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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公室同仁告知第一期的晴天會訊編撰在即，特別是需要理事長順民老師的話的文稿感想，
剎那間，感受到的還是飛逝的時光，總是不斷地督促我們勇於接受各種不同的挑戰和磨練。

  持平來說，2011年設置成立的晴天，已然是將屆四年的發展歷史，理應也是要朝向制度建置
化的管理目標挺進，這當中除了承接方案的消長、工作同仁的去留以及中心據點的縮擴外，亦隱含
著財務自主、專業自主與使命自主的基本提問，事實上，期待植根、深根與紮根的專業服務，多少
還是要面對學思教育、實作訓練、晴天認證、聘用磨練以及人才推廣的結構性限制，於此同時，侷
限的方案經費、壓縮的培力時間以及有待共識的公私夥伴關係，亦提供晴天進行組織再造和宗旨調
整的切入空間，就此而言，從2011年到2015年晴天的發展圖像，包括有：（一）服務的區域方面：
從桃園一縣到新竹市、宜蘭縣與基隆市；（二）服務的對象方面，從兒童到嬰幼兒、從子代到親代
以迄於從特境家庭到出收養家庭；（三）服務的內容方面：從經濟扶助、活動方案到媒介平台；
（四）服務的屬性方面：從一般的支持性到特定的補充性；以及（五）服務的領域方面，從社工範
疇到勞政範疇，而這些服務內含的轉變，也意指的所承接的委辦方案也因而接近10件和50人的發展
規模。

  不過，即便如此，在這裡的反省真義乃是在於告誡自己：晴天的擴展，就不在於插竿立旗
的方案擴充，而是藉以思考要如何讓人群服務一事，透過專業行為而得以窺見到服務本身的『溫
度』、『深度』、『厚度』和『高度』，亦即，一方面，相對同理於服務使用者的身心感受，從而
提供一種溫暖與溫馨的貼心服務；其次，要如何從生理以延伸到心理、社會層次，藉此思索一種全
人關懷的深度服務，這亦點明出來期許品牌定位或品質認可的晴天服務，還是有它的努力空間；至
於，照顧一陣子及關心一輩子的晴天守候，突顯出因為在意而來的持續性服務。最後，要如何從諸
多個案的加總，得以進行資料庫的系統性分析和結構性探究，這亦表述一種晴天研發工作所應該要
具備的高度視野。

  總之，送舊與迎新的意義，所提供的無非是一種策進作為的整體性關照，對此，暫時消失在
服務方案的晴天圖像，比如身障成年個管、單親婦女、二代脫貧、長照機構等等的委託業務，這除
了是需要更多聚足的因緣外，亦指引晴天有待強化的進步空間；至於，對於社工人員的育成與認
養，亦表達了晴天將以陪伴和培力科班、學分班社工，來作為下一個階段的奮起目標，對此，分散
於校園教室或推廣教育的晴天家族，期待在即將到來的精進歲月裡，以陸續成為社會工作服務團隊
的生力軍和尖兵！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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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協會大事記

協會大事記
時   間 事                件

100/01/15 內政部核准立案(台內社字第1000029228號)

100/01/15 協會部落格成立

100/03/21 統一編號(26661737)申請完成、利息免扣繳所得

100/04/20 申請設立郵局存款帳戶

100/05/01 協會公開網站成立

100/07/19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核准法人登記(100政字第43號)

100/07/29 完成劃撥帳號申請 (50200004)及郵局帳戶異動 (帳號0002259-0377127)

100/08/09 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1/01/01 協會於桃園縣承接八德家庭服務中心

             桃園縣承接二代脫貧方案

             桃園縣承接兒少收出養及監護權調查方案

101/02/01 協會於桃園縣承接北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101/07/11 協會辦公室成立協會於桃園縣承接八德托育資源中心

101/12/09 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102/08/28 晴天電子發票捐贈愛心碼正式上路

102/11/23 第一屆第四次會員大會

102/12 擁抱愛‧陽光情-園遊會

103/01/01 協會於新竹市承接高風險家庭關懷服務及6歲以下關懷方案

             新竹市承接少年自立方案、兒童少收出養及監護權調查方案

103/05/11 協會於宜蘭縣承接高風險家庭關懷服務及6歲以下關懷方案

協會於桃園縣承接103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研究案

103/05/17 全聯築夢‧愛家計畫-圓夢金捐贈活動

103/09/02 「晴空藍天‧邀您共賞--我們的蛻變與成長」新竹市服務方案成果發表茶會

103/10/05 出席2014年惠知婦女會創會22週年慈善愛心義演-募得壹拾萬元

103/10/24 新增捐款帳戶-郵局(帳號0281029-1187098)

