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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新時代家園關懷協會 

105學年度房角石弱勢兒少關懷計畫 

勸募活動所得財務使用成果報告 

壹、 活動名稱 

 105 學年度「房角石弱勢兒少關懷計畫」公益勸募活動計畫 

 

貳、 活動期間 

105 年 8月 15 日起至 106年 8月 2 日止 

 

參、 活動許可文號 

105 年 8月 17 日 衛部救字第 1051362724 號函 

  

肆、 活動目的 

（一） 辦理弱勢家庭及身心障礙者認輔工作，提供弱勢家庭提供關懷

訪視、諮商會談、情感支持、資源提供、物資輸送、轉介服務等

方式。 

（二） 推動弱勢兒童假日安置照顧暨服務學習計畫，多元安排活動，

增進學童文化刺激，激發潛能，亦使假日仍需工作之父母安心工

作。 

（三） 舉辦寒、暑假品德教育營隊活動，透過團體活動、小組分享、

戲劇故事，學習品德，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四） 辦理親職講座、親子活動、推動子職教育，強化父母教養能力，

也教育學童回饋父母。 

（五） 青年志工培力訓練，提供志工職前、在職、成長訓練，舉辦讀

書會、研習活動等，培力優秀志工，成為孩子學習之典範。 

（六） 協助身心障礙朋友培養一技之長，帶領身心障礙者從事生命教

育宣導演出，並且協助通過才華展現得以自立更生，自己幫助自

己，進而能夠助人，提升自我的生命價值。 

伍、 徵信：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另刊登於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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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dfamily.org.tw/） 

 

陸、 服務內容及成果： 

服務項目 服 務 內 容 服務成果 

弱勢家庭關懷

認輔工作  

辦理弱勢家庭及身心障礙者認輔工作，提

供弱勢家庭提供關懷訪視、諮商會談、情

感支持、資源提供、物資輸送、轉介服務

等方式。 

共計 94 位，關懷訪

視 1,935 人次； 

提供 2,845 小時關懷

訪視服務 

弱勢兒童假日

安培計畫 

每週六、日 8:00-16:00  於三民區鼎金國

小進行，假日安置照顧以陪伴及培力弱勢

學童為主軸，避免孩子成為「宅童」或「遊

童」，讓假日需工作的父母安心工作，也讓

孩子在假日發展自我的潛能，並安排社團

活動，包含流行熱舞、星光社、童玩、桌

遊、心靈繪畫、觸動藝術、棋藝、手作、

造型氣球、3C3Q、遊樂園、太鼓社、書香

社)；服務性社團(社區大富翁)；運動性活

動(包含鐵馬社、足球、躲避球、籃球、排

球、樂樂棒球、足壘球社)、參訪 pa pa go、

多元的潛能開發，肯定自我的價值。 

服務人數 94 人，服

務人次 5,415 人次。 

學童家庭背景為單

親 60 位(64%)、隔代

教養 7 位、新住民 17

位及經濟弱勢 (低

收、中低收、里長清

寒證明)10 位；學童

來源為學校輔導室

轉介 52 位、社會局

兒少保、高風險個案

轉介 16 位、協會自

行發掘及案家主動

報名 16 位；學童來

自 23 所國小、7 所國

中；學童男生 53 位、

女生 41 位。 

寒、暑假弱勢

兒童與青少年

招募志工，並實施訓練，強調服務學習之

理念，於寒、暑假至偏遠地區、教育優先

共舉辦 6 梯次，共有

約有弱勢兒童與青

http://www.idfamil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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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成果效益:  

