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年協會工作成果】
◎走訪全國育幼機構
※具體成效.：秘書長與社工、實習生參訪育幼院及少年安置機構--北區 7 所、中區 4 所、
南區 3 所、東區 2 所，共計 16 所育幼院；提供協會服務資訊，促進經驗交流。
台北市：伯大尼育幼院、華興育幼院
台北縣：新莊愛心育幼院、中和大同育幼院
桃竹縣：桃園內政部少年之家、北區兒童之家、新竹仁愛兒童之家
台中市：光音育幼院、中區兒童之家、慈光育幼院
彰化市：慈生仁愛院
高雄市：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紅十字育幼院
高雄縣：六龜山地育幼院
宜蘭縣：幸夫愛兒園、神愛兒童之家

◎企劃＆執行育幼院服務方案
（一）全國育幼院＆少年安置機構-【院生行為偏差預防-『葯物濫用防治＆反毒
宣導』活動】
＊ 協會企劃方案呈送內政部兒童局，經核可補助＄80,000 元，於 93 年 7-12 月中已辦理：
台北市：華興育幼院、義光育幼院、忠義育幼院
台北縣：新莊愛心育幼院
桃竹縣：桃園內政部少年之家、北區兒童之家、弘化懷幼院
台中市：中區兒童之家
彰化市：慈生仁愛院
宜蘭縣：少年之家-慈懷園

※具體成效：上述各兒少安置機構之 10-18 歲院生，總計約有 600 人參加，師生反應熱烈，
學員問卷評量均達致初估效益，能防範機構收容之兒少院生無知濫用葯物與觸法；其餘
台北、花蓮、高雄、金門等機構之申請，將待 94 年安排辦理。

＜桃園縣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

＜台北市華興育幼院＞

＜新竹市內政部少年之家＞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二）【全國育幼院＆少年安置機構—教輔人員『焦點解決短期心理諮商
（Solution Focus Brief Therapy）
』研習工作坊】
＊協會企劃方案呈送內政部兒童局，經核可補助＄250,000 元，於 93 年 5-11 月中執行。
【研習內容】
◎初階研習：
1.課程導論─FSBT 基本精神介紹

2.案例示範＆討論-焦點解決短期心理諮商模式

3.焦點解決短期心理諮商架構介紹

4.正向經驗與例外、假設 （示範、演練＆討論）

5.FSBT 的目標架構

6.問題解決導向的問句

（示範、演練＆討論）

7.唔談流程與架構

8.綜合演練＆討論

（示範、演練＆討論）

◎進階（一）研習：
EARS 的介紹及個案問題復發的處理

（示範、演練＆案例研討）

情緒創傷案主的輔導

（示範、演練＆案例研討）

◎進階（二）研習：
非自願案主--外向性行為(說謊、偷竊、逃家…)個案的輔導 （示範、演練＆案例研討）
個案管理--外部諮詢之輔導＆督導

＜北區ＳＦＢＴ進階一＞

＜中區ＳＦＢＴ進階二＞

（示範、演練＆案例研討）

＜南區ＳＦＢＴ初階＞

※具體成效：
1.北區-初階、進階（一）、進階（二）工作坊，計有台北、桃園、新竹、宜蘭、花蓮、高
雄、金門 16 所育幼院、8 所少年安置機構、10 社福＆政府單位之保育員、生活輔導員、
社工員等 235 人次參加研習。
中區-初階、進階（一）
、進階（二）工作坊，計有桃園、新竹、台中、彰化、雲林 7 所育
幼院、2 所少年安置機構、7 社福＆政府單位之保育員、生活輔導員、社工員等 215 人次
參加研習。
南區-初階、進階（一）工作坊，計有新竹、高雄、屏東縣市 7 所育幼院、5 所少年安置
機構、8 社福＆政府單位之保育員、生活輔導員、社工員等 253 人次參加研習。
2.課程依安置機構兒童、少年之不同案主特性、及作「個案管理」諮詢、督導等單元設計，
以概念講授、諮商示範、實務演練、案例分析、研討督導進行，學員能多元學習及運用。
3.已辦理北、中、南區各三階六天之研習課程，問卷評量反應學員對課程與師資滿意度高，
回饋表達受益良多，且均於生活或個案會談中應用；實際達致協助困境兒少之有效諮商。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三）全國兒少安置機構【主管人員『NPO 經營管理系列（一 ~ 六）』座談會】
＊協會企劃方案呈送台北市社會局，經核可補助＄28,800 元，陸續於 93 年 6-11 月中執行。
場次 時間

座

談

主

題

主持人/與談家

主持人：
洪錦芳秘書長（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1

6/23

育幼機構發展趨勢＆NPO 管理 與談人：
(總論、政策法規、研究建議…) 高永興助理執行長（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余瑞長主任（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
賴月蜜督導（兒童福利聯盟研發處）

