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年度協會事工成果】
※ 協會自 2002.10.13 成立一年來，我們秉持著務實、堅定的信念與態度而努力…

★ 發展協會會務 (91.10. ~ 92.11)
◎91.10.13 協會成立大會；91.11.7 取得內政部「立案證明書」、91.12.17 取得「法人登
記証書」、「國稅局免稅證明」；暨召開第一屆三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服務目前已加入為協會團體會員之 23 所育幼院＆全國其他育幼院。
◎91.11.19 協同李慶安立委辦公室，主辦「弱勢兒童保護的最後一道防線？！」記者會
（11/20 國際兒童人權日前夕）

★ 走訪全國育幼機構-北區 10 所、中區 6 所、南區 7 所，共計 23 所育幼院（部分團體會員）
A. 預計服務： 15 所，實際服務 23 所育幼院（含部分團體會員）
B. 達成效益：促進協會與育幼院交流互動，提供服務資訊，暨了解機構需求期待。

1.北區：台北市：好生、忠義、伯大尼、體惠育幼院、廣慈博愛院附設育幼所、台
北兒童福利中心、聖道兒童之家；台北縣：榮光、大同、愛心育幼院。
2.中區：台中市：慈光育幼院、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彰化市：慈生育幼院；南投
縣：私立南投仁愛之家附設育幼所；雲林縣：信義育幼院；嘉義縣：修緣
育幼院。
3.南區：台南市立、私立台南仁愛之家附設育幼所、天宮育幼院；高雄市：內政
部南區兒童之家、高雄縣：六龜山地、大慈育幼院；屏東縣：信望愛育幼
院。

高雄縣六龜山地育幼院

台南仁愛之家附設育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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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天宮育幼院

台北兒童福利中心

台北市聖道兒童之家

屏東縣信望愛育幼院

★ 倡導育幼機構相關法規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2. 5.28.總統公告施行
A.預計服務： 0 所，實際服務 42 所育幼院
B.達成效益：促成制定法規－分擔育幼院供應「高中以上院生學雜費」等補助。
1.秘書長參與：
91.11.11
91.11.13
92.03.07
92.03.13
92.03.18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併修＆兒少安置機構聯繫會議--兒童福利聯盟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草案--行政院版與民間版協商會議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法會議--兒童福利聯盟「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法促進聯盟--立法院委員拜會行動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草案」一讀審查會前協調會

2.通過相關育幼機構之法條－
第三十三條 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事之一，宜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
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之：前項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所必
要之生活費、衛生保健費、學雜各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由扶養義務人
負擔。
第四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或前條第二項對兒童
及少年為安置時，因受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提供兒童及少年必要服務
所需之生活費、衛生保健費、學雜各費及其他與安置有關之費用，得
向扶養義務人收取；其收費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二條 扶養義務人不依本法規定支付相關費用者，如為保護兒童及少年之必
要，由主管機關於兒童及少年福利經費中先行支付。
3.持續關切現修子法（草案）
：
「兒少福利法施行細則」
、
「兒少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兒少福利機構評鑑法」、「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
、「無依兒少安置處理辦
法」等，並就相關育幼機構法條重點整理、參與會議研討、廣徵＆提供建言。

★ 實施專業人力教育訓練
A.預計服務： 10 所，實際服務 18 所育幼院，同工 70 人次，志工 480 人次。
B.達成效益：提升育幼院教保人員、社工人員、志工團體…輔助兒少院童技巧知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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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資＆同工培訓：91.01.06-01.07 高雄縣六龜山地育幼院（30 人/*12 時）
2.教保＆社工人員：92.04.07 聖道基金會主辦「台北縣市育幼機構--輔導行為偏差
的育幼院院童之實務探討」研習課程（40 人/*6 時）
3.育幼院志工：91.11.19、92.04.02、05.27 台灣大學義光團培訓（長期服務台北
市伯大尼育幼院、台北縣大同育幼院）志工培訓（20 人/*3 時/*2 梯）
4.基金會志工：92.02.11、92.02.22、04.13 法鼓山基金會培訓（長期服務台北市
忠義育幼院）志工培訓（60 人/*3 時/*2 梯）

★ 協助進行調查研究
A.預計服務： 0 所，實際服務 9 所育幼院，青少年院童 273 人。
B.達成效益：協助台北縣市育幼院青少年院童憂鬱情緒自我檢視＆連結服務資源。
1.完成台北縣市育幼機構院童「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調查研究＆建議
92.2-3 月間，協會針對台北縣市 9 所育幼院-院內 12-18 歲國高中生 273 人，
以董氏基金會授權使用之「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進行施測，藉此認知離
家院童的內在困擾，期待早期發現需關懷群或憂鬱情緒高危險群之所在；且將統
計分析結果、發現與處遇建議，分別回覆各院。
2.92.04.03 協辦－關懷憂傷新生代座談系列之一「傾聽與支持憂鬱少年」座談會
（4.4 婦幼節）探討議題：1.青少年解讀同儕憂鬱症現象。
2.青少年對憂鬱症防治的見解。
3.青少年如何發揮關心協助憂鬱症青少年的力量。

