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理事長的話

晴天

理事長的話
千呼萬喚的「晴天會訊」終於要出爐了，這也用以記述晴天階段性蛻變的一項重要印記！

創辦於2011年的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今年也是改選之後的第二屆理監事會，

回首三年多的來時路，晴天的步伐與腳印，未嘗不是集結從個人、夥伴到團體而來的共生與共好，

事實上，時至今日，晴天還在調整屬於組織使命而來的主體特色、品牌建立和機構發展，就此而

言，晴天會訊的出刊，正是嘗試著將晴天夥伴所努力編織的集體記憶和策進作為，藉由專刊以及專

題的陳述方式，就教於護持晴天的各位家族會員，連帶地，『走一條不同的路』的開展格局，也期

望透過晴天會訊的出刊，以進行應該要有的組織責信、專業責信和個人責信。

事實上，隨著社會變遷所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及其相與關聯的需求服務，晴天無論是在方案項

目或服務對象上，均試著朝向專精化的建置目標前進，對此，藉由高風險方案的承接，以思索從個

案工作到個案管理之間的可能貫通與落差；再則，透過出收養與監護權調查服務的實際經驗，亦直

指從社工到司法而來之跨領域整合服務的必要性；至於，單親家庭服務中心的接辦，則是嘗試著就

單親歷程的動態過程，以思考包括單媽或單爸及其單親子女可能的復原、充權和培力。

連帶地，無論是托育資源中心或親子館的經營管理，除了現金給付的福利津貼外，要如何就

其方案設計與服務聯結，以提供不同內含的兒童照顧服務；至於，資產累積的脫貧方案，更是試圖

就親代與子代以進行代間串聯的家戶脫貧工程，特別是從生計到心理或社會以及從個人到親子或家

庭而來的全面性關懷；最後，從夜光天使到晴天小學堂的擘畫運作，我們所實有的是力量不大的我

們，告訴自己利益眾生的時機和切入點，就從弱勢兒童開始做起；除此之外，今年開始起，晴天的

服務據點和工作場域，也從桃園一縣以進一步地擴及到新竹市、宜蘭縣和基隆市，而在這些大同小

異的人群服務工作裡，除了經驗心得的薪傳外，也能讓建置成形的標準服務流程，更為純熟和專

精，藉此讓人間溫暖灑遍『角落有晴天』！

總之，從第一線的社工人員到會計、公關與研發之後勤人員的陸續到位；以及從科班或學分

班社工到資深社工或社工師的專業成長，目前第二個階段的晴天發展，除了運作的步伐須更為穩健

外，要如何秉持一本初衷的晴天理念？要如何做妳自己的專業精進？要如何妳我共好的制度保障？

以及要如何從相同的共同以延伸到共同之未來的一起打拼，那麼，晴天會訊的出刊，告示一個『晴

天超越晴天』之新的開始與挑戰！？

理事長　王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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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協會簡介

脫貧服務方案簡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於

100年開始辦理脫貧方案，服務對象為桃園地

區經濟弱勢的家庭並具有就學中之孩子；本

會透過方案三大面向1.儲蓄帳戶(儲蓄累積資

產)，2.培力帳戶(教育學習增進能力)，3.發展

帳戶(儲蓄生涯發展所需之生涯規劃競爭力、

職場適應力)，協助參與方案的經濟弱勢家戶

獲取脫貧能力，進而達到脫貧。方案的重點並

非脫貧率，而是將焦點放在家戶參加方案後的

改變，及其這段時間所能累積的資產。目前本

會已服務100戶家戶，有8成的家戶參與者認為方案中學習

到的事物，會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及未來。

本會期許以「助

人自助」的精神，協助

家戶提升自我及資產

累積，進而打破貧窮循

環，以達到家戶自立。

協會簡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於民國100年成立，晴天的服務主軸為「家庭」，服務型態

