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房角石兒少關懷協會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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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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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8月 4 日起至 111年 7月 31 日止 

 

參、 活動許可文號 

110 年 8月 3 日 衛部救字第 1101362730 號 

 

肆、 活動目的 

（一） 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青少年認輔工作，提供弱勢家庭兒少夜間課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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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計畫，多元安排活動陪伴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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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徵信：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另刊登於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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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弱勢家庭認輔工作，提供弱勢

家庭提供夜間課輔、關懷訪視、諮

1. 個案共計 82 位，關懷訪視

1,125 人次；電話關懷

http://www.idfamily.org.tw/


商會談、情感支持、資源提供、物

資輸送、轉介服務、親職講座、親

子活動等方式，關懷支持弱勢家

庭。 

1,247 次。 

2. 平日夜間課輔伴讀，課輔

時數 324 小時，參加人數

24 人，服務人次 1,862 人

次。 

3. 親職講座舉辦 6場，共 126

人次參與。 

4. 美濃漂漂河一日親子活動

參與家長及孩子共 84 人。 

弱勢兒童假日

安培計畫 

方案的主要內容為學期間週六、週

日 8:00-16:00，弱勢兒童的安置

照顧與興趣探索培力品格教育活

動，對象為國小、國中弱勢兒童少

年。採分級分齡教學，分為大中小

3 個班級，分別為大班國中 1-3 年

級、中班 5-6 年級、小班 1-4 年級，

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發展階段，實施

不同的教育訓練，大班國中生以學

業、興趣探索、表達、體能、意志

力、自信心訓練為主；中班 5-6

年級學童可塑性強，加強品德教

育、多元探索、責任感、榮譽感、

自信心建立、體能及意志力；小班

1-4 年級實施規範教育、多元探

索、遊戲中學習，學期間上午進行

靜態課程、下午則為動態活動。   

累計服務人數 82 人，結案人

數 4 人，續留服務人數 78

人。學期間共舉辦 32 週 64

天週六日安培照顧，參加學

童人次 3,582 人次；4 場營隊

營隊，參加人次 385 人次。

學童家庭背景為單親 47 位

(、隔代教養 8 位、新住民 12

位及經濟弱勢(低收、中低

收)15 位；學童來源為學校輔

導室轉介 39 位、社會局兒少

保、高風險個案轉介 9 位、

協會自行發掘及案家主動報

名 17 位；學童來自 23 所國

小、13 所國中；學童男生 38

位、女生 44 位。 

寒、暑假弱勢 寒假原訂谷關登山挑戰，因疫情因 寒假原訂谷關登山挑戰，因



 

柒、 成果效益: 

1、 弱勢家庭關懷認輔、 

2、 夜間課輔：學期間提供高年級及國中生夜間課輔，並免費提供晚餐，讓青春

期孩子有人關心，維護身體及心理健全發展，並協助學業上精進，避免孩

子晚上遊蕩結交不良朋友，110 學年度共提供學生課輔時數 324 小時，參

加人數 24 人，服務人次 1,862 人次。 

 

3、 弱勢兒童假日安培計畫：弱勢家庭家長常因忙於生計而疏忽或無暇照顧孩

子，當孩子進入青春叛逆期時，若是誤交損友、沉溺網路，很容易於假日

期間學壞或者網路成癮，沒心思讀書，成天與同儕廝混，這是許多家長最

擔心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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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人，學

童總服務人次 3,582 人次。1-12 月辦理假日安培照顧，週六及週日的學童

出席率為 80﹪~92﹪，期末施測有 95%的家長表示孩子參與假日安置照顧

兒童與青少年

挑戰營、育樂

營隊 

素延至 4/1-4/3 辦理：舊城文化體

驗延至 4/16 辦理。另安排線上課

程，包含手作、科學實驗、律動、

繪畫等課程。 

暑假營隊活動安排東勢林場三天

兩夜生活自理訓練露營活動；高雄

輕軌闖關輕旅行；柴山登山訓練；

國三畢業生結業旅行 

疫情因素延至 4/1-4/3 辦

理，參加人數 28 人；暑假舉

辦線上營隊，參加人數 78

人，共 526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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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家庭共計 82 位，關懷訪視 1,125 人次；電話關懷 1,247 次，

物資贈與 312 戶次。 



後，可以無後顧之憂放心地工作；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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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家長願意讓孩子繼續參與

房角石的假日安培活動(其中 3%因課業補習、升學、搬家而停止繼續參加，

2%因疫情因素暫停參加，待疫情趨緩再回歸)；88﹪的學童願意繼續參加；

學童學習才藝活動，開發潛能，90％的學童表示對自己的演出滿意或非常

滿意；89％的學童表示有因此而增加自己的信心；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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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學童於品格

指標上，整學期至少拿到 100 個點數以上；75﹪學童課程參與狀況良好、

情緒穩定及人際互動熱絡。  

 

