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愛圈在一起」～「老」「憨」「少」社區共融服務計畫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吳惠嵐督導、李若琳專案經理、蔡志偉社工員 

                  張僑姿教保員、江俞靜教保員、莊月鳳教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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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一）：拓增服務資源，使社區心智障礙者、長者、兒童同受益 

 
 
108~ 
 
109年 
 

操作目標 

◆辦理 ① 2,685人次「憨、老忘齡共學堂」 

       ② 2,000人次「『趣』玩生活學堂」 

       增進28名智青(心智障礙青年)及70名長者 

       健康促進、人際互動、社區參與融合能力 

◆辦理 400人次『你「融」我「融」代間共融育樂營』 

       營造40名「兒童」與「長者」、「智青」互動融合情境 

       促進跨世代、族群彼此之瞭解及溝通。 

目的（二）：發展高齡心智障礙者服務專業，為組織創新與發展累積能量 

 
108~ 
 
109年 

操作目標 

◆從實務中累積中高齡心智障礙者及長者服務經驗，建立機構間合作與服務提 

  供模式，完成組織中高齡心智障礙者服務模式初探。 

◆盤點、開發及新增長照服務資源，建構核心合作夥伴關係及資源，儲備組織 

  下一階段發展動能擴充現有服務種類與類型。 

方案目的與操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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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與需求 

服務對象 需求 

1.信望愛中心 

  沙鹿社區日 

  間照顧服務 

2.社區之18歲 

  以上智青 

合計28名 

1.受限本身障礙及學習能力之弱勢，需要多元豐富的學 

  習與刺激，以提昇各方面的發展。 

2.讓智青和社區自然互動，提昇其「社區參與」、「社 

  區融合」機會，讓社會大眾瞭解及接納他們。 

鹿寮里社區的

長者計82名 

1.鹿寮里老年人口數較其它里多，受限政府齊頭式補助 

  經費，只能以70歲長者為主，65歲-70歲的長者無法 

  接受服務。 

2.原先辦理的課程變化較少，結合信望愛中心資源(人員 

 、專業)，豐富課程內容，讓長者與智青互動交流、彼 

  此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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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執行過程與成果 

1.每月2~3次(週二上午)，智青與長 
  者一起參與活動，憨老彼此互動關 
  懷。(37場/2678人次) 
 
2.信望愛中心與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資源分享與合作規劃帶領活動， 
  豐富社區關懷據點活動內容。 

【憨老忘齡共學堂】 

1. 辦理創意手作、體適能、禪繞畫等活 
   動 (每週一次，一期10次)，智青與長 
   者(以無參與其他樂齡、長青課程者為 
   主)一起快樂學習。(50場/1439人次) 
 
2. 109年起由長者擔任講師，主導湯圓、 
   手機揹袋、紅龜粿等多元休閒活動。 

【趣玩生活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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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執行過程與成果 

【你融我融代間共融育樂營】 1.辦理暑期兒童育樂營，由智青擔任 
  助理，教導學童製作手工皂。 
2.長者將豐富的人生閱歷化為故事， 
  說給智青及學童聽，有的大展廚藝 
  專長，帶領炒麵和做鹹湯圓，老、 
  憨、少玩在一起。 
3.經由兩年活動，學童從陌生到熱絡 
  ，活動結束時學童都很熱情給予智 
  青祝福及鼓勵。(2年/541人次) 

【社區相談所】 

1.透過資源聯繫會議，發覺社區潛在 
  服務對象，並邀請參與本計畫共學 
  堂活動。 (17場/143人次) 
2.進行服務資源盤點與建置及相關社 
  區福利服務諮詢~長期照顧、心智 
  障礙福利服務。(3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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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結合信望愛中心、社區發展協會、學校、公部門與社區長者資
源，辦理一系列活動，增進智青、兒童與長者休閒、健康促進
課程豐富度及參與機會，建構未來在地各單位間彼此合作與效
力之美好經驗與模式。 