為據點服務、研究發展及委託方案三種不同的型態，這之中包括了經濟弱勢家庭的「資產累積(脫貧

方案)」、單親家庭的「綜合服務」、高風險家庭的「關懷處遇」、困境家庭的「收出養暨監護權訪

視調查」、高風險處境的「家庭服務中心」及幼兒照顧的「托育資源中心」，這些服務最終的目的

為建置穩健家庭運作的照顧藍圖，同時維持社會愛與祥和的氣氛。

隨著社會變遷所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及其相關聯的需求服務，晴天無論是在方案項目或服務對

象上，均試著朝向專精化的建置目標前進，晴天的服務據點和工作場域，已從桃園一縣進一步地擴

及到新竹市、宜蘭縣和基隆市，每個服務據點各有其主要服務內容，基隆中心主要服務對象為青少

年及其家長；桃園中心共有四個分支，其主要服務對

象分別為單親家庭、經濟弱勢家庭及綜合性家庭服

務；新竹中心主要服務對象為：自立少年及法院監護

權調查；宜蘭中心主要服務對象為：高風險及弱勢家

庭。

家庭是每個人最終的歸屬，也是構成社會的基本

單位，晴天致力於「完善陪伴家庭穩健運作的照顧藍

圖」，同時秉持著「服務一陣子，關心一輩子」的理

念深耕在台灣各個角落，同時期許能結合更多的社會

資源，藉此實現「你好、我好與社會共好」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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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脫貧方案介紹

協會自民國100年開始辦理桃園地區的脫貧服務方案，這一路上受到桃園縣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

科及財團法人全聯珮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大力幫助，由於有這兩雙溫暖的手守護著方案，方案

才得以茁壯，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這一路上的心聲…

政府的大手...

在桃園的脫貧服務方案...	 文/桃園縣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柯葉姝君科長

桃園縣政府自96年開始因應社會救助法及傳統社會救助觀念的改變，從消極的濟貧，希望透過

政府、民間及救助戶三方的努力，共同達到脫貧的目的，因此96年起推動低收入戶二代脫貧方案，

方案初始，以家戶資產累積為主輔以家戶子代思想培力為輔，推行的家戶受限民眾意願及預算限制

成果有限，100年後脫貧方案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承接，除了延續家戶資產累積發

展帳戶的軸調以外更思考親代穩定就業是家戶脫貧很重要的助力，引此方案加入鼓勵家戶工作人口

穩定就業的就職金及親代技能上工計畫，透過職場培力，理財規劃等課程，加強親代職場競爭力並

協助就業，方案滿意度高達100％，103年在既有的基礎上，檢視方案，推陳出新，103年脫貧方案新

增社福機構工讀體驗計畫，希望結合縣內廠商、企業體及社福單位，藉由工讀機會除增加收入外，

更增強弱勢家戶子代的社會經驗，並在成就導向下，得以積極帶動低收入戶家庭脫離貧窮世代交替

的惡性循環，目前方案仍繼續執行中。

回顧本縣脫貧方案的演變，除貼近弱勢家戶的需求外，更不斷強化家戶充權及培力的概念，

「給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桃園縣的脫貧方案不只教弱勢家戶釣魚，更結合民間資源協助取得釣

竿，從消極的濟貧轉為鼓勵自立、培養脫貧能力及提高弱勢家戶人力資本，執行以來因承辦單位的

用心，成效良好。未來，除繼續推動脫貧方案外，也將思考透過社會企業的力量，推行平民銀行導

入創業貸款創業扶助的可行性，希冀透過各方共同努力，讓本縣的社會救助方案更多元更為民眾所

需求。

民間的大手...

在桃園的脫貧服務方案...	 文/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服務基金會謝育亞專員

100年12月份，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正式成立，「化小愛為大愛」是董事長創立本會的