4、 寒、暑假多元挑戰營隊： 

寒假期間為孩子安排登山挑戰，訓練體能及意志力，今年寒假因應疫情之

故，無法帶孩子登山挑戰，我們延至 4 月初連假再出發，在克服重重挑戰

後，發現原來自己的潛力比想像中還強大，原來自己辦得到。這便是我們

辦理登山挑戰的用意了。 

今年暑假 7 月安排東勢林場三天兩夜生活自理訓練露營活動；高雄輕軌闖

關輕旅行；柴山登山訓練；國三畢業生結業旅行。 

暑假期間，依不同年齡，安排多元營隊活動，供孩子們體驗、探索，弱勢

家庭無法提供孩子太多資源，弱勢孩子唯有自己變強，建立自信心，才能

翻轉自己的貧困環境。 

  

 

 

 

 

 

 



捌、收支明細 

類別 科目  金額  備註 (會計科目) 

收入 

1. 捐款收入-指定用途-公益勸募 3,560,966  4550 

2. 利息收入 77  7200 

<收入小計> 3,561,043   

    

所
得
財
物
使
用
支
出 

1. 社工人事費 2,040,000   6101 

2. 講師費 33,800   6425 

3. 社團老師教學費 98,330   6415 (98330) + 6413(0) 

4. 場地費 344,430 
  6111(204000) + 6410.05(121695) 

 +6420.05(18735)  

5. 膳食費 177,324 
 6410.02 (162718) + 6420.02(14298)+ 

6441 (308) 

6. 交通費 145,213  6410.03 (142213) + 6442 (3000) 

7. 住宿費 99,120  6410.07 (90380) + 6443 (8740) 

8. 器材材料費 152,273  6410.01(152273) + 6440.01(0) 

9. 教材文具費 83,797  6410.04 (75681) + 6420.04 (8116) 

10. 影印印刷費 7,371  6420.06(7371)  

11. 保險費 25,083  6410.06 (25083) + 6440.06 (0) 

12. 服務據點修繕費用 55,470  6422 

13. 清寒家庭扶助費用 117,423  6414 

14. 自行車隊設備維修支出 11,423  6446 

15. 活動其他支出(門票等) 38,979  6447 

16-1.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人事費   0  6481 

16-2.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宣傳品印

刷費 
60,000  6482 

16-3.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廣告宣傳

費 
41,367  6483 

16-4.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雜支 29,640  6484(17752) + 6410.08 (11888) 

   

<支出> 3,561,043  

   

 

 



玖、家長學童回饋 

家長回饋單 

  

  

 



家長回饋單 
 

 

  



 

 

 

 



學童回饋單 

 

 

 

 

 



學童回饋單 

  

  

 



學童回饋單 

  

  

 

 



拾、照片說故事 

 

走進孩子的生命裡 

  

  

房角石有一戶案家，爸爸一年前因為身體不適，到醫院檢查後發現是食道癌三期，無法

工作在家療養，家中三個孩子從此失去經濟支柱，倚靠幾個社福團體提供的資源維持生活。

近日因為疫情關係，房角石的假日陪伴工作轉為線上課程，但孩子都沒有來上課，於是直接

到小琪家了解狀況，推開紗門的那一刻我震驚了，昏暗的客廳，雜亂的桌面，散落的垃圾，

看得出家裡很久沒有被好好整理，爸爸因為病痛自顧不暇，也沒人能好好教孩子如何整理家

裡，我們開始帶著孩子動手整理內務，修換燈管，而且她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上學校的線上

課程，停課，也停學。  

為了讓孩子停課不停學，我立刻帶孩子到附近的中華電信申辦網路，幾天後也帶著孩子到學

校去找老師，請老師直接教孩子怎麼使用校內的線上課程，孩子的學習終於回到了軌道上。

這天，房角石的線上課程開播，三個孩子終於上線了，我們為孩子帶來一連串有趣的課程，

看見她們露出久違的笑容，我們打從心底的開心。 

 

 

 



 

 

停課不停學-不一樣的暑假 

  

  

往年的暑假，房角石都會帶著孩子探索生命、挑戰自我，但因疫情，教學與陪伴方式大

轉彎，大家也成了待在家就能拯救台灣的英雄；六月執行了三週的線上課程，發現孩子們都

悶壞了，身型卻明顯長大了不少。規劃了能動能靜的活動，帶著孩子線上上課，因為與孩子

們互動模式大大受限，做了很多調整及嘗試，備好的教材如何分發到孩子手中？怎麼進行課

程會最流暢？凡事都有第一次嘛，與孩子一起在網路世界成長。 

 

這次暑假根據不同年齡層，規劃不同線上課程，低年級的幼兒律動、繪本演說、動手玩

科學，中高年級的 TABATA、好玩輕黏土、媽媽 a灶咖……好玩又能學習的課程，老師們頭髮

都掉了不少，拿出自己畢生的絕活就為了不讓孩子浪費暑假時光，有一個不一樣的暑假。 

 

每次正式上課前，都會有許多孩子提早上線，孩子們說「整天在家實在是太無聊了，有

人陪自己聊天吃早餐就很快樂….」，看見孩子們的期待，老師們所以都會提早開 Google meet

讓孩子進來分享近況，看著孩子滔滔不絕的說著在家的故事，總是能被逗得哈哈大笑，儘管

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願疫情快快結束，能看到每個寶貝，再一起玩耍吧。 

 

 

 



 

成就孩子的亮點 

  

 

 