接
納 

經過兩年的互動，長者與智青在社區相遇時會互動打招呼聊天，
這樣的氛圍也影響到來公園運動散步的社區民眾。相較兩年前，
家長早晚帶著智青出入時，社區長者及到民眾因不熟稔而流露出
的冷漠不友善態度，大大地不同，社區的接納度增加了。 

融
合 

社區共融服務，帶給社區長者、國小學童、智青實質的改變與影
響～彼此正向、友好互動，相互關懷、支持陪伴，達到融合的目
的，也讓家長看到心智障礙大孩子們的成長與改變，家長更放心 

合
作 

資
源 

透過資源聯繫會議，區域內身障服務單位及各里發展協會與里辦
公室彼此更加認識，更藉此多提供12名社區智青參與共融活動機
會，並走出鹿寮里，擴增到沙鹿里社區發展協會，示範及帶領長
者和智青一起進行音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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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China Social Welfare Associ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ial welfare programme were published 

2021 We Make The Change 
方案名稱：麻吉家族【社區自立生活】培力服務計畫 
Program Name: Maggi Family Community Self-Reliance Service Program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Name of the unit: Maria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a consortium legal entity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林網市主任、曾玉琳社工 
Program executive team member: Lin net city director, Zeng Yulin social worker 1 



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Overall purpose and operational objectives 
 

1 
目標（Goal）︰ 

透過多元性休閒活動的服務讓成年的智能障礙青年能夠在假期或休息日豐富他們
的休閒生活；同時藉由活動的辦理，可以增加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的相關能力。 

促進個人生活品質提升、社交互動力及網路社交平台運用 

• Promote personal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use of online social platforms 

提升智能障礙青年社群幹部領導能力 

• Improve the leadership ability of young community cadre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滿足智青增進交通技能、表演的想望，增加生活能力與興趣發展 

• Satisfy Zhiqing's desire to improve transportation skills and performance, and increase 
his ability to live and develop his interests 

提升多元溝通學習，增加自立生活的能力 

• Improve multi-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increase the ability to live on their own 

發展社區融合及服務學習 

• Develop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learning 

to enable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o enrich their leisure lives on holidays or rest days 

through the services of multi-purpose leisure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processing of 

activities, can increas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ability to live on thei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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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與需求 
Service objects and requirements 
 

2 
多元性休閒活動 Diverse leisure activities 

會員大會 General assembly 

自主經營臉書專頁 Run your own Facebook page 

培訓幹部會議&領導 Training cadres meetings and leaders  

社會服務與學習Social Service and Learning 

多元溝通學習-活動語音通知單 Multi-Communication Learning - 

Active Voice Notice 

終身學習學苑 Lifelong Learning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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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策略 
The servic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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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問題與需求 第一步 

活動設計 第三步 

設定目標&目的 第二步 

評估執行成效 第四步 

對智青的影響 第五步 

Identify problems and needs 

first step 

Second step  

third step  

the fourth step  

the fifth step  

Set goals & objectives  

Activity Design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ation  

Impact on Zh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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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過程  
The execution process 4 

12場多元性休閒活動 每年三月辦理1次會員大會 

自主經營臉書專頁 

辦理12場次多元溝通學習-活動語音通知單 

辦理2場次終身學習講座 
辦理20場次單車社團 
辦理48場次牧靈成長社 

辦理6場次幹部領導培訓 

辦理12場次環保青年志工服務 

12 multi-faceted leisure activities Once a year in March for the General 

Assembly 

Run your own Facebook page Conduct 6 training sessions for cadres' 

leadership 

For 12 multi-communication learning - activity voice notice 

Handle 2 lifelong learning lectures 

辦理4場次社區關懷青年志工 

For 20 bike clubs 

For 48 times the pastoral growth society 

For 12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youth 

volunteer services 

Handle 4 times community care for young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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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Servic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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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休閒活動 

牧靈小組成長社 

幹部會議 幹部培訓 

社會服務與學習 語音學習通知單 

98%喜歡 

2%不知道 

Multiple leisure activities  Cadre meeting  Cadre training  

Pastoral Group Growth Club  Social Service and Learning  Voice learning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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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吉家族【社區自立生活】培力服務計畫 

