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綢兒少中心‧ 陳綢兒少家園

傳善獎成果分享報告書
提案單位：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
提案計畫：我的未來不是夢─偏鄉青少年就業準備計畫
專業執行期間：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一、 補助前
1. 機構當時的概況
良顯堂基金會成立於 1999 年，服務大多以埔里在地為核心發展的兒少工作。
基金會轄下有陳綢兒少中心、陳綢兒少家園兩個業務部門。陳綢兒少中心主要
提供大埔里地區弱勢家庭、高關懷青少年的社區工作，而陳綢兒少家園則是提
供來自全台各地由社政安置、司法安置的兒少替代家庭的照顧服務。由於兩個
部門在服務兒少的實務經驗皆歸納出類似的需求─兒少的就業準備，故在這次
的提案中嘗試整合服務使用者的需求，以「就業準備」為核心並且將需求以年
齡軸線呈現，期待透過三年連續的服務輸入為社區中的潛在的服務對象帶動一
些改變。
除此之外，由於基金會過去資源發展與募款多仰賴創辦人的人脈與關係經
營，故本次也期待透過專案增加與大眾的對話機會，嘗試將組織以專業形象、
關注特定社會議題的方式定位與行銷。
2. 機構提案時許下的願景
發展
願景面向

發展目標
發展能力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作單位願意長期、
對外募集資 找 到 具 有 合 作 意 合作單位願意參與 持續提供支持，以及
源的能力
願的單位
服務
提供人力、物資與金
錢的協助。
影響力

政策影響力

邀請利害關係人參
對於青少年就業政策
發展回應政策的 與，連結 外部資
提出政策上的具體建
能力
源。對於青少年就
議與權益倡導
業政策進行建議
促使民眾認識青

社會影響力

行政管理
募款與誠信
能力

少 年 族 群 的 就 業 促使社會大眾認同
困境

促使社會大眾認同

與 原 有 資 源 維 持 拓展多元化的收入 形塑基金會專業品牌
良性互動關係。
與資源來源管道
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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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進一步作為

專業成長

社會教育，預防工作
提升專業人員專 專業人員 專業價
專業人員能
及倡導的媒體。
業價值，了解方案 值、工作效益、服
力
專業人員具有教學與
服務目標
務成效增加。
引導新進工作人員的
能力

二、 補助中
1. 機構三年將資源用到哪?按項目、年度、比例，執行了什麼？
(1) 業務執行概況
年度

108 年

109 年

間接服務內容

直接服務內容

(網絡與環境建構/倡導工作)

職涯營隊 8 場，554 人次參與
個別職涯諮詢 4 場，45 人參與
職涯講座 5 場、511 人次參與
職涯成長團體 2 場次，127 人參與
就業輔導個案 12 人，就業媒合次數 13
次，就業輔導次數 129 次，網絡單位聯
繫次數 30 次
家長講座 2 場，10 人次參與

媒合業師 6 人，就業合作店家 13 家
與 26 個社區店家、8 個國中小簽訂合作意
向書
辦理 1 場次兒少職業博覽會，31 間社區店
家，社區家長及兒少 200 人參與
網絡資源拜訪 58 次，
拍攝職人影片 1 支
工作人員專案教育訓練 3 次，51 人次參與
發送築夢手冊 1000 份

職涯營隊 3 場次，157 人次參與

媒合業師 3 人，就業合作店家 22 家

職涯講座 9 場次，371 人次參與
個別職涯諮詢 2 場次，36 人次參與
職涯成長團體 2 場次，86 人次參與
就輔個案 28 人，就業媒合次數 72 次、
就業輔導次數 459 次，網絡單位聯繫次
數 295 次
靠山咖哩培力商店就業輔導 17 人，訓
練時數 1146 小時
青少年創業諮詢/陪伴 4 人
家長講座 1 場，5 人參與

