$14,064,650元+

利息  $34,069元,成果備查募得款合計 $14,098,719元) 

2. 自104/04/15~106/12/14止,利息12,018元+捐款(105/10/07匯款)$6,050元,募

得款使用情形結案報告總計 $14,232,787元. 

  收入 

自103/4/05日起至104/04/04止(募款活動期間) $14,064,650元 

104/04月04日止利息收入 $34,069元 

104/04/25~106/12/10止利息收入 $128,018 

105/10/07 無名氏捐款(匯款) $6,050 

收入合計 $14,23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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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 

募款相關必要支出$198,539元（其他勸募活動經費由本會自行吸收）     

支出 

項目 金額 

文宣印刷及設計費 $90,520元 

人事費 $8,400元 

文宣郵寄費 $14,438元 

雜支費 $3,206元 

網頁程式及設計費 $81,975元 

合計 $198,539元 

(三)淨收入 

$14,098,719元－支出$198,539元+收入(128018元+6050元)＝餘額 $14,034,248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14064650元 

利息收入 $162087元 

105/10/07 無名氏捐款(匯款) $6050元 

募款活動必要支出 $198,539 

合計 $14,034,248元 

(四)服務執行支出 

淨收入$14,034,248 元-服務執行支出$14,039,639 元=餘額不足(本會自籌$5,391元) 

服務執行支出 

家園-專業服務支出 $9,243,300元 

家園-生活管理支出 $1,848,648元 

家園-復原增能方案支出 $306,000元 

向日葵活力村開辦支出 $2,641,691元 

服務執行支出合計 $14,039,639元 

淨收入合計 $14,034,248元 

(經費不足由本會自籌)合計  ($5,3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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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執行成果 

本成果報告，依據勸募計畫內容，將分為三大主題呈現，依序為：「向日葵家園」、

「冒險治療方案」，以及「自立生活與向日葵活力村」。 

(一)向日葵家園 

1. 服務對象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或

其他經評估應予保護安置之 10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少女。安置期間年滿 18 歲，

經評估不適宜返家者，得延長安置，惟不得超過 20 歲。 

 104-106 年度共計服務 12 位少女，安置原因包含司法議題、性侵害議題、家庭

照顧功能不彰，分別為縣市政府社會局轉介安置。 

 依據少女年齡、求學階段、身心情況、自立階段等評估，安排至不同的團體家

屋進行照顧，每個家屋皆配有生活輔導員、社工師（員）等工作者；以及管理

職責之督導、主任；庶務職責之財會、庶務、廚房之專業人力。 

 

2. 團體家屋的形式介紹 

  有別於機構與寄養家庭以外的服務照顧模式，嘗試以四人為限的團體家庭來共

同照顧手足兒少，避免其受到現有家外安置的措施而遭受再一次的分離，並以社區

化、家庭化與精緻化為基礎，發展個別性且具療癒性的住宿照顧環境，以確實保障

兒童與青少年的人權。 

 

3. 家園目標與服務內容 

  以下以目標期程與服務內容作為說明。具體來說，會依照每一位少女轉介至家

園安置後，依其需求以及成長指標，擬訂個別處遇計畫，透過「向日葵工程」的內

容，提供少女健全的照顧環境。 

 

期程 目標內容 

短期 

目標 

穩定生活、穩定就學 

以高比例的生活輔導員照顧無法適應長期安置機構或需要特別照顧的少女

（1：2），讓少女更快有安全感及信任關係，因而建構穩定的生活和情緒狀

況，另外，此類少女常有學習上的困難，例如長期中斷學業、專心注意力低

落、讀寫困難…等，嚴重干擾正常課業學習活動，因此，需要透過社工員與

學校高度的聯繫，並依需求結合相關教育資源，來協助適應學校生活、提升

學習動機。 

中期 

目標 

心靈成長及能力建構 

透過個別化服務處遇及連結所需之醫療、諮商、創傷療癒…等資源，協助提

升個案身心健康狀況、發展健全的依附關係，並降低特殊少女因生理或心理

因素引發的偏差行為問題，此外，透過執行復原力增能方案，增強案主培養

控制力，強化責任感，加強問題解決，加強自我勝任感等方面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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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 