與談人：
2

7/28

NPO＆育幼機構高階管理、內部 紀惠容執行長（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治理、風險管理…
高永興助理執行長（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釋真顗院長（宜蘭幸夫愛兒園）

與談人：
3

8/31

NPO 人力資源管理－ HR 延續 高永興助理執行長（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管理、工具評量…
馬崇熙主任（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
謝叢蕊協理（約明企業有限公司）

與談人：
4

9/30

NPO 知識管理與資訊科技運用 高永興助理執行長（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KM 實作模式、經驗分享…）陳永隆副研究員（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張銀旭課長（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

與談人：
5

6

NPO 全員行銷、募款策略＆法 高永興助理執行長（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規、倫理…
傅碧霞執行長（聖道兒童基金會）
傅蜀冀顧問（台北市孤兒福利協會）
與談人：
NPO 策略管理＆執行力--(組織 高永興助理執行長（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11/29
定位、策略規劃、案例研討…) 鮑基慧院長（台北市柏大尼育幼院）
何明城先生（高點文教機構 MBA/EMBA 管理學講師）
10/25

※具體成效：
1.已辦理之座談會各場計有來自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彰化、雲林、台南、高雄、宜蘭、
花蓮、金門等縣市育幼院、少年安置機構社福＆政府單位之院長、主管人員等將近百位
參與，與會人員發言踴躍，回饋座談內容豐富充實，問卷顯示多達高滿意度。
2.引介進步的 NPO 管理理念，協助育幼機構俱能優勢評鑑，增益安置院生之全面照護品質，
暨提昇機構在 KM、HRM、TQM..專業趨勢中之順利轉型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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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社會資源＆資訊分享
（一）籌辦【北區育幼院『台北有愛，院童開懷』知性之旅】活動
※具體成效：
1.企劃＆聯盟宏碁電腦公司、一日志工協會辦理 2004 年 6/6 活動於 「台北市政府集合 →
導覽台北探索館 →走訪台北 101 大樓書城 →華納威秀影城用餐＆觀賞『哈利波特』→
愉悅平安回家」。
2.計有桃園縣、台北縣等 3 所育幼院 161 位師生參與活動，對行程安排表示開心滿意。

（二）籌辦全國育幼院【教輔人員--『我與龍珠灣有約』致贈住宿卷】活動。
※具體成效：
1.企劃＆聯盟福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以正先生辦理，.嘉惠全國各育幼院中，終年
替代親職、辛勤照護院童之從業人員--院長、教保員、社工員等之辛勞，提供《龍珠灣
渡假村》-免費住宿券 300 張（原價＄2,500 元，一房二人＆含早餐）。
2.全國計有北、中、南區、離島等育幼院，近 300 位資深同仁填表申請，協會核審已於 6/30
陸續寄出，俾便於暑期中休閒減壓。

（三）協辦【小小偵探夏令營～ 陽明書屋人文與生態地圖繪製～】活動
※具體成效：
1.協辦 93 年教育部、財團法人崇友文教基金會、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之【小小偵探夏令營
～ 陽明書屋人文與生態地圖繪製～】活動。
2.計有台北縣、台北市等 4 所育幼院之國小三~六年級院童，報名參加三天兩夜（8/10 –
8/12）暑期活動知性之旅。

（四）協辦【分擔最後那一份沈重 -- 憂鬱症家長心靈復甦團體】＆
【2004 看見太陽 -- 憂鬱情緒青少年 SPA 戶外體驗教育團體】

※具體成效：
1.聯盟敦安基金會協辦，邀請北區 19 所育幼機構之青少年院生、社工、教保員等參與。
2.提供台北縣、台北市安置機構中，具憂鬱情緒之兒少院生及教輔人員-正確認知情緒、經歷
同儕支持、適當抒壓活動及相關醫療資訊，有助覺察與正向管理情緒，身心健全成長。

（五）籌辦【聯盟勸募＆捐贈機構--教輔書籍】活動
※具體成效：
1. 拜訪及函請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惠贈全國育幼機構（同意由本會支付寄贈郵
資）每月乙冊近期「張老師月刊」及相關書籍等，增益機構人員於安置院生之輔導應用。
2.聯絡及函請中華民國紅心字會惠贈「單親生活大補帖」－單親家庭實用小手冊，並予寄
發全國公、私立育幼院，俾便其提供個案管理與院生原生家庭之參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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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 – 督導社工系實習生
※具體成效：
1.接受實踐、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林莞瑄、吳惠雯、薛彩梅同學等，申請於協會作
暑期實習，7-8月間七週計240小時；提供暨安排參訪各育幼機構及相關督導，實踐大學
黃秀香副教授、輔仁大學高永興副教授均予高滿意度回饋，為已協助學生其專業之成長。