    因疫情使得學校停課，無論是老師和孩子都措手不及，夜間課輔老師臨陣改為線上授課

備課起來是相當繁雜的，孩子更是無庸置疑的滿滿困惑與焦慮，沒有老師親臨指導線上學習

需更自律，接二連三的課程孩子無法完整消化內容，線上授課老師需要更多耐心！ 

 

孩子們在得知房角石夜間課輔可以改為線上繼續進行教學，開心也積極地報名，一來可

以在線上課程提出不會的，二來可以加強自己不擅長的課目，儘管已上一整天的課程，每當

課輔時間一到都未缺席，孜孜不倦聽著老師講解，遇到問題也積極提問讓自己能理解題目，

雖然段考取消卻不因此而怠惰，休息時間更黏著線上授課老師聊疫情期間學校課程的進度與

困難，緩解疫情期間學習的焦慮。 

 

    謝謝課輔老師們的陪伴，願意在既慌亂又忙碌的時間裡抽出時間替孩子們解決問題，讓

孩子日就月將成長不少。謝謝您如同陽光，點亮孩子的希望！ 

 

 

 

 



房角石歡樂送 

  

  

    在疫情尚未解封的情況下，吮指王（赤山店）老闆來電關心孩子們，也提出贊助炸雞套

餐券，多次與老闆溝通後，轉變成【房角石歡樂送】，正好疫情降至二級警戒，然恰逢颱風帶

來連日豪雨，出發這天雨勢如瀑布般鋪天蓋地，老闆仍犧牲店休時間替孩子準備餐點，甚至

堅持現做就為了讓孩子能夠吃到熱騰騰的美味，且為了讓歡樂送變得順暢，體貼的將餐點分

裝備妥． 

 

更幸福的是不只有熱食，還有財團法人休休文教基金會特別寄送滿滿兩箱不同的水果，飽餐

後還能有營養水果甜蜜補給，同時送抵孩子手中，不只孩子連同家長飽含笑意的不斷道謝，

說著：「真的真的很謝謝你們，雨下這麼大還這樣親自送來！」看著每戶接收到豐富美食，十

八相送的畫面與我們道別． 

 

在【房角石歡樂送】的路途並不順遂，因為滂沱大雨視線不佳，穿越大街小巷家家戶戶的找

門牌，拿著傘也不敵雨勢洶洶仍舊全身溼透，但正因您們願意在疫情期間送暖，這些雨澆不

熄我們的使命感，看見孩子驚喜的臉一切都值得！感謝您們的愛！讓孩子有溫暖有快樂！ 

 

 

 



線上系列課程-跟著元寶捏一捏 

  

 

 

 

 

 

 

「元寶老師，可以上線了嗎？」 

今天的小文(化名)有點反常，中年級的課程明明還有一個多小時才上課，她卻一直登入

突襲低年級的視訊教室，總算忙完低年級課程，小文馬上登進視訊教室。那一刻，你才了解

她迫不急待的心情。 

畫面上出現十幾樣她用黏土捏的手作作品，各種袖珍的蛋糕甜品、日式料理、漢堡薯條、

卡通公仔、tsumtsum模型、燒烤肉串，還很應景的做了中秋節的月兔和月餅，顏色繽紛作工

精細，真不敢相信這都是出自一個四年級的孩子。 

「她從第一堂課玩完後就開始拼命捏，我也不知道她在捏什麼，等我再看時發現桌上已

經好幾樣了」小文的奶奶說。 

我很高興透過線上課程也能帶給孩子啟發，更開心她能在這個領域找到信心，就像是房

角石的宗旨那樣，「開啟孩子的天賦，並讓天賦自由。 

 

 

 

 



 

 

媽媽 a 灶咖～孩子的獨門料理 

  

  

疫情期間，聽聞孩子們訴說久困家中有著諸多一成不變的孤獨及煩悶感，期盼著每一

次房角石課程帶來的不同，因而設計了讓孩子居家時可以充分因地制宜的創意料理課，教

孩子可以自己輕易上手的簡易料理，如：白飯、蒸蛋、蔥肉丸子…。 

基礎料理技巧解說後，與孩子線上同步洗米、敲雞蛋、加水放醬油調味、拿刀子切蔥

花、拌豬絞肉….，過程中有孩子大叫「唉呀!米流出去好多！」、「啊！怎麼辦？會不會切

到手!」….，孩子們時而詢問、時而驚奇歡呼，不一樣的互動創造了許多不同的體驗。 

最後，紛紛傳來孩子的成品照，大部份孩子都有完成，有些成品令人垂涎、少數是創

意四不像，小澄做出來的肉丸子很黑，釐清後是醬油放太多，小澄卻回答「配飯剛剛好」，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著自己動手做的起點經驗，家長工作不在家時，孩子可以自己動手粗飽裹腹；或是

可以動手分享給家人，看著孩子完成作品呈現的幸福感，也看到了孩子未來之際可以自創

餐點的美好蔓延。 



DIY 手作教室 

  

  

手作相框起初有些複雜，孩子們認真聽著講解的每一個步驟慢慢地完成，從無到

有，體會到看似簡單的東西都是需要細節拼湊的；手鍊編織更是讓孩子遇到重重關卡，

不斷的捲軸、打結步驟、害怕跟不上，讓他們提問、解決手中的困難，激勵著每一個

作品的產出。 

 