103/10/29 「社區守護網·角落有情天」103年兒童及少年社區預防性服務方案記者會

103/11/09 103年度桃園縣「破繭而出、青年築夢發展帳戶專案」成果發表會

103/11/16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3/11/22 「感恩心動力 幸福向前行」八德親子館社區聯合宣導活動

103/11/23 宜蘭縣政府103年度委託辦理家事管理中心整合計畫延續班結訓典禮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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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你妳的心，單親不擔心	 文/行政人員 葉慧君

許多家庭在邁入單親家庭的過程中，時常遭遇到許多法律問題，例如：離婚、家暴、子女監護

權、探視權、子女生活費用等等問題，卻因為法律知識不足的情況下，而喪失自身權益。所以北區

單親中心提供單親家庭每人每年2次，1次20分鐘的法律諮詢機會給有需求的家長們，讓專業的律師
提出建議供家長們參考。中心亦感謝四名專業的律師(錢炳村律師、林哲倫律師、鄭三川律師、李
哲賢律師)在繁忙工作結束後舟車勞頓、不辭辛勞至中心值班，對於部分家長不僅提供專業的法律
諮詢亦提供心理情緒支持。許多家長們於諮詢結束後都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時間安排得宜、律師

的服務態度良好，且對於諮詢的問題皆能獲得專業的解答。由此可知，面對浩瀚的法律世界中，有

此法律諮詢服務對多數人是有必要性的。

三年回首，感動你我	 文/社工督導 謝培君

 單親家庭已成為現代社會中諸多家庭型態的一種，看
似問題多樣，但也成為常態，而晴天協會承接桃園縣北區單

親家庭服務中心即將屆滿三年，好不容易我們從陌生到熟

悉，也因為中央政策的改變而結束離開。

在這三年的時間中，我們時時刻刻都備感壓力，但也只

能一邊熟悉環境、一邊摸索資源、一邊建立規範。一開始銜

接時，囤積已久的案件排山倒海而來，而許多工作時間都被

方案活動給排滿，許多活動只思考到最淺層的意義，而未思

考到單親家長最實際的需求。

所以在邁入第二年時，我們開始重新思考單親家庭的需

求，針對單親家長們辦理單親家長工作坊，透過長期進行工

作坊，讓單親家長們可以在自由、放心的空間裡，表達出自

己最真實的內心話。另為了顧及單親孩童的狀況，我們針對

單親家庭兒童辦理暑期照顧方案及兒童團體等活動，將服務

範圍拉至整個家庭，回到以家庭為中心的工作模式，讓我們

的服務擴及到整個單親家庭。

邁入第三年後，我們想提供更多的服務給單親家庭，

所以將活動對象變得更加多元，開始重視男性單親家長的需

要，辦理單爸工作坊，聆聽單親爸爸們的心聲、需求及期望。我們也砸下重本，拉長暑期照顧方案

的時間，首次嘗試將一週的暑期活動改成一個月，即使我們知道所耗費的人力恐影響中心整體的運

作，但我們也願意嘗試，只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活動是可以真正的幫助到單親家長的照顧問題。

北區單親中心一路走來，除了中心歷年社工員的心力付出之外，還有許多網絡同仁們的協助，

讓中心的運作得以更加順利。我們要感謝網絡同仁的協助，更要感謝我們服務的個案們，看著他們

這些年的改變與成長，讓我們感動跟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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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妳都是我的支持力量	 文/社工員 周瑮瑾

