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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2 年度夥伴機構合作項目  

 

2021– 22 年度土房子服務報告附件 7 

 

 

夥伴機構合作項目  

夥伴機構：成都市花樣年華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  

優雅的一面‧社會組織在職女性支援計畫  

同伴空間‧志翔學校社工站服務  

 

 

四川關懷行動  安心長者服務  

服務鄉鎮長者 60 人共 480 人次    鄉鎮志願者 15 人    大學生志願者 20 人  

 

1．服務群體  

1．金堂縣官倉街道紅旗村與玉皇山村的空巢、孤寡、失獨、失能、困境 60 名長者。  

2．官倉街道紅旗村玉皇山村 15 名鄉鎮婦女志願者。  

 

2．簡介  

安心長者服務由 2018 年至今開展近四年的時間，從服務個體發展為社區層面的服

務模式。我們與金堂縣馨園公益服務中心及官倉街道紅旗村玉皇山村村委會合作，推

動發展官倉街道在地化鄉村長者服務志願者隊伍﹙鄉隊﹚，同時聯結社會工作專業大

學生志願者隊伍，以社會工作個案服務、季度外遊、小組、社區服務手法，協助鄉隊

開展鰥寡孤獨、困境長者關懷服務。  

我們為鄉隊奠定基礎，讓他們有能力獨立提供長者生活照顧、情感陪伴、健康支

持等服務，從而促進當地長者的鄰里互動、社會融入，滿足長者被關愛、被照護、社

會參與、人際和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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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效  

 成效  具體內容詳述  

3.1  

與服務對

象關係  

1）社工、志願者團隊與長者建立穩定的服務關係，通過入戶關懷、季度外

遊、小組聚會的形式、在鄉村志願者、大學生志願者以及周邊鄰居的陪

伴下，長者孤獨感、失能感得以緩解，與社區、鄰里之間的關係更密切。 

2）通過長期的參與式服務，長者的社會適應能力得到提升和再社會化，同

時自尊感、自信力和效能感得到提升。  

3.2  

與志願者

團隊關係  

1）整合社會資源，成立了鄉鎮志願者團隊，推動服務在地化，全人關懷陪

伴長者。  

2）推動了大學生、農村婦女、長者家屬參與服務，正面影響中青年對老齡

化社會現象的思考，以及與親人關係的反思。  

3）大學生志願者的回饋：在服務中看到鄉鎮志願者隊伍的服務能力有很大

的提升，其中主動、關懷、傾聽、保密、尊重、不評判等技巧在服務中

體現出。  

4）大學生志願者隊伍參與專案實踐服務後，對老年社工服務有更深的認識

和對一線社工有更多的接觸。不少志願者回饋積累了長者服務個案探

訪、小組帶領、社區活動開展的實踐經驗。也有些大學生志願者在接觸

長者實踐服務後，重新定義和理解社會工作，並且堅定做社工的心態。  

3.3  

與服務地

關係  

1）與合作夥伴的關係較為穩定，能夠保持服務上的長期合作，也會與服務

對象在資源與服務技巧方面實現共用和互助。  

2）與服務所在社區的居民關係穩定，他們對機構和服務團隊愈來愈熟悉，

在大型活動中主動積極參與，並且有些居民能夠在物資、場地和人力方

面給予支持。  

3）專案在官倉開展 4 年時間，村委和非營利組織管理辦公室從懷疑不信任

到信任的轉變比較明顯。剛入村時充滿警惕心理。今年 7 月份再去與村

委瞭解服務情況時，村委表示機構的口碑很好，深受老人信賴，主動介

紹重點關注人群，讓機構在服務過程中遇到事情及時彙報。  

4）去年 12 月在馨園公益服務中心（合作夥伴）的推薦下，受邀到金堂縣社

工總站的街道社工站分享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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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照片  

 

2021 12 10 長者個案探訪·為老人測血壓  2021 12 11 長者個案探訪·給老人測血壓  

  

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第三期專案，

長者個案探訪活動，圖為鄉鎮志願者為長

者測量血壓，鄉鎮志願者陪伴老人拉家常。 

 

 

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畫第三期專

案，長者個案探訪活動，圖為鄉鎮志願者為

90 多歲的長者測量血壓，與老人聊老人的人

生。  

2021 12 22 影像計畫小組·看影展的組員  2021 12 22 影像計畫小組·看影展的組員  

  

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第三期專案，

影像計畫小組活動，圖為小組成員看到自

己的照片後十分開心。  

 