Thank you 
簡報結束 

7 



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小豆苗玩具展能服務方案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蔡美芬執行長、張芳瑜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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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活動名稱 整體目的 操作目標 

小豆苗玩具車服務 藉由玩具車機動性，解決偏遠社
區缺乏育兒玩具資源，借用過程
中提供玩具示範，提升家長親職
教養知能，協助偏鄉孩童的發展，
也宣導兒童健康發展重要性，並
且建立新北玩具資源缺乏地區之
玩具資源中心。 

從玩具車提供借用服務，
在新北偏鄉五個資源缺乏
區域，提供每兩週一次巡
迴的玩具車服務，提供36
場次借用服務，讓偏鄉家
庭可以更便捷性的取得育
兒資源，讓親子從中習得
玩具操作，增進親子互動
與家長親職能力。 

玩具銀行服務 針對偏鄉經濟不利因素或特殊境
遇家庭開設玩具存摺，設立三個
成長目標，達成目標即可獲取玩
具，社工員從訪視過程中，檢視
階段性目標，紀錄孩童達標過程，
促進其健康成長。 

玩具銀行服務，以蛛網式
的網絡服務模式，服務偏
鄉區域有120位經濟不利或
特殊境遇家庭孩童參與，
且參與孩童有80%能成功完
成目標，並提供適齡玩具，
來協助孩子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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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與需求 

1.本方案服務0-6歲學齡前偏鄉區域親子(新移民
家庭、隔代教養、經濟不利與發展遲緩兒之家庭) 

2.本方案所服務偏鄉地區的孩童，該區域面臨著
少子化、人口外流的處境，由於考量家庭經濟因
素，育兒資源普遍嚴重不足，且因地處偏遠，相
關育兒資訊受限不流通，難以給孩童一個完善的
育兒環境，更影響偏鄉孩童其適齡發展及學業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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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策略 

小豆苗玩具車服務策略 玩具銀行服務策略 

1. 新北市偏鄉區域(石門區、金山區、
萬里區、瑞芳區、貢寮區等)，與幼
兒園所和社區合作。 

2. 結合基金會小豆苗圖書館網站，提
供線上玩具預定，讓家長可以線上
預訂，前往活動地點領取。  

3. 社工員定期聯繫合作單位，確認前
往服務時間地點，以及通知家長領
取玩具時間。 

4. 在活動地點執行玩具更換與借用活
動，並示範玩具使用。 

5. 玩具回收後，安排志工進行消毒與
整理。 

 

1. 在本會網站、網路平台上招募玩具
物資，聯繫玩具廠商贊助玩具。 

2. 社工員與偏鄉學校、社區合作，媒
合經濟不利或特殊境遇家庭之孩童
及其手足一同參與。 

3. 社工員與園所教師、家長訂立玩具
帳戶目標之設定，經本會審核通過
後，以半年期為限，本會社工將定
期與園所聯繫，確認孩童執行狀況。 

4. 依執行狀況，適時修訂目標，未達
標者了解背後原因，社工訪視檢討
目標重新設立。 

5. 從執行目標過程中，去記錄孩童的
成長與家長親職能力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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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過程 

玩具分類 

裝箱 

玩具借用 

玩具清潔
消毒 

活動聯繫 

志工培訓
排班 

小豆苗
玩具車 

玩具銀行執行過程 玩具車 
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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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 

個案 

設立服
務目標 

追蹤執
行服務 

成果 

檢視 

每
半
年
進
行
成
果
檢
視
，
分
成
兩
梯
次 

（
第
一
梯
次3-7

月/

第
二
梯
次9-

12

月
） 



服務成效 
成效一：小豆苗玩具車借用服務，藉由玩具車機動性，解決偏遠社區缺乏育兒教玩具資源，
借用過程中提供玩具示範，提升家長親職教養知能，協助偏鄉孩童的發展，也宣導兒童健康
發展重要性，並且建立新北玩具資源缺乏地區之玩具資源中心。  

