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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失親兒福利基金會簡介 

一、 組織沿革： 

失親兒福利基金會，原係 1968 年成立的孤兒福利協會，於 2007 年 7 月起以基金會方式運

作，承傳整合推動社會資源，關懷失親兒教育與成長之使命。 

二、 創立宗旨 

以增進失親兒福祉、宏揚人性愛心，結合社會善心人士，關懷失親兒全人發展為宗旨 

三、 服務目標 

(一) 鼓勵失親兒勇敢地面對突遭變故的人生困境。 

(二) 啟發失親兒學習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 

(三) 培養失親兒努力向上的精神，健康喜樂成長。 

(四) 訓練失親兒學習獨立生活，輔導就業與創業。 

四、 服務對象 

(一) 父母雙亡、父親或母親一方死亡之十八歲以下全國住家在學失親兒童、少年。 

五、 服務內容 

(一) 經濟補助：獎助學金—鼓勵貧困失親兒，努力向學，幫忙補助學雜等開支。急難救

助—家中遭遇重大變故者，給予及時幫助。 

(二) 課業輔導：透過社區關懷站，提供課後輔導的服務。 

(三) 心理輔導：安排心理輔導員，給予定期輔導，幫助恢復家庭功能及人際關係。 

(四) 品格教育：開設成長團體班，實際發展品格與教育的需求。 

(五) 生活關懷：固定的家庭訪視，給予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資和關心慰問。 

(六) 醫療補助：提供實質的醫療保健和相關協助。 

(七) 年度活動：春之旅、夏令營以及定期的知性之旅。 

(八) 全國育幼院運動會：提升並鍛鍊育幼院童的體能耐力、團隊合作，培養榮譽感，增

強良好的自我價值與自我認同感。 

(九) 安置服務：附設—喜樂之家，給予 16 歲以上失親少年，接待住宿、學習獨立生活

的關懷中心。 

(十) 就業輔導：輔助學習專業科目，培養發揮才藝技能，協助謀得適合職業，穩定就業。 

(十一) 海外救助：提供偏遠貧困地區失親兒，就學、就醫、生活輔導與心靈關懷。 

根據民國 90 年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數字，全台灣約有超過十八萬的失親兒，但是實際上已經申

請成為失親個案，被安置於機構或被收案管理照顧的卻只有近五千位(含已在機構安置及本會收

案者)，我們相信藉由您在人力、物力上的協助，「失親兒基金會」可以做的更好，陪伴身處全

台各地的失親兒成長，找到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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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9 月失親兒分布圖，目前全台服務個案已達 4,212 位  

 

 

貳、2012 年度活動計畫書 

一、緣起 

數十載以來，失親兒基金會持續關懷及照顧的孩子與家庭，從早期只有一個紙箱的資料，

到現在已經遍及全省的兩千個家庭，其中有近一千例是處於相對經濟困窘的狀態，這樣的數字

仍持續在增加中；許多失親家庭因原本負責家中經濟重擔的父親過世之後，剩下母親獨自扛起

經濟重擔及撫養、教育孩子的責任，即使留下的是父親亦然；面對失親後的龐大生理、心理、

經濟及工作壓力之下，力不從心的感受是需要被同理及協助的，經濟或人力的援助會是極具療

效的方式。 

    所謂失親兒，指的是父母雙亡或其中一方死亡的孩子，失親的家庭一定是單親，但是單親

不一定失親，因為單親可能是離婚或是父母其一棄養的家庭，翻開台灣所有的社會福利條款，

並沒有任何一項福利服務的主要目標對象是針對社區中失親孩子或其家庭的需要提供的相關照

顧服務，但是，「失去」的創傷是每個失親兒必經的歷程，這條艱辛的復原之路常常不是孩子單

靠自己就可以順利走過的，他們需要許多的生命關懷、情緒支持、學習陪伴…甚至是傷痛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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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透過專業的社工支持系統與心理輔導相關處遇，提供給每一位散佈在台灣各角落的失

親兒在成長的過程中有能力點亮自己的夢想，不因失親的傷痛影響其建構生命完整的機會，我

們規劃各種不同的成長關懷方案，期待每一位失親兒的夢想都可以被支持、並焠鍊出生命發光、

發熱的成長歷程。  

 

二、活動計畫目的 

(一)  2012 花東「Fun~輕鬆 親子共遊」計畫 

1. 促進家長、及主要照顧者與孩子有同遊共樂的機會，以增進親子間融洽與親密的

關係。 

2. 提供家長、及主要照顧者喘息空間，透過休閒的活動以抒解工作上的忙碌、與經

濟壓力。 

3. 使參與家庭彼此有交流的機會，以增進失親家庭正向情緖的支持，以及增強面對

生活困境的力量與能量。 

 