品德教育營隊 區學校或社區進行三日營隊活動，以品德

教育為主軸，建立自我肯定、熱愛生命與

誠、智、仁、勇的良好品德。 

另針對長期照顧的孩子舉辦寒暑假挑戰營

(寒假溪頭杉林溪、暑假特富野登山挑戰、

暑假墾丁逍遙遊、暑假 40 天特別訓練生活

營。 

少年 326 人受惠。 

辦 理 親 職 講

座、親子活動 

主要辦理親職講座、家長團體、親子活動、

家長聯誼、子職教育。 

共辦理 6場次親職講

座，2 梯次家長團

體，3 場親子活動，2

場子職教育，參與人

數共 386 人次。 

青年志工培力

訓練 

辦理志工職前、在職、成長訓練，舉辦讀

書會、研習活動、領導力訓練等，培力優

秀志工，成為孩子學習之典範。 

 

共辦理 2場志工職前

訓練，4 場志工在職

訓練，2 梯次志工成

長訓練，2 梯次志工

領導力訓練，參與志

工共 328 人次。 

身心障礙朋友

培力 

於戶外、監獄、校園、社區、老人照顧機

構演出，主要以樂團演奏、歌唱表演為主。  

共舉辦 28 場次演

出，參與之身障朋友

共 364 人次。 

1、 弱勢家庭關懷認輔、課輔：提供弱勢家庭支持性、補充性服務，資源 

   連結引進家庭，增進家庭功能，守護弱勢兒童少年成長，提升弱勢兒 

   童課業、品德教育、人際互動學習與成長，受益家庭約 94 位，關懷訪 

   視 1,935 人次；提供 2,845 小時關懷訪視服務。96%家庭所提供服務感 

   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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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弱勢兒童假日安置照顧暨服務學習，寒、暑假品德教育營隊：避免弱

勢兒童成為「宅童或遊童」，透過服務學習發展自我認同，減少青少年

兒童問題，讓父母安心工作，受益弱勢兒童人數 420 人，服務人次 5,741

人次。99%的家長表示孩子參與假日安置照顧後，可以無後顧之憂放心

地工作；100%的家長表示，減輕了照顧的負擔；對假日安培活動表示

滿意的家長為 98%；99%的家長願意讓孩子繼續參與房角石的假日安培

活動(其中 1%因課業補習而停止繼續參加)；92﹪的學童願意參加此類

型的活動；學童學習才藝活動，開發潛能，92％的學童表示對自己的

演出滿意或非常滿意；92％的學童表示有因此而增加自己的信心；92

％認同自己還有再進步的空間。82﹪學童平時於課堂上願意並勇於分

享所學；83﹪學童於品格指標上，整學期至少拿到 50 個點數以上；73

﹪學童課程參與狀況良好、情緒穩定及人際互動熱絡。本年度增加的

學童晨跑項目，78%的學童表示體力及耐力有提升。。 

 

 3、校園親職講座、子職教育：透過校園親職講座、子職教育，促進親子

互動、增進親職溝通， 受益人數 386 人。請教師及家長填寫之回饋

單，表示非常滿意及滿意者有 93%。 

 

  4、青年志工培力訓練：培育為他人付出，具備成熟之品格及領袖特質的

優秀青年，成為弱勢兒童典範，亦為未來的婚姻做準備。受益人數共

328 人次，表示非常滿意及滿意者有 91%。  

 

  5、身心障礙朋友演出培力：協助身心障礙朋友培養一技之長，帶領身心

障礙者從事生命教育宣導演出，並且協助通過才華展現得以自立更

生，自己幫助自己，進而能夠助人，提升自我的生命價值。於戶外、

監獄、校園、社區、老人照顧機構演出，主要以樂團演奏、歌唱表演

為主。共舉辦 28 場次演出，參與之身障朋友共 36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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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活動照片 一    

      弱勢家庭認輔工作、課輔   

  

利用時間完成學校的功課 了解孩子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驗收剛剛的成果吧 一點就通 

 

不懂我教你 

 

志工一對一耐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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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角石假日安置照顧 

  

溪頭杉林溪冬令營               鐵馬挑戰營 

  
達到標準大口吃冰 義剪活動讓孩子煥然一新 

 