目標 

自立生活就業及參與社區服務 

為少女量身訂做的「個別化自立生活訓練」計劃，針對不同階段性的需求，

結合適當資源協助少女開始學習成為一個能夠獨立生活的人，培養相關技

能，發掘將來於職場上努力的方向及目標，引導少女們勇敢規劃自我人生，

學習負責任的生活態度及能力，得到必要的生活及工作技能，經營屬於她們

獨特風格及文化的特別事業。此外，引導少女開始走入社區，讓她們跟地區

有更深的聯結，參與社區休閒活動並且和社區其他的青少年互動，不只是在

「向日葵共生家園」中學習如何被愛、被包容，進一步去將愛分享給身邊的

人、關懷周遭的事物，建構屬於她們的社會支持網絡、社區歸屬感。 

 

4. 家園生活側寫 

  

少女的房間，兩人房，包含書桌椅、衣

櫥、寢具、冷氣，少女們要自己負責整

理維護。與室友相處也是一大學問。  

家園客廳，一個多功能的使用空間，用

來開家庭會議、看電影、玩桌遊、課輔

老師上課、談心的空間。 

  

家園有個二度就業的單親婦女，是少女

們的衣「食」父母，不定期會帶著少女

一同享受烹飪時光，讓少女們有「媽媽」

照顧的味道。團聚，有家的感覺。一起

享受熱騰騰的美食，分享彼此的生活。 

少女們聚在一起，進行團體活動，透過

體驗教育活動討論生活庶務的分配、

人際關係、財務使用等。每當彼此有情

緒時，也透過團體時間一起來討論。

「關係」是我們很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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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並非只是圍牆，而是少女的生活範

圍，就是家園。假日，少女們總喜歡往

北海岸區奔跑，看著大自然，聽著浪濤

聲，與「家人」一起玩耍。 

少女與社工、生輔員時常需要透過會

談、藝術活動、體驗活動等，分享生活

當中的心情，以及設定進步/改變的目

標，並且定時核對與討論。 

  

少女成長過程很遺憾沒能照顧母親，與

母親相處。故主動與社區教會聯繫，透

過美甲與手部按摩，服務教會的弱勢婦

女。圖片為少女訪問婦女，有哪些服務

需求與期待，認真筆記。 

少女成長過程有許多被遺棄的過程，

可能是原生家庭，可能是跟異性朋友。

少女主動提出想飼養寵物，從照顧經

驗中，少女試著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

與家人的關係，以及學習等待與責任。 

 
 

淡水愛下雨。下雨的日子，在家也要運

動，於是「飛輪」是女孩的好朋友，運

動維持體能，才可以一起去冒險。還會

訂定目標每天要累積的時數，才可以一

起假日大冒險。 

「美善品多功能料理機」的添購、教學

與使用，增加了女孩生活的豐富性，假

日時女孩會製作甜點、麵食等料理，分

送給鄰居與同學。每一次品嘗時收到

的肯定，使他們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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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的三台公務車，可以載著獨木舟

等戶外器材帶大家出門訓練，也可以載

著女孩四處出遊。坐在裡面，如同家庭

旅遊一般歡樂與吵鬧。 

廠商捐助了一批單車後，單車也成為

家園女孩假日訓練的重要工具，戴上

專屬安全帽與車衣，在行進間建立彼

此團隊的默契與專注觀察彼此需要。 

 