與 21 個社區店家、9 所國中小簽訂合作意
向書
友善店家介紹影片 3 支、方案介紹影片 1
支
發送築夢手冊(含第一年成果)800 份
辦理靠山聚─友善店家聚會 1 次，12 間店
家，6 個網絡單位出席
辦理職業嘉年華 17 家店家、3 家網絡單
位，約 280 人次參與。
工作人員專案教育訓練 4 次，79 人次參與。

社區職業講座(靠講座)6 場，87 人參與

110 年

職涯營隊 5 場次，104 人次
職涯講座 8 場次，256 人次
個別職涯諮詢 5 場次 64 人次
職涯成長團體 1 場次，80 人次
就輔個案 13 人，就業媒合次數 5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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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合作店家 8 家
與 10 家社區店家、11 所國中小簽訂合作
意向書
完成方案成果影片 4 支
發送築夢手冊 8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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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輔導次數 255 次，網絡單位聯繫次 辦理偏鄉青少年就業論壇 2 場次，2 名青
數 183 次
少年、10 位工作者分享、共計 74 人參與。
靠山咖哩培力商店就業輔導 8 人，訓練 工作人員專案教育訓練 2 次，25 人次參與。
時數 763 小時
青少年創業諮詢/陪伴 18 人
家長講座 1 次，15 人

總計服
務量

服務一般就業輔導個案 53 人，服務靠山咖哩培力商店就業輔導個案 25 人
兒少參與營隊、講座、活動參與人次達 2391 人次
家長及社區民眾參與活動達 597 人次
完成 9 支服務影片(職人影片、服務紀錄及成果影片)
連結社區店家、學校及專業網絡 137 個單位
服務專業工作者達 229 人次
(2) 經費使用說明
業務費

靠山咖哩設備
及營運費

人事費

總計

108 年

274,444(12%)

1,773,385(75%)

310,382(13%)

2,358,211

109 年

492,344(9%)

3,249,172(57%)

2,006,052(35%)

5,474,568

110 年

456,895(8%)

2,978,686(53%)

2,194,923(39%)

5,630,504

各項支出占

9%

總支出比例

58%

33%

直接服務
總計

8,609,499

13,736,283

環境網絡工作、倡導工作
63%

5,126,784

37%

2. 其中有哪些失敗/不如預期的項目?從中學到什麼、改善了什麼。
業務/工作項目

失敗或不如預期的原因

學習及改善的方法

1. 對校方來說，這些服務即使 1. 透過加強拜訪學校及在社區中宣傳行
是有益的，但也是額外增
銷，增強學校對於方案的理解。
加、需要花時間協調的業 2. 與學校分享良顯堂的其他服務資源(如

初期與小學、國
務。
靠山咖哩、兒童課後照顧班服務)，建
中合作講座、活
2. 尤其對小學階段而言，「就
立關係。
動不順利
業準備」這個議題的必要性 3. 將過往相關新聞露出等宣傳作為聯繫
並不高
媒介，提升學校合作之意願。
3. 有些學生並非自願參與活 4. 量變產生質變，在有較多學校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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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是家長報名的，所以

之後，陸續也提升其他學校的參與意

影響兒少的參與意願與動
願。
力。
5. 辦理活動前再次確認成員意願並給予
任務引導、提升參與學員興趣、好奇與
參與動機，並於活動中多引導並將活動
遊戲化，即使一開始參與學員並非完全
自願，也可以透過一些手法促進他們融
入情境。
1.

觀察到家長會願意幫孩子 1.
報名參加活動，但自己的
參與意願或實際行動是很

打入在地的爸媽群組、由各校家長會
的成員協助宣傳活動，更容易吸引到
有意願的家長參與。

有限的。
2.
活動行銷與宣傳手法無法
激發家長的興趣
3.
對於大部分家長來說就業
議題並不具備急迫性
對於最有就業急迫性的弱
勢青少年來說，他們的家
長通常是參與意願較低的
一群。

透過活動累積的名聲與在地的口耳相
傳，可以提升參與量與意願。
對於無意願參與的家長，可能需要預
備補充式的服務，或是透過其利害關
係人協助引導。

1. 參與的青少年到中途就放 1.
棄了。
2. 服務想跨到非弱勢的青少 2.
年，鼓勵嘗試與體驗創業，
但非弱勢的孩子青少年此 3.
青少年對創業
時生活重心大多皆以學業
輔導服務沒有
及升學為主。
興趣