「現實生活與親子關係真的無法兼具嗎？」這是很多

單親家長心中的疑問，因為總忙於工作的單親家長們，希

望能改善及穩定家中經濟，給孩子好的生活品質，但不知

不覺中與孩子的距離卻越來越遠，相處少了，爭吵多了，

親子關係差了，這些都使單親家長們難過，也再次加重他

們照顧子女的負擔。

故中心於103年8月30日至103年9月27日每週六，辦理

「瞭解你我的第一步」單親家長團體，共計服務26人次。

透過敘事方式、藝術治療、心理諮商牌卡、冥想等模式，

引導成員重新檢視情緒表達及早年生長經驗，發覺其生命

歷程對於現在親子溝通之影響，經由成員間不斷分享與回

饋，進而達到紓壓效果，且能瞭解良好親子溝通方式為

何。然而成員在五次的團體中相互獲得正向支持並成為好

友，甚至留下彼此聯絡方式，能增加成員社會支持網絡資

源，亦是本次團體中所期待的及開心的，期許成員能持續

保持聯繫共同面對未來之挑戰。

夏日郊遊，與豔陽有個約會	 文/社工員 鄭雯婷

本中心於103年8月17日辦理「親子遊四方 歡樂Fun一

下」親子一日遊，共計23組66人，本中心結合八德家庭服

務中心及八德親子館精心策劃，為達成資源網絡合併、資

源共享，協力帶給家長及孩子可以開心玩樂的時間，家

長們除了在活動間可以放鬆自己，也可趁著美好的暑假期

間，帶著孩子一起出遊透透氣，一起享受親子共處的甜蜜

時光。

此次一日遊活動規劃至苗栗縣竹南鎮四方牧場，活

動中看見了家長與孩子協力完成許多大地遊戲關卡，親子

共同旅遊對於多數家長及孩子而言相當重要，孩子的回憶

中與家長一起出遊的回憶總是最美，但多數單親家長於工

作、經濟、教養多重壓力下，難以提供子女旅遊機會，為

了體恤單親家長之辛勞，亦盼能於活動中增進親子間之互

動，提供單親家庭間交流機會，並減少單親家長之教養壓

力。透過辦理一日遊活動，讓孩子的回憶裡充滿與家長的

笑聲，藉由親子活動讓彼此學習親子間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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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澀夏日的回憶   暑期多元品格培育營	
            文/社工員 呂書霆

桃園縣北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於今年7月1日至8月

1日週一至週五，辦理「多元品格培育營」暑期子女照

顧活動，以婦女館內202婦女學苑教室為活動場地，共

計服務339人次；一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可當真正開始進行活動時，才深刻體會時間並非最重

要，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給予孩子的是什麼。常在

想，提供如此的活動課程，能「改變」孩子們什麼，

但「改變」絕非一朝一夕，因而決定將「提升」做為

服務方向，以此規劃一系列的課程活動。因此於過

程中，我們提供多元課程，亦重視孩子們生活品格教

育；我們期待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能培養孩子們生活習慣及知識知能，並將課程所學運用於生活，

提升個人品質進而改善自我狀態。我們相信自己不只是個服務提供者，更是與孩子們共同成長的重

要陪伴者。

       文/志工 翊安

對我來說，在這次的課輔服務中，能學習如何與孩子溝通、如何管理孩子；與孩子共同融入、

一起歡笑，而在孩子們犯錯時，教導他們須有的品格精神，並學習團隊團結，互相提醒生活規矩，

培養生活中的好習慣。進行課輔志工服務中，不僅指導孩子們課業問題，更讓自己學習、成長與孩

子們共處方式。

            文/志工 雲傑

在開始進行服務時，有好幾次都覺得很挫折，例如孩子哭鬧不知該如何協助處理情緒，然督導

總會提醒我、教導我在陪伴孩子時須留意的狀況，漸漸的也與孩子們培養出默契、感情。在彼此相

處的過程中很開心，也許這群孩子的家庭不是那麼圓滿，但自己總認為他們並未與其他孩童相異；

也許只是缺少陪伴、關懷，而我就正在進行這件事情！這暑期的一個月服務中，將會是我覺得最有

意義的事。

文/志工 易琳

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與孩子們生活，能看見他們的改變；從害羞沉默到滔滔不絕，同儕爭吵、排

擠到能理性溝通、相處。這次暑期照顧服務中，接觸的不只有與小孩互動的部分，學到更多的是如

何去組織、規劃活動，瞭解各個層面的限制性，經溝通協調找尋替代方法，還有團隊合作的精神。

這個營隊讓單親的孩子能有充實的一個月假期，無論是知識增長或課外活動的興趣啟發，相信他們

和我一樣有個不一樣且難忘的假期，同時也希望將來還能有這樣的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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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協會活動花絮

「 感恩心動力 幸福向前行」
 社區聯合宣導活動	 																				文/八德親子館 鄭琇如社工組長

八德親子館於103年11月22日辦理「感恩心動力 幸福向前行」社區聯合宣導活動，共計450人

次，感謝八德的市民這麼踴躍支持，讓八德親子館的服務得以照顧到這麼多的親子與家庭；其次，

感謝在103年度期間TOYOTA汽車公司協力接送安置兒童、協助弱勢家庭就醫返家及物資載送事宜，

協助親子館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讓八德更幸福美麗！最後，感謝八德家庭服務中心、北區單親

家庭服務中心、北區早療社區資源中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前來共襄盛舉，讓今天的活動畫下一個完

