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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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培力方

案 

(108年) 2019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一、 計畫緣起 

都市人基金會民國 78 年成立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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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暑假「28 天戶外體

驗冒險共生營」，至今辦理 12 屆(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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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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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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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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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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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開創不一樣的生命翻轉機會。 

本勸募計畫為開展一個翻轉生命之復原培力的訓練方案，以體驗冒

險方案作為復原增能的介入工具，使弱勢族群能在這個冒險療癒機制中，

重新看見自己的價值，在各種戶外活動中去發現並且能進一步發揮自己的

能力，調整溝通模式與建構團隊合作的成功經驗，再做中學的歷程裡復原

增能及重拾弱勢族群的自我夢想，並在日常生活裡設立各式自立課程，包

括：情緒管理、問題解決、職業能力、生活自理、營養健康照顧、財務管

理、休閒管理、時間管理、社交能力、教育學習、房務整理…等，期待促

使弱勢族群學習自立生活培力及塑造良善品格，快樂的做中學、探索生涯

未來自立方向、恢復信心融入社會，提升未來自立生活的適應力與未來夢

想的實踐力。 



  

二、 計畫目標 

1. 進行少女中長期安置業務，辦理「向日葵家園」 

落實自立生活訓練計畫 以社區化、家庭化與精緻化為基礎，發展個別性 

且具療癒性的團體家庭環境，以確實保障弱勢少女的人權與照顧、就學、 

輔導等需求。並提供向日葵少女生活訓練課程、社區職場媒合，協助擁有 

可獨立的生活能力與內在恆毅力，成功自立。 

2. 辦理多元化體驗教育及冒險療育（治療）方案  

帶領向日葵少女，以及社區中有需要的各個族群，從冒險中獲得信心，於 

挑戰和挫折中經歷突破跨越，激勵自身及團隊的內在力量，重拾夢想和能 

力帶回生活及工作中。  

3. 培訓社福領域或社區中體驗教育與冒險療癒之專業人才 

本會累積體驗教育與冒險療育之服務經驗近20年，期待將此專業與服務經

驗培育更多有志投入的工作者，帶動更多兒少與需求族群生命轉化。辦理

各式復原增能的冒險療癒方案。 

 

三、 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08 年 3 月 27 起至 109 年 3 月 24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08 年 3 月 27 起至 111 年 3 月 24 日止 

 

四、 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81367083 號。 

 

五、 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 收入： 

自 108 年 3 月 27 日起至 109 年 3 月 24 日止 (募款活動期間) 

收入 $1,949,021 元+利息$1,115 元=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總計$1,950,136 元 

收入 

108/03/27~109/03/24(募款活動期間) $1,949,021 元 

109~110 利息收入小計 $1,115元 

  

合計 $1,950,136 元 

 

 

● 必要支出： 

募款必要支出金額 $ 0元（勸募活動經費支出小計$50,054 元） 

支出 

項目 金額 

文宣印刷與設計 $554 元 

系統防護租賃費 $30,000 元 

網頁程式設計費 $19,500 元 

 



  

 

 

 

● 淨收入$1,949,021 元+ 利息收入$1,115 元 ＝餘額 $1,950,136 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1949,021 元 

108/03/27 ~109/03/24 止 利息收入 $555 元 

109/3/25 ~110/04/21/20 止 利息收入 $1,115 元 

合計 $1,950,136 元 

 

● 服務執行支出 

淨收入$1,950,136 元(含孳息) - 服務執行支出$1,900,602 元(本會自籌$ 520 元) 

服務執行支出 

服務支出-「向日葵家園(3戶)」少女中

長期安置業務 

$1,779,748 元 

服務支出-多元化體驗教育及冒險療癒復

原增能方案 

$120,854元元 

服務支出-體驗教育與冒險療癒之專業人

力培訓 

$0 元 

服務執行支出合計 $1,900,602 元 

募款活動必要支出 $50,054元 

支出總金額 $1,950,656 元 

(經費不足由本會自籌)合計 ($ 520元) 

