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518扶一把～弱勢婦幼扶助計劃 

募得款使用 服務成果報告 

 

 

壹、目的：  

提供遭受性侵害、性騷擾及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子女外個別化的服務，協助被害人早日走出

暴力傷害，復原身心創傷外，更持續推動人身安全相關法立法、修法及制度倡議，希能更有

效保障被害人權益；此外，也深入校園及社區推動性別暴力防治宣導，由第一級的預防教育，

減低暴力的發生；並對社會大眾倡議兩性平權、相互尊重、離婚合作父母的議題，讓我們身

處的社會更加友善詳和。 

 

貳、活動期間：自 106年5月1日 起至 107年4月30日止。 

 

參、募得款使用期限 : 自106年5月1日至107年4月30日止。 

 

肆、服務成果： 

一.性別暴力被害人服務：共服務7,169人/計101,264人次 

提供遭受到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被害人及其重要他人遠離暴力傷害，各項服務成 果

說明如下： 

(一).親密開係/家庭暴力深度個案服務：共服務1,789人/計28,909人次 

除了提供個案個別化的全面服務外，並辦理輔導團體，對有高危機個案，更聯合防治網

絡共同服務，降低危險。服務內容包括： 

1. 諮詢服務：提供性侵害．性騷擾被害人或其親友線上諮詢。 

2. 個案管理：依個別化需求提供以下服務。 

(1)暴力認知教育及安全計畫擬定： 

  和被害人一起了解其親密關係暴力的處境、施暴者的策略手段與目的，並共同討論

個別化的安全策略，維護人身安全與自由。 

 

 



 
 

 

(2)法律服務：說明法律權益、協助聲請保護令、安排法律諮詢、陪同出庭等。 

(3)親密關係輔導：一起討論親密關係的去留，或改善伴侶間的關係與溝通。 

(4)陪同服務：陪同被害人出庭、就醫等，提供實質的支持與協助，降低焦慮和擔心。 

(5)生活重建： 

  協助被害人重建生活秩序，讓日常生活不混亂，有規律及準時上學、上班。 

(6)經濟就業：協助轉介或媒合經濟、就業等資源。 

(7)心理諮商： 

  關懷被害人的身心狀況，必要時轉介進行心理諮商，讓被害人不再恐懼，擺脫憂鬱，

找回自我。 

(8)生活重建：協助被害人重建生活秩序，讓日常生活不混亂，有規律及準時 

3.目睹兒少關懷與轉：評估目睹暴力對兒少的影響，協助轉介合適的輔導資源。 

4.高危機個案安全防護網方案： 

結合社工、警察、衛生醫療等家暴防治網絡，共同維護高危機案家的人身安全。 

 

  
 

(二).家暴司法社司服務：共服務5,040名個案/計61,706人次 

一般人在踏入陌生的法院時，總覺得惶恐無助，為了讓家暴被害人能獲得立即的協助，

本會就近在法院中設立「家暴服務處」，由司法社工協助他們聲請保護令、提供法律諮

詢、連結社會福利資源，以及開庭前、中、後服務，降低被害人在法庭的焦慮。服務內

容包括： 

1.家暴法法律程序說明及諮詢服務：提供保護令聲請、及家暴相關法律諮詢服務。 

2.庭前準備及陪同出庭服務： 

  提供家暴當事人開庭前說明，維護家暴被害人出庭安全、情緒支持。 

3.家暴風險評估及擬定安全計畫：共同討論暴力風險評估，及安全計畫擬定。 

 



 
 

 

4.提供情緒關懷、支持與陪伴：與被人一同面對問題，給予情緒關懷與生活支持。 

5.社會福利資源需求評估與連結轉介： 

  提供一般民眾有關家庭暴力防治，和社會福利的相關資訊。 

    

 

(三).性暴力被害人服務：共服務290名個案/計7,270人次 

遭受性暴力確實不容易啟齒討論，除了身心狀況起起伏伏，需要面對司法及各式陌生的

管道都令人感到困難，甚至事情已過了多年，痛苦創傷又被勾起…您可以相信我們跟我

們聯繫，讓我們陪同你經歷這個過程，走回生活的步調。 

 

1.諮詢服務：對性侵害事件如何求助、處理及資源等疑問提供諮詢服務。 

2.司法陪伴及協助：陪同出庭，並提供庭前後討論及準備。 

3.身心關懷輔導：定期關心被害人身心狀況，有需要者轉介心理諮商輔導資源。 

4.倖存者團體及工作坊： 

  邀請專業人員帶領，協助被害人提昇自我覺察及自我照顧，增進身心整合與平衡。 

5.連結資源及經濟補助：協助申請性侵害被害人申請相關資源及補助。 

6.重要他人服務：提供倖存者之家人或親友相關諮詢及協助，減輕替代性創傷。 

   
 