手鍊不會只有女孩子才有學習意願，男孩子也非常專注地為自己為家人編織呢！ 

 

捐款者看著月刊說：「你們越做越好了！課程很豐富，連烹飪課程都有～辛苦了！」

一份善與愛不斷延續及分享，一份願力與肯定被延伸，心裡有著滿溢的踏實感！感謝

大家共同推進房角石的努力與進程，更期望孩子能在這裡激發最大的能力與快樂！ 



跟著房角石騎單車出去透透氣《林後四林》 

  

  

    8月份隨著疫情趨緩，先規劃了兩次單車活動，一方面帶孩子們出門透透

氣、親近大自然，另一方面，也讓他們開始運動、健健身。孩子們一起騎單車拜

訪了兩個地方，一個是屏東台糖縣民公園，一個是潮州的林後四林森林公園。 

 

    整個過程，感受到孩子們對於終於可以整天在戶外騎單車、活動筋骨是興奮

的。彼此間，也因太久沒見面，一見面好像有講不完的話題，整天不斷的嘰嘰喳

喳，臉上充滿了笑容。除此之外，老師還設計了大逃殺和玩水的活動，孩子們更

是玩得不亦樂乎。 

 

    雖然 8月份天氣很熱，大家都曬成小黑人，又要戴口罩不是很透氣，但可以

跟著房角石的老師、志工哥姐和同儕一起騎車出去玩耍，孩子真的很開心，結束

時還依依不捨，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可以辦更多戶外活動喔! 

 



 

和孩子體驗-快樂可以很簡單 

  

  

愛其實很簡單，只要懂得付出，當你溫暖了別人，也會溫暖了自己。 

 

在備課時，一直思考要給孩子怎麼樣的畫畫課，嗯…不呆板的、不複雜的等等，小孩子們

的幸福真的很簡單，僅僅一根棒棒糖當他們得到了，會開心地流露出真實的笑容。 

 

在上課當中，我希望孩子們能夠感受到快樂是可以自己創造的!通過簡單的步驟，下筆的每

一刻，從看不出自己畫的是什麼到上色後發現原來是一棵愛心大樹，用手就能畫出一隻狗狗…

用彩色筆點幾下就能變出一幅畫來，從無到有的創造，內心升起的喜悅，自然的歡呼驚嘆中感

受到的快樂。 

 

孩子的世界發生的問題都很簡單，只要我們大人不要搞得太複雜，簡單的學習過程，就能

體會簡單樸實的快樂。 



 

聚眾愛 讓孩子有乾淨的家 

 

 

 
 

   屋主阿超(化名)是一位單親父親，長期獨立扶養年幼的三兄妹。幾年前發現罹患食

道癌第三期後，不得不離職在家調養身體，隨著病情的日益惡化，生活已無法妥善自

理，以致居家環境髒亂不堪，屋內堆滿各式雜物，異味撲鼻。進到屋內，決定好分工

和空間的整理順序後，志工們捲起衣袖，戴著棉紗手套持著各式清掃用具，偕同案家

三幼子，迅速啟動斷、捨、離的環境整頓工作。 

過程中，有許多陳年堆積的雜物，像破舊的床鋪、故障的中古厚重電視、成堆不再合

穿的衣物等，需要被清理出來，以換取更足夠及乾淨的起居空間。由於廢棄物體積龐

大，志工們展現默契，以接力的方式將物品一批批從四樓搬到一樓；被分配到廚房清

潔的志工，汗流浹背的刷洗廚具及壁面上陳年汙垢；而年久失修的紗窗、紗門及讓孩

子們不知所措的天花板壞燈泡，逐一協助修繕換新。經過 8小時合力清掃，原本只能

側身行走的客廳，已能同時三、四個人行走，屋內也由昏黃變明亮，雜亂無序的空間

整個變寬敞了。 

看到社工和志工們無私的付出，孩子的姨婆感動的說：自從孩子的爸爸生病後，房子

至今很少打掃，如此乾淨清新的家，能帶給孩子像樣的居家空間及讓孩子爸舒心休養。

而孩子們看到煥然一新的家，神情閃閃發亮的向志工們連聲道謝，允諾會好好維護環

境整潔。看到孩子露出的喜悅笑容，當下的我們也被感動了，一切的辛苦是值得的！ 



美濃漂漂河親子活動 

  

  

房角石服務的家庭中，多數的家長因經濟因素需常在假日外出工作，鮮少有餘裕的時間帶著

孩子出遊。於是我們規劃了親子活動，希冀促進兩代關係的互動。 

 

隨著窗外的都市風景逐漸變成農村小徑，我們抵達美濃了。一到現場直接讓大家穿上救生衣

及安全帽，用動感的音樂暖身開始了一早上的漂漂河體驗。原本害怕水的孩子，發現了救生衣

會讓自己漂起來後，就開始主動拉著我們下水，大家小手拉大手，像水餃一樣漂在水圳上，畫面真的

很有趣；躺在用大輪胎做的泳圈上，大人們好像回到童年一樣，悠遊地望著藍天，短暫的忘卻生活上

的不容易，在大自然的懷抱裡，他們終於能夠盡情歡笑。 

 

在農村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小徑上奔跑的影子被夕陽拉得愈來愈細長。大家換回乾爽的服裝

