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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雍展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07 年度年度工作報告 

2018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最後更新：2018.12.31 

 

項次 領域名稱 方案 個案(機構、個人) 受益統計 

壹 老人福利 2 3 機構(黎安里、中正老福、中正社福) 

3 個人 

123 

貳 兒童及青少年福利 4 5 機構(華夏、4 幼苗守護) 

6 學校(4 安心就學、5 大專給力:計 20 團) 

6,460 

叁 急難救助及弱勢團體 3 2 機構(衡山、北榮) 

15 個人 

23 

肆 婦女福利 2 2 機構(現代、蘭馨) 44 

伍 接受主管機關指導事項 3 2 機構(中山社福、北市府社會局) 略 

合計 14 方案 14 單位；6 學校(9 校次、20 社團)；18 個案 6,650 (人次) 

 



2 
 

財團法人台北市雍展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07 年度年度工作報告 
最後更新：2018.12.31 

 

項次 領域名稱 NO 日期 方案名稱 單位 內容 備註 

壹 老人福利 1 107.10.10 重陽敬老，溫馨餐

會 

臺北市信義區黎安

里 

飲水思源，身體力行 

臺北市信義區黎安里為本會長年關懷之

長輩社區，里內居住上百民榮民長輩，重

陽節前夕，雍展基金會舉行重陽敬老感恩

餐會，現場來了上百位的長輩，其中最高

齡長輩 104 歲。雙十國慶，我們用感恩

的方式，準備保暖襪，關懷這一生守護國

家及為台灣這塊土地奉獻的長者，慶祝國

家生日，希望每位長輩健康快樂。 

感謝狀 

2 107.12.03、

107.12.10、

107.12.17 

敬老居家清潔 臺北市中正老人服

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臺北市中正社福中

心 

串聯資源，福利循環 

本會連結三單位導入功能良好之精障學

員以團隊方式至獨居長輩家裡進行居家

清潔服務。透過優勢與增強權能觀點，促

創新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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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弱勢社會復元，並活化人際網絡與創造

正向合作共事經驗，以提升個案自我價

值；同時以團隊方式進駐獨居長輩家中服

務，亦能確保服務品質與關照資源供給之

情形。雖為創新服務，但長輩都很滿意清

潔成果，顯見成效斐然。 

貳 兒童及青少年

福利 

1 107.06.04 愛心福箱助學計畫 華夏社會公益協會 陽光飽飽，溫暖助學 

裝福箱是件浩大的工程，從物資的募集、

人力的招募、福箱的運送、場地及時間樣

樣都需要安排。從摺紙箱開始、裝箱、推

送到運載，所有志工都彎著腰一趟又一趟

的完成，在學期末的這時刻，雍展再次和

社會善賢攜手把這大事完成！本會董事

長王如玄女士身體力行，親自和社會公益

夥伴一起裝福箱與關懷送暖。希望弱勢家

庭的孩子不因長假而中斷生活物資的供

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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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雍展基金會每年都贊助社會公益團體

的助學專案，希望盡棉薄之力，幫助弱勢

孩子。 

2 107.10.29 幼苗守護計畫 衛生福利部北區兒

童之家 

衛生福利部少年之

家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

關懷協會 

高雄市私立基督教

山地育幼院 

愛是在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雍展基金會吳中鎂創會董事長、王如玄董

事長、李雪麗董事前往中華育幼機構兒童

關懷協會位在中正萬華區的家庭處遇中

心進行參訪交流，在創辦人洪錦芳秘書長

的介紹下我們更能去理解這群多重失落

與創傷的孩子。哲學思想家羅素曾言：「一

個 18 歲以前的小孩通常不知道如何去

愛，但一個人在 18 歲以後能不能去愛取

決於他在 18 歲以前是如何被對待。」今

年度雍展以棉薄之力捐助四間安置與育

幼機構，期望社會勿以暫時的家庭問題與

孩子偏差行為而放棄陪伴孩子走向理想

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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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 