 
 

二.家事事件司法服務：共服務5,040名個案/計61,706人次 

許多家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同時面對家庭衝突及複雜

訴訟，常處於高度壓力與關係衝突的處境，為了讓家

事事件當事人能獲得立即的協助，本會就近在法院中

設立「家事服務中心」，由司法社工提供多元的服務

方案；此外，對高衝突家庭面臨離婚的夫妻，並倡議

離婚合作父母的概念，放下對立、成為共同為孩子好

的「合作父母」，孩子仍能在父母的愛下成長。 

服務內容包括： 

1.家事事件相關諮詢輔導：包含家事司法程序說明、調解程序說明等。 

2.調解/開庭前準備、及陪同調解/出庭服務： 

提供家事當事人及未成年子女調解/開庭前準備，陪同調解/開庭，並提供情緒、心理支持

與陪伴。 

3.提供情緒關懷、支持與陪伴：透過會談給予當事人情緒關懷。 

4.律師駐點法律諮詢：給予法律建議，增加當事人對案件權益的理解，降低焦慮與無助。 

5.駐點心理諮商：協助當事人情緒獲得舒緩、壓力得以有個出口。 

6.高衝突家庭服務：提供高衝突父母親職教育，友善父母原則輔導等。 

7.社會福利資源需求評估與連結轉介。 

 

三.成立花蓮「家暴一站式整合服務中心」：共服務167名個案/計1,156人次 

106年本會在花蓮地設立花蓮工作站，建立「一站式」

的服務模式，整合了受暴媽媽需要的各種協助，如

法律諮詢、心理諮商、陪同服務及孩子的身心狀況

輔導等，都能在工作站中提供，讓個案無須為了尋

求協助而到處奔波，降低受暴者尋求協助的障礙。 

 

(一).家暴成年被害人服務：共服務147人/1,095人次 

過去的經驗讓我們體認到偏鄉個案求助的能力，和都會地區有相當大的落差，為了因應

區域的需求，花蓮工作站的家暴服務開展下列幾項特色： 

1.「即時服務」： 

收到派案當天即時與案主連繫，確認安全狀況，並於兩日內會面訪談，立即協助案主。 

2.「量身訂做」： 

提供個別化的法律諮詢，並針對個案的能力和資源，設計符合案主所需的協助計畫，



 
 

營造有溫度的服務。 

3.「深度陪伴」： 

創造放心傾訴的空間，社工師與心理師密切合作，深度理解個案的難處，幫助案主找

出改變的動力。 

4.「網絡合作」： 

防暴網絡面對面溝通彼此的功能與期待，建構花蓮市密切合作的家暴服務網絡，整合

相關資源使服務更順暢。 

 

(二).花蓮、新竹建立「孩子的安心城堡」提供家暴目睹兒專屬服務：共服務60人/334人次 
 

為了改變過去目睹兒少總是由媽媽的社工「兼

辦服務」、孩子的身心需求無法被個別照顧的

現況，本會於花蓮及新竹工作站設立「孩子的

安心城堡」，這是為服務目睹家暴兒少成立的

園地，在空間上除採取分齡的規劃，讓幼童和

大孩子能有不同的諮商輔導空間，並營造童趣

的佈置，幫助曾經受傷的孩子，安心的跨出每

一步。 

 

在服務上，安排了專屬社工，對孩子進行一對一的輔導，教導孩子自我保護、安全計畫、

協助親子關係改善，服務內容包括： 

1.一般諮詢：針對家暴目睹議題提供諮詢服務。 

2.情緒調適與行為輔導：協助家暴目睹兒少辨認情緒，學習正向處理方法。 

3.兒少法庭支持服務：提供庭前準備、陪同出庭和庭後法律輔導服務，降低焦慮和擔心。 

4.心理諮商服務：提供兒童心理諮商、遊戲治療服務，協助孩子心中的傷痛，療癒創傷。 

5.團體輔導：辦理兒童體驗教育、藝術治療輔導團體與親子工作坊等。 

  

                                        



 
 

 