後，老師引導孩子們回憶漂漂河一整天的體驗，將感恩化作文字，寫在卡片上，感謝贊助活

動的叔叔阿姨：「謝謝你們，我們才有機會跟家人創造這麼棒的回憶！」懂得感恩、知足，是

我們最想帶給孩子的，總有一天，能夠成為手心向下的人，能為他人帶來正向的影響力！ 

 

 



媽媽的灶咖-芒果鮮奶酪 

  

  

《媽媽的灶咖》線上課程當天，除了孩子們都很認真之外，因為還需使用到瓦斯爐

火，從螢幕上也看到一旁有家長的陪伴，讓孩子安全無虞地當個快樂的甜點師。 

孩子們按照步驟，先在新鮮牛奶中加入絕妙比例的糖與吉利丁粉，然後慢慢地加熱、

攪拌直到香氣飄出，並且呈現滑順的質感。這樣，奶酪的基底就完成了。 請孩子小

心翼翼地把牛奶液分裝到杯子之後，各家也開始展現創意：有些孩子等奶酪凝固後，

才放上水果丁；有些孩子則是選擇讓水果浸泡在牛奶液中一起凝固，創造出截然不

同的新滋味！ 

在這門課中，我深深體會到孩子真的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樣：什麼都不會、做也做

不好，他們反而在學習過程中處處展現自己的特質，並且有卓越的進步喔！我要祝

福每一位孩子，他們不止能享受這美味的甜點，也能對自己充滿信心，在未來的人

生路上獲得更甜美的果實。 

 



美術館心靈奇遇記 

  

  

即將進入夏天的尾巴，天氣依然炎熱，這次帶孩子到美術館活動筋骨，大大的樹給了大家可

以遮陽的地方，闖關的過程中孩子可以不用長時間曝曬，有更多的活力！謝謝善心的叔叔阿

姨們贊助的運動飲料，讓孩子跑動闖關後可補充電解質。 

這次活動課程的設計，特地將原本的分齡小隊改為混齡組隊，藉此讓大孩子學習領導及如何

有效的溝通。 

活動結束時，小雅(化名)與老師聊著一天下來的感受，她說：「經過這次的活動，發現自己好

像漸漸了解到，原來當一個領導者並不簡單，遇到隊友不配合團隊運作的，一開始會想生氣，

但會告訴自己，這是一個團隊，團結才是最重要的，要想的是辦法，而不是製造問題，這次

活動下來感受良多。」 

在活動中看見大孩子的成長，也樂意指導小隊員們基本的禮貌（問候、道謝…等），更對自

己在溝通表達的能力上不斷修正練習，在一旁默默觀察的老師們看到後，都感到相當欣慰。 

孩子們，相信自己能力無限大，老師會為你們加油打氣！ 



歡迎來到房角石遊樂園 

  

 
 

陽光、草地、歡笑聲，疫情趨緩，這天我們帶著悶了許久的孩子們一起來到澄清湖大草皮，坐

在野餐墊上愉快的吃著午餐，有些孩子在草地上奔跑、遊戲，有些孩子蹲在草地研究蟲蟲，可

以親近大自然，多麼舒服的一件事。 

 

我為孩子設計了六個結合古早味的創意遊戲，孩子們拿著鬥片當代幣，可自由的選擇想挑戰的

遊戲和關卡，在下午活動時間截止之前，能爭取到最多鬥片的孩子，就可以得到今天的獎勵禮

物！無論是一二年級的孩子，或是已經升上國中的孩子，都可以從中找到遊戲的樂趣，草地瞬

間變成遊樂園，充滿各種歡笑聲，孩子的童年就該如此單純美好。 

 



 

跟著曉涵老師學畫畫 

  

  

你上一次接觸水彩是什麼時候呢？是國中的時候，還是國小的美勞課？傳統的課程只讓我

們學會將顏色填滿，但從不知水彩其實可以有很多的玩法，原來先在紙張上抹上一層水，

繪製的時候就可以用渲染的效果，不同顏色的顏料接觸時也會發生化學作用，渲染成想都

想不到的美麗色彩，幻化成美麗的夜空，再拿畫筆沾上顏料開始敲擊，隨興的創作揮灑，

就能變成點點星空，孩子看見成果無不感到好玩有趣，原來水彩可以這麼好玩！ 

 

透過線上課程，讓更多孩子可以接觸平常接觸不到的東西，接受更多元有趣的課程，打開

孩子學習的視野，特別感謝曉涵老師的用心準備，打開孩子創作的視野，讓水彩走進孩子

的生活裡，愛上創作的快樂！  

 

 

 

 

 

 

 



從小物品中窺見大科學 

 
 

 
 

這學期的線上課程，邀請科學老師 Ivy，準備一系列的動力車，一步步帶著孩子組裝，從一

片小木板，一顆迷你螺絲，一條橡皮筋，到手握螺絲起子的手勢、使力的時候要同步確認是

否水平旋入，材料看似簡單，對於小學一到四年級的孩子來說，每個步驟都是孩子認識工程

科學的啟蒙。 

「橡皮筋動力車」將橡皮筋拉長後，利用橡皮筋彈力的扭轉，帶動四輪車往前；「磁力車」

透過同極相斥、異極相吸的原理完成一台超簡單的小車；然後是最難的一台車「毛毛蟲爬行

車」螺絲最多、步驟最多，光這台車就做了快兩堂課，但它也是最讓孩子喜歡的一台車。老

師在鏡頭前一步一步帶著孩子做到好，鎖上正確的螺絲，而孩子也很有耐心的等待落後的同

學。 

從小物品中窺見大科學，深奧的科學原理在一件件親手完成的小動力車中，潛移默化被吸

收，孩子們紛紛讚嘆：原來，生活中處處是科學！ 

 

