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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四屆傳善獎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桃園市私立少年之家 

成果報告書 

 

一、補助前 

1.1 機構當時概況 

以「家庭」為概念，提供邊緣少年(12位少男+8位少女+5位結案自力)

一個愛的大家庭，使這些邊緣少年於此經歷完整的家庭生活，彌補原生

家庭不足的部分，並為少年重新尋回一個避風港。並透過多元化專業團

隊的服務，以及合乎少年發展需求的處遇計畫，重塑少年的生命價值，

使少年得以獲得改變及重生的機會，進而創造正向積極的人生。另，每

月提供 300 案司法後追高關懷少年、青少年職能培力訓練(大改樂團、

加力力輕食吧)8名。 

看見服務需求(出生人口減少，但青少年犯罪人口不減反增)，機構成立

近二十年，至今已服務逾百位個案及其家庭，檢視過往的服務經驗，如

果能在機構服務流程協助下，大多能完成高中職學業或穩定至職場工作，

甚有些個案自行進修完成大學學業。可見本機構所提供之服務，能夠適

當發揮其輔導功能。故希望籌建少年飛行屋，提供 200床青少年安置服

務，希望成為每位迷途少年人生中的燈塔。面對機構擴大的願景及目標，

但因人力及財力的不足故非常希望可以爭取傳善獎的資源，為機構擴大

的第一步預備。 

1.2 機構許下的願景、目的、目標 

(1)願景 

1、 影響力：機構培育學員音樂才藝多年，組成「大改樂團」積極參與

各大演講、演出場合，於 104 年與執行長一同踏上 TEDxTaipei 演講台

成為年度最佳講者，105年推出張同名實體專輯及數位平台上架，106、

107 年受邀擔任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校園反毒代言人，107 年與金曲

獎製作人一同籌備第二張音樂專輯，配合各大媒體青少年問題特輯採訪

紀錄，希望藉由分享生命轉變的親身經歷及音樂演唱，讓更多社會大眾

了解目前青少年問題正面臨的困境，並一同重視此問題。再者，機構執

行長張進益目前擔任桃園市政府毒品防治委員會委員、桃園市政兒童及

少年權益促進會委員、桃園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委員，106年集結過

往經歷及服務經驗出版「下流青春」一書，將目前服務實況及困境讓整

個政府兒少服務團隊及社會大眾共同協力解決。增強募款能力及徵信，

利用新興媒體及社群經營使捐款人可以看到機構服務成效，對捐款品質

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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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管理：聘用企業管理相關人才，針對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

資訊系統管理、公關行銷、健全員工福利及管理事務增進，使機構服務

分工明確。 

3、 專業成長：機構未來服務願景及目標同工間達成共識，針對通識性

機構形象提升、資源網絡公共關係建立等進行教育訓練，再依不同職務

內容進行各領域專業知能提升，使服務品質及提供更貼近時下個案所需

之服務。 

(2)目的 

1、 提供個案安全的居住環境及適當的生活照顧 

2、 建立健康、正向的價值觀 

3、 回歸社區，重返正常家庭，塑造健康的社區社區生活環境 

4、 籌建少年飛行屋擴大服務規模 

(3)目標 

108年 

1、提供個案安全的居住環境及適當的生活照顧 

2、提升中長期機構形象、募款計畫及行銷 

3、招募有意願同工儲備幹部、訓練 

109年 

1、提供個案安全的居住環境及適當的生活照顧 

2、專業人力培訓 

3、持續機構形象宣傳、行銷、舉辦大型對外募款活動 

110年 

1、提供個案安全的居住環境及適當的生活照顧，帶領孩子塑造健康的

社區生活環境 

2、專業人力培訓 

3、持續機構形象宣傳、行銷、舉辦大型對外募款活動 

3、第一期工程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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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中 

2.1 機構三年將資源用到哪? 按項目、年度、比例，執行了什麼? 