◎倡議相關政策法規
（一）秘書長於３月２日受邀參與『全國社福領袖--圓桌論壇』
，提具建言予吳淑珍女士：
倘民進黨繼續執政
1.建請全國家園＆校園倡導 Eduard Spranger『教育愛』之核心價值（具長久、無私、豐富、
有要求、有節制之愛）。
2.建請未來常態或定期接見社會福利服務團體領袖，瞭解需求並予可能之協助。
3.建請寬列全國兒童及少年社福預算，暨予重視第一線輔導人員之專業培訓、福利制度等。
4.建請協助全國非營利組織（Non Profit Orgernization）加速組織『資訊化』
、
『作業管理（SOP）』
等專業全面提昇。
（二）秘書長長期參與「性暴力防治聯盟」、「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兒童少年權益保護連
線」，藉由關切相關政策法案之推動，為非志願離家兒童及少年之福利權益發聲。
※具體成效：
1.6/21 聯盟拜會司法院翁岳生院長、法務部陳定南部長、內政部蘇嘉全部長等，促請關切
及支持「連續性暴力犯罪相關法條」、「性騷擾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草案」，
並撥補足額人力、經費等，以利執法之行政資源。
2.9/23-9/24 秘書長與高鳳仙法官、李光輝醫師、兒福聯盟、現代婦女基金會、雙福基金等
「防暴三法推動聯盟」代表，拜會各黨團立委；促請於本屆立委任期之最後會期，審理暨
三讀通過「連續性暴力犯罪相關法條」
、
「性騷擾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草案」
等。其中尤以「性騷擾防治法草案」及「連續性暴力犯罪」部分條文修正之「社區監控」
及「強制治療」優先。.
黨 團

出

席

人

員

台聯黨

林志嘉、黃政哲、陳建銘等立委。

親民黨

呂學樟、李永萍、秦慧珠、鄭金玲、楊富美等立委。

國民黨

黃德福立委、黃昭順助理、楊麗環辦公室主任、潘維剛立委等。

民進黨

何佳玲、葉宜津、周雅淑、蕭美琴、柯建銘、李俊毅、蔡煌瑯等立委。

3.10/18「衛環委員會」蔡鈴蘭立委允將「性騷擾防治法草案」排入議程；將可如期審理。
4.「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聯盟」關切媒體報導＆監督議題，10/19 拜會新聞局局長林佳龍，
並提出相關兒少權益之具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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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發行主題『電子報』
※具體成效：
1.長期提供育幼機構—好書導讀、NPO 管理資訊、好站連結、專業進修、親職活動、機構
徵才，及協會研習資訊、財報公告責信等；增益育幼機構與社會大眾之正向溝通平台。
2. 93 年度已發刊主題：
第 21 期電子報 ~ 若您能這樣跟孩子說話，孩子會表現得更好…
第 22 期電子報 ~ 好書導讀 －P.E.T.父母效能訓練…
第 23 期電子報 ~ 好書導讀－媽媽!我不是不愛你…
第 24 期電子報 ~ 如果您不是這樣的話，就扮演了合格的親職角色…
第 25 期電子報 ~ 不快樂的孩子 ~如何能改善父母&孩子看待自己？＆SFBT 研習…
第 26 期電子報 ~ 致賀…榮任育幼院院長 & 育幼院--主管人員『NPO 經營管理系列』
座談會之緣起…
第 27 期電子報 ~為什麼會有『壞孩子』？&「社會資源一覽表」...
第 28 期電子報 ~ 培養「有魅力」的孩子 & 21 世紀 NPO『新管理十要』...
第 29 期電子報 ~ 好書導讀：「兒童與青少年的 SFBT」&「育幼機構HRM經驗分享」...
第 30 期電子報 ~ 好書導讀：『麻吉父母』& NPO『知識管理』的重要性....
第 31 期電子報 ~ 好書導讀：『青少年的非常心事』& NPO『延續管理』....

◎ 企劃 94 年待執行方案…
（一）【
「企業展〝愛〞行動 ~ 台灣育幼院〝e〞化成功」方案】…
結合企業贊助，建置協會網站暨協助偏遠育幼機構等漸進「資訊網路化」等。
(一)第一階段---遴聘資訊專員＆採購相關軟、硬體及相關周邊設備。
(二)第二階段---拉設 ADSL 網路專線。
(三)第三階段---提供安全上網。
(四)第四階段---階段性 e 化作業。

（二）
【全國育幼院＆少年安置機構—教輔人員『關係治療（Relationship Brief
Therapy）
』研習工作坊】
（三）
【全國育幼院＆少年安置機構—院生『葯物濫用防治＆反毒宣導』活動】
（四）整合社會資源，育幼機構共享；參與法規政策倡導，增益兒少福利權益

※感謝您的用心閱讀 敬請不吝惠賜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