熱舞社練舞 

 

      每天都有豐盛的餐點 



7 

 

 

寒暑假營隊 

 

快樂兒童品德營 

 

勇敢喊出自己的優點 

 

YES 我們成功了 

 

別擔心 我會帶你通過重種障礙 

 

感謝贊助午餐的每個善心人士 

 

膽大心細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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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工培訓 

  
無論你來自何處這裡都是一家人 同心協力完成目標 

  
一早先跑個 7圈暖身 全體護球大賽 

 

將心比心學習帶領 

 

 

 

 

 

透過活動認識社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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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講座 

 

親職講座 

 

親子講座 

 

親職講座 

 

親職講座 

 

親職講座 

 

親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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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身心障礙者才藝能力 

 

才藝表演 

 

全體獻唱 

 

和民眾互動 

 

            歌唱表演 

 

孩子上台前的預備 

 

賣力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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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二  照片說故事  

鐵馬社 

 

 

    房角石鐵馬社再次出發囉!這次是兩天一夜的台南鹿耳門天后宮行程，單趟路程設計

約 100多公里，孩子之前受過墾丁來回 240公里的洗禮，加上行前多次練騎訓練，對這次

的挑戰絲毫不放在眼裡，以為可以輕鬆就完成…。 

    豈料許多狀況連連，一出發就有孩子心不在焉自己摔車、沒保持安全距離而追撞、路

上頑皮蛇行…等，尤其，一路上都是強勁的逆風，使出全力騎似乎只能前進一點點，才騎

一半就宛如騎墾丁來回所消耗的體力，加上這次沒有租用專門車，也有普通淑女菜籃車上

場…騎乘的自行車性能參差不齊，孩子們紛紛表示雙腿已經沒力、屁股痛….想放棄。但

在魔鬼老師一路上耳提面命的引導激勵下，及團隊夥伴的互助合作下大夥兒順利抵達目的

地。 

    我們發現是老天爺想要更給予這群孩子更多訓練及學習不輕易鬆懈的美意！經過這

次的逆風而行，我想孩子又上了一堂人生課，面對挑戰能夠不輕言鬆散…。到達鹿耳門小

憩後，我們又騎返安平老街吃晚餐，然後到海邊看夕陽，孩子看到海就玩得不亦樂乎，彷

彿消耗的體力都瞬間補滿了，超強的恢復力令人羨慕。下次鐵馬社還要挑戰哪裡呢?大家

敬請期待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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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社 

 

 

 

    桌遊被推薦是健腦、建立關係的好工具，有感於房角石孩子們許多是帶著菱菱角角的

人際互動能力與低自尊、無未來感、低挫折忍耐力…來到，開設了桌遊社團課。 

    一開始我們選擇了容易上手、接受度高的紙牌 UNO等益智遊戲，讓孩子輕鬆的激盪腦

力玩出自信心與企圖心，慢慢的許多孩子能挑戰難度高、變化大的戰略遊戲，在輕鬆愉悅

的氛圍中展開一場又一場好玩又多元的學習歷程。 

    遊戲中，我們觀察到孩子許多的潛力與行為表現，有剛加入時相當畏懼，只敢在旁觀

看；有輸了眼眶泛淚拒絕再加入戰局；有為了贏頻頻出現令人意想不到的小動作；有願意

協助幼小同儕學習，放下個人輸贏….，在一次又一次引導及輔導下孩子迎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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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壘社 

 

 