將服務從發展性調整為支持性的服
務。
對於有實際參與的青少年來說，即使
中途放棄也還是有體驗與學習。
非弱勢青少年的日常幾乎被課業塞
滿，並也對自己的行程安排能影響的
程度很有限，故仍以點狀式的發展性
服務為主，並同步將家長列入利害關
係人。
後續持續與國中及高職合作，協助有
繼續進修、比賽，但缺乏經費的青少

對 家 長 的 工 2.
作，如講座或是
個 別 輔 導 工 作 3.
參與度低
4.

4.

年練習或比賽所需的經費，並持續與
青少年討論後續發展規劃。
實體參與的活
動因疫情影響

1.
2.

疫情期間許多實體活動被 1. 將大多數活動轉換為線上互動式的活
迫中斷
動，增加活動前與合作店家討論流程、
即使轉為線上服務，也有
研發活動材料包，而這些影片與經驗也
4

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綢兒少中心‧ 陳綢兒少家園

兒少反應像是諮詢類的服

都可以重複利用。

務，實體操作會比較有安 2. 有些諮詢類的牌卡因為涉及版權，無法
全感
公開操作或留下影片。
3. 需要再進一步設計有關諮詢服務的隱
私性與安全感。
3. 其中有哪些成功/超乎預期的項目，並說明關鍵原因。
業務/
工作項目