3 107.04.10-107.12.31 安心就學計畫 東吳大學 

淡江大學 

輔仁大學 

文化大學 

雍展有愛，學習無礙 

為補學校資源之不足，提供學生緊急之個

別化關懷，以協助渠等安心生活就學，本

會訂定安心就學扶助計畫，其項目如下： 

一、安生計畫：提供學生緊急飽餐安頓餐

費，以協助因經濟困難而無法飽餐之學生

基本生活所需。 每校每年 3 萬元為原則。 

二、安心計畫：提供學生因應家庭、情感

或學習下所引發的各項情緒或精神困擾

等之醫療補助。每校每年 2 萬元為原則。 

三、安定計畫：提供學生因應突發性情

況，急需經濟補助以度過難關，例如學費

補助、交通補助、租屋費用等。每校每年

5 萬元為原則。 

感謝狀 

4 107.10.12-107.10.31 贊助大專院校社會 東吳大學 公益心，鄉土情 感謝函 



6 
 

服務社團給力計畫 臺北大學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師範大學 

淡江大學 

本會為鼓勵大專青年關懷社會與培養熱

心公益之素質，鼓勵大專院校之社會服務

性社團，利用課餘及長假期間深入地方，

關懷偏遠地區之弱勢族群，期培力社團學

生更多元文化敏感度及專業服務能力，也

鼓勵學生走出舒適圈展現自我社會實踐

力，並能提供多元化資源，彌補城鄉差距

問題，透過身體力行，實踐社會公益與人

文關懷，期能涵養學生關懷社會、服務奉

獻之人生觀。此為今年度新推出之方案，

共有 20 個社團取得補助，前往全台偏鄉

進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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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急難救助及弱

勢團體 

1 107.11.19-107.12.08 弱勢居家修繕 衡山基金會 走近弱勢，居家修繕 

四坪不到的滲水屋間，就是案主全部生活

空間；希望這個修繕服務的起點，讓生命

更有尊嚴的存在，透過這次的服務合作，

也讓本會明白在助人路上，我們並不孤

單！因著社會一點一滴的善與暖，都將滋

養生命繼續往前走下去。 

感謝狀 

2 107.12.03、

107.12.10、

107.12.17 

精障復元社會實

驗：優勢觀點與福

利循環(同敬老居家

清潔) 

臺北榮民總醫院 串聯資源，福利循環 

本會連結三單位導入功能良好之精障學

員以團隊方式至獨居長輩家裡進行居家

清潔服務。透過優勢與增強權能觀點，促

進弱勢社會復元，並活化人際網絡與創造

正向合作共事經驗，以提升個案自我價

值；同時以團隊方式進駐獨居長輩家中服

務，亦能確保服務品質與關照資源供給之

情形。雖為創新服務，但長輩都很滿意清

創新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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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成果，顯見成效斐然。 

3 107.01.01-107.12.31 急難救助(生活與醫

療補助) 

15 個案 本會本於關懷之精神，推行人道急難救

助，幫助社會中需要得民眾一起度過難

關。在許多難為與生命過渡期，案家們因

有本會的急難救助金而得以紓緩家中經

濟壓力，改善急難危況。今年本會在年度

預算下共核予 15 名個案通過生活與醫療

之補助，以解家庭燃眉之急。 

常年項

目 

肆 婦女福利 1 107.05.10 婦女福利服務事項 現代婦女基金會 受暴婦幼危難救助基金 

透過受暴婦幼危難救助基金的募集，能幫

忙她們在剛離家、尚未連結上正式資源的

這段急難空窗期，提供她們短期需要的生

活物資、費用，以及法律協助，並協助她

們連結經濟和就業資源，能夠獨立生活，

支撐自己和孩子，順利渡過這段危難期。 

感謝狀 

2 107.10.23 弱勢婦女暨家庭暴 宜蘭縣私立蘭馨婦 培力女性，充權家庭 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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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被害人母職培力

服務 

幼中心 本案規畫假日與轉銜服務，目標為充權母

職與培半目睹兒修復創傷，計畫預計培力

3 名受暴婦女、12 案家，約 36 名目睹兒

少，結合該中心既有之專業人力資源，開

展服務暨培力計畫，協助受暴婦女解決生

活困境，如托育、培力就業，期形成互助

團體，早日脫離受暴陰影與自立。 

伍 接受主管機關

指導事項 

1 107.08.09 2018中山社區安全

園遊會-大手牽小

手，安全 FUN 心遊

園遊會暨社區資源

單位表揚典禮 

臺北市中山社福中

心 

本會受社會局代理局長表揚感謝協助推

動中山區社福業務，特贈感謝狀乙楨。 

感謝狀 

2 107.10.16 低收家庭─人。家紀

錄片首映計畫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969 年起，臺北市陸續興建的五處平價

住宅，以較低廉的費用提供臺北市低收入

戶借住，並派駐社工服務，迄今已近五十

年，是臺灣社會福利發展史上極為特殊的

存在與經驗。透過紀錄片重現社會底層的

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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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故事。 

3 107.11.19 臺北市 107 年度社

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研習活動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社會局函知本年度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研習活動，主題為財團法人法及洗

錢防制與打擊資恐之研習。為因應 108

年上路之財團法人法(新法)，以及預防社

福團體成為洗錢防制之途徑，本會派員參

訓。另待相關子法通過後董事會即修訂組

織章程，以合乎新法規範。 

調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