 

 

六、 執行成果 
本成果報告，依據勸募計畫內容，因實際募得款項之金額，將著重於原訂
計畫目標之前兩項，依序為：「向日葵家園安置服務現況」與「多元化體
驗教育/復原增能的冒險療癒方案」。 

(一) 向日葵家園安置服務現況 

1. 服務對象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少
年事件處理法規定，或其他經評估應予保護安置或協助自立之 10 歲以
上22歲以下少女，經縣市政府社會局轉介至本會，稱為「向日葵少
女」。 

 

2. 服務形式 

我們堅持，「團體家庭」 

少女安置目的理由多元且複雜，進入安置體系之前，多已帶著各 
種創傷經驗，易產生創傷壓力症候群、生心理需求、人際互動、防衛 
行為、非行行為等。無論安置原因為何，過去在心理健康、教育成
就、身體健康及經濟條件等各方面條件較其他一般成長於家中之少女
相對弱勢許多，亦經驗拒絕、充滿自責、不易與照顧者建立信任或依
附關係，甚至形成負向行為等。 

國外的團體家庭實施經驗結果顯示，發展一個特殊的寄養形式， 



  

並運用具專業背景的寄養父母於安置個案上是具有其效果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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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屋四人為限的團體家庭，確實保障少女的基本照顧權益。研究發現治
療性的團體家庭對青少女而言，更可以促進整合性的發展與健康。
Pierce 和 Hauck（1981）認為團體家庭的優勢比起寄養家庭更具治療
性資源，因為一般寄養父母很難同時照顧一群憂鬱情緒的青少年，而且
以家庭為形式，更可以與社區發展鄰里關係，提供青少年所需的各項發
展與休閒資源。 

 

3. 服務目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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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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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常有學習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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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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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長期目標---自立生活就業及參與社區服務 

為各個案主量身訂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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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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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去學習如何將愛給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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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陳怡芳, & 胡中宜. (2014). 兒少手足共同安置於團體家庭之工作經驗探討. [Working Experiences with 

Taiwanese Young Siblings in a Child Group Home]. 臺灣社會工作學刊(13), 39+41-68. 



  

4. 服務面向 
 

 

 

 

 

 

 

 

 

 

 

 

 

 

 

 

 

 

 

 

 

 

 



  

 

5. 辦理過程與成效 
 

 

 

 

 
夏天要到了，冬被曝曬過，也要收摺疊起來，日

常生活因應季節變化的一個歷程，這些安置少女

在機構裡才開始經歷這樣的生活常識與生活中的

練習。 

自立少女嘗試揉麵粉製作蔥抓餅，一糰一糰
的製成，另一方面也練習計算花費成本，9天
的早餐有著落了。 

 

 

 

 

在家園這是這麼練習剪頭髮，假人頭與真人的髮

質摸起來觸感就是不一樣，對未來美髮設計師就

是實體操練，對要省錢的自立少女就是各取所

需。 

專注地為模特兒練習按摩美容，也想辦法在家

園布置出專業環境的設備與氛圍，要做的就是

只有練習再練習，唯一目標就是要成為專業人

士。 
 

 

 

 

與國際志工交流，美國人、韓國人與馬來西亞人

的文化與打招呼分享，建立國際觀之外，也提升

向日葵少女與人良性溝通互動的勇氣。 

外出用餐時，自備餐盒與餐具，環保觀念與行

動要從日常生活中做起，才能建立好習慣。 

 

 

 

 

 

自立培力的其中一個訓練，安排規劃家園休閒活

動，選擇搭乘交通工具，知道購票處與練習自己

鼓起勇氣完成購票。 

中秋節當然就是要烤肉!參加社區教會舉辦的

活動，建立正向人際關係的連結與練習良性互

動模式，也期待能創造更多生活裡的美好記

憶。 



  

 