四. 成立「展心性侵害復原中心」：計50人/3,379人次受益 

我們看見性暴力會深深傷害一個人的生命，也知道倖存者的創傷復原之路很漫長，一路

上從揭露、正視、療傷、轉化，每一步都是艱辛的。因此本會成立了展心性侵害被害人

復原中心，期能補現行服務體系的不足，加強被害人心理與生活重建，創傷早日平復。 

1.諮詢服務：對性侵害事件，如何因應創傷復原歷程提供諮詢服務。 

2.深度陪伴與心理輔導：陪伴倖存者認識並減緩創傷，生活適應與重建。 

3.關係輔導：協助倖存者改善因為性侵事件導致的親密、家庭、人際關係困境。 

4.重要他人陪伴輔導：協助重要他人認識性侵害創傷與替代性創傷，成為倖存者的支持

系統。 

5.團體輔導：倖存者支持團體與重要他人支持團體。 

  

 

五. 辦理弱勢家庭圍爐計劃：計381人受益 

為了讓面臨暴力、單親及經濟的匱乏的弱勢家庭也能享有過年園爐的溫暖，本會計在台

北、新竹、台南辦理三場「弱勢家庭圍爐活動」，弱勢媽媽和孩子在基金會這個大家庭

溫馨團聚，享用難得的豐盛年夜飯。 

對身處偏鄉無法出席的案家，也透過年菜配送，為弱勢家庭加菜，孩子不再擔心沒飯吃，

開心迎接新的一年。 

 



 
 

 

 

六. 「家事商談服務-倡議離婚合作父母」：計3,720人次受益 

爸媽即使分手，孩子仍然渴望與雙方維持原有關係，而曾經高衝突的父母，需要透過不

斷的練習，才可能放下對立、成為共同為孩子好的「合作父母」。本會提供高衝突家庭

父母親職教育，友善父母原則輔導等，幫助父母協調適合子女的照顧計畫，降低衝突的

頻率和強度，伴孩子邁向復原之路。服務包括： 

1.親子會面協助：38 案，382 人次。 

協助正在經歷離婚、親權等訴訟而無法自行安排會面之父母共同擬定照顧計畫，並進

行會面、促進。 

2.親職諮詢及講座：64 場、2458 人次。 

增進父母親職能力與認知，讓父母站在孩子最佳利益立場，學習如何與離異對造互動、

溝通，成為合作父母。 

3.合作父母教練：8 人次（107 年開始正式服務） 

除講座式親職教育外，父母仍有個別需求，因此以教練型領導風格 1 對 1、有架構提

供「溝通」、「教養」、離間」議題之親職服務。 

4.心理諮商：872 人次。 

藉由心理諮商，讓當事人增進自我覺察能力，獲得情緒壓力紓緩。讓當事人從諮商過

程中，能習得不同的溝通技巧，且能於家庭衝突中使用之，並間接減少父母之間衝突

造成未成年人傷害。 

 

七. 性別暴力被害人、目睹兒童團體、高衝突家庭兒童團體： 

(一).從心出發－女性成長支持團體：共7人/計26人次受益 

  

結合戲劇與團體心理治療，運用演劇及劇場上的技巧、程序及團體動力，協助個人面對

及處理內在心理議題，達到情緒的抒發與管理、增加自我覺察、認知的重新調整，並建



 
 

立自信、掌控感，促進身心健康、創傷復原。 

1.對象：本會服務之親密關係暴力/家庭暴力被害人 

2.時間：106年8/6-8/27之週日9:30~16:30，共24小時。 

3. 內容： 

日期 上午 下午 

8/6 1. 團體介紹 

2. 認識彼此/九宮格 

3. 討論成員對團體的期待以及貢

獻、肢體暖身 

4. 成員抽取關鍵詞並造句、說故事 

1. 暖身：對團體的期待與貢獻 

2. 角色扮演、說一句角色的台詞 

3. 分組進行故事創作並表演 

4. 團體回顧與心情分享 

8/13 1. 暖身-物品交換(認識彼此) 

2. 牌卡-對團體的貢獻與回顧 

3. 對過去、現在、未來的自己說話 

1. 暖身 

2. 過去、現在、未來的拼貼畫作；

拼貼畫作分享 

3. 心理劇 

4. 回顧 

8/20 1. 暖身 

2. 牌卡－傷痛 

3. 牌卡－療癒我的是什麼、畫下心裡

的傷痛 

1. 暖身 

2. 共同劇－如果我是他 

3. 成員繪畫創作 

4. 回顧 

8/27 1. 暖身、上週回顧 

2. 牌卡－說說自己上週的感受 

3. 上週畫作分享－傷 

4. 陪伴與支持的力量－繪畫 

1. 暖身與缺席成員澄清 

2. 四次團體作品融合 

3. 團體曼陀羅+回顧 

4.團體成效： 

(1)成員增進對自我的覺察及認識。 

(2)提升成員因應困境的能力與信心。 

(3)促成成員對自己的一致接納。 

(4)團體氛圍、動力營造佳，成員開放度、對團體滿意度很高。 

 