1. 根據玩具借用服務表統計:玩具車借用服務109年度玩具車共計舉辦36場次，共15個據點，
包含12個學校、3個社區據點，服務906人次，玩具借用服務借用量為744組。玩具借用管
道除了一般紙本借用外，也提供線上借用管道，讓偏鄉家長可以在玩具車網站上依年齡、
玩具功能性分類替孩童挑選玩具。 

2. 玩具車服務除了提供借用服務外，也會觀察評估偏鄉偏遠區域之幼兒園，所擁有的資源
不盡相同，因此在服務前，先和老師溝通，上線選擇希望給園內孩子的玩具，讓孩子在
玩具車到園服務中，除了趣味性也享有多元智能的發展，但除了提供借用服務，玩具車
也在社區進行兒童健康發展宣導。 

成效二：小豆苗玩具銀行-針對偏鄉經濟不利因素或特殊境遇家庭開設玩具存摺，設立三個成
長目標，達成目標即可獲取玩具，社工員協助檢視階段性目標，紀錄孩童達標過程，促進其
健康成長。 

1. 參與玩具銀行服務之孩童共118名，共計113名成功達標，達標率達96%，針對未達標5名
發展遲緩兒童分析原因，在專注力與不觸碰同學的目標，對發展遲緩兒童本身是較難以
達成的，設立目標應以孩童能達成的小目標，而非一開始就設立大範圍的目標，且設立
目標後，當遇到瓶頸時，除了學校老師協助外，社工員也會建議家長去詢問學校的巡輔
老師或醫院醫生跟治療師的意見，看見孩子行為背後的原因，如此可以幫助孩子更快達
成目標，成效才能顯現與達標。 

2. 此外更將服務拓展至台北市萬華區因其地理環境特殊，雖在台北市但卻貧富差距懸殊，
與基金會中正萬華早資中心社工員合作媒合16名近貧家庭下孩童加入，且皆成功達標，
除了服務偏鄉，更將服務拓展至台北市近貧家庭，擴充其育兒資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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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 

自立倡議，自主生活：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推廣計畫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莊棋銘、林君潔、翁玉鈴、陳彥廷、
蔡心于、吳貞慧…等。 

http://www.ciltp.artcom.tw/ap/index.aspx


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自立倡議，自主生活：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推廣計畫」
著重於「推廣」、「宣傳」、「倡議」，並由同樣是障礙
者的同儕，協同策劃、執行各項活動、倡議、相互培力，
發揮障礙者自我發聲的影響力。本次新增《自立生活與社
區支持、政策焦點團體》、《自立生活與支持模式分享
會 》、《政策發表會》等活動，加以產出本土論述，與國
際接軌，發展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神，並呼應
國際上自立生活運動強調的「障礙者主導」的核心價值。 



服務對象與需求 

服務對象：身心障礙者，以及相關社會工作者 
需求：社會參與服務/社會網絡建立/權益倡導/自立生活支
持服務建構。以本會多年實務經驗進行推廣與倡議。 
 



服務策略 

服務項目 工作內容 實際投入的時間、
次數、頻率 

自立生活與
社區支持、
政策焦點團

體 

一、舉辦五場焦點團體。一場開放線上討論 
二、討論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處境。 
三、同儕支持如何促進社區生活意願。 