    這學期由新志工們帶領的足壘球社開幕摟！雖然前兩週孩子跟志工還處在彼此熟悉

認識的階段，但志工們用心的用圖解的方式，來說明足壘球的每一項規則，帶領孩子來認

識這項運動。 

    因為很多孩子有樂樂棒球的基礎，比較大的變化是將用球棒打球變成用腳踢球，規則

有些許的不同，所以第一週我們就直接讓孩子進入比賽，馬上就能知道孩子對於踢球的方

式跟規則的了解有多少，選這個社團的女生非常稀少，第一週就有兩個女生哭了 

小綺說：「我其實可以接到球，可是隊長不信任我硬要來搶接球，才會害別人撞到我！」 

小雅說：「我每次踢都被接殺，隊長就很不高興的樣子。」 

除了讓孩子們學會這項運動之外，我覺得更多的時候要適時的教導他們怎麼樣去做一個領

導者或分享者… 

    懂得去教導不會踢的人，而不是責怪；懂得在比數差距大的時候鼓舞大家，而不是跟

著講喪氣話；懂得信任自己的隊友，而不是什麼都自己來…這才是一個隊長應該有的氣

魄！足壘球是需要團隊合作的運動，當中包含了他們彼此之間的信任、包容、溝通、戰術

討論等等…我期待著教會他們這一點，而不是只有『會踢球』，所以和志工們一次又一次

的討論與修正，希望能帶領足孩子們成為擁有運動家精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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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舞社和星光社 

 

    『只要有一顆愛跳舞的心，怎麼跳都不會累』 

  本學期一樣由賴莞甄老師擔任熱舞社的指導老師，很感謝賴老師一直很有心的栽培房角

石的孩子在舞蹈這一塊，在暑假時也提供很多讓孩子站上舞台的機會。 

  延續著好幾學期的熱情與歷練，熱舞社孩子開始有了固定班底，也有一些新加入熱舞的

小孩，為了讓孩子學習態度更加認真，制定了一些上課必須遵守的規則，還有一些對老師該

有的禮貌，希望孩子學跳舞之餘也不忘基本待人處事的道理。 

  這學期老師一樣選了一首韓國舞曲「shake it」的舞步來教，動作、腳步的困難度都要

比之前提升了一點，在第一堂課時，有幾個新加入熱舞的孩子差點就要放棄，但是在志工的

鼓勵下，第二堂漸漸的有所改善，現在已經都能跟上大家的速度了呢！ 

    我很喜歡看著孩子們自信地在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模樣，還有她們對於跳舞的熱忱…想著

當初一個個不敢跳、不敢秀的小孩，現在一個個都是音樂一下，就能夠翩翩起舞，甚至在家

的時間也會自己看著影片學很多不同歌曲的舞蹈… 

    熱舞社要帶給妳們的，就是認真學習的態度和站上舞台那百分百的自信！ 

至於舞技，那就是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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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園社 

 

 

    為什麼會參加〝遊樂園〞社團？～「不喜歡球類運動」、「不想要曬太陽」…，就是沒

有人告訴我「喜歡玩遊戲」。 

    第一堂課就有人耍脾氣、身體不舒服、不想要玩…，真的挑戰我的情緒。每學期社團

一開始都是未知的挑戰，前幾次總是在摸索、嘗試、導正中，培養社工、志工、小朋友間

的默契，增進凝聚力而有所成長，過程中自己的思維也不斷地轉換著。 

    讓孩子玩得開心、肯定自己尊重他人、一起完成挑戰，是一開始的動機。孩子很愛表

現自己，希望獲得肯定，當他能夠戰勝自己、挑戰自己成功時是喜悅的。他們可以以個人

任務進行的方式來完成團隊目標，但要全隊一起做一件事時，有部分孩子不願意配合、有

些孩子在狀況外…，過程中情緒的拉鋸戰又出現了。再一次地檢視自己的動機，修正活動

的方式，但初衷不變，相信志工與孩子們都能在這當中一起成長。 

    幾次的嘗試，曾因著自己的情緒把孩子定型，事後的覺察、找孩子聊聊，我看見孩子

的獨特性。我無法要求每一個孩子跟著我的腳步走，但我可以為他們營造某些氛圍，讓他

們看見自己很棒的一面，進而肯定自己尊重他人並將喜悅分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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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團康社 

 

 