 

 

 
日常的居家生活裡還是可以培養美學與美感，粉

彩畫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材質的柔性，完成

後的每幅畫都很美，增加安置少女們的成功經驗

來提升自信心。 

城市大冒險的定向活動設計，找到下一條路
徑與抵達目的地，觀察地圖以判斷方位與路
線就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從中去認識所居
住的環境。 

 

 

 

運動有益身心健康，炎炎夏日消暑和省電的運動

方式就是要多使用機構附近的運動中心來游泳，

讓安置少女更熟悉運用社區資源以安排日常休閒

生活。 

參觀美術館，其中一個國際人像特展，不同國

家，不同種族，不同性別，每個人就是這麼的

不一樣，少女們也感受到自己也就是如此的獨

一無二。 

  
有趣的畫面，這不是攝影課，而是外出旅遊大家

想要拍攝的一個角度，每個人所站位置都不盡相

同，都有自己想要取景的角度，反而形成獨一無

二的畫面，無形中創造生活的樂趣。 

在海邊除了可以讓人心曠神怡之外，在沙灘上

研究每個小洞，好奇招潮蟹的生活處所，想要

挖掘出招潮蟹以證明這是牠門的足跡所在，反

倒覺得挖沙的觸感很有趣，形成生活裡少見的

經歷。 



  

(二)多元化體驗教育/冒險療癒復原增能方案 

1. 服務對象 

社區中，透過政府、學校、機構、組織等單位轉介，有冒險治療或自立
訓練需求之標的族群。標的原則乃依各單位服務對象進行評估，與都市
人基金會冒險治療引導員討論服務需求與處遇目標。 

2. 方案設計原則 

(1) 引導參與者自我發現(Self-Discovery) 

(2) 激發參與者擁有遠大的想法(Wonderful Ideas) 

(3) 強化學習的責任感(Responsibility for Learning) 

(4) 發揮同理心與關懷(Empathy and Caring) 

(5) 培養問題解決的積極態度(Problem Solving) 

(6) 促進合作而非競爭(Collaboration) 

(7) 鼓勵創意及包容力(Creation and Inclusion) 

(8) 與自然環境正向互動(Nature World) 
(9) 獨處及反思(Solitude and Reflection) 

(10)服務他人(Service) 
 

3. 實施內容 

以體驗冒險教育為基礎架構，設計能達成「建造信心、克服恐懼、生命
重整」為主軸的冒險療癒課程，包含獨木舟、登山、攀岩、垂降、溯溪、
單車、城市冒險、高低空繩索、定向等活動。涵蓋以下內容： 高關懷
兒少冒險挑戰營隊、領袖訓練營隊、親子關係與親職教育、受暴婦女或
暴力相對人團體、服務學習體驗課程。以下為範例行程： 

 

 Day1 Day2 Day3 

課程 
元素 

體驗探索活動 低高空繩索挑戰 冒險任務大挑戰 

課程
目標 

透過平面活動凝聚團隊
並設立團隊目標，培養互助合
作、溝通協調的能力 

藉由挑戰冒險情境開展孩子
的感官，真的感受與環境的
互動，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 

高空繩索挑戰除了信任
關係提升，更幫助個人在面對
困境時的抗逆能力 

 
上午
課程 

報到/集合 晨間律動 晨間律動 

流程介紹與說明 
 

【荒野迷蹤】
越野定向體驗 

【巔峰戰士】 
攀岩、垂降挑戰課程
或 登頂北市最高峰 

【學習大不同】 
團隊探索遊戲 

 【溫馨食刻】 

下午
課程 

【跨越阻礙】 
團隊低空繩索挑戰 

【荒野迷蹤】
越野定向體驗 

【種子的茁壯】
給自己的一封信 

結業式 

 【自力野炊】  

賦歸 夜間 
課程 

【同心圓時刻】 
「歪」國人來囉！！ 

【生命彩繪】 
生命激勵故事 



 
 