(二)   嘉義服務處關懷方案 

  1. 失親兒之主要照顧者角色定位與家庭功能發揮 

面對喪親之痛的失親兒可能遭遇的家庭功能解構，為其建構必須有的調適力與新

的關係支持系統，提供一系列階段性的心理輔導處遇，強化主要照顧者之角色(父

母替代角色)的定位與功能發揮，發揮家庭動力系統正向開展，使失親兒雖遭逢喪

親之痛，但可以在新的家庭功能建構中找到情緒支持出口，並建立正向穩定的關

係發展。 

  2. 失親兒哀傷處理與行為失措陪伴治療 

無論是處於高敏感度的青少年，或是心智年齡懵懂未明的兒童，當面對至親的父

母雙方其中一方死亡時，情緒的刺激都是立即且強度又重又猛的，很多大人在其

人格的呈現中，經常呈現原生家庭或童年陰影的負面影響，造成長大後可能的扭

曲發展，所以，當失親兒在面對失去的傷痛的療傷過程中，有人陪伴協助其如何

進行哀傷處理，運用透過遊戲治療、敘說治療、故事繪本引導…等，協助面臨傷

痛驚慌失措的失親兒走過療傷的過程。 

 3.  讓失親兒可以處在一個免於擔憂、免於恐懼的環境中實現人格發展，讓夢想得以 

   實踐 

藉由生命教育體驗營及中英文故事會本、音樂、影片、戲劇…等教材的提供，幫

助所有失親的孩子認識生命的失去與擁有該如何看待，並創造自己的生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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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日期/時間/地點 

(一)  2012 花東「Fun~輕鬆 親子共遊」計畫 

序號 縣市 個案服務區域 場次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地點 

1. 花蓮縣 秀林鄉、新城

鄉、花蓮市、吉

安鄉 

北場次 2012 年 3 月 17

日(星期六) 

花蓮池南森林遊樂區(壽豐

鄉池南村林園路 76 號) 

2.  壽豐、鳳林鎮、

光復、萬榮、豐

濱 

中場次 2012 年 10 月 06

日(星期六) 

立川休閒漁場(花蓮縣壽豐鄉

共和村漁池路 45 號) 

3.  瑞穗鄉、卓溪

鄉、玉里鄉、富

里鄉 

南場次 2012 年 4 月 21

日(星期六) 

花蓮瑞穗牧場（花蓮縣瑞穗鄉

舞鶴村 157 號） 

4. 台東縣 長濱、成功、東

河、池上、海端、

關山、鹿野、台

東市 

北場次 2012 年 5 月 19

日(星期六) 

初鹿牧場 (台東縣卑南鄉明

峰村 28 鄰牧場 1號) 

5.  太麻里、金峰、

大武、達仁、延

平、卑南 

南場次 2012 年 4 月 23

日(星期六) 

台東知本森林遊樂區(台東縣

卑南鄉龍泉路 290 號) 

自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止 

 
(二)   嘉義服務處關懷方案 

時間：自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止 

1.  失親兒生命教育課程辦理地點 

彰化：二林國小 

雲林：大埤國小、北辰國小 

    嘉義：民雄國小、福樂國小、大同國小、東石國小、布新國小 

    臺南：和順國小、六甲國小 

2.  失親兒主要照顧者成長團體辦理地點 

    彰化：竹塘長老教會(一梯次) 

    雲林：大埤鄉福教會(一梯次)、北港長老教會（一梯次） 

    嘉義：東石鄉福教會(一梯次)、朴子長老教會（一梯次） 

    臺南：六甲靈糧堂(一梯次)  

3.  失親兒情緒支持成長團體（故事屋歷險記）辦理地點 

    彰化：竹塘長老教會(一梯次)、二林長老教會（一梯次） 

    雲林：大埤鄉福教會(一梯次)、北港長老教會（一梯次）、聯美國小（一梯次） 

    嘉義：東石鄉福教會(一梯次)、朴子長老教會（一梯次）、中埔鄉福教會（一梯次） 

    臺南：六甲靈糧堂(一梯次) 、和順長老教會（一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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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人數/對象 

(一)  2012 花東「Fun~輕鬆 親子共遊」計畫 

1. 對象：基金會服務之花蓮縣及台東縣兒少個案及家長 

2. 人數： 

花蓮縣－北場 50 人，中場 60 人，南場 40 人，合計 150 人 

台東縣－北場 40 人，南場 40 人，合計 80 人 

花蓮縣及台東縣共計 230 人 

 
(二)   嘉義服務處關懷方案 

服務區域：彰化、雲林、嘉義、臺南 

1. 失親兒生命教育課程 

 對象：國小一年級～國小六年級  預定人數：120 人 

2. 失親兒主要照顧者成長團體 

 對象：失親家庭之主要照顧者  預定人數：20 人(每梯次)×6 梯次＝120 人 

3. 失親兒情緒支持成長團體 

 對象：就讀國小和國中之失親兒  預定人數：10 人(每梯次)×10 梯次＝100 人 

三類型團體共計 340 人  

 