五場共十七小時。 

自立生活與
支持模式分

享會 

一、邀請四家社會企業分享身心障礙者就業協助實務操作。 
二、分享巴基斯坦跟台灣的自立生活團體香關營運現況，
以及身心障礙者就業統計。 

分享會共3小時 
每位講師30分鐘。 

政策發表會 
一、論述討論。 
二、記者會現場倡議、口號、舉牌。 

兩次記者會約四小
時，討論會議另計 

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
(CRPD)民間
影子報告 

一、現有法規與支持服務。 
二、無障礙修法近況。 
三、身心障礙者權益公約施行現況。 
四、政府針對CRPD結論性意見回覆。 

約八場。 
 



執行過程 

一、「自立生活與社區支持、政策焦點團體」：收集各地障礙者，切身在自立   
生活於社區當中遇到的困境與問題。從中找出政策倡議的方式，促使政府在制
度設計、社會服務提供能夠「接地氣」，並聽取障礙當事者建議。 
二、「自立生活與支持模式分享會」：根據本會常年提供自立生活之服務發現，
身心障礙者居住在社區當中，除了需要「個人助理」協助提升生活自主，「同
儕」提供經驗支持外。舉凡經濟弱勢，就業困難、居住環境有障礙，移動缺乏
良善大眾運輸與輔具等，都是造成身心障礙者必須依附家人照顧或者無法離開
照顧機構的主因。有鑑於此，本會舉辦相關支持模式分享會，邀請「社會企業」
團體提供身障者就業模式，109年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藉此時機探索且
打造身心障礙者可及且可行之自立模式。 
三、「政策發表會」 ：根據「自立生活與社區支持、政策焦點團體」與「自
立生活與社區支持政策研討會」所收集之參與者各項政策建議，彙整成政策白
皮書，藉由民意代表發表政策發表會。促使政策改變。 
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民間影子報告」：本會將與其他非營利組織
撰寫，民間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民間影子報告，作為政府施政參考。
以期政策制定、社會服務提供，能真正符合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之需求。 

五、因應「新冠肺炎」疫情：109年度之工作模式，焦點團體、民間
影子報告等，部份改為線上執行，以符合政府防疫政策。 



服務成效 

「自立倡議，自主生活：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推廣計畫」共服務
約341人次參與系列活動。約投入16場次(包含上、下午場各為一
場)的講師、提供約64小時活動，造成的影響，是觀念的轉換，以
及凝聚各地身心障礙者團體、社會福利團體的機會，達到自我倡
議之重要性。使自立生活可以透過活動，先從觀念改變開始。日
後才能有群眾跟需求，成為改變制度，由下而上的草根力量。 
本次「自立生活與支持模式分享會」，讓很多參與者感受到身心
障礙者就業的多元性跟可能性，透過「社會企業」就業支持，來
達成社會參與是有可能性的。而焦點團體中的「障礙客廳」同儕
之間的支持也能創造價值感。 
政策發表：後續《衛生福利部》在政策補助有提出普及三倍卷、
防疫之負壓「隔離病房」以承諾有無障礙設施，維護身心障礙者
權益。 
透過推廣，後續跟《環球科技大學》有所連結。培力新生代障礙
者「障礙意識」，發揮自我倡議的精神。 

https://www.twu.edu.tw/
https://www.twu.edu.tw/


謝謝您的支持！ 



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預防弱勢家庭及偏遠地區學生放棄英語學習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臺中市線上家教促進協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陳春木、林俊志、何培妤、江敏君 

1 



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透過培養正向的學習態度及營造成功的學習經驗來預防弱勢家庭
及偏遠地區的國小學童在升上國中之後放棄英語學習。 

正向的學習態度 成功的學習經驗 

Phonics課程 
（36週） 

95%的學童認為自己俱
備正向的上課學習態度，
並且通過「線上學習三
要求」。 

不超過30%的學生覺得
自己的英語學得不好。
讀完協會出版的第一本
英語繪本。 

Elementary課程 
（44週） 

95%的學童認為自己俱
備正向的上課學習態度，
並且通過「線上學習三
要求」。 

低於5%的學生會覺得
自己的英語學得不好。
讀完協會出版的第二本
英語繪本。 

2 



服務對象與需求 

放棄英語學習的國中畢業生，大多來自經濟弱勢與偏遠地區的
家庭。基於家庭收入或地處偏闢，這群學生長期缺乏英語學習
資源，往往出現程度差，怕犯錯，不開口，怕學習英語等等情
況，因而在學習態度上，出現缺乏學習動機的漫不經心，以及
缺乏學習信心的退縮逃避等等行為。 
 

We Know You Can 

Because We See Your Strength. 