宗旨，以深耕兒少及老人福利領域為核心目標，除滿足彼等基本生理需求外，欲更進一步協助其敢

夢、築夢、進而圓夢。

本會長期以來透過物資或經費的方式，協助各社福團體照顧弱勢兒少的基本生活層面，因此開

辦「全聯幸福手推車計畫」，在服務的經驗中透過與一線社工人員的交流討論，了解孩子內心深處

總隱藏著許多小小的夢想或願望，只是家庭環境的缺陷、現實生活的壓力，讓他們連作夢的勇氣都

沒有了。

因此，佩樺基金會希望用更深入的方式陪伴孩子圓夢，從單次性的經費或物資捐助，延伸至長

期的階段性計畫，自102年開辦「夢想啟程計畫」後，協助逾65家社福團體，共計6,000名以上的兒童

青少年受益。與晴天協會更是合作了兩年的大型圓夢助學專案，透過協會的方案設計與直接服務過

程，本會另亦引進全聯福利中心的各項資源，目的皆希望能增廣孩子的見聞，使二代脫貧計畫得以

順利辦理，在101年的成果中我們看到晴天的孩子各個有非常棒的夢想，更重要的是這些夢想非白

日夢，而是能循序漸進地作出短中長期規劃、一步步朝夢想邁進，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本會相信

圓夢是一個歷程，首先要有勇氣敢做夢，對未來懷抱希望所以願意入夢，秉著堅持的信念一步步築

夢，因為周圍有愛支持得以圓夢，也期待今年的再次合作能協助少年們提起逐夢勇氣、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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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脫貧方案活動報導

活動報導~

「全聯築夢‧愛家計畫」圓夢金捐贈活動
當社工員詢問小晴(化名)自己的人生夢想時，

其抬著頭說：「我的人生夢想就是成為成功的室內

設計師，賺非常非常多的錢然後照顧媽媽，我可以

買新車、買新房子給媽媽，那房子裡有院子可以養

櫻花，也可以帶媽媽妹妹一起出國，現在我要做的

事就是把書讀好，考上好大學…。」

「先有改變機會，才有機會改變」這一直都是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所秉持的理念，貧困家庭的小孩

比一般家庭的小孩需要去面對更多的困境，但他們

能擁有的資源卻是稀少的，他們的人生需要有一個

契機，讓他們去翻轉他們的人生。如今服務已邁入

第三年，於103年5月17日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

會福利基金會、桃園縣政府社會局及協會三方公私

協力合作機制，辦理「全聯築夢‧愛家計畫」，盼

藉以拋磚引玉號召更多公益團體投入桃園縣服務，

讓社會各界溫暖力量，將愛傳遞給這群努力耕耘的

青少年朋友，讓他們擁有一個改變的機會，進而，

才有能力去改變自己的人生，營造更多愛與祥和的

溫馨社會。

社福工讀暨社區資源聯繫會議	 文/社工員呂冠玫

協會於103年07月22日招開社福

工讀暨社區資源聯繫會議，並邀請

桃園縣內各公益團體一同參與；當

天雖然有颱風逼近台灣，但各團體

仍不畏風雨前來協會參與會議，參

與會議的團體有：桃園縣政府社會

局、社團法人桃園縣聲暉協進會、

社團法人桃園縣木匠的家關懷協

會、財團法人桃園縣怡仁愛心基金

會、財團法人黃烈火社會福利基金

會、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

事務所、桃園縣北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及桃園縣群眾服務協會，會議現場討論熱

絡。

各單位對於此次進行社福工讀的學生皆給予正向評語，並希望這一個計畫可

以永續經營，同時讓社區的網絡是更加緊密的；透過計劃達到「大手牽小手，共

同翻轉新世界」的目標，一同陪伴這些弱勢家庭的小孩邁向嶄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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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脫貧方案活動報導介紹

Sunny young 晴天自組團隊	 文/社工員林秀燕

「有一群孩子，請我當他們的指導老師，因為

他們想組成一個志工服務團隊，來服務社會…」，

這是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脫貧方

案所服務的弱勢青少年，首度自發性表示想組織

Sunny young志工服務團隊。從服務對象到服務地

點、從活動設計到活動流程、從多次討論到行前彩

排，皆由這一群青少年自行完成。

到了志工服務的那一天，一早，大家陸續趕往

桃園市新埔社區關懷據點，同時替活動拉開序幕，

一下子會場佈置、一下子全員動一動、一下子閩南

語老歌時光，現場氣氛HIGH到最高點，在大家同心合力之下，當天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小延(化名)表示：「這是自己第一次參加服務長者的活動，一開始心中感到五味雜陳，擔憂自