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畫第三期專

案，影像計畫小組活動，圖為小組成員正在

觀看和討論影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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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4 12 長者個案探訪·為老人測血壓  2022 05 20 個案探訪 ·志願者帶老人做手工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第

四期專案，長者個案探訪活動，圖為鄉鎮

志願者正在為高齡長者測血壓。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畫

第四期專案，個案探訪，圖為鄉鎮志願者與

老人做完手工後合影。  

2022 05 19 快樂安心小組·小組合影  2022 06 21 快樂安心小組·老人及其作品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

畫第四期專案，快樂安心長者小組，圖為

鄉鎮志願者與老人活動結束後合影。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畫

第四期專案，快樂安心長者小組，圖為小組

中老人們帶著其漂亮的作品進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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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6 27 長者季度外遊·悉心照料老人  2022 07 16 志願者實務技巧培訓·總結分享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

畫第四期專案，長者季度外遊，圖為鄉鎮

志願者悉心照料老人走不平坦的小路。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畫

第四期專案，鄉鎮志願者實務技巧培訓，圖

為鄉鎮志願者與大學生志願者一起總結分

享當月的服務。  

2022 05 26 鄉鎮志願者服務 ·志願者合影  2022 07 08 志願者實務技巧培訓·團隊合影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

畫第四期專案，健康加油站社區活動，圖

為志願者在活動結束後進行合影。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第四

期專案，鄉鎮志願者實務技巧培訓，圖為鄉

鎮志願者分享 4-6 月服務情況後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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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7 14 社會調查 ·訪談村委  2022 07 14 社會調查 ·訪談本土機構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第

四期專案，社會調查，圖為大學生志願者

到村委進行訪談。  

照片描述：四川關懷行動安心長者服務計畫

第四期專案，社會調查，圖為大學生志願者

訪談本土社會組織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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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的一面‧社會組織在職女性支援計畫  

服務人數  15 人  

 

服務對象： 15 名社會組織在職女性  

 

服務簡介：  

2020 年， 12 名社會組織在職媽媽討論和分享在面對事業發展、家庭照顧上的困境

與壓力，提出希望相互守望，共同面對的心願。發起「優雅的一面‧社會組織在職媽

媽支援計畫」，旨在回應相關媽媽個人成長的需求。運用媽媽支持媽媽的互助支持理

念，宣導女性的優勢力。本計畫將著力於女性的可持續發展，以發展性小組模式提供

相關服務，以女性理解女性、女性引領女性、女性發展女性、觸發女性在個人、家庭、

社會組織層面的更新與提升。  

 

優雅的一面小組使命、願景、價值觀：  

 

 

服務成效：  

1.  在工作上、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壓力得到緩解： 15 名社會組織女性，在社會組織從業

多年，大部分有自己的機構或者處在管理層，通過個別督導、團隊督導等形式，在

個人專業提升、機構發展等層面給予支援，並以繪畫、美食、正念、燒烤派對等工

作坊的形式，在增強彼此聯結、家庭互動的同時，為成員減壓、釋放壓力。  

2.  在家庭照顧、子女養育上的壓力得到緩解：通過正面管教、親密關係、幼兒性教育

等線下、線上工作坊的形式，與成員互動、討論養育孩子的顯著問題，彼此學習，

通過討論、表達、聯繫，提升教養子女的能力，緩解在養育中的壓力。  

使命：增強公益領域在職女性，面對工作及家庭不

同困擾時的勇氣、能力及信念。 

願景：綻放女性生命的華彩，成為一名優雅女性。 

價值觀：知性、從容、自信、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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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強自我關懷：成員們的精力被家庭、工作佔據，較少有時間和精力投身到自己關

懷的部分，通過在群內運動打卡等形式，促進互動的同時，督促大家更加關注自己

的身體健康。  

 

服務照片  

圖一：減壓工作坊  圖二：家庭燒烤派對  

  

成員正在通過情緒卡介紹自己近期的生活和

狀態。  

 

在燒烤減壓派對中，大家的合影。  

圖三：減壓工作坊  圖四：地布繪畫工作坊  

  

成員分享「疫情下的生活」這個主題。  成員完成地布的繪畫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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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空間–志翔學校社工站服務  

服務人數﹕ 300  

 

服務對象  

四川省志翔職業技術學校學生  

 