 

 



一日皮革工藝師體驗 

  

  

近年來文創風潮攀升，從暑期《房角石玩線上》發現手作這門課程激起孩子對於ＤＩＹ的

專注度及學習能力大增，於是將本學期課程稍作轉換，讓孩子能夠體驗許多不同的新事

物，一早騎著單車前往袋寶觀光工廠。 

 

導覽員介紹製作皮包與袋子的各種皮革、工具、過程等，每個人輪流摸著日常中少見的皮

革，有羊皮、鱷魚皮、甚至鴕鳥皮，珍貴又稀奇，孩子們用指腹輕輕碰觸，深怕指甲刮傷

了皮革；導覽的姊姊說著，因為年代的更迭，包款的樣式也會隨著時代的流行趨勢而有變

化，放眼望去琳瑯滿目的包款：醫生包、郵差包、托特包......等，孩子對於皮件的種類認

知，逐漸有了更清楚的輪廓。 

 

手作課程中，皮革鑰匙圈看似容易但上色卻需要細膩的手勢，孩子小心翼翼地將皮革均勻

上色；另外燙印環保杯袋更讓孩子發揮自己獨有的創作，從圖騰挑選到位置擺放，以及想

呈現的杯袋風格、轉印的過程都耐心的操作，同儕間也互相幫忙與指導，彼此相互給真誠

的建議。專注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時間總過得飛快，最後看到親手製作的完成品都很滿意地

笑著，大大滿足了孩子們的成就感！ 

 

 



 

用震撼十鼓開啟孩子藝術的耳朵 

  

  

這次去十鼓糖廠參觀見學，藉由「搭乘火車」到外縣市的機會，讓孩子獨立從班次的確認、

操作購票機、步行到指定候車月台等，都需要他們親自去完成。 

 

一路上聽著叩隆叩隆的聲響，五十分鐘後抵達有百年歷史的十鼓糖廠。 

 

園區裡的擊鼓體驗，讓孩子跟著台上老師的節奏「咚嗆、咚嗆」，短短 15 分鐘的體驗就可

以完成一小段演奏；緊接著就是去欣賞十鼓最有名的打擊樂團表演，由不同種類的鼓、整

齊劃一敲擊、奏出震撼人心的旋律，五首曲目的演出看得大家目不轉睛，急忙叫著安可！

安可！捨不得離場。 

 

下午的時間帶著孩子體驗刺激的「糖晶落體」及「飛天宅急便」，要克服高空的恐懼從 5、

6 層樓高的地方跳下去亦或溜滑繩出去，我們想讓小朋友們嘗試各種挑戰，當面對挑戰、

挫折時可以勇敢面對，當跨出第一步時就會發現其實自己是做得到的。 

 

整個下午的設施體驗時間過得很快，小朋友玩得很盡興，已經到了回家時間大家都還依依

不捨，想要繼續玩到晚上。回程大家帶著愉快的、滿足的笑容一起踏上回家的路程。也期

待未來還有更多機會帶領小朋友們去體驗更多有趣且富含教育意義的活動。 

 



 

 

當我們童在一起《童心同心運動會》 

  

  

這是一個橫跨十年的美好故事，房角石從民國 100 年照顧至今，服務超過 500 位孩子，投

入的志工也不下 500 位，只要穿上房角石的榮譽制服，你我就是一家人，有個同樣的目標

一起努力，孩子們，回家吧！志工們，回家吧！ 

 

「因為童心，所以同心」你會看到畢業後的孩子擔任志工姐姐，配合著低年級的弟弟妹妹

彎腰闖關。你會到看年初出社會的志工哥哥，一次又一次的引導孩子們順利達陣。你也會

看到弟弟妹妹這群娃娃兵，在拔河場邊奮力的為哥哥姐姐加油打氣。 

 

最讓人感動的…是那群曾經被幫助過的孩子，從當初那個稚嫩的樣子，一個個變成願意無

條件付出的天使，當年那個調皮的男孩，現在已經變成團隊裡的隊長，帶領著隊伍拿下一

座又一座的勝利；當年那個貪玩的女孩，現在變得細心溫柔，不厭其煩的帶著小小孩，在

他們需要的時候給予支持和鼓勵，這是段孩子從受助者成為助人者的故事。 

 

「十年，讓手心翻轉。」就像當年我們帶著他們一樣，陪伴的過程偶有挫折，偶有失落，

但真心想為一群生命努力的心，孩子是感受的到的。透過同樣的目標縮短了彼此的距離，

讓彼此的心緊緊聯繫，謝謝你們的成長和蛻變，讓這些的努力有價值，讓我們很有成就感。 

 



《職涯探索系列》果農的日常 

 
 

 
 