3.92.09.27-28、92.10.25-26 聯盟敦安基金會「看見太陽...營會」協助機構內
憂鬱情緒青少年。

★ 籌辦全國分區評鑑座談會
A.預計服務： 0 所，實際服務 42 所育幼院。
B.達成效益：33 所育幼院針對 91 年兒童局評鑑、與相關政策法規表達意見，凝聚
共識，其焦點議題分析提供主管當局、縣市政府及全國育幼機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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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辦「育幼機構 91 年兒童局評鑑之回顧與前瞻」座談會
1.92.07.28 北區一：11 所育幼院之院長及機構代表等 19 位與會。
2.92.07.28 北區二：5 所育幼院之院長及機構代表等 16 位與會。
3.92.08.18 中

區：7 所育幼院之院長及機構代表等 14 位與會（含雲林縣府社工）
。

4.92.07.29 南

區：10 所育幼院之院長及機構代表等 18 位與會（含高雄縣府社工）
。

2.會議記錄＆建議整理呈送兒童局、各縣市政府社會局、全國 42 所育幼院。

★ 企劃＆執行育幼院服務方案（＊93 年將持續籌募「專案經費」實施）
◎ 育幼院社工＆教保人員『體驗教育』方案
A.預計服務： 10 所，實際服務 8 所育幼院， 16 位社工、教保人員。
B.達成效益：方案通過台北市社會局補助申請，參與學員自評「受益充實、滿意
度高」。
1.92.04.16 通過台北市社會局「少年福利工作人戶外體驗學習培訓營」政策方案
補助。
2.92.07.04 於陽明山福音園舉辦【體驗不同凡響的自我－AE 培訓營】。

◎育幼院院童「法治教育」團輔方案
A.預計服務： 2 所，實際服務 2 所育幼院， 100 位師生。
B.達成效益：方案通過台北市社會局補助申請，輔助院童認識「藥物濫用」犯罪
課題，與其對自身之誘因危害，預防未來不慎觸法之可能。
1.協會關切背景特殊之兒少院童，與社會藥物濫用低齡化現象，舉辦「法治教育」
團輔【反毒宣導－毒你千遍也不厭倦】
，百位師生參與，學員自評獲益符合需求。
2.92.10.04 於台北市聖道兒童之家，92.11.21 於台北兒童福利中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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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幼院師生『教輔書籍』募贈方案
A.預計服務： 10 所，實際服務 35 所育幼院師生。
B.達成效益：贈與、充實城鄉育幼院教保、社工親職教育、心理諮商、自我關懷…
相關專業書籍，及兒少院童「生活教育」叢書。
1.協會 5-7 月推廣募書專案，承蒙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新雨出版社捐贈
「親職教育」、「親子生活小百科」等書籍乙批。
2.7/29-8/18…轉贈 35 所育幼院之教保師資、青少年院童受惠。

★ 協會發行主題電子報
A.預計服務： 42 所，實際服務 42 所育幼院、社會大眾。
B.達成效益：

◎提供「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線上檢測（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 92.04 授權）。
◎製作「青少年憂鬱防治系列」主題電子報（92 年元月－4 月，共 9 期）。
◎製作「教輔關懷系列」主題電子報（5 月－12 月，共 11 期）。
◎電子報長期提供育幼機構 NPO 專業進修、親職教輔、親子活動、機構徵才資訊。

★ 連結多元資源＆資訊分享…
A.預計服務： 10 所，實際服務 10 所育幼院、社會大眾。
B.達成效益：

◎92.02…連結社區資源「童想電影節」活動贈票、志工招募訓用等。
◎92.05.07 關懷機構 SARS.疫情－企劃企業【Help 弱勢兒童防疫公益活動】方案。
◎92.07.12-07.13 協辦「以愛逐夢，讓愛飛翔－育幼院童夏令營會」
，北市忠義育
幼院師生 42 人、【亞洲行-領袖行動】77 期學員志工 53 人，為期二天一夜知性
之旅。
◎92.09.01－11.30「人人公益網」－志工推薦協會經喜馬拉雅基金會邀請成為接
受點擊關懷、企業贊助申請受贈對象；協會＆育幼院資訊刊載於
http://give.npotech.org.tw/。
◎可米瑞智公司、廣盛文具有限公司等贈與兒童用品、卡片...協會轉贈育幼院共享。

★ 企劃＆尚待執行方案
◎ 創傷後院童「創傷經驗」治療團體方案
◎ 育幼機構師生『教輔＆教科書籍』捐贈方案
1.教保、社工人員－親職教輔專業書籍（親職教育、心理諮商、行為改變理論與
方法、自我關懷、兩性＆品格…教育、職技生涯、資訊網路、醫護環保、非營
利組織管理等）。
2.國中、小學院童－課程自修參考書籍（為因應教改「一綱多版」的教學，避免
機構學童在教育多元的競爭中，更形弱勢；予以募集贈與師生課程自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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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多元志工-教育關懷院童」方案
結合社會多元人力資源，參與關懷育幼機構，共同推動、執行志願服務方案，
如：法治、醫護、兩性、品格、人文、資訊、職技、休閒…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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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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