    孩子們間有雖認識但卻沒有太多或不敢深入接觸，誤認為對方不喜歡自己或自己不喜歡

對方…，所以，這學期創立團康社，希望透過小遊戲釋放孩子自性中的天真與良善…，循序

漸進的方式讓孩子彼此更加認識。 

    一開始，為了讓幾位新加入的小朋友更快融入，從最簡單的破冰遊戲開始，孩子瞬間打

開心防開心地在穿堂跑來跑去，進而再玩益智遊戲，考驗孩子各方面的協調性。例如：跳跳

TEMPO及舉彩虹旗課程，考驗著小朋友的生活常識及反應力，主持人一唸題目，孩子就要馬

上跳上圈或叉，孩子們興奮的選邊跳，甚至緊張的亂跳一通，滿心期待自己是那最後存活的

TEMPO王!  

    每一次的課程都可以多發現孩子一點點，如紅白兩隊大對抗，隊長小風為了化解一直輸

的困境，不放棄更換策略，果真，最後找到團隊問題成功扳回一成！從中看出孩子們強大的

領導力…，課程中歡樂的笑聲不間斷！     

    進步的科技時代，也造成許多孩子從小就活在 3C產品的籠罩下，少了彼此間有溫度的

互動，希望藉由團康遊戲增進孩子們的感情，也學習到團隊合作的精神，更體認輸贏不是最

重要的，重點是透過遊戲大家一起努力進而完成目標的喜悅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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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球社 

 

    好動是孩子們的天性，球類活動一直是房角石孩子們的最愛，而躲避球社，總是能

吸引很多孩子參加，就算太陽再大再熱都無所謂，孩子就是喜歡躲避球緊張刺激的感覺。 

    負責帶領社團的志工蛋黃哥，為了避免孩子被球砸傷，特別找了不同大小的抗力球

讓孩子比賽，如此一來就算低年級的小孩也可以樂在其中，不用再擔心會有被球丟到受

傷的危險。 

    孩子在學校一定都有參與過躲避球比賽，但隊友都是同年的同學，但在房角石可不

一樣了，隊友從小學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都有，每個人的運動細胞不同，對球的掌握度

也不同，光是傳球就充滿學問，如果太大力低年級的孩子接不住，如果太小力又會被抄

截，透過不斷的了解和磨合，讓比賽得以順利進行，好幾度都是 1V1 的 PK 戰，場面非

常緊繃，但勝不驕敗不餒，無論輸贏，只要認真投入過，每個孩子都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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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社 

 

    這學期籃球社多了許多年紀小的初學者，於是帶他們從最基本的運球、籃下投

籃及體能訓練開始練習，讓他們慢慢跟上其他孩子的程度。 

    某週籃球社依照慣例進行分組競賽，小樂是個活潑、體能好且好勝心強的孩子，

尤其，球類運動更拿手。我夥同小樂及兩位球技不錯的孩子一組，小樂一開始便信

心滿滿覺得勝券在握，果不其然，甫開賽便勢如破竹連得三分，但接下來敵隊在志

工隊長的指導下，全員嚴防及強攻籃下逆轉戰局，我方輸了第一場比賽。 

    小樂及隊友相當懊惱:「為什麼我們這隊成員這麼強還會輸? 」，藉此機會我教

育他們:「你們個個自恃甚高過於輕敵、又單打獨鬥不傳球給隊友，疏於防守…」，

聽完後他們冷靜一會，眼神變了!轉變態度迎接下一場比賽，積極防守也拚搶每一顆

籃板球，更懂得傳球給空檔的隊友，順利且高興贏下比賽。 

    籃球講球的是「團隊合作」，個人球技與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與隊員間

良好默契及樂於與夥伴全力以赴共同追求卓越!希望孩子們不只在球場上，在未來任

何領域也能秉持這種態度，相信遇到得任何困難都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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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八百種可能-夏令營 

 