(二).講出心內話－兒童情緒照顧團體：共7人/計26人次受益 



 
 

      

結合戲劇形式、藝術媒材與團體心理治療，運用戲劇、活動等方式，協助兒童覺察及認

識情緒，達到情緒的抒發與管理，並建立自尊與安全感、掌控感，促進身心健康、創傷

復原。協助成員自我認識情緒及表達方式；提升成員自我保護能力和劃定關係的界線（安

全堡壘）。 

1.時間：106/8/5-106/8/13 期間週末，共 4 天/每天 6 小時，共計 24 小時。 

2.對象：以設籍或居住台北市的目睹暴力兒童中低年級為主。 

3.內容： 

次數 團體名稱 團體內容 

1 安全堡壘：一起動手做 

團體介紹/自我介紹、團體凝聚、團體規範、故事

時間、戲劇排演及演出、打造安全堡壘、我們的

村莊、團體分享 

2 安全堡壘：我們都有的情緒 
身體暖身、團體分享、情緒雕塑、創作作品、布

置堡壘 

3 安全堡壘：我們都不孤單 
團體凝聚、放天燈、大野狼吃小雞、戲劇演出、

手作時間及分享、圖像創作、重建安全堡壘 

4 安全堡壘：說再見 
房子大風吹、以物易物、搭肩遊戲、互相送禮物、

主角小雞的道別戲劇、製作小盒、隧道的祝福 

 

4.團體成效： 

成員出席率、參與意願均高，出席率達 92.9%，成員返家後都向家長表達對於活動的

期待、團體結束時均希望之後可以再繼續參加。 

(1)成員情緒表達及自我保護能力提升。 

(2)自我保護能力提升。 

(3)成員學習合作、分享、尊重、保密。 

(4)幫助家長覺察成員狀況並有動力處理。 

 

(三).衝突家庭夾心餅干兒童團體方案：共8名孩子／計42人次受益 



 
 

  

透過藝術媒材、遊戲等，協助高衝突庭的孩子表達自己，讓孩子在安全的環境探索自我

內心感受，從而舒緩情緒，加強自我瞭解及自信心，幫助他們跨越因父母離異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此外，透過團體前、後的家長說明會，讓父母知悉合作父母的重要性，個別

的討論兒童狀況、教養方法等，幫助父母清楚瞭解父母衝突對孩子影響，以調整互動、

教養方法。 

1.對象：以正面臨父母分居、離婚，或對父母出現忠誠兩難議題 7-9 歲兒童為主，。 

2.時間及內容： 

日期 主題 內容 

7/7 
家長說明會(一)- 

講授合作父母概念 

1. 講授團體進行的方式，合作父母的重要性 

2. 提醒團體注意事項 

7/14 

兒童團體 1- 

團體暖身並讓成員自我介紹 

1. 小精靈-畫出代表自己的精靈 

2. 暖身活動 

3. 賓果活動-自我介紹 

4. 團體規則 

兒童團體 2- 

認識及辨識情緒 

1. 暖身活動 

2. 畫情緒臉譜 

3. 情緒冰山-以冰山的概念去呈現讓他人可知

道的情緒跟隱藏在內心的情緒 

4. 繪本-「我們都愛你」 

7/21 

兒童團體 3- 

認識並學習如何處理情緒 

1. 團體破冰、複習團體規範 

2. 繪本-「越想越生氣」 

3. 黏土捏捏樂-捏出生氣的模樣 

兒童團體 4- 

讓成員體驗瞭解抒發情緒的

方法 

1. 繪本-「媽媽和我，有時也有爸爸」 

2. 哪裡不一樣-思考過往跟現在的不同點 

3. 秘密火爐與心願禮盒-將自身的不開心、擔

心丟進秘密火爐，並自己設計心願盒，並

將心願紙條放入盒子內。 

7/28 
兒童團體 5- 

我的世界-探索內在經驗 

1. 咪咪的故事-透過玩偶咪咪的故事，引導兒

童說出自身的感受及想法。 

2. 雜誌拼貼-拼貼自己喜愛及能讓自己開心的

物品。 



 
 

兒童團體 6- 

我有兩個家 

1. 我們不一樣 

2. 繪本-好事成雙 

3. 製作秘密通道-通往兩個家 

4. 舒壓遊戲-彩色碎片滿天飛 

5. 團體結束 

家長說明會(二) 
與每個孩子家長個別會談，說明團體觀察與評

估，並建議家長後續作法。 
 

 