己是否能勝任這項任務。進行服務時，長者臉上掛著慈祥的笑容，比自己想像的還要活潑、慈祥，

讓我忐忑不安的心立即消失。」小正(化名)表示：「只是單純的陪伴長者進行各項活動，卻讓我看

到長者一直將笑容掛在臉上，讓我為之動容，現在我知道原來幫助一個人不是施捨，而是用自己的

能力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由於自己是弱勢家庭的一員，總是受惠於他人，自己希望哪天可以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從隊員心得回饋中，看到他們從活動前的擔心到活動結束後的感動，長者們一句謝謝你與親切

笑容，竟如此的溫暖這群年輕志工的心扉。

小小彤
我的斗笠顏色很豐富，很多笑臉，因為我所

呈現的是：「用心去體會世界上的美好」，不管

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管是與家人相處…，以

微笑去面對，才能看到世界的美好顏色，社會因

為互助，而拉進了人之間的彼此距離，因微笑而

看到世界的美，感謝曾經對我施予幫助，讓我體

會到世界的美好。★

小小淩
我的草帽是畫向日葵~今天很難得大家一起

戶外活動，心得很開心~就像是~向日葵開花一

樣。★

大佑
在彩繪斗笠上面畫了許多不同顏色的愛心，

希望世界上，不管什麼人，都能因為愛聚在一

起，不要有隔閡或仇恨。上面的羊是因為喜歡

羊，彩虹色代表多元；笑臉代表要時時刻刻開

心！★

恬兒
因為想到春天的情形，藍天白雲，百花盛

開，綠油油之草地，有活力的感覺，象徵新的開

始。★

小敏
彩繪斗笠的靈感＆心情原本是沒有什麼靈

感，但後來看到小恬和華姊的衣服上的蝴蝶，便

讓我有畫蝴蝶的靈感。我將斗笠的下方塗滿綠色

作為草地，並以紅色及橘色彩潑墨的方式灑在綠

色的草地作為花點綴，而上方塗上藍色作為天

空，而這隻蝴蝶就在天空及美麗的草地間飄啊

飄，給人一種很自在、很愉快的感覺。★

彩繪斗笠‧彩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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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二代脫貧方案報導

大手牽小手‧一起向前走	 文/社工員呂冠玫

人物專訪故事

三年多前，阿嬌帶著女兒一同參加了晴天所舉辦的二代脫貧方案，從此與晴天結下了不解之

緣。對於社工員詢問阿嬌願意持續參加方案的原因時，阿嬌害羞地說：「這原因說出來真怕讓人

笑，坦白點說就是為了錢，自己希望可以透過方案的儲蓄金來支付孩子的就學花費。」拉拔一個小

孩到其有穩定工作，這段期間要投入的金錢花費是很龐大的，阿嬌總共有三個小孩子要拉拔，這筆

鉅款對阿嬌而言是筆驚人的數字，除了政府的補助款之外，其餘的金錢皆需靠阿嬌一點一滴的從生

活中存起作為支應。

除去金錢的因素之外，方案的內容也是另一個吸引阿嬌持續參加方案的原因，方案活動內容較

為活潑並具有彈性的，同時提供阿嬌一個喘息的空間，但過往由於現實中的龐大壓力，阿嬌一直沒

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活動中，直到大兒子穩定就業，阿嬌開始重新體驗生活中的樂趣。

方案上半年度重點為「自我探索」，阿嬌開始思索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從一開始只是單純服

從他人的指示，到後來勇於說出自己的想法，甚至開始與其他家戶情感交流，阿嬌開始變得很不一

樣了。

曾經夢想對阿嬌而言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物，甚至說過「自己怎麼能擁有夢想呢？每天要面對

的事情是那麼的多…」現在阿嬌開始思索自己的夢想，同時正視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甚麼。對阿嬌而

言，人生不再是單一色彩，而是像彩虹一樣充滿了豐富的色彩，天晴的日子已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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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邂逅晴天	 文/勳媽