年

度 
108年 109年 110年 

各

年

度

投

入

資

源

分

析

圖 

項目/年度 
人力福利及

訓練 
機構行銷 機構服務 機構擴大 

108年 200 200 0 0 

109年 300 0 0 100 

110年 200 50 100 50 

合計 700 250 100 150 

 

  

人力福利及訓練   機構行銷   機構服務    機構擴大 

投

入

資

源

細

項 

(1) 全國公益團體巡迴

150 萬(9 人座車子、

樂團 50場演出規劃及

表演、樂器設備及燈

光音響 1式) 

(2) 機構整體行銷 50 萬

(官網建構、企業識別

系統建立) 

(1) 增聘 2 名督導、2 名社

工薪資 212.5萬 

(2) 在職訓練講師費

33*2500(元/

時)=87,500元 

(3) 建築相關及設施設備

/100 萬(建造費用-鋁

門窗 45 萬、建造費用-

(1)員工薪資(社工 2、行政 1、

助理 1)/200萬 

(2)直接服務-生活費用 100萬 

(3)國有地計畫執行/50萬 

(4)機構行銷費/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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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員工訓練 35 萬(督導

及主管訓練、組織規

章建立) 

(4) 員工福利 15 萬(完善

員工考績機制、同工

聚餐) 

(5) 1專案經理、3助理薪

資 150萬 

油漆 19 萬、設施設備-

傢俱 36萬) 

執

行

內

容

/

項

目 

(1) 漸進式使組織規模及

工作人員能量補齊，

讓職責分工清楚，建

立督導機制，招募有

意願的工作人員儲備

幹部。 

(2) 聘任專業美宣相關人

員，重整機構形象，

建立相關企業識別形

象，例如：機構文宣、

服務成果宣傳品、機

構官方網站、社群形

象建立、大改樂團 CIS

等，並跟上 youtube

社群行銷，建立頻道。 

(3) 機構立案位址租約到

期，為持續提供安置

服務，開始尋地籌

建，直至年 108 年 12

月才確認新位址。 

(4) 透過傳善獎相關工作

坊的指引了解機構目

標：成為解決及倡議

青少年社會問題的代

表性機構。 

(5) 機構的資源盤點及釐

清每個網絡與機構的

關係，規劃每一領域

中(一般大眾、媒體、

企業與團體、政府與

(1)新據點搬遷，擴大服務

量，除原有每月 300案高

關懷少年後追，與青少年

職業培力，109 年由 25

位安置服務提高至 35

位。 

(2)由機構自辦 26 小時在職

訓練，提供專業訓練更達

到實務工作所需之教

育，加上穩定的督導制

度，讓工作人員增能、有

能量持續服務，更導入

G-suite系統。 

(3)原定舉辦大型募款活動

因疫情影響改為與基金

會、團體合作多場小型募

款活動、快餐車、全台育

幼院演出，讓募款活動不

受限。 

(4)新據點建築物籌建的過

程中，機構主動積極向各

材料廠商募款爭取贊助

或打折，為機構在企業募

資上非常大的突破，如以

市價估算節省約 500 萬

元，更難得的是讓更多大

型品牌認識機構。 

(5)除穩定的社群經營，大改

樂團突破以往在傳統媒

體上的專題採訪，也以創

(1)持續機構形象宣傳，例如：

服務成果的分享、機構需求

的發送、青少年議題的討

論，也因持續的經營開始有

穩定的資源提供(無毒農、

鮮乳坊、敏盛醫院、長庚醫

院等)，也讓個案的服務更

加完善且提升品質。 

(2)持續穩定提供安置服務、自

辦在職訓練。 

(3)少年飛行屋因市府相關規

劃延宕，也終於當年度年中

確認完畢，重新連結相關測

量公司製圖、建築師規劃、

連結環境技師、濕地保育、

地質、交通技師進行相關報

告規劃。 

(4)推出「遺失男孩」品牌，未

來朝青少年議題發聲專題

專講、青少年手作商品販

售、各品牌聯名之社會企業

經營模式，希望再透過多角

化經營青少年服務，更深入

一般大眾對青少年服務的

認知及接受，進而一同正視

青少年議題；在青少年培訓

方面也以新品牌的優質品

質、有意義，開創新的出

路。 

(5)推出募資活動，臉書上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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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機構可以扮演

的角色及影響力。 

作型、有故事的樂團開始

進行比賽、品牌合作 

曝光機構服務成效及募款

需求，約觸及 45 萬人次，

期間新增約 1 萬個讚、22

萬人到官網頁面觀看服務

成效、官方 line 新增 800

名願意長期關注少家活動

之好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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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飛行少年的籌建 