    『你有多久沒有說我愛你了呢？』『我願我行我做得到，讓路人勇敢說出"我愛你』 

    八月的太陽兩個大，房角石帶著孩子往南國冒險，一團七十幾人，以攔便車的方

式一路往墾丁前進，路上要挑戰和陌生人講話的任務，對許多孩子而言，是一個練習

談吐和自信心的絕佳好機會，許多孩子缺乏自信心，別提和陌生人講話的能力，很多

都是底下一條龍，遇到一條蟲，唯有提起勇氣開口說話，任務才能一個一個達成。 

    有不能花錢必須攔便車前進，用念力去找到順風車的任務。 

    有在車上自我介紹，並且採訪司機大哥大姊的任務。 

    最特別的是要蒐集八百個願意說我愛你的人，並且拍攝影片的任務。 

    看似簡單的三個字，很多人這輩子從沒開口說過，習慣把話都埋藏在心底，孩子

們用自己的熱情去感動別人，讓更多人了解到愛要即時、愛要大聲說的美麗，我們的

足跡遍及高雄三民區、屏東潮州、內埔、林邊、車城、枋寮、恆春、墾丁...等等地方，

拿出勇氣，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練習，就算碰到拒絕也能適應挫折，孩子進步得很快，

慢慢的能把話說清楚，慢慢的感動更多的人，原本覺得不可能的事，變的可能了，原

本不完整的愛，變的圓滿了，原本沒有笑容的孩子，開始笑容滿面了！ 

    謝謝一路遇到的每個人，無論你是幫忙或是拒絕，都是讓孩子成長重要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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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氣球社 

 

    房角石每到了新的學期，都會為孩子設計不同的趣味社團，讓孩子們適性學習各種才

藝，這個學期也不例外，增加了造型汽球社。 

    第一堂，由於孩子們從沒有這麼近距離及長時間的接觸汽球，在摺汽球的過程中，當

汽球爆破聲一陣陣響起時，孩子們才發現原來摺汽球並沒有想像中容易、也有過程中的不

浪漫…，有些甚至開始對汽球產生抗拒。不只孩子們從心體驗新學習，而我也從心感受到

孩子們的內心就像汽球一樣，需要細心以及耐心呵護，也需要鼓勵打氣，才能更成長茁壯。 

    幾堂課程下來，在志工哥哥姐姐們的輔導、鼓舞下，孩子們開始願意自己動手一步一

步摺出不同形狀的造型汽球，也漸漸接受汽球的爆破聲，從最簡單的小狗造型汽球，慢慢

摺到玩具槍，而大孩子們也會主動幫助小孩子們摺汽球…，孩子們每一個細微的成長與改

變讓我感到欣慰。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見滿滿的笑容及成就感，也會開始期待下一堂課的

來到，更主動提出各式各樣創意的汽球主題，孩子正逐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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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棒球社 

 

    屏氣凝神，眼神專注，舉起棒子，全力揮擊，這一揮~又是一支深遠的全壘打阿！ 

 

    樂樂棒球開辦至今已經五個年頭，想當初那些只是來搗蛋的孩子，在這裡找到興趣和快

樂後，更精進自己的球技和態度，打球不再只是上課，而是他們非常非常熱愛的活動！那些

一開始打擊缺乏自信的孩子，開始找到方法，從滾地球、強襲球，一直到深遠飛球，最後飛

過全壘打牆，球在空中飛行，孩子也在進步中飛行；那些失誤連連的守備畫面，也在經年累

月的練習後，變成一次次精彩的美技守備，時不時都有讓人跌破眼鏡的關鍵守備，常讓在場

邊的我超驚喜，忍不住為孩子鼓掌叫好！ 

 

    『或許在文憑主義的求學環境下，這一刻，是孩子最快樂的時候！』 

 

