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基督教都市人工作群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Life on life 翻轉生命」弱勢青少年自立發展方案 

105 年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一、 計畫緣起 

    都市人基金會成立 27 年來，長期以體驗教育的工作方法，引導迷失青少年走出心靈憂

鬱及偏差行為，曾在台灣 921 震災及 88 風災後帶領專業的青年工作隊，進入災區輔導受災

學童，幫助近 2000 名案主在災後抒發恐懼、悲傷的情緒。93 年起針對青少年案主，開辦暑

假「28 天戶外體驗冒險共生營」，至今進入第 12屆，依據相關調查數據顯示，透過高低空

繩索、攀岩、溯溪、獨木舟、單車、登高山…等活動，使 86％的案主提升自我概念與價值，

78％的案主增強其生活效能及自我控制力， 69％的案主提升問題解決能力，強化自我勝任

感。另外於民國 94 年起接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提供青少年緊急庇護、諮商輔導，並於

民國 100 年成立向日葵少女長期安置家園，全力投入遭受性侵害或家庭暴力下等不當對待之

受虐兒少之創傷療癒及冒險治療，在破碎心靈中發掘引導出正向的生命力！  

    都市人基金會擅長以登山、攀岩垂降、溯溪、高低空繩索、單車、獨木舟為冒險輔導工

具，引導心靈受創青少年成為信心小勇士，這二年更帶領安置中的受虐少女陸續完成了獨木

舟環綠島、台灣、以及蘭嶼之挑戰，在長程航行中建立了女孩強韌的意志力、在風浪中激發

出克服恐懼的勇氣，在衝突中培養出溝通表達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年我們看見台灣弱勢

青少年的成長突破，翻轉了原來脆弱無助的生命，因此盼望複製這樣的轉化模式，為台灣許

多迷途中的弱勢青少年開創不一樣的生命翻轉機會，打造一個自立發展之系統和空間，幫助

15-22 歲弱勢青少年學習自立生活技能及塑造良善品格，漸漸地踏入自立職訓階段。包括：

復原增能、情緒管理、問題解決、職業能力、生活自理、健康照顧、財務管理、休閒管理、

時間管理、社交能力、教育學習、資源連結、…等。 

    本勸募計畫為開展一個能永續發展的青少年領袖訓練平台，以操作各類各項體驗冒險工

具(單車、登山、溯溪、攀岩垂降、高低空繩索、獨木舟)，提供優質的服務為目標，使弱勢

青少年能在這個機制中獲得所需的軟硬技能，例如：冒險活動小領隊、獨木舟教學助教、多

媒體與網路宣傳行銷、房務及餐飲管理…等等。為協助生命曾經遭受打擊的青少年重拾夢想，

快樂的做中學、探索生涯自立方向、傳承經驗於同受苦難的新人、恢復自信走入人群，成為

社會真美善循環的一個小種子。 

 
二、 計畫目標 

(一) 建立弱勢青少年自立能力訓練平台 

針對 15 歲至 22 歲之弱勢青少年，規劃自立生活所需之訓練課程，協助他們擁有全

方位的生活能力及專業技巧，透過參與執行冒險教育課程，檢視自我並設立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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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培養成為健康有自信的領袖。 

(二) 開辦各式兒少族群多元化冒險教育課程 

帶領 7 歲至 15 歲的兒少族群從冒險中獲得信心，於挑戰和挫折中經歷突破成長，

激發自身及團隊的內在力量，帶回生活運用中的良善品格能力。 

(三) 籌設「Life on life/生命力冒險訓練中心」 

提供所有兒童和青少年一個教學訓練及分享交流園地，讓身體有好環境休息，讓內

經歷有時間反思，讓正向的彼此互動有空間促成，如此便大大地加強學習效果。 

※說明:本計畫目標為勸募計畫中所擬訂。由於實際募得款項與預期目標

有所差異，故募得款項實際用於首要兩目標。 

 
三、 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民國 105年 7月 11日起至 106年 6月 14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06年 7月 11起至 108年 6月 14日止 