(二)冒險治療方案 

冒險治療為「任何有目的利用冒險工具及技術，引導使個案朝向治療目標方向改

變」。設計「有益的困境」使服務對象在戶外挑戰的成功經歷轉化為「正向能量」，引

導至真實生活所面對的問題及困境。 

每一年暑假，向日葵家園都會設計冒險治療方案來陪伴女孩走出創傷，找到自己

存在的價值、擁抱自己、喜愛自己；從不舒適的戶外冒險活動中，隱喻生命經驗中的

每一個傷口，重新療癒自己，並經驗成功的喜悅。每一年，少女們年初就開始設定目

標，訓練體能與技術，為暑期的冒險做預備，而家園也需要聘請專業的教練進行工作

者與女孩的訓練，每一次的冒險治療計畫，即使需要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從少女

們自信的眼神與表達中，我們知道，這是價值，成長的價值。 

以下將以本次勸募挹注中，主要挹注的冒險治療計畫之一「2015 年(民國 104 年) 

不一樣的生命-受虐少女與兒童獨木舟培力計畫」呈現成果： 

1. 計畫內容 

(1) 獨木舟冒險航行服務學習行動 

少女們運用自己所擅長的獨木舟技能與自身的生命經驗，前往台灣偏遠鄉鎮

－台東和蘭嶼，服務當地與他們的生命擁有相似經驗弱勢學童，幫助學童們

也能和他們一樣，藉由獨木舟挑戰的過程，戰勝自身生命的困境，重新看見

自身生命的價值和無限可能性。而少女們亦能透過服務他人的過程，看見自

身的優勢與能力，並達到鼓舞她們並貢獻所長的目標。  

 

(2) 生命分享行動 

至台東、蘭嶼和全省地區偏鄉學校舉辦 10 場生命分享會，目標為散播希望種

子與夢想實踐力量，內容包含：獨木舟環台影片欣賞、創作歌曲發表、生命

故事分享、紀錄片播映…等。透過向日葵少女見證生命改變故事，使社會大

眾關注兒少受虐議題外，更進而鼓勵在逆境中或叛逆期的青少年能在暴風雨

中勇敢前行，並激勵更多弱勢學童發會創意，實現人生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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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驗活動以建立團隊 

以體驗教育(包含平面活動、高低空繩索課程)為架構設計團隊建立教案，讓參

與者透過活動更深認識自我及彼此、增進信任感，進而發揮團隊精神，以彼

此協力面對挑戰。 

 

2. 成果效益 

針對向日葵少女: 

1. 增加與社會的正向連結 

2. 自立生活技能培養-資料搜尋、資源連結 

3. 增加自我價值的認同-從受助者成為助人者 

4. 服務學習-提升責任感與溝通表達的能力 

 

針對台東及蘭嶼的偏鄉弱勢孩童： 

1. 強化正向自我價值感-潛能發掘、相信自己有能力 

2. 提升抗逆力：效能感、樂觀感 

3. 重建信任與支持 

4. 對其家鄉產生更強的歸屬感 

5. 共計服務 30 位台東與蘭嶼的弱勢兒少。 

 

 

 

 

正 向 的 社 會 循 環 

給予者 接收者 

給予者 接收者 

 

向日葵 

少女 

社會善

心人士 

54天環島的支持、協助 

獨木舟冒險挑戰 

小琉

球 

台東 

偏鄉弱勢學童 

屏東 

蘭嶼 

綠島 

生命故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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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成果 

  

為了克服對水的恐懼，溯溪中的冒險

也是一大治療場域。身上特別購置的

救生衣與腳上的溯溪鞋，都試著要讓

讓極度恐懼的女孩產生安全感。 

那天，女孩在繩索場的橫柱上，坐了三個

多小時，無法放手踏出任何一步，每一個

害怕都跟曾經的遺棄、放棄有關。試著放

手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學期間訓練期間，少女們經歷各種獨

木舟技巧的訓練，實地在大海中演練

翻船覆位，每個少女都需經歷波浪與

害怕，才可以成為小朋友的教練。 

少女成為小教練，教導蘭嶼與台東的孩

子操作獨木舟。少女反思，這個過程如同

自己一開始的學習，需要適應環境，克服

恐懼害怕。 

  