美的句點。

「 築夢踏實˙夢想起飛」成果展
文/林秀燕社工組長

「103年度桃園縣破繭而出•青年築夢發展帳戶專案」的結業成果展已於11月9日下午2點在桃園

縣婦女館302教室順利辦理完成。

活動由25位方案青少年齊聚合唱作為序幕，接著由本會王順民理事長致詞感謝，出席這一場

盛會的貴賓及來賓，藉此活動共同傳達妳、我對於新生世代的『在意』以及因為在意而來的『陪

伴』，這一切只因為『相信』的理念，告訴我們：三年前的脫貧活動，已經是種下了變的能動

力！？對此，『角落有晴天、桃園一片天！』就要讓這一群的晴天少年來繼續接棒傳承！

活動當天致贈方案家庭每人一件「夢想起飛」T恤，插圖即是以方案青年“妮妮”所設計。在

活動中妮妮分享表示：『參加這個方案後，我和媽媽多了很多共同的話題，讓彼此的關係更加緊密

了，家人之間也會彼此鼓勵去追求自己的夢想，而我這次設計的概念主要呼應這次的主題－夢想起

飛，感謝這個方案讓我們有機會改變自己，也因為這樣讓我才有改變自己的機會，希望大家都能像

衣服上的人物一樣，不要忘記自己心中的那個夢，勇敢去圓屬於自己的夢。』

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今年度贊助25戶家

庭7,000元圓夢助學金及3,000元全聯禮券。由妮妮與媽

媽代表出席領獎，接受全聯陳副處長贈與並以茲感謝

及合照留影。

最後方案青少年及家人，戴上學士帽由桃園縣政

府社會局許敏松專門委員及貴賓們以撥穗儀典來勉勵

祝福大家，並期許大家皆可以鵬程萬里、展翅高飛。



第七版協會活動花絮

2014年惠知婦女會創會
22週年慈善愛心義演	

惠知婦女會長期致力於公益服務，愛心不落人後，此次進行公益義演，協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進行募款，共募得款項壹拾萬元整，並將進行為期3年愛心投注，希望可以協助
協會服務更多需要被大家疼惜的家庭，創造出一個充滿愛的社會。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3年11月16日(星期日)協會舉辦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員紛紛從各地前來協會參加，會議

於上午10時揭幕，由協會理事長王順民致詞，表達對於會員的感恩及對協會未來的冀望。此次會議
共有6個提案，藉由提案討論的過程中，會員紛紛提出自己對於協會的建言，希望可以透過此次的
會議，讓大家一同往共好邁進。

第六屆桃青領袖志工傑出獎
Sunny Young此次派出安向夜、仙仙及小天角逐第六屆桃青領袖志工傑出獎，這是他們第一次站

上大型舞台，面對台下無數的參加者及民眾，Sunny Young並未因此感到退縮，舉手投足間，展現出
自信、成熟的一面，雖然此次Sunny Young並未入選，但仍然為他們人生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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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版 捐款芳名錄

捐  款  人
300 G2慈文獅子會 暐泰國際貿易 林芊妤  女士 黃謝憶容  女士 林沛蓁  女士

徐起偉  先生 吳哲瑋  先生 周伯謙  先生 吳桂英  女士 康達先進奈(股) 
樂活早餐 黃雅偵  先生 楊舒秀  女士 張雪枝  女士 洪聰澤  先生

謝長勳  先生 陳根德  先生 嚴怡凡  女士 林克能  先生 洪蔡換  先生
吳文章  先生 葉平祥  先生 廖啟恆  先生 吳珮菁  女士 惠知婦女會
曾碧連  女士 曾志三  先生 凱利崴 , 林敬堯  先生 林江霏  女士 陳盈如  女士
潘國輝  先生 簡明珠  女士 張詠妮  女士 長葆工業有限公司 簡月桂  女士
陳麗雲  女士 吉祥珠寶銀樓 張廷睿  先生 陳小姐 秦美蘭  女士
曾若朋  先生 楊甯宇  先生 彭美華  女士 李燕珠  女士 賴容仙  女士
楊瑞榮  先生 葉怡伶  女士 張華強  先生 阿雞師 監所太平部落格
根鼎建設(股)
李子義  先生 陳美蘭  女士 周佳佩  女士 何素雪  女士 善心人士

德民獅子會 劉欣怡  女士 許世賢  先生 林英茹  女士 錢炳村  先生
李德男  先生 章玉芬  女士 葛    誠  先生 林    芳  女士 劉淑玲  女士
曾煥信  先生 廖星宇  女士 陳鐘翔  先生 蔡孟潔  女士 梁慧雯  女士
徐鴻進  先生 邵秋云  女士 劉惠蘭  女士 黃家涵  先生
謝文卿  先生 朱春紅  女士 高文宏  先生 張永安  女士

7~12月的捐款總金額：$650,791

（103年7月～103年12月）
捐款芳名錄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電　話：03-4618007
地　址：320桃園市中壢區吉林路68-6號2樓
網　址：http：//www.sunnyswa.org.tw
捐款帳號：台灣銀行-內壢分行(銀行代號004)
劃撥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帳號：144-00101382-5
劃撥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捐款帳號：中壢內壢郵局
帳號：0281029-118709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網址電子發票捐贈愛心碼

使用說明：結帳時說出愛
心碼 9 5 9 5 9 9 5 或請
店員掃瞄條碼即可捐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