4. 辦理過程與成效 

以下集結各營隊活動過程作為分享，服務對象為安置機構青少女與弱勢家

庭的孩子。 

 

體驗教育強調在活動過程自己本身的經歷所帶來

的感受給予的體會、體悟所帶來的反思。這個活

動設計是蒙眼後想辦法去拿到物品以及以觸感的

方式來判斷其物品。大家才發現原來看不見的時

候會有些慌張與更多不確定性與不便性而增加的

不安全感與焦慮感，必須要先讓自己鎮定一點，

太快放棄就會什麼也拿不到，最後覺得要珍惜自

己的視力正常，可以正常生活。 

 

攀樹的過程必須先專注於目標，且小心謹慎地爬

上樹幹上，架好吊床後，讓自己跨出樹幹躺在吊

床內，想辦法克服跨入吊床內的不安全感，一方

面面對自己的恐懼，一方面讓自己身體繼續維持

平衡感，以及進入吊床後如何讓自己安然自在自

處，看看不同於往常的視野角度和景象，更是近

距離聽聽樹上的蟬鳴鳥叫聲，嘗試練習享受人生

這件事。 

  

溯溪的過程裡最容易看見大家很容易就伸出手

來，相互手拉手的幫助，這個歷程很可以看見大

家為他人著想，也彼此前後的夥伴確認是否需要

拉一把，在孩子可以做到的範圍內，工作者的角

色就轉為觀察者、陪伴者和鼓勵者，就不會是施

力者。夏天玩水也就會更開心和更有趣。 

 

開箱文。這是一個人份的4天登山露營裝備，顯

然易見事前準備相當重要，停留在山上數天首先

要留意保暖和飽食，藉此重點訓練孩子們按部就

班規劃、充足預備與雙重盤點確認的習慣，以建

立謹慎負責的做事態度。 

整齊排完這些個人裝備後，孩子們瞬間覺得好壯

觀，原來光是一個活動就是需要這麼多行李，而

且是還沒有加進公裝備和公糧，瞬間也覺得自己

很了不起，能一口氣背這麼多東西。 



 
 

 

大家一起搭帳，各就各位，自行協調哪邊先開始

處理營仗，也各司其職，一拉一收，固定好所在

位置的部分，搭帳不是很困難，但可以讓團隊思

考如何做？步驟有哪些？哪些方式可以是最快

速完成好的？在過程裡去思考結構化分解動作，

甚至是否更快速有效率的方式也是個有趣的歷

程。 

 

夜晚各自練習自己負責的那道菜，練習自立生活

之後，分享完工的佳餚，通常從早出發走到天黑

後的登山行程是疲累的，但為了保存並維持體力

就得進食，晚餐就是不容忽視，再累也要為自己

預備好明天的體力，這時候的飢腸轆轆看到任何

食物就都是佳餚美味，大家一邊喘息，一邊分享

登山時自我的狀態，從呼吸到步伐的樣子，看到

的景色與平地的差異等等，這些都是生活裡的變

化觀察與調適練習。 

 

在山中原始森林裡，簡單搭帳布置成所在地，E

過程中不與人交談，大家相互保持一段相當的距

離，在設定的時間裡練習觀察與熟悉，甚至去感

受陌生環境所帶來的各種感受，更重要的是練習

與自己的內在深沉的對話，從不知道要對自己說

什麼，覺得時間過很慢，剛剛聽到的聲音是甚麼，

到對自己的看法或是下山後要做什麼，將來想要

做甚麼工作，這些思考都是在認識自己的歷程。 

 

活動期間對於參與者很重要的整理和反思的歷

程會透過書寫作為再梳理的歷程，總結了參與活

動過程的自我消化吸收的精髓，書寫下來也是更

加深印象與提升未來生活裡的執行力，也能藉由

別人的經歷體會從中有另一番新的角度與另類

學習，經驗統整是為了加強每個人創造形塑更美

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