夜晚，是少女們與蘭嶼台東弱勢孩子

分享生命故事的好時光，白天一起冒

險的經驗，成為夜晚拉近關係的契機，

每一個故事都澆灌彼此的生命。 

為了長期發展獨木舟訓練，基金會購置

自己的平台舟，每一次練習結束，大家要

一起清潔我們的獨木舟，養成負責任的

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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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夥出動，從淡水到蘭嶼，很多的器

材，都是一群少女與工作者「娘子軍」

們舟車勞頓一起到蘭嶼的，一切的努

力，都是生命正在更新的過程。 

操作水上適應的過程，少女與弱勢孩童

都先熟悉器材與裝備操作，每個救生衣、

防寒衣、溯溪鞋等都是本次計畫購置的

裝備，保障每個參與者的安全。 

  

環島蘭嶼，是一個難忘的經驗。一直

到最後一天，天氣才放晴。少女們經

驗到，自己也有能力成為別人的幫助

者、鼓勵者、陪伴者。 

購置載運獨木舟的輕型拖車，停放於竹

圍淡水河邊，每當練習時，我們就會載運

船隻到達適合的下水點練習，而托運的

T4 也是經過特別的改裝，很耐操。 

 

(三)自立生活與向日葵活力村 

少女結束家外安置後，無家可返或因家庭功能不彰致無法返家，需要在機構安置期間

進行獨立生活準備，學習一技之長，離院後有能力賺取自己的生活費、找到住所及覓得合

適工作，否則即落入弱勢的循環。為協助少女自立生活適應，順利邁向人生的下一階段，

有別於目前社政部門的方案，向日葵家園運用高人力比跟專業技術人力，細膩的陪伴少女，

進行各樣的訓練，訓練過程注重態度與反思，期許少女可以習得「帶的走」的能力。 

104 年於淡水區新春街開辦「彩虹童心園」，作為餐飲訓練的起點，走入社區，從飲料

與貝果的製作開始，少女不僅學習吧台工作，也學習招呼顧客。105 年開辦「生命力共學

小站」結合前一年於童心園的工作經驗，在共學小站場域裡訓練少女烘焙、冒險教育、房

務管理與清潔能力，模塑少女生命的品格，也發展社會企業的雛形。 

以下先呈現「彩虹童心園」與「生命力共學小站」兩代社會企業的雛型成果，接著分

別就自立訓練的項目作分享，包含：向日葵貝果製作、攀岩教練、房務訓練、園藝訓練、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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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彩虹童心園 

  

104 年 3 月，承租了場地，彩虹童心園

位於淡水區新春街開幕，開幕當天與

社區居民有互動節目，場地的內外也

都是向日葵女孩一同布置打造。 

開幕當天邀請社區鄰里的孩子一同來進

行 DIY 活動，這是女孩首次有自己的店

舖與社區互動，也把對生命的熱情分享

給每個鄰居。 

 
 

擁有烘焙丙級證書的女孩，擁有屬於

自己的吧檯教學空間，運用打麵機等

器材，擔任小老師教導社區小朋友製

作甜點。女孩說，教學最困難的是要吸

引小朋友的專注力與情緒，原來自己

小時候「這麼皮」。 

女孩自己要做店務內外的清潔打掃，每

一樣都不馬虎。有時候也要自己站在店

門口發傳單、向民眾打招呼，每一句話

每一個手勢，一開始，都不容易。但是只

要開始嘗試，都值得鼓勵與肯定。 

  

童心園的地板空間，可以用來帶小朋

友做韻律課程、繪本課程、美勞課程。

女孩擔任助教，學習溫柔的對待每一

個小朋友的情緒與溝通。 

女孩認真的姐姐學習運用「咖啡機」製

作好喝又厲害的咖啡，每一杯飲品都是

女孩認真做筆記與練習了無數杯、試喝

了無數杯的用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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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力共學小站（小站） 