原定 108 年通過計畫，110年即完成第一期可以順利入住，但因為

地方政府的科學園區相關規劃，而導致計畫延宕，前期投入的規劃

及經費皆無法挽回，但過程中機構仍不放棄與地方政府窗口、中央

相關單位溝通，多次的說明必要性及必需性，查詢相關政策及法規，

終於在 110年中確認基地位置，連結相關專業技師進行計畫撰寫，

預估於 111年第一季送件，持續少年飛行屋的規劃。 

(2)疫情影響募款活動的規劃 

過去機構針對經費籌募大多仰賴政府專案補助、基金會與社團、民

眾小額募款、大改樂團活動演出募款，因著傳善獎的經費挹注讓機

構稍稍減緩募款壓力，但由於疫情的影響，大改樂團演出機會驟減

加上機構搬遷籌建，一度使機構經費營運發生困難，但也促使機構

突破，主動了解社群廣告的推播、新品牌的誕生、募資計畫。 

2.3 其中有哪些成功/超乎預期的項目，並說明關鍵原因。 

(1)專業分工、職責清楚 

過去機構在人力受限下，只好讓每個工作人員多工，但長期的運作

工作品質不彰，更讓工作人員有許多負面的情緒，而造成負向循環，

得到經費挹注後，機構先重整組織圖，依權責分工，並加入新血(心

理、犯防、視傳、藝術)，後續機構透過多元的專業領域合作及自

辦在職訓練，以社會服務為宗旨的創造許多新元素、跨界合作，使

機構突破舊有的框架，呈現新的面向，由機構內部開始認同服務的

價值。 

  



6 
 

↑調整前，未有明確部門主管機制，工作內容不明確，工作角色模糊，使新進人

員難以適應工作而流失人才。 

↓調整後，各部門建立督導制度，製作工作手冊、修訂服務流程，並匯入多元領

域的工作人員，重新建立機構識別、對外形象宣傳。 

(2)籌建過程中各大品牌陌生開發 

過去機構多仰賴執行長及大改樂團的分享及演出而有曝光機會，透

過籌建的過程中，工作人員分工整理出機構服務成效、機構的需求、

合作方可獲得的預期績效，真的使機構讓更多品牌看見，更開創出

新的行銷模式，無論是平時募款或未來少年飛行屋的預備皆是最好

的練習。 

陌生開發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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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築類：東和鋼鐵、台灣水泥、白馬磁磚、大金冷氣等 

b. 餐飲類：鮮乳坊(蛋白質)、達洲魷魚(蛋白質)、福比(麵包)、

水野菜(蔬菜)等 

c. 其他：無毒農(園藝、美術展覽)、高爾夫球聚、街頭藝術創作

等 

(3)新品牌成立-遺失男孩 

過去機構常因服務人群、關注族群、募款目標的設定的不同，遲遲

無法有效的宣傳，因著新品牌的成立，我們將青少年問題以影片呈

現與年輕朋友互動，推出文創與季節、節日商品讓大眾可以與機構

互動，讓關注機構的客群能更廣泛，也讓機構更快速曝光。 

官網：https://www.lostboys.tw/ 

YT：https://reurl.cc/02GZDx 

FB：https://www.facebook.com/lostboys.tw 

IG：https://reurl.cc/Vjg4jR 

三、補助後 

3.1 相較三年前的願景，機構有哪些地方創新、成長、茁壯? 

(1)人力：全職人員穩定人數增長(從原來的 3位新增至 14位)，專人專

職(美宣、影音、會計、行政)、多元領域合作(藝術、大傳、心理、教

育、犯防、社工、管理等)、督導機制的建立(教育、支持、行政)、明

確工作手冊、訂定服務成效指標、訓練增能(連兩年自辦訓練，除一般

專業領域也增加特殊兒少的服務、團隊帶領、自我知能課程) 

(2)募款能力提升，如企業募款、大眾募資、資源網絡關係維繫，跳脫

以往只有面對面的分享，優化個案服務成效的呈現，告知社會大眾機構

的需求，讓服務→需求→資源挹注→故事成效→下階段目標→需求，讓

服務、需求及資源挹注延續才能有永續的支持。 

(3)服務成果呈現，如服務流程及資源挹注的需求、故事分享、官方網

站及社群行銷，多元呈現例如：平面印刷(簡介 DM、季刊、捐款信封)、

影音(youtube-大改樂團、遺失男孩)、官網、網購平台(pinkoi、蝦皮、

LinePay)、優化線上捐款(neticrm、信用卡扣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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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方式：補助金額高且持續三年，的確是讓機構可以進行大突破

的好機會，也讓機構更努力爭取改變。 

(2)媒體形象：很高興我們第四屆有前有模範、後有延續，因此「傳善

獎」確實是有分量的獎，而且越來越厲害，故在媒體的曝光上無疑是打

了強心劑，過往媒體曝光上我們只分享了我們的成果，近年不僅分享成

果，我們更大膽去分享機構服務過程中需要大眾如何的支持，如此也讓

機構得到更多的迴響。 

(3)對機構的影響：一路從徵選到得獎、執行，傳善獎的確是給予機構

https://www.lostboys.tw/
https://reurl.cc/02GZDx
https://www.facebook.com/lostboys.tw
https://reurl.cc/Vjg4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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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空間的單位，因此本次的執行成果是機構整體規模突破，猶記補