與晴天的邂逅，算算是第三個年頭了呢！拉開大女兒的抽屜，依然保存著過往方案護照，同時

也喚醒我的記憶。為女兒報名參加方案的動機就是自我探索的相關課程，那時候的女兒雖然乖巧卻

顯得怯生生，雖然優秀卻不會表現自我，跨出去就能改變的機會出現在眼前，為期三個月的方案很

快地結束了，卻讓我看見她些微的改變，有那麼點活潑，有那麼點小主動。

幸運地，大女兒接著參加了101年度的方案，在那年的營隊中，大女兒與伙伴們帶領小朋友們

烤肉、溯溪…，那樣難忘的經驗及迴盪在心中的小火花不曾忘懷，加上一路陪伴我們的可愛草莓姑

娘，真有說不出的感激。透過協會規劃的培力課程使她變得更加自信開朗及不畏人群，這些能力雖

然是看不見的，但是我深信在大學面試的那一關，一定會發揮了力量，使我家大女兒贏進入心目中

的大學。

102年度的方案，大女兒強力推薦妹妹報名，於是我們又留了下來，不同於以往的，這年度的方

案裡加入了家長的培力課程，使得我自己有了意外的收穫，無論是實用的技能課程，還是探討理財

及創業的課程，更甚至我還上了一堂「電影與旅行」，感覺是回到了學生時代，那麼悠閒而美好。

今年，輪到弟弟上場，我期待著弟弟的蛻變，展翅迎向未來飛向美麗的晴空。

謝謝，大伙們，謝謝，這偶然的邂逅，晴天。

幸福AM
讓我們用健康來說早安！
吃膩了制式的蛋餅嗎？

沒喝過真正黃豆研磨豆漿嗎？

百分百純手工自製餅皮，新鮮豆漿，

店內80%的東西皆是店家獨創新口味，

這裡沒有加工合成肉，不添加香精香料，

堅持給你健康的早午餐店~

電話：0981-782-128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吉林路68-9號

幸福AM
讓我們用健康來說早安！
吃膩了制式的蛋餅嗎？

沒喝過真正黃豆研磨豆漿嗎？

百分百純手工自製餅皮，新鮮豆漿，

店內80%的東西皆是店家獨創新口味，

這裡沒有加工合成肉，不添加香精香料，

堅持給你健康的早午餐店~

電話：0981-782-128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吉林路68-9號



第八版 捐款芳名錄

（103年1月～103年7月）捐款芳名錄
捐  款  人

300 G2 慈文獅子會 翁紫娟  女士 黃朝榮  先生
AM幸福早餐 康達先進奈(股)  廖淑玲  女士 黃雅偵  女士

王端永  先生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
基金會

新北市樹林區自行車運動協會
(宜蘭區)

台北稻江扶輪社 張廷睿 先生 暐泰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合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謝明遠 

先生(宜蘭區) 張華強  先生 楊瑞榮  女士

吉祥珠寶銀樓 張詠妮  女士 葉平祥  先生
好友交通有限公司 張榕珊  女士 葉怡伶  女士

吳文章  先生 陳根德  先生 德民獅子會
吳桂英  女士 陳淑美  女士 樂活早餐
吳歡桂  女士 陳慰臻  女士 潘國輝  先生
李德男  先生 陳黛蒂  女士 蔡秀慧  女士
卓麗隨  女士 陳麗雲  女士 盧淑莉  女士

宜蘭永樂愛心會(宜蘭區) 凱利崴林敬堯  先生 賴明珠  女士
林秀軒  女士 彭美華  女士 頼容仙  女士 
林秀璘  女士 曾志三  先生 謝文卿  先生
林美玉  女士 曾若朋  先生 韓青珊  女士
邱秀娥  女士 曾煥信  先生 簡月珠  女士

阿雞師 曾碧連  女士 簡明珠  女士
徐鴻進  先生 黃文賢  先生 蘇陳桂足  女士

根鼎建設(股)公司 黃阿成  先生 龔湘惠  女士
1~7月的捐款總金額：$1,486,97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電　話：03-4618007

地　址：320桃園中壢市吉林路68-7號

網　址：http：//www.sunnysw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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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