  
共學小站 logo，期許每一個來到小站

的大人小孩都可以擁有良好的品格

與生命。我們也期待每一個女孩在這

裡，都能得到身心靈全方位的滋養與

澆灌，成為世上的光和鹽。 

105 年「生命力共學小站」開幕，開幕

當天，來了許多好朋友祝福我們，包含

長期支持我們的議員、企業、社會局長

官，期許生命力共學小站是一個跨越生

命，突破自我的空間。 

  

購置床與床架布置 50 人的住宿空間，

每一個床包、空間清潔、盥洗衛浴，

都是女孩們親手整理，每一細節都要

通過考核才能收工領到服務學習獎

金。女孩學習在時間內規劃工作內容

與維持工作品質，一點也不馬虎。 

一樓兩個會議使用空間，可以做活動、

團體、講座、課程、體驗教育、兒童遊

戲等空間，購置各種桌椅、3C 音響與投

影設備、大型飲水機、熱水器等器材。

女孩每週都會安排時間布置與打掃，期

許每一位客人都可以有家的感覺。 

  

高中女孩扮演傳承的角色，總是能

把經驗傳給國中生女孩，帶領他們

學習對的態度，「動手做、做中學」

是不變的精神。 

105 年我們邀請了這兩年來眾多參與的

義工、合作單位、親戚家人，一同在小

站享用聖誕感恩餐會。把自己「家」擠

得水洩不通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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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日葵貝果 

 
 

每一次小站要開始「貝果訓練」時，除

了女孩要被訓練，也會邀請社區鄰里

的媽媽們同樂，一群人一起在桌上敲

敲、打打、捏捏、滾滾，好不熱鬧。 

擁有專業的烤箱、烤盤、計時設備等，以

及用心的技巧，聘請專業的師傅教學，向

日葵貝果每一次要出爐，就如同孕育「小

寶寶」一樣用心。 

  

105 年女孩們擔任小老師協助來訪的

義工朋友 DIY 貝果。每一次教學活動，

都能看到女孩成長與蛻變。年節時期

開放訂單讓好朋友們品嘗喔！ 

106 年女孩在寒暑期服務學習營隊裡，已

經能獨當一面擔任貝果老師，教導每個

小朋友製作好吃的貝果，口條與表現充

滿自信與專注。 

 
 

做貝果要通過檢定，女孩要熟記每個

口味的貝果製作材料、器具、擺放位

置、流程，一點都不馬虎。因為這是態

度，未來出社會也要嚴謹。 

女孩帶著親手做的向日葵貝果，與年終

關懷活動中的淡水地區弱勢兒少家庭分

享，細心的包裝，綁上蝴蝶結，散播祝福

散播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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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攀岩、走繩、獨木舟訓練，從冒險治療的服務對象到小教練 

  

過去，女孩是接受家園提供的冒險治

療，現在，女孩開始訓練擔任教練，到

運動中心練習「確保」，考上安檢卡，

可以安全的「確保」別人。 

過去，女孩被保護，現在，要成為可以

保護別人的人，要夠細心、與人連結，

關心每一個一起參與活動的夥伴。走

繩上面，便是日常生活。 

  

女孩擔任確保教練，在淡水運動中心，

協助民眾攀岩。「要掌握別人的生命」，

也需要很多生命的累積。給予他們機

會，放手去實現，是我們可以做的。 

獨木舟的後坐，是俗稱的「馬達」，當

前坐的人癱軟無力時，後坐仍然要卯

足全力返程，淡水河上的逆風，造就了

女孩每個都能夠「飛翔」。 

 
 

自己的車自己擦。每一次壯遊、或是外

出練車，結束前，女孩總要自己保養車

子，認真的對待車子上每一個灰塵、擦

上新的車油，一次保養要花上半小時

到一小時耐心的作業，也是態度。 

自立生活的第一步，學會承擔責任，面

對怠惰，女孩勇於站在伙伴面前，真心

道歉與改變。每一句話都是經過歷練

與反省。不只要成為一個教練，而是要

成為自己生命的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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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房務訓練與清潔管理 

  