五、活動內容及特色 

 (一)  2012 花東「Fun~輕鬆 親子共遊」計畫 

1.  設計親子溝通互動的遊戲。 

2.  透過休閒體驗達到參與家庭身心之喘息、放鬆。 

3.  設計同儕互動活動達到情緒支持、相互鼓勵 

(二)   嘉義服務處關懷方案 

方案名稱 內容/方向 

（一）失親兒生命教育課程 

1. 以學生為本位：強調學生的體驗學習及個體的學習成果，

並以圖畫書為媒介，關心學生的生活經驗，引發學生對生

命問題的討論。 

2. 互動學習：強調學生與教師的互動，包括思考式（討論法）

教學、體驗式學習活動；在互動中關心並瞭解學生內在想法

與感受，並經由關心產生改變。 

3. 地點以學校提供之場地為主，由本會社工員進行課程教育。

4. 課程運作每次約 1 小時，期長為 8-1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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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親兒主要照顧者 

成長團體 

1. 藉由舉辦媽媽成長團體、同理心團體、家長正向情緒支持

團體、隔代教養壓力處理及多能工建立…等各式團體，協

助主要照顧者角色定位清楚並家庭功能之發揮，以幫助失

親之後的家庭功能重整朝正向發展建構。 

2. 邀請之對象是根據社工員家訪及案主處遇評估後（如負面

情緒經常出現者或生活功能失能之家庭），判定有需要參

加之主要照顧者為主 

3. 由專業心輔員與社工員搭配帶領團體的進行，並邀請外聘

講員協助其中專業領域之知識教導與分享。 

（三）失親兒情緒支持 

成長團體（故事屋歷

險記） 

1. 藉由舉辦如自我肯定團體、人際成長團體、生命探索團

體、行為管理、壓力處理；品格發展…等成長團體，提供

在失親過程中行為偏差之個案進行行為矯正之情緒輔

導，以幫助迷失的失親兒可以及時得到援手、不致被情緒

操弄影響品格的焠鍊。 

2. 邀請之對象是根據本會服務之案主或其家長或學校輔導

室主動提出已有相關偏差行為之案主。 

3. 由專業社工員進行，每次設定一個行為矯正目標進行，採

焦點團體模式，進行行為的澄清與矯正，創造團體動力，

產生改變的歷程。 

4. 團體運作每次 2 小時，期長為 8~12 週 

 

六、預期效益 

  (一)  2012 花東「Fun~輕鬆 親子共遊」計畫 

1. 藉由設計親子團康活動、親子溝通互動的遊戲，增進親子間融洽與親密的關係、及正

向互動溝通的模式。 

2. 透過休閒的活動提供家長、及主要照顧者有喘息空間，抒解工作上的忙碌、與經濟壓

力。 

3. 透過親子遊戲的分享，促進參與家庭彼此有交流的機會，以增進失親家庭正向情緖的

支持，提升面對生活困境的力量與能量。 

 

 (二)   嘉義服務處關懷方案 

 

1. 協助 100 個失親兒學習到正向情緒處理模式。 
2. 藉由成長團體使父母功能改善提升及主要照顧者發揮角色照顧、教養功能。 
3. 共舉辦 16 次家長和孩童的成長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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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預算明細表(以不超過 30 萬的教材或輔具為限) 

2012 花東「Fun 輕鬆 親子共遊」 

項目 單位 單價(元) 數量 小計 (元) 總計(元) 說明 

無線手提式音響 台 35,000 2 70,000

擴音喇叭 支 6,000 2 12,000

小蜜蜂 台 6,000 2 12,000

對講機 支 3,300 4 13,200

小計    107,200

嘉義服務處關懷方案 

故事繪本、 

親子小天下雜

誌、遠流科學人雜

誌、畫圖本、敘說

日誌本 

 30,000. 1 30,000.

 
*雜誌各一年份 

*彰化:2 套繪本 

*雲林:2 套繪本 

*嘉義／臺南:4 套繪本 

筆記型電腦  19,000 2 ASUS K43SJ 

投影機  23,900 1 23,900 
PSON EH-DM3 
液晶投影機 

相機  11,880 1 11,880 
Nikon 
Coolpix P500 

喇叭  1,200 1 1,200 羅技 Z205 筆電音箱喇叭

行動擴音機  23500 1 23500 Mipro MA-707 

小計    128,480

總計    235,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