    我沒有教練級的專業，也沒有完整的場地和球具可以帶他們，我有的就是對孩子滿滿的

期待和兩百分鼓勵，讓他們快樂的打球，享受團隊合作的氛圍，察覺自己正在進步，在關鍵

的時刻揮出全壘打，那道天空中最美的弧線，將一直帶領孩子變得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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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玩社 

 

    永遠記得以前小時候最期待下課了，因為我們總能和同學充分的利用那十分鐘玩遊戲，

大玩特玩一場，因為生活資源不多，所以就地取材或是把現有東西加以變化，就變成我們玩

遊戲的方式，一個壓扁的鋁罐可以踢一個禮拜，一個鍵子可以讓大家踢到熱血沸騰。 

     

現在孩子生活刺激多，但少了自己想遊戲的能力，不知道同一個東西，只要加以設計和定義，

就可以衍生出多種玩法，童玩社，就是為了這個而誕生的！ 

    

這個學期為孩子設計了很多團隊合作以及解謎的遊戲，利用簡單的小積木、小球，或是垃圾

桶蓋，進行一場又一場精采的對決，比較的勝負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是孩子可以透

過這個遊戲開啟他的創意思考，除了 3C產品滑滑滑，還可以讓生活更豐富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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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社 

 

 

 

 

 

 

 

 

 

 

 

 

 

 

 

 

 

 

 

 

    每一學期的手作課，都花了許多心思去規劃課程，因為孩子是依照自己的興趣去選擇想

要學習社團，所以同一社團中的孩童都是超級混齡的，手作社這學期就包含了從小一到小五

的孩子，級距差別越大，課程設計上就越困難。 

 

    本學期依舊秉持著想讓孩子學得更多的心情去帶領，有折紙、皮繩手環、發揮創意的拼

豆、用紙就能作出美麗的玫瑰花、能有多種變化及織法的彩虹編織等等課程…每一堂課都希

望讓孩子帶著美麗的作品跟滿滿的成就感回去，在這之中你看見了即便是小一的小孩，也擁

有超越高年級的專注力，努力的完成作品；也有小小年紀卻很善於解決自己遇到的困難，而

不是馬上放棄。 

 

    我試著去打開孩子的眼界，藉由手作的課程，帶領他們去做到更多他們以為自己無法完

成的東西，希望他們能夠因此產生自信和成就感，進而引發興趣想去學習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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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社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很多小孩已經被五花八門的玩具和手機遊戲給吸引，但是卻

忘了一個小小的寶特瓶也可以作成玩具，一隻便宜的吸管也可以變成毛毛蟲和蝸牛，這就是

巧手社想要帶給孩子的… 

 

    老師希望用簡單便宜的材料，讓孩子透過自己的巧手，去變化出可以玩、可以廢物利用、

可以當作擺飾的各種作品，順便教導孩子，不一定要花大錢，不一定要很新潮的東西才能夠

滿足。 

 

    課程中孩子的創意是你始料未及的，我們都希望巧手社能讓孩子激發更多興趣，讓她們

不要只是沉迷於電動和現成的玩具，對於他們未來也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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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杉潭冬令營 

 

  

    早上七點半我們跟著領隊，帶著孩子們要去完成溪頭-杉林溪-忘憂森林長達八小時的

爬山挑戰。上午跟預計的時間一樣順利，可人生總是有許多意料之外的事等著我們，下午

的路程有些孩子開始累了、鬆懈了，隊伍越拉越長，爬的速度越來越慢，將近四點時，領

隊走錯了路，於是我們放棄了忘憂森林，「必須趕在天黑前下山」變成我們首要任務！ 

    由於人數眾多，體力也已消耗許多，轉眼天黑了，下山的路真的好艱難，好多好多的

孩子開始互相幫忙，很努力、小心的走著。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還有多遠的路要走。我們只知道，只有一直不停的走，才能真

的下山。感謝大家的團結合作，與不放棄的信念，晚上十點多，我們的隊伍終於平安的下

了山！！！ 

這一天好漫長。我們居然爬了 15小時的山！而我們也完成了！！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孩