項目簡介  

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包容的實體場所，讓學生來分享、交流、學習，同時提供心

理支持活動，包括個案、小組、校園活動等服務。引導及陪伴青少年面對困境及在性

教育學習方面更積極，進而在個人成長情感和意識上得到支持，塑造陽光、樂觀、健

康的品格。  

 

項目內容  

1.1 朋輩小組  

朋輩小組共有 15 人參與，總共開展 8 節，從自我認知、情緒認知、表達藝術到識

別朋友的情緒、肢體語言，運用情緒卡片、情景表達識別、情景演練等形式，在實際

的案例中不斷的去思考和練習，從而提升同理、傾聽、表達關懷的能力。在小組內發

現 2 名案主，持續跟進，在人際關係、情緒等方面給予支持。  

1.2 精神健康講座  

共進行了四個主題的講座，有兩個班級參與，每個班級 50 人。孩子已經形成了懶

散的上課形式，尤其是晚上的時間，基本用來聊天、打鬧，精神健康的主題是他們沒

有接觸過的，但是身邊又不乏抑鬱的同學，所以是有吸引力的。用了很多貼合他們生

活的案例討論和分享「什麼是心理健康？是什麼原因會產生心理不健康？如何調整負

面情緒？如何培養積極情緒？」等主題，較能吸引他們參與的積極性及瞭解青少年壓

力成因，瞭解壓力的影響，提升預防壓力、面對壓力的能力。  

1.3 大學生志願者  

目前大學生志願者進行了一次線上、一次線下的培訓。受疫情影響，志翔學校限制

進入的人數，祗有 5 名大學生參與實際的服務中。 5 月 1 日線上培訓，主要是介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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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和具體安排，熟悉團隊。 5 月 29 日，線上線下進行團隊建設，明確志願者的責

任、義務，並進行遊戲能力的訓練。  

1.4 全人健康成長小組  

6 月 14 日至 19 日在校外開展全人健康成長小組，通過群體生活、自我認識接納、

情緒調節、身體運動、人際溝通等系列活動友好陪伴，讓組員放下手機感受真誠與愛，

進而相互支持、分享、討論等。  

1.5 社工站恆常開放  

4 月至 6 月共計開放社工站 24 天，由於學校對教學樓的管控較嚴，社工站只能在周

一至周四開放。為了吸引學生參與社工站的服務，帶引高年級的孩子為低年級的孩子

開設繪本閱讀、英語、數學、舞蹈、遊戲等興趣小組，在輕鬆愉悅的環境中建立關係，

同時宣傳社工站的服務，建立參與社工站服務的習慣和概念。  

7 月至 8 月是學校暑假，為了能持續與志翔的孩子有聯繫，開展線上活動，在主題

徵集賽和音樂會中，以不同形式引導孩子分享關於青春、友情、愛情和情緒的故事，

有些孩子在音樂房內會講述自己因為親情心酸的時刻，青春時衝動的事情，友情中的

抉擇與衝動，同埸孩子的傾聽及情感支持，搭建起良好的校園支援網路。  

 

 

服務對象感想  

全人健康營會   個人感想                                         李鑫願  

對於夏令營，我以為的吃喝玩樂，卻體驗了一場不一樣的夏令營，跟著老朋友、

認識新朋友、一起生活、一起做活動、一起玩耍打鬧、和我的小組成員一起背對背起

立，雖然開始的我們起不來，一起笑不停，但在最後我還是我功了。  

以前也用顏料做過畫，但很少在衣服上幹過，一開始害怕自己畫不好，還在到處

找幫助，但在巧巧的指導下，自己越畫越起勁，雖然不是那麼完美，但是畫得還是蠻

像的，突然又覺得自己行了。  

帶著我們獨有的團隊服，出去賣貨，雖然中間有點不愉快，但是我們還是快速地

賣完貨物，其實在賣貨過程中，還蠻難過的。因為一直在提著貨物，一開始經歷賣貨

的我，非常有信心，經過在幾個公園的叫賣後，看著人家故意躲著我們，還是蠻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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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過不斷的奔波，最後停在幼稚園附近，在不斷地詢問後，不懈堅持下終於賣去