 

四、 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50119914號函同意辦理 

 
五、 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 收入： 

    自 105年 7月 11日起至 106年 6月 14日止 (募款活動期間)  

    收入 $1,206,896元+利息$665元=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總計 $1,207,561元 

收入 

105/07/11~106/06/14(募款活動期間) $1,206,896元 

106/06/20止 利息收入 $665元 

  

合計 $1,207,561元 

 

●支出： 

    募款相關支出金額 $0元（勸募活動經費及手續費支出由本院自行吸收） 

支出 

項目 金額 

行政費 $0元 

伙食費 $0元 

活動費 $0元 

雜支費 $0元 

場地費 $0元 

合計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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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收入$1,207,561元－支出$0元 ＝餘額 $1,207,561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1,207,561元 

106/06/20止 利息收入 $665元 

107/10/05止 利息收入 $1,549元 

支出 $0 元 

合計 $1,209,110元 

 

 

●服務執行支出 

淨收入$1,209,110元(含孳息) - 服務執行支出$1,224,561元(含本會自籌$15,451元) 

服務執行支出 

人事行政費 $542,424元 

自立能力培訓工作 $551,123元 

「Life on life/生命力冒險訓練中心」開辦費 $0元 

各式弱勢兒童多元化冒險教育課程 $131,014元 

支出服務執行支出合計 $0 元 

淨收入合計 $1,209,110元 

(經費不足由本會自籌)合計 ($15,451元)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支出專戶說明 :  

  勸募財物使用期間自自 105年 7月 11日起至 108年 6月 14日止；募款財務使用至 107年

10月 5日止. 

 

 

 

● 成果報告募得款$1,206,896元+利息$2,241元($665+$1,549)=募得款$1,209,110元. 

   募得款(含孳息)$1,209,110元-服務支出$1,224,561元=($15,451元不足之經費由本會

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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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執行成果 

本成果報告，依據勸募計畫內容，與實際募得款項之用途，將分為兩大主題呈現，依

序為：「青少年自立平台」與「兒少多元冒險教育課程」。 

 

(一) 弱勢青少年自立能力訓練平台 

1. 計畫目標與對象 

針對 15 歲至 22 歲之弱勢青少年，規劃自立生活所需之訓練課程，協助他們擁有全

方位的生活能力及專業技巧，透過參與執行冒險教育課程，檢視自我並設立新目標，

逐漸培養成為健康有自信的領袖。 

 

2. 計畫內容 

以推展冒險課程為主體來發展相關能力之訓練機制，給予青少年有機會操作所學，

提早建構符合社會需要之自立生活能力，包括：生活自理、職場能力、情緒管理、

財務管理、時間管理、社交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資源連結、正向價值信念…等等。

操作面上的具體作法包含： 

 

聘請各領域實務工作者傳授相關知識技能---獨木舟教學技能、平面設計及繪圖軟

體應用、短片剪輯、多媒體網路行銷宣傳、溝通表達及衝突解決、時間及資源管理

及整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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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過程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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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辦各式兒少族群多元化冒險教育課程 

1. 計畫目標與對象 

帶領 7歲至 15歲的兒少族群從冒險中獲得信心，於挑戰和挫折中經歷突破成長，

激發自身及團隊的內在力量，帶回生活運用中的良善品格能力。 

 

2. 計畫內容 

以體驗冒險教育為理論之基礎架構，設計能達成「建造信心、克服恐懼、生命重整」

為主軸的冒險挑戰課程，包含獨木舟、登山、攀岩垂降、溯溪、單車等。針對 7 歲

至 15歲兒少之需求設計各類課程，涵蓋以下課程：  

 一般兒少---潛能開發型課程 

 高關懷兒少(叛逆、反社會行為)---輔導矯治型課程 

 領袖兒少---領袖訓練型課程 

 弱勢兒少學童(憂鬱、焦慮、人際困難…等)---療癒型課程 

 親子關係與家庭教育---品格教育暨親密關係建造型課程 

 暑期服務學習專案---提供弱勢或一般兒少服務學習體驗課程 

 政府社政單位---提供安置中之兒少復原增能型課程 

 機構、企業---團隊建立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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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過程與成效 