八. 人身法令研修推動、重大議題倡議： 

(一). 持續推動「跟蹤騷擾防治法」： 

 

今年本會仍持續推動「跟蹤騷擾防治法」立法工作，並

透過以下不同管道及方式進行倡議，讓政府及民眾了解

跟蹤騷擾對人身安全的重大危害，現行法令無法有周全

的協助，需訂定專法跟蹤犯罪定義明確化，以遏止跟騷

犯罪，讓每個人都能擁有不被跟蹤騷擾的安全自由： 

1.積極向立委及相關主管機關倡議 

2.舉行跟蹤拜拜月記者會：呼籲政府及民眾重視 

3.專業人員教育訓練：針對警政、社政、學校輔導老師等網絡人員，舉辦跟蹤騷擾防治

相關教育訓練，了解跟蹤騷擾的樣貌及特性，以及如何協助被害人。 

4.成立跟蹤騷擾粉絲團 

5.提供跟蹤騷擾被害人電話諮詢服務 

 

(二).舉辦各式議題性記者會： 

透過記者會及媒體報導，讓更多民眾重視性別暴力的嚴重性，類別包括青少年戀愛戀力

防治、性侵害及家暴防治、性侵害被害人的復原協助、目睹家暴兒少協助…等，包括： 

幫助Young世代 練習愛情的網站記者會、「戀愛乾麻醬」網站開幕記者會、only YES 

means YES翻轉性侵害防治觀念發表會、「性侵害的解方 ─ 正視、陪伴、訴說、復原」

記者會、受暴婦幼扶助計畫記者會、大學生自保了沒記者會、「疾疾散靈  速速救我」

跟蹤騷擾警醒月記者會、受暴媽媽和目睹家暴兒童的最棒聖誕禮物-花蓮工作站暨孩子

的安心城堡開幕記者會、同心守護球球兒－高衝突家庭協助計劃等，向大眾進行倡議。 



 
 

   

 

 

 

 

八. 性別暴力防治倡議及宣導：  

(一).性侵害防治倡議－「only YES means YES沒有同意就是性侵」微電影製作播送： 

    共47.6萬人次受益 

為了澄清觀念預防侵害發生及only YES means YES 沒有同意，就是性侵（簡稱

OYMY)的倡導，就是強調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

意」性行為，而不是用「沒有說不就等於願意」的模糊態度侵犯他人。同時，OYMY

也是鼓勵「溝通透明化」，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也能

降低對性行為雙方造成傷害的可能。 

 

為了倡議此議題，本會除了透過記者會、官網、電子報、fb粉絲團等宣傳外，更製作

only YES means YES性侵害防治微電影，除了在電台播放，本會在YOUTBUE、東森

網路轉載等，民眾點閱觀看十分踴躍，並發討論及省思，成效如下： 

1.電視台廣告播出：4/47-4/26於TVBS、TVBS-N、東森、三立，GRP大於63。 

2. YOUTBUE點閱率：96,450次 

3.東森網路轉載：380,000次以上 

◎ 網址：http://t.cn/RSgMcoh 

  

 

(二).性別暴力預防宣導：共辦理413場／61,051人受益 

http://t.cn/RSgMcoh


 
 

為了預防性別暴力的發，本會在全國北、中、南各社區及學校，辦理各式家暴防治、

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及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宣導活動，期待透過早期介入、有效預防，

終止親密關係暴力及家庭暴力的發生。對第一線防治網絡專業人員，也辦理相關課程

講座，提高專業知識及暴力防治的敏感度。 

此外，也全力推動青少年戀愛暴力預防，以有趣的主題，如「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

手」、「愛情五重奏」等吸引學生，並推動「Love Is Respect愛是尊重」觀念，兩

人能夠尊重彼此的界線、順暢溝通，同時提昇Young世代對戀暴力的敏感度，減少親

密關係暴力發生。 

   

 

親密暴力防治宣導： 
 

類型 場次數量 受益人次 

校園宣導 112 29723 

社區宣導 85 4824 

企業宣導 15 555 

專業人員宣導 101 4094 

合計： 313 場 39196 人次 

  

 

 

 

 

   

 

 

性暴力防治宣導： 
  

類型 場次數量 受益人次 

校園宣導 9 1355 

社區宣導 18 1332 

企業宣導 5 155 

專業人員宣導 15 842 

合計： 47 場 3684 人次 

類型 場次數量 受益人次 

戀愛暴力校園宣導 53 場 18171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