3 



服務策略 

提供線上英語教師、協助建置電腦教室、培訓現場帶班老師。
全新的課程設計特別注重培養正向的學習態度與營造成功的學
習經驗，並針對缺乏學習動機與學習信心的學生來設計教材與
教學活動，能讓學生自己感覺到英語學習有進步、有信心把英
語學好。 

4 



執行過程 

採用小班制互動式教學，進行每週一小時的線上英語課程。課
後由合作機構的現場帶班老師安排其他時間，讓學生前往單字
練習網站WCS練習上課中所學的單字；此外，協會也根據每個
單元的教材製作MP3聲音檔及YouTube影片來幫助學生練習上課
所教過的英語短篇繞口令。 
 
透過每堂課的〈學習紀錄表〉、定期的〈學習問卷〉、以及由
線上教師、合作機構的帶班老師、協會代表共同參與的〈學習
態度評鑑會議〉等資料收集來分析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自評。 

5 



服務成效 

• 2020年與23間社福機構合作，提供免費線
上英語課程給215位學生來自弱勢家庭及偏
遠地區家庭；開課773堂，服務人次為
3,925。參與服務的線上教師合計15名。 

 
• 2020年11月進行〈學習問卷〉時，超過

95%的學生展現出正向的學習態度—培養
正向的學習態度之目標達成。 
 

• 2019年底進行〈學習問卷〉時，47.5%的學
生對英語能力的自評不好，2020年11月進
行〈學習問卷〉時，僅5%的學生對英語能
力的自評不好—營造成功的學習經驗之目
標達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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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109年度方案「陶」「園」「藝」起來-              

          身心障礙者藝術創作服務計畫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臺灣畫話協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理事長－李淑玲 

                  授課講師－蔡啟海、蕭志夫、蔡麗昆 

                  社工－林育君 

 背景圖樣為學員創作 

1 



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方案整體目的 

1、透過課程活動減少身心障礙
家庭在家賦閒時間，增加接觸
休閒文化活動次數。 

2、藉由參與課程與展覽活動走
出家門並攜伴參與，提升社會
支持與互動。 

方案操作目標 

1、增加身心障礙者家庭之社會
參與及休閒文化活動次數及頻
率 

2、身心障礙者外出動力不足，
協助其建立自信心 

3、引導身心障礙者藝術創作能
力，強化其情緒宣洩能力 

社會
參與 

2 



服務對象與需求 

方案之服務對象障礙類別 

 

需求評估 

居住環境限制導致身心障礙者
缺乏與他人促進關係的場所 

身心障礙者外出動力不足 

身心負荷及壓力過大，並且無
法順利宣洩 

3 



服務策略 

藝術
育療
課程 

藝術 
之旅 

 

1、藝術

技能培養 

2、活力

俱樂部 
藝術
創作
展覽 

1、藝術技能培養-油畫 

2、活力俱樂部-園藝、陶泥 

 

4 



執行過程 

走出 

家門 
動機 

 
藝術 
知能 
學習 

 

知識 

自信心 

耐心 

責任感 

態度 行為 

創造價
值 

回饋社
會 

價值 

行為改變 
生活技能
提升 

身心障礙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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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效 