天氣逐漸轉涼，藉著此機會帶著孩子騎著單車，到高雄大樹區感受鄉間的慢條斯理。踩著

踏板沿途看到一片又一片的果園，平時常吃到的芭樂、荔枝、甘蔗、玉米、鳳梨等，在被

採摘到市場之前，莖葉一同生長的樣貌，對於在都市長大的孩子們來說，新奇有趣。 

 

許久未在城市外的道路上奔馳著，在幾段上坡、下坡聽見歡樂的笑聲，這就是我最喜歡和

孩子相處一起體驗酸甜苦澀的時刻。棗子園讓孩子體驗身為果農的一日，認真聽著待會的

摘果作業講解與棗子熟成過程，接著開始著手篩選。 

 

在果農林大哥的提醒之下，孩子們小心翼翼避開樹枝上的刺，但偶爾還是會被隱藏在葉片

下的尖刺扎到，孩子們不因此喊疼，反而開始能夠學到了體恤，體會到了農夫在果園裡的

辛苦。 

 

抬了一個上午的頭，還得反覆蹲下、起立和彎腰，這才曉得原來這些汁甜肉脆的棗子，是

果農們長時間的辛勞的成果。 

 

用完豐盛的午餐後，稍作休息，回程享受著微風，孩子們帶著喜悅的笑容和滿足的心，輕

快地返家了！ 

 

 



 

《文化探索系列》走進部落看見先人的智慧 

  

  

 

「魯凱族排灣族的石板屋，是最符合綠能建築的建材，取自於大自然，就算廢棄了也不

會造成環境汙染，石板屋冬暖夏涼，是古人最寶貴的智慧」魯凱族的嚮導老師說。 

 

帶著房角石的孩子走進多納部落，透過老師的講解認識了原住民特有的文化，從建築、

飲食、慶典和作物，都讓我們看見原住民取自自然，但尊敬自然的心。我們在部落裡漫

步，突然空氣中飄來陣陣香味，原來是當地著名的石板烤肉，讓孩子口水直流，距離用

餐時間還很久卻已飢腸轆轆，中午席開 9 桌，來場道地的魯凱風饗宴，看著孩子們大快

朵頤，這或許是孩子認識部落文化的最好方式吧！ 

 

下午我們乘著風來到了紫蝶步道，迎面而來的蝴蝶群讓孩子又驚又喜，每年的 11 月到隔

年的 2 月都是紫斑蝶避冬造訪的季節，會有上百萬隻紫斑蝶來到茂林的山區，牠們就像

一片片飛行的寶石，揮舞著牠們紫色炫麗的翅膀，原本有些孩子很怕蝴蝶，但看見牠們

的美麗無不發出讚嘆「好漂亮！真的好漂亮！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這個地方！」 

 

感謝磐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贊助這次的活動，讓孩子可以走進自然，認識自然，跟隨古

人的智慧去認識環境，學習成為一個愛護環境的地球公民。 

 



 

《親職講座》讓孩子在人生道路上盡情的奔馳吧！ 

  

  

    常是按照自己原生家庭父母對自己的教養方式繼續教養自己的孩子，但在實際教養

孩子過程中，常常遇到許多問題，不知道怎麼辦?看到這樣的需求，房角石每學期都會為

家長們安排親職講座，作為他們的心靈加油站。 

 

    房角石這次邀請到 ｢賽斯教育基金會心靈輔導師｣ 蔡麗華老師來跟大家分享。麗華

老師是退休國小老師，常年學習賽斯心法，在親職教育和心靈諮商方面，有很豐富的實

務經驗。講座上半場分享了如何處理孩子的拒學、憂鬱、網路成癮、過動上課注意力不

集中、缺乏自信心和人際關係不好等問題；下半場則開放讓家長提問遇到的親子問題，

老師深入地個別解答。整場講座家長們都很認真聽講，吸收新知，也非常踴躍提問，希

望扮演好照顧者角色，改善親子關係，陪伴孩子快樂成長。 

 

    當然，親子關係和教養的改善是需要長期經營的，必須在不斷學習和實踐的過程，

一點一滴地累積。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家長成長了，孩子得到妥善的陪伴和引導，整

個家庭的氣氛才會有所改善。這個區塊是房角石未來服務的重點之一，我們會繼續鼓勵

有意願的家長繼續一起走下去，讓弱勢家庭也有機會得到翻轉！ 

 

 



 

推動適性教育，家長一起來 

  

  

《房角石假日學校》朝「適性教育」的方向努力，陪伴孩子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天賦潛能，

對此方面，爭取家長的認同更是重要，通過親職講座、暖心媽媽團、聯誼聚會傳遞理念，

積極推動家長互助學習團體。最近舉辦的家長聯誼會，理事長便傳遞了這樣的理念；也邀

請家長分享房角石帶給孩子的幫助，凝聚家長的共識，期待給孩子更有品質的陪伴與教養。 

 

“小保庇”媽媽的分享： 

在這一波疫情下，可以更清楚看到房角石假日學校對於孩子的教育不遺餘力，不能出門上

學的孩子，也因為有了《房角石假日學校》安排的線上課程，感到生活有點樂趣，孩子每

天都在期待著假日的到來，用心的社工老師們，在課前的構思超用心的，有時是線上直播

運動，有時是手作，有時是繪畫，還有猜歌遊戲這類的團康，在課程的內容設計上讓家長

覺得感動，為了鼓勵孩子全勤，居然還有抽獎活動！ 

 