子們，我想說的是，這就像人生的旅程。前面開開心心，無憂無慮，覺得沒有什麼難的倒

你，神來一筆的轉折總是讓你措手不及，無法預料、跟不上計畫的事情很多。該如何學會

不抱怨、努力的去面對，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如我們走下山的那條路。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5%B6%E5%AF%A6%E6%88%91%E5%80%91%E7%9C%9F%E7%9A%84%E4%B8%8D%E7%9F%A5%E9%81%93%E9%82%84%E6%9C%89%E5%A4%9A%E9%81%A0%E7%9A%84%E8%B7%AF%E8%A6%81%E8%B5%B0?source=feed_text&story_id=142272542113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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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成長講座 

 

 

    家長忙於生計又肩負教養責任，若支持系統不足時，家長在生活及孩童的照顧壓力相當

大，講師通過活動引導，讓參與的家長釋放壓力，大家彼此分享，短短的時間，便可感覺媽

媽們的心情釋放許多，對孩子的教養也願意以更溫和方式溝通。 

    能夠改變孩子最多的人不是社工，不是志工，是原生家庭的父母，房角石除了每週的照

顧外，還特別請了很多老師為孩子的父母上課，舉凡親子教育、心靈成長或是各種教養上的

疑問，都可以透過這幾堂課找到答案，希望能從父母開始改變，進而影響孩子的成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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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義剪活動 

 

 

    房角石固定時間都會邀請設計師蒞臨現場，為弱勢家庭的孩子免費義剪，孩子也不會

錯過這個可以變帥變美的機會，魚貫排隊等待剪髮。 

    感謝 "曼都髮型設計" 和 "森髮型設計" 共四位髮型設計師，無私奉獻自己的愛、時

間和專業技能，蒞臨房角石為弱勢孩子們義剪，孩子們剪髮後非常高興，整個人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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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跑步訓練 

 

 

    有好的體魄才能有好的學習效率，從去年開始房角石就開始執行晨跑運動，高年級的

跑十圈，低年級的跑七圈，於是一早你會看到一身著房角石橘色 T恤的孩子在操場上奔跑，

大大小小好不熱鬧，孩子起初對於跑步非常排斥，經常要跑不跑不太想動，但經過一個學

習的洗禮，現在有 90%的孩子都能完成每學期的指定圈數，這個原本聽起來很辛苦的訓練，

現在變得輕鬆寫意，完成時間也逐漸縮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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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動物園動物芳城市 

 

 

    每到暑假，房角石總會舉辦一系列的營隊活動，有的讓孩子挑戰自我，有的是帶孩子

突破極限，也有像這樣讓孩子輕鬆歡樂的活動。 

我們每年都會帶孩子來壽山動物園玩水，但我希望孩子對於動物園不要只是走過、逛過而

已，所以這次設計了許多關於園區內動物的小知識，想讓他們在開心闖關之餘還能增長見

聞。 

    看著我們的大孩子分散在各組認真解題的模樣，心想他們真的長大了，不再只是小時

候只想玩、又愛鬧的樣子，我相信他們未來一定可以成為小小孩的榜樣，畢竟遊戲就是要

認真玩才會有趣，不是嗎？ 

    最後一關來到了親水廣場後的涼亭挑戰水上乒乓，這可不是靠蠻力就可以過的關卡，

吹球的角度與力道都要好好掌控，才有辦法快速過關，抓不到訣竅的孩子卡關很久，旁邊

的隊友一邊指導一邊加油，最快速的那組在５分０２秒就全員過關！獲得了第一名的獎

勵！下午愉快的玩水時光，孩子迫不及待的拿出自己最強的水槍讓每個志工變成了落水狗 

最後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了一天，接下來還有更多的營隊挑戰等著他們，期待他們在暑假

過後，除了年級往上升之外，各方面也能獲得提升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