成功或超乎
預期的項目

關鍵原因
1. 增加組織與合作店家之間的連結與正向互動經驗

2. 製造機會讓店家看見自己的貢獻。
3. 不能只是單方面要求店家，在合作前提供店家可選擇的合作
項目，增加店家的可控制感，同時降低店家的不安。
友善店家的
4. 提供店家之間同儕支持的機會，彼此交換經驗。
社 區 網 絡 參與數量及
5. 滿足店家的需求，如期待的合作方式、人力來源、人力的穩
建構
意願超乎預
定性、做好事的感動
期
6. 社工是隨 call 隨到的，讓店家有安全感，才不會讓店家在碰
到就業少年出狀況時手足無措。
7. 社區中出現「量變產生質變」的效應，店家感覺到與良顯堂
合作是一件「在地的大家都需要做的事」。
1. 在進行職場體驗合作前先確認店家與少年的需求
2. 職場體驗期間有工作人員陪伴與居中協調，可以大大降低店
與友善店家
就業輔導
家的疑慮，增加合作意願
的合作比預
工作
3. 職場體驗後店家與少年雙方皆可評估後續繼續工作的意願
期更順利
4. 協同合作的模式除能增加店家合作意願外，也能減少青少年
在媒合工作上的挫折。
1. 不以公益作為主打：店面並不主打公益品牌，而是強調平易
1. 產品銷售
近人與有品質的餐點
狀況比預 2. 破除許多民眾對於公益產品存在既定印象。過去人們常將公
靠山咖哩
期順利
益與「高價、品質差」連結，所以目前的經營模式來客量與
─青少年
營業額是穩定的。
培力商店
2. 發展出多 1. 除了承接就業輔導個案之外，還增加了社區學校(高職特教
元的合作
科)的職業體驗、職場實習課程的合作，滿足學校在職涯訓練
方式
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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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開發的社區支持網絡友善店家資源，亦能與學校或其他網
絡單位共享。
1. 除了原有的就業輔導功能之外，還發展出場地租借結合專業
3. 成為更多
訓練課程、社區店家聚會、社會服務的地點
元功能的
2. 對於有意願了解本會業務的支持者來說，可以到實體的訓練
據點
場域去見證業務的運作是更有說服力的。
4. 成為少年 對許多受訓少年來說，回到店裡比起回到社福機構是更沒有壓力
的歸屬港 與標籤感的，許多少年也樂於帶朋友回到店裡來回顧過去受訓的
灣
經驗，感受歸屬與支持。
1. 少年的現身說法可以讓工作者更了解少年的需求與想法
青少年就業
2. 一線工作者彼此的經驗分享、討論，可以有效解決眼前的工
論壇集結更
專業服務
作困境。
多 經 驗 共
網絡建構
3. 除了技術上的困境被緩解之外，也創造出彼此同在與支持的
享、傳承與同
氛圍，降低青少年工作者在高壓工作環境中的不安，增加繼
儕支持
續工作下去的動力。
三、 補助後
1. 相較三年前的願景，機構有哪些地方創新、成長、茁壯？
(1) 工作動力與工作方法的改變
強制導入資源後，工作團隊因資源導入(講座、活動、課程、訓練等)獲得許
多養分及知能，增加對於兒少就業知能的理解。對於新的工作項目、新的合
作對象與工作模式的也有更多的嘗試與突破。團隊在於設計服務時更勇於打
破過去的服務模式，更進一步思考服務對象的需求，也能在設計服務時大膽
嘗試外部交流的形式，如職業嘉年華、職業論壇等等。
(2) 組織的多元發展與部門間配合支援
跨部門的合作交流急遽增加，過程中雖有摩擦且必須反覆確認共識，但能夠
更清楚觀察到組織內部跨部門合作困境的障礙，卻也使跨部門合作因更加頻
繁而有機會改善內部的溝通問題。
(3) 服務的深度與廣度都增加
服務區域擴及仁愛鄉、信義鄉，是過去較無能量觸及的原民區域，也將服務
的觸角擴張到小學、國中、高中、高職。過去基金會的服務較聚焦在弱勢族
群，這次的服務可以擴及到一般兒少的預防性、發展性服務，也是我們一直
想做的。加上開辦了培力商店，有一個實際踏入職場前的準備場域，幾乎是
串起了整個服務鍊，讓每一個階段有需要的兒少都不被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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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倡導與發聲的能量
實務的觀察、經驗整理與回饋，以及與協作網絡的服務經驗，都進一步整理
而成為倡導與發聲的能量，因為有實務經驗的支持，讓倡導與發聲更有底氣。
這幾年更進一步參與相關組織在青少年勞動權益的發生與政策倡導，也在台
少盟、國家人權委員會、兒童人權公約聯盟 2022 年 CRC 民間版平行報告、
衛福部少年自立生活方案中對於青少年就業相關政策做出建議。
2. 傳善獎對機構的影響。(如：補助方式、媒體、輔導等，對機構影響)
(1) 彈性的補助方式，讓服務能量優先運用在實務工作中
補助方式節省時間、行政成本，運用彈性高，相較於政府單位之經費，對於
硬體採購與軟體規畫較為彈性。
(2) 業師、不同觀點的刺激，機構間的切磋與學習
業師的導入給予許多不同觀點的刺激，對於跳脫原有的工作思維是很重要的
開始。過程中定期的實地督導與建議，加入許多外部觀點的討論，也能讓我
們發現盲點。工作團隊因資源導入(講座、活動、課程、訓練等)獲得許多養
分及知能，增深對於兒少就業知能。執行方案過程中，團隊與個人持續累積
實戰經驗，保持對該兒少就業領域的新鮮感及高度活動力。
(3) 媒體宣傳的刺激
過去基金會較少在媒體前曝光，對於服務內容與成果較缺乏整理，也沒有說
故事的技巧。雖然這次傳善獎合作期間與媒體的接觸較少，但也算是一個學
習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學習敘事的方式，以及如何切入與一般大眾的對話。
3. 募款及穩定(得獎前後 6 年捐款收入及比例變化、人員流動率比較)
(1) 得獎前後 6 年捐款收入及比例變化
外部捐助資源在一開始時比例略有上升，但疫情開始後即未見成長。但銷貨及
其他收入有緩慢增加，未來可嘗試朝這個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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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員流動率比較
傳善獎得獎後三年比起前三年的平均人員流動率來說，是有下降的。
傳善獎得獎前三年
年度