助前，機構明知道有很多可機會可以發展，但礙於人力及能力，實之無

能為力，有了資源挹注後、且機構有可以犯錯的機會，就勇於突破困境，

更可貴的是在過程中有許多資源也因這傳善獎願意給機構機會、傳善獎

也一路陪伴，成功時傳善獎不吝鼓勵、挫折時傳善獎也不會落下，的確

是機構在這三年突飛猛進的大好機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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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目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收入(萬) 2915 2962 3630 4470 3545 5210 

較去年成長

比例 
- 1.6% 23% 23% (20%) 47% 

收入來自政

府比例 
44% 55% 46% 33% 57% 28% 

來自非營利

組織比例 
0% 0% 0% 0% 0% 0% 

來自企業募

款比例 
37% 8% 25% 11% 13% 10% 

來自一般大

眾比例 
18% 36% 26% 54% 29% 60% 

來自服務收

費比例 
0% 0% 0% 0% 0% 0% 

來自社會事

業收入 
0% 0% 0% 0% 0% 1% 

來自其他收

入比例 
1% 1% 3% 2% 1% 1% 

支出(萬) 2549 2708 2272 2680 3024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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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結餘

(萬) 
365 254 1358 1790 521 1499 

累積結餘 365 619 1977 3768 4290 5789 

全職人數 29 34 37 41 37 33 

全職滿 3 年

人數 
3 4 7 10 10 14 

 近 6 年最顯著的收入變化為大眾募資，有持續的成長，其中是 2020 年

的時候因機構搬遷、疫情影響公開募款的行程，隔年度即找尋其他方法募款，

效果良好，過程中也帶動機構募款資訊的優化及成果呈現方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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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 SDGs核心目標而言： 

a.消除貧窮（SDG 1）、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SDG8)：消除各地任

何形式的貧窮，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

工作；提供技能培訓(樂器、燈光音響、舞台、烘焙)，協助弱勢兒

少自力更生。以過來人經驗分享，讓目前也面臨傷害、痛苦、自卑

等等的少年也可以有勇氣改變。 

b.健康與福祉（SDG 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透

過分享，使聽眾勇於面對自己，透過正向的陪伴，增進與家人、朋

友之良好互動。 

(2)以知名度與社會大眾關聯而言 

過往機構以文字、面對面分享針對社會大眾行銷機構，有了傳善獎資源

挹注後，目前有專任美宣及影音剪輯專職，大幅提升機構形象(包括官

網、周邊商品平台建置、平面文宣等等)，將許多文字介紹形象化、圖

片、短片，讓外界朋友更快速、容易了解服務性質與機構需求，整體也

是讓社會大眾不再對青少年問題避而不談，而是透過更多的鼓勵及關懷

幫孩子加油。 

持續性的公開演出演講、對外連結，積極參與政府政策平台諮詢、安置

機構聯盟，分享第一線服務的困難與需協助並提出可行解決方案，另收

到許多老師、學生家長信件回饋與案例探討，由此可知本機構在此青少

年服務領域越來越多人認同、服務口碑佳，對外界反應確實有相對影響

力。也因對外分享次數多，近來有許多人回饋在哪裡聽過我們分享、哪

個節目看過我們專題，身旁也有這樣的孩子，我們可以如何協助。 

新舊媒體報導、110 年集資活

動，透過大量行銷廣告的投入，

得到超過 45 萬人次觸及，期間

新增約 1.5萬個讚、23萬人到

官網頁面觀看服務成效、官方

line新增 800名願意長期關注

服務成效分享 

機構需求 

資源 

挹注 
提供更多服務 

服務困境 

資源

挹注 

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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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家活動之好友，除新增加的民眾，也使過去曾經接觸過機構，但未能

持續連繫的朋友再次聯繫，也讓社會大眾更知道目前青少年問題及因應，

如此，我們透過各管道的分享機構服務與需求，也期待有更多人一同加

入傳愛的行列，進而達到善循環。  

3.5 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1)行銷與服務效益要平衡報導，社會責信才會穩固。 

(2)傳善與後續行善的影響力要檢視評估工具，增進肯定自己的善心，

才有虛心檢討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