藝術技能培養 

預計 

500人次 

已達 

458人次 

活力俱樂部 

預計 

160人次 

已達 

159人次 

畫作展覽 

預計 

600人次 

共計已達 

1090人次 

藝術之旅 

預計 

90人次 

已達 

94人次 

達成
率
91.6
% 

達
成
率 
99% 

達
成
率  
181
% 

達
成
率 
104
% 

提供身心障礙家庭社會參與與休閒文化場所，並提升生活品質 

給予身心障礙者不同的技能培育，以其增長接觸外界動力 

降低身障礙者壓力累積，透過專業藝術引導緩解壓力 

達
成 

達
成 

達
成 

6 



背景圖樣為學員創作 
7 



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公民素養深耕培力計畫 

單位名稱：台灣也思服務學習協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謝采恩.陳宗仁 



整體目的 

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提升社區公民素養 

平衡偏鄉教育資源 

2 



服務對象與需求 

3 



服務策略 

         深化 

公民行動課程或活動 

      深耕 

  在地駐點深耕服務 

     培力 

 開辦共識與增能工作坊 

      播種 

 辦理公民素養親職講座 

4 



公民行動歷程 

準備期 

調查期 

服務期 

反思期 

慶賀期 

與也思合作模式 

播種 深耕 

在地服務
學習中心 

合作 
聯盟 

聯勸協
力單位 

服務學習
帶領人 

5 



服務由愛出發 學習從心開始 

共辦理11場帶領人培訓課程，累計
105人參加。 

共辦理15班公民行動課程，累計191
人參加。 

辦理公民行動分享交流會，提升參
與者自信心與成長機會，累計210
人參加。 

成立也思鹿野服務學習教育中心，
持續推廣培訓服務學習帶領人才，
辦理公民行動課程，累計57人參加。 6 



也思官網 : www.yessla.org.tw 
連絡電話 : 02-87320827 
服務信箱 : service@yessla.org.tw 

7 

http://www.yessla.org.tw/
http://www.yessla.org.tw/


2021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成果發表 

方案名稱：2020團員、志工進階培訓計畫—森林系列劇目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秋野芒文創協會 

方案執行團隊成員：許子漢、周奕君、林佳璇、謝佩娟、

   楊凱雯、詹哲宇、黃旭成、魏嘉萱 

1 



本方案延續「偏鄉戲劇巡演」的形式，規劃「戲劇志工進階培訓課程」、「工作幹部培力

計劃」，培訓多名曾經參與過的戲劇志工，更深入了解戲劇製作過程，增進能力與經驗，不

僅能帶領新進志工執演出工作，甚至未來將成為協會專職工作人員，厚植團隊的執行經驗與

實力，並且擴大演出區域，前往金門地區演出，把戲劇帶到更遠的地方。 

 

希望成為一股穩定的社會資源，持續地為偏遠地區帶入藝文資源，用各式多元、活化的理

念，結合藝術因子，讓生命與土地有更深層的連結，為我們的孩子創造更理想的社會環境。 

 

整體目的與操作目標 

2 



服務對象與需求 

偏遠地區普遍的狀況是父母在外地工作，多為隔代教養，因此「藝術的近用

權」受到地區、階級、社經地位等因素影響。而過往的服務經驗告訴我們：

「一個偏鄉孩童看戲的意義不等同一個都市孩童看戲的意義」，每次演出結

束，偏鄉國小的師生第一個反應都是「原來劇場是這個樣子，我們的教室也

能夠變成劇場」。且臺灣目前還沒有任何的組織，提出一個像我們這樣長期

永續的「偏鄉巡演」計劃，真正地將戲劇送進偏鄉孩子們的日常生活中。 

3 



服務策略 

招募新志⼯ 

 

演出 

新志⼯：基礎課程 

資深志⼯：進階課程 
培訓 

排練與製作 

對新進志工進行基礎戲劇能力
的培養與教學，為每一季的巡
迴演出做前置準備的課程。 
 
培力資深志工成為本團專業人
員，加強劇場專業能力、管理
能力、規劃能力等儲備幹部職
前訓練。 

由資深志工擔任「教學
者」，帶領新進志工進行
排練與製作，藉此增加資
深志工的能力與自信，並
延續基礎培訓的成果。 

資深志工協助帶領新進志工進
行演出，依照不同劇碼組織不
同的團隊，並且跨領域支援其
他組別，厚植團隊的演出執行
力。 

4 



執行過程 

5 



服務成效 

透過聯合勸募的支持，我們在1 0 9年度執行

「2020團員、志工進階培訓計畫—森林系列劇

目」。培訓42名新進志工、64名資深志工，完成

295小時訓練課程。組織6個團隊，前往7個縣市，

包含繼綠島、蘭嶼之後，第三度前往離島(金門)

演出。全年度共完成59場演出，服務4,000名觀眾，

參與志工達1,400人次。 

歷年服務足跡遍及全台、蘭嶼、綠島及金門 

演出場次累計304場 (統計至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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