105 年

人員流動率 48%

傳善獎得獎後三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32.6%

23.4%

41.3%

29.2%

24.4%

4. 機構對社會的影響(如：對社會貢獻，知名度與社會大眾關聯等)

影響層面

影響內容
1. 為埔里地區兒少提供多元的職涯探索服務。使兒少有更多資源來認識職
業、了解職業與自身特質的關係

2. 提供有就業需求的青少年就業訓練，使青少年在職場上即使跌跌撞撞也能
對接受服
在陷入危機時有人協助。
務的兒少
3. 提供直接進入職場有困難的青少年就業機會，自營之培力商店─靠山咖哩
個人
可以包容更多工作態度與社會經驗尚未成熟、人際互動不多的青少年來店
職涯體驗、工作見習，甚至是店內工讀，提供安全且現實的場域服務少年
了解社會脈動與如何與社會互動。
1. 友善店家因加入方案而獲得相對穩定的人力、好的名聲，或有專業人員協
助引導如何帶領青少年工作者，互利共生。
2. 店家有機會擔任講師，讓更多人了解他們職業的甘苦，減少對於該行業的
對合作的
刻板印象，增加大眾對於店家職人的認同，也讓店家更樂於傳授職業知能
友善店家
與人生經驗給青少年。
3. 認同青少年就業方案之理念，創造未來持續合作之機會。使店家了解青少
年就業困境，並協助青少年穩定就業，使店家減少人力訓練成本。並透過
聚會，連結店家間的經驗分享與支持，使青少年就業環境更為友善。
1. 成為埔里地區願意為兒少就業提供多元化服務內容的單位
對當地的
2. 增加社區中各網絡單位間的交流與連結(如：公家機關、學校、友善店家、
社區社會
民間部門，或相關領域的社福機構)。
1. 在一系列的服務中發現青少年就業的困境來自社會結構、文化及地區資源
差異，在綜合整理實務經驗後進入倡議的場域。
對青少年 2. 三年間參與台灣青少年權益促進聯盟的工作，協助提供資訊及素材進行政
就業政策

策倡議，也在兒約盟 2022 年 CRC 民間報告中為青少年就業政策提出建議，
亦獲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為辦理兒童權利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邀請做青
少年勞動權益場次意見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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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方案第三年，集結受服務的青少年、實務工作者辦理實務經驗分享交流
活動，為許多工作者補充工作方法，提供學習的機會。
對協助青 2. 在這系列的分享會中，許多青少年輔導工作者回饋，或許我們一時之間無
少年就業
法改變大環境的困境，但很重要的是這些經驗分享與聚會讓這些願意陪伴
的工作者
青少年的工作者有持續工作下去的工具與勇氣。
們
3. 在這三年中我們接觸了許多從事高危機青少年就業服務的工作者，讓這些
工作者有持續輸入的知識、工作技巧與相互的經驗交流、陪伴，在他人的
經驗中看見自己可以持續下去的動機與力量。
5. 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1) 深化跨部門合作以及強化行政部門的參與
跨部門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各單位的困境之一，需十分重視該細節，以利所有
方案設計的活動皆可順利舉辦並達成效果。建議後續機構在申請類似方案，
行政部門、主管皆需一起加入，使方案運作更順暢及穩定，協調也可以更有
即時性，在有關組織營運與發展的部分，行政部門與高級主管的參與非常重
要。
(2) 若要發揮影響力，需要找到利害關係人關注的焦點與對話的方式
了解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以及活動的宣傳方式十分重要，需定期露出相關服務
成果文件以增加曝光率，或是引導贊助者的關注與參與。
(3) 多元專業的整合與策略性的規劃
要把事情做好，除了「原生專業」領域的能力之外，還需要整合許多不同面
向的專業與能力。社會服務不能只是悶著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需要看看
實際上的需求、服務的輸送，以及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影響更多人參與，我
們最大的目標，應該是讓我們在這個議題上的重要性越來越小。所以對於議
題趨勢的掌握、組織與業務的策略性規畫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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