五根。當第一根賣出去時，內心有一股強大的成就感。  

記憶最深的莫過於夜行，當我知道要從晚上行到第二天白天的時候，還是有些小

崩潰和期待的，崩潰在於我也走過幾小時的路程，知道是很累的，期待在於 22 公里還

從未嘗試過，我也不太確定自己是否能行完，知道要熬夜後，我特地喝了兩杯咖啡使

我精力一直在沸騰，一直在不停地說說說，分散注意力，就不會一直在意疼痛，還把

強哥忽悠過來跟我們一起夜行，從開始興致勃勃到後來的面無表情，對強哥又是好笑

又是自責，身為小白鬼選手的我，走黑路都是 NO，真的蠻無語的，中間是有崩潰的，

蠻恍惚的，但是當我看到手機偶像時，瞬間就來了動力，仰起勁繼續衝，拉著李雪一

直沖，帶者李雪嗨著走，已經凌晨四點了，突然就把朝陽作為我的目標，最後就跟莉

姐和奇樂姐邊鬧邊走，帶著我的期待繼續打著熱血前往。  

其實對於夜行有想過放棄，但別人一問，突然的鬥心就出來了，就說我可以走，

我一定行，還在老天爺照顧下，讓我看到了朝陽，到營地後非常激動，雖然我很疼，

有時候不努力幹一下，都不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少。我把這次夜行當作迎接 18 歲的禮物，

非常感激大家給我準備的蛋糕，真的很激動，也是完全沒想到，很感謝給我過的 18 歲

生日。  

總體來說，不虛此行，雖然跟我想像的不一樣，但是跟大家一起很開心很快樂，

也挑戰一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挑戰，這次夜行對我來說真的永生難忘，開始有多了信

心去挑戰一些別的，離開自己舒適圈，其實我的熱血能帶動大家，也有一股大大的滿

足感。  

 

 

線上音樂會   故事分享 [親情篇 ]  

1.  《當你老了》–現在不像小時候隨時陪在爸媽身邊，回家變成願望，每年回家一次

也真的發現歲月不饒人，真真實實看見父母蒼老的痕跡，眼皮下垂，皮膚乾老，頭

髮漸白，卻又不能做什麼，只能儘量找時間多回家看看，從前他們也是如我一樣有

夢想愛美的美女帥小哥，但為了我傾注他們的精力，此生也是感激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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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都去哪了》–我也不知道時間都去哪了，也不敢想時間去哪了，很逃避父母

衰老的事情，有時夜間睡不著，會想徹夜，然後以淚洗面，很害怕父母的離開，如

果真的到那一天自己可能真的會撐不住。  

3.  《父親》–我覺得這首歌唱到我心坎裡，父親在我心裡一直都是高大慈祥愛我的形

象。我很想念以前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光，這歌裡的每一句詞都有我和父親的影子，

我很想他。  

4.  《父親寫的散文詩》–我的父親沒有日記本，他只有一個小小的本子，我偷偷看過，

上面全是父親欠的債，當時怎麼說呢，很心酸很難過，也沒有辦法，無力感。  

5.  《天之大》《酒幹倘賣無》–很感謝父母帶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我也沒為他們做過

什麼，說我愛你或者是擁抱這樣表達愛的方式也從來不會做，但自己只知道，心疼

父親，他身體抱恙時，不會允許父親幹活煮飯，自己會用實際行動讓父親可以坐下

來休息。  

6.  《從前說》–《從前對媽媽說謊 /翻山越嶺只為能與你擁抱一場幻想 /披上紅妝》。以

前因為戀愛的問題和父母鬧矛盾，離家出走，自己帶錢出去坐車，後面錢丟了，也

是母親騎車來接的我，很後悔吧，如果放到現在我絕對不會再這樣。  

 

 

線上主題徵集    

《我與我的情緒》徵文  

有情緒不是錯，錯的是態度。                                      李錦  

人都會有情緒，情緒有開心的、快樂的、傷心的…  

最近幾天似乎走到了低谷期，無論是家中的生活，亦或是學校的壓力，都讓我的情

緒變得極其不穩定，也許我們都曾在峰頂，也許，眨眼也曾埋沒在深海裡。  

今晚，我又失眠了，我癱坐在床上，月光照到我的臉上，它沒有溫暖的感受，只單

單是冰冷的，不知不覺我的眼淚流在了手心裡，它好像是唯一帶暖的東西，手心攢滿

了淚水，我哭泣著，沒人會知道這晚發生了什麼，我的哭泣也是無聲的傾訴，我不是

不夠堅強，而是太過堅強。  

我每天在父母和同學面前強裝鎮定，在他們面前我總是一副無比開心的樣子，我不

想讓別人擔心我，但每晚我都會有無盡的負面情緒，我想讓它消失，可它卻緊緊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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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我也不想每天都是一副消極頹廢的狀態，可我有什麼辦法，我也是一個弱小無