真的很感謝房角石的用心，連媽媽都羨慕了！除此之外，在疫情緩和後，親子戶外活動的

舉辦，讓很久沒有出門的我們，非常期待。美濃的漂漂河活動，孩子們玩得不亦樂乎，媽

媽也是。看著孩子開心穩定的成長，這是單親媽媽最大的安慰，萬分的感謝房角石假日學

校，讓孩子在成長的路上可以有抒壓的管道，父母有喘息的機會，我和孩子一樣，都很愛

房角石！ 



 

谷關登山挑戰營 

  

  

在近 80 度的斜陡坡一路向上，兩側邊坡危崖下方即是大甲溪谷，孩子們收起玩心，步步

為營，在大自然面前謙卑自己。更看見孩子長出「愛人的能力」，知道要照顧初次登山的

弟弟妹妹們。與山林同行，瞬間變為成熟體貼的小大人。 

 

大夥兒 6 點起床收拾行李，從裡冷部落中的登山口進入「唐麻丹山」—— 標高 1305m，

全長 5.1 公里，雖說是谷關七雄中最矮的一座，不過從登山口到山頂高度落差 655 公尺，

近 80 度斜陡坡充滿樹根、石塊地形持續攀爬 2K 直上，戴上手套，手腳併用抓緊繩索、

踏穩腳步向前行。 

 

持續緊繃的心情，在抵達三角點後，孩子們都笑了，在克服重重挑戰後，發現原來自己的

潛力比想像中還強大，原來自己辦得到。在短暫歇息、補給體力後，啟程原路折返。雖陡

下坡度更具難度，但老師、孩子們一路彼此互相鼓勵、扶持，全程七個小時肌耐力和意志

力的挑戰，我們返回了登山口，伴著夕陽，帶著滿足的心回到高雄。謝謝山林教會我們一

課！ 



教室就在窗外─舊城行動電影院 

  

  

從小我們都是從歷史或地理課認識台灣，很多知識都是用背的，因為只是為了考試而讀，考

完就還給老師，那如果今天上課的方式是直接走到當地呢？實際帶孩子走過那些地方，觀察

現存的遺址，搭配故事讓孩子更有畫面感，讓孩子腦海裡浮現先人奮鬥求生的身影，體會當

時時代背景下的民風，讓歷史生活化，這樣的學習更能內化在孩子心裡，下次來到這個地方，

換他向其他人說故事。 

 

雖然過程因為疫情而延期，但不影響孩子探索發現的好奇心，透過一個又一個典故讓孩子認

識這兩百年高雄的文化發展，教室就在窗外，學習無所不在。 

 

感謝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為孩子量身打造這麼棒的文化之旅，帶著孩子一步一腳印，穿越時

空探訪先人的故事，讓歷史更接近我們的生活，認識高雄這塊土地。 



拾壹、活動照片集錦

課輔活動照片集錦 

  

⚫   

  



 

 

課輔活動照片集錦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三兄弟分工合作 小心翼翼的描線 

  

加入個人巧思完成的手工相框 手鍊編織作業準備 

  

在遮陰處休息乘涼 大逃殺遊戲規則講解中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孩子繪製的 [我愛房角石] 線上繪畫課，孩子畫出心目中的長頸鹿 

  

親子活動到美濃獅山漂漂河玩水囉 一同為孩子扣上安全帶 

  

親子一起體驗水上漂的樂趣 活動前做好防疫措施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芒果奶酪課-將小氣泡撈除 到入吉力丁粉攪拌 

 
 

老師講解奶酪製作步驟 將煮好的奶酪液裝進容器裡 

  

將芒果切成丁作為擺盤用 倒入牛奶作為鮮奶酪的基底 



 

 

課輔活動照片集錦 

  

夜間英語課輔 孩子們積極舉手搶答 

  

國中數學課輔孩子認真聽講 一直困擾的難題終於解開謎團 

  

小班制教學，不會的地方馬上提出 太好了，這一題我來解答！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一場兄弟的對決 大孩子教學篇 

  

孩子長大了會主動幫忙 哥哥頂球我負責接好 

  

謝謝志工老師們的陪伴擁有快樂的一天 JPG 闖關後的飢餓感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火箭飛阿飛 瞄準目標 全力投擲 

 
 

每一小格都是影響釣到與否的關鍵 扶輪之子頒贈儀式 

 
 

用渲染技法畫出漂亮的水母 第一次接觸渲染技法孩子很開心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喔 慢慢來才不會做錯 

  

我自己完成的喔 鎖上螺絲就好囉 

  

均勻上色最漂亮 轉印小心燙手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用盡全身的氣力拔河 一步一腳印 我會帶著你 

  

童心同心運動會全體運動員 感謝善心人士贊助好吃的蛋塔 

  

糟糕 要被追過了 緊張刺激的接力賽 



 

假日安培活動照片集錦  

  

老師熱情地與家長分享個案故事 家長提問親子教育問題 

  

在唐麻丹山登山口留下紀念 蜿蜒山徑我們一起走 

 
 

孩子們換上可愛的清朝官服遊覽左營舊城 體驗先民造土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