 
   

來自教會團契、課輔班、學校高關懷班、社區組織等青少年群體，透過戶外冒險教育，找

回自己的優勢，建立共同生活的經驗，產生彼此的共感與信任。右圖於淡水河的獨木舟，

少年們在逆風中精疲力盡，另一船的少年主動拋出繩子，從一艘船，變成一艘「船隊」，

一起努力划回岸處。中圖於溯溪過程中，最寶貴的是，「願意被幫助，以及願意幫助

人」。今年度，共計辦理七場活動，服務人數超過兩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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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冒險家領袖挑戰營。約定！不放棄！ 

約莫快一個月，還是很想念那一個禮拜，每天吵吵鬧鬧玩

耍的日子，哪一天晚上，男孩跟媽咪約定，要當超級英

雄，創造自己的冒險故事，英雄事蹟。 

第一天我們走繩，一個人無法走完的繩子，一群人，可以

走得很穩。第二天我們攀岩，目標在四個格子的積木，但

原來過了 8 米的呼拉圈後，小猴子們可以無止境地往上

爬。第三天溯溪，平常依賴哥哥的小女生，可以成為小弟

弟的導遊與保鑣。第四天獨木舟，創造了史上第一次的獨

木舟接龍，克服風浪往前行。第五天貝果，用自己的小

手，揉出對把拔馬麻的想念。 

每一天，哥哥姊姊陪伴著孩子記錄自己的冒險故事，也陪

伴著學習獨立生活，小臉盆是孩子們自己負責的開始。小

冒險家想要給孩子的，是改變與成長的勇氣與行動，戶外

的突破與成長，是每一個笑容背後的冒險故事。 

約定！不放棄！ 

謝謝家長信任我們！ 

謝謝每一個小寶貝！ 

 

https://youtu.be/BkU5tTYxooU 

 

Super hero 

這大概我大學時代到正式進入職場，十年的營隊生涯裡，

第一次遇到營隊期間，有大批家長來訪，其門庭若市的氣

場，讓我不禁當兵懇親日的畫面，「難。分。難。捨」。 

但，男孩的媽咪與男孩，讓我有一些學習。 

男孩是營隊中最小的孩子，正要升小一。早在一兩個月

前，媽咪與男孩很認真的討論，是否要參加這個營隊。男

孩說，他要！他要成為 Super hero。於是，媽咪買了一個大

行李箱，陪著男孩裝進了他所有的衣物，告訴他箱子裡所

有衣物的分類與擺設，男孩就推著大箱子來到了營隊。 

那天晚上，男孩看見了媽咪，撲上去大哭！他很想媽咪。

黏在媽咪身上如同小無尾熊般。我想，男還需要一些時

間，眼淚與哭聲是他這三天努力當小英雄後的爆發，不急

著要男孩勇敢，因為我已經看見他的勇敢。 

後來，男孩一手牽著著媽咪一手牽著爹地，走出小站，走

向停車處，找到了車位，媽咪把小男孩的手交給我，告訴

她的 super hero，兩天後見！小男孩抹了眼淚，轉身跟著我

一起走回小站，路上，我們目送了車子離開，小男孩用他

緊握的小手告訴了我他的堅定，有著滿滿的愛與信任。 

謝謝你，親愛的男孩媽咪，轉過身的你，不捨的眼淚止不

住，放手也需要很大的勇氣。謝謝你，親愛的男孩爹地，

在柱子旁邊，溫柔而堅定的陪伴著男孩，是男孩心目中

hero 的模範。 

 

謝謝你，Super Hero，用力哭過後的微笑。：） 

 

 

 

 
 

https://youtu.be/BkU5tTYxo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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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優勢面向：優勢觀點相信家庭必定持有特殊的自身優勢，在實務操作上需找出他們的優勢讓他們有力