就讀高中夜間部的女孩琪琪總說，我

的夢想是可以自立生活。但是，現在的

我還不敢出去，害怕自己什麼都不會，

也害怕自己再次掉進去黑洞裡。我願

意接受訓練。女孩，是認真的。 

女孩到飯店業接受訓練，女孩說，在家

園，我的床單是姐姐鋪好的，從此以

後，我要自己鋪床。姐姐說：一言為

定！自立「生活」訓練是生活。 

  

至飯店業上課，學習房務與待客禮儀。

感謝飯店業者很用心地教導女孩，初

次跨入這個領域的我們，眼界大開。也

把這樣的經驗帶回小站，開始服務每

一個來小站拜訪的客人。 

少女到民宿打工換宿，民宿老闆娘帶

著少女一同練習房務，學習每個貼心

的小動作，沒有通過考驗者，就要「再

來一次」。少女體會，服務別人的心，

就像一路上受到其他人的照顧一樣。 

 

6. 園藝訓練 

  

小站有兩大塊空地，總是雜草亂生。女

孩決定來認領自己的小花園，開啟園

藝訓練的第一步，到底，光凸凸的草地

上，未來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女孩會看書？」噢！為了園藝訓練

跟規劃自己的小花園，女孩竟然看書

了，跟老師熱烈的討論起想要種什麼，

跟這些植物有哪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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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原來很療癒，也可以穩定情緒。

女孩在種植香草植物的過程，從整地、

翻土、劃分區域、換盆、栽種的過程，

也同時整理自己的內在，栽種一個新

的生命與未來。 

原本，姐姐們對於要在炎熱的夏天做

園藝，很不看好。沒想到女孩們不畏懼

烈日，每每在太陽底下總是工作到中

午，用心的澆灌每一個植物。只要做自

己喜歡的事情，就不怕吃苦。 

 

7. 服務學習 

  

106 年，每一位女孩都要發起一個服務

學習方案，學習規劃執行。女孩說，我

覺得我的生命有許多高山低谷，想要

用戲劇的方式，祝福跟我一樣的孩子。 

女孩說，進入安置以後，就不能好好陪

伴奶奶，心裡有遺憾。發起美甲活動，

為弱勢婦女辦一個美甲既手部按摩活

動，讓每個婦女有「美美」的一天。 

  
女孩拜師學藝精油按摩半年多，現在

已經可以出師，協助「師傅」顧店。在

成果發表會上，免費替志工服務，大獲

好評！POLO 級的喔！ 

由女孩發起的三芝潛水灣淨灘活動，

共計有五十多人參與，大人小孩一起

來為地球淨一份心力。女孩還邀請了

同學共襄盛舉，是社交生活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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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暑假，女孩參加由師大晨光夢想

社群發起的，外澳國小彩繪計畫，協助

該校「煥然一新」。女孩在這裡認識了

許多對生活充滿熱情的好朋友。 

每一個助人工作者，都期待有一天看

著女孩，有了成長與蛻變。成果發表

時，女孩談著自己每一個服務學習與

自立計畫的突破，甘之如飴。 

 

八、 未來展望 

生命的改變，有他的時候。 

 

104 年中，一位更早之前服務的女孩，帶著當時的先生，抱著營養不良皮膚黝黑粗糙

的孩子，一家三口前來向日葵家園投靠，當年，她是第一代獨木舟好手，甚至在紀錄片中

感動了許多人，選擇出走之後，又再次回來，帶著生命的陷落，嘗試回到這個不會放棄自

己的家。不到 20歲的她，有些懊惱、憤怒、無助。 

 

向日葵活力工程，源自於每一個女孩的生命故事，也源自每一段助人關係的生命歷程。

一群人，可以走在一起，走得長久。當「我會、我能、我願意」開始萌芽，當愛的信念牽

起傷痛的經驗一起前進，就會充滿力量。我們還在探索，期待每一個生命都不再陷落，而

是做光做鹽，而這個堅持，也是這個社會陪伴的力量，讓生命影響生命。 

 

 

 

 

 

 

 

 

                                              愛。復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