助的受害者，我哭泣了很久，終於在凌晨三點半漸漸睡下了。  

次日，晚上父親來接我回家，不知怎麼了，我的眼淚不自主的落下，我看著窗外，

窗外好像也是一片黑暗，悠長的隧道我走不出去，沒有人能打開我心靈的窗戶，眼淚

滴在窗戶上，父親好像察覺了，他沒有太過的表示﹕「閨女，最近在學校怎麼樣啊﹖」

我回答了他﹕「沒有什麼大事。」可父親似乎讀懂了我的內心，他說﹕「學習壓力大

沒有關係，態度要好，成績不是問題，心態才是一個大問題。」他安慰著我，跟我講

了一個大道理，講了一路，其實我知道他愛我，可我並不像你想的那般，我對爸爸說 :

「我愛你，我也謝謝你這麼用心的疏導我，可能是真的吧，沒有人能打開我心靈的窗

戶…」  

我的情緒沒有被安撫，我的情緒依然…  

 

 

《我與我的朋友》徵文                                           陳則超  

我與我的朋友是從初中認識的，她是我的第一個好朋友，好閨蜜。那年夏天，我

步入了初中生活，那時我還比較矮，排隊時她就站在我前面，我們就打了一個招呼就

沒有什麼交集了，因為剛開學嘛，又不熟，就感覺很尷尬。然後第二天早上上學時候

遇到了她，我們還是打了個招呼，就邊走邊聊，直到進了教室，我們才沒有聊了。經

過那一次聊天，我知道了她的一些喜好，和我們的一些興趣愛好都很相似，家離得也

很近。就這樣，我們經常一起上學、放學，也經常一起約出去玩。我們就這樣成了閨

蜜，我們一起為了我們的偶像瘋過，有時也因為我們意見不同而吵過，也為了能坐在

一塊而費盡心思。我們也絕交過，但是也是沒一會兒就和好了，可能真正的閨蜜就是

吵不散，罵不散，打不散的。  

其實我們是四人幫，另外倆人是我在初三時深交的，當時其中一人我跟她是同桌，

另一人她坐我後面，我們經常在最討厭的數學課上打牌，玩狼人殺、玩手機、玩 COSPLAY，

拍照…當時我們形影不離，有其中一人的地方，就有其他三人的身影，所以老師及其

他的同學都稱我們是四人幫。  

最讓我懷念的是初三下學期最後的 20 來天，我們每天膩在一起，因為我們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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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是不參加中考的，但是我們還是陪著另外一人溫複習，每天晚上下了晚自習後陪

她去跑步、跳繩、打排球，陪她衝刺體考和中考。那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是只屬於

我們四個的時光。  

現在的我們，一人在成都，三人在瀘州，在瀘州那三人，有一人不在一個學校，

另外兩人雖然在一個學校，但是也是在不同的班級。就算如此，我們感情還是沒有變，

雖然我們都會有另外的朋友，但是自己心中永遠是有一個地方是屬於她們的，永遠不

會變。我相信我們熬過異地之後，會迎來屬於我們的那片光明。  

我們約定，就算很久不見，在見面時也不會很尷尬，以後無論誰結婚，伴娘永遠

只有我們，因為我們陪伴了彼此的青春，我們的青春為誰瘋狂過，彼此都知道，我們

永遠是我們，絕對不會變，也沒有人會代替我們。  

我與我的朋友，永遠的朋友。  

 

服務照片  

2022 05 17 朋輩輔導小組–溝通練習  2022 05 18 精神健康講座  講師正在講解  

  

照片描述：同伴空間學校社工站專案朋輩

輔導小組–小組討論撕報紙的方案。  

照片描述：同伴空間學校社工站項目精神

健康 講 座 ， 講 師 正 在介 紹 精 神健 康 的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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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6 15 全人健康小組–繪製隊服  2022 06 16 全人健康小組–金錢消費  

 

 

照片描述： 共同繪製團隊 T 恤，主題為

「 young」  

 

照片描述：以進貨賣貨方式體驗，感受金

錢的來之不易。  

2022 06 17 全人健康小組–夜行徒步   2022 07 18 個案家訪  

  

 

 

 

 

 

 

 

照片描述：全人健康成長小組–夜行徒步  照片描述：到樂至縣進行個案家訪，案主

離別前表達愛，擁抱奶奶。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