量去積極面對生活的事件。實務工作者與團體成員建立信賴、可靠、合作互動關係，賦予親子自我決定的權

力(Laursen, 2003)。Nick Stinnett and John Defrain（1997）提出家庭優勢的面向，包含上圖幾點。 

 

1. 家庭的承諾：戶外冒險活動，因是自發性參與，在參加前也已經與家長們做好溝通，因此家長都願意陪伴

孩子一起參與，承諾一同完成。在獨木舟活動、單車活動等過程，對於家長來說，是比平常活動要使用更

多體力的。家庭 E 的孩子，並不會騎單車，但在單車活動裡，與母親承諾兩人要一起完成，共同騎乘協力

車。過程中母親的體力很受考驗，孩子是知道的，孩子幾次請母親可以跟引導員換手，母親都堅持要陪伴

孩子，也強調這是兩個人共同的目標，引導員也請孩子可以用鼓勵、穩定平衡等技巧幫助母親，孩子開始

願意覺察母親的需要。兩個人的冒險，從承諾開始。 

2. 感激與愛：「愛」時常是說不出口的。家庭 B 的母女，時常用「針鋒相對」的言詞試圖「激怒對方」，比

如「妳去死一死、我不在最好…」，在這些情緒言詞的背後，實則期待對方的關心。在走繩活動裡，孩子

離母親很遠很遠，但是當拿起引導的相機時，又主動站在母親附近，一直在記錄母親的身影。而後團隊也

創造機會使兩人互相扶持，體驗走繩。引導員提出觀察，母親表達時常不知道如何與女兒溝通，其他家庭

則鼓勵先從愛的表達開始，因為孩子私底下表達自己覺得很常會被丟掉的感受，鼓勵母親與孩子，先從互

動與表達愛開始。 

3. 正向溝通：包含具體溝通、以及正向鼓勵言語。家庭 C 的孩子在成員中是年紀最長的，因此母親也給予彼

此壓力，高度期待兩人的表現是好的，因此在活動上就會叫顯得不耐煩或易怒。比如親子廚房時，就無法

忍受孩子把湯煮焦，因此暴怒。親子廚房時這一組的任務是請孩子當主廚，由孩子分配任務給母親，母親

開始練習等待，孩子練習要仔細說出自己的需求與負責任，兩人在煮焦的湯事件後，與成員討論如何正向

溝通，而不只是責備，交換角色後都有不同的收穫。 

4. 幸福感：家庭 E 的孩子總是皺眉，表現退縮無自信，很明顯的，母親支配生活的比例也較明顯。在幾次團

體裡，引導員塑造團體氛圍會不斷鼓勵孩子，孩子跟母親突然沈浸在一種「原來我可以做好」的氛圍裡，

母親也顯得安慰，兩人從一開始很擔心活動表現不佳，到後期是很自然的給彼此鼓勵，甚至能鼓勵家庭 G，

不要放棄。 

5. 享受在一起的時間：「在一起」有時並不一定要做到什麼事情，就是生活。成員 G 的母親分享，這些戶外

活動，都是自己有興趣參與的，也感恩孩子也很享受。但是自己多數時候，是在思考到底要陪孩子進行孩

子有興趣的活動，還是我自己喜歡的活動帶著孩子參加。此議題獲得多數人的共鳴。引導員分享，其實並

不衝突，在孩子還小的時候，降低大人喜歡的活動的難度，就可以跟孩子共同享受。比如爬山，就是走走

路，可以一起享受生態與田野，雖然對大人挑戰不高，但可以跟孩子享受在一起，又可以有新鮮有趣的事

情發生。家庭 A 的母親則分享，自己因為陪孩子東奔西跑，也讓自己顯得活力許多。家庭 G 的母親也分

享，自己今年暑假很低潮，一度想要放棄，把孩子安置，因為每天都在帶孩子，也不能有更多其他工作。

家庭 G 的母親以過來人的身分給予支持。 

註：106-107年，都市人基金會每一至兩個月辦理一場親子戶外冒險活動，增進親子關係與教養知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