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利基金會
1. 關於善牧
22 年前在台灣種下的一顆服務種籽，如今，善牧已拓展為全國性的服務，
全台灣即有 31 個服務據點，幫助對象包含不幸少女、高危機青少年、中輟
學生、受暴婦幼、目睹暴力兒童、單親家庭、未婚媽媽、棄虐兒、新移民家
庭及原住民家庭等對象……

2. 善牧的服務工作
（1）兒童少年服務：
設立「德蓮」、「德幼」
、「德心」、「德蕾」少女中途之家，安置輔導遭受
亂倫、性侵害、受虐及被遺棄等不幸少女，幫助她們安頓身心，學習解
決各種困難問題，並發覺自我內在力量以期展開新生。承辦「台北市西
區少年服務中心」，並在台北、宜蘭二地成立「善牧學園」，尋找並協助
危機兒童及少年，開辦多元性向發展班，幫助中輟生及街頭少年提升就
學穩定度，建構正向自我價值觀並重建其生活秩序，積極預防青少年犯
罪問題。
（2）婦幼保護服務：
設立「安心」
、
「信心」
、
「親心」
、
「靜心」婦幼庇護家園，提供遭受家庭
暴力、惡意遺棄、受虐而離家的婦女及其子女一個身心安頓的家園，受
創身心得以治療與安定，並藉由法律及心理諮商等各種服務，幫助婦幼
重返社會和家庭。
「小羊之家─目睹暴力兒童服務中心」
，除提供兒童各
項輔導諮商外，積極研發推動連結校園、警政及司法系統之合作策略及
網絡。設立「善牧台北中心」
、
「善牧台中中心」對自行求助及從庇護家
園遷出之婦幼，進行後續相關服務；「善牧嘉義中心」作為法院與遭受
家暴、性侵婦女之橋樑，提供諮詢與輔導服務。
（3）單親及收出養服務：
承辦「台北縣單親家庭服務中心」，以家庭系統為服務單位，為單親家
庭提供完整與貼近的福利服務；「台南嬰兒之家」針對無法扶養嬰幼兒
之未婚媽媽或其家庭，協助安置出養，提供生活照顧、護理保育、疾病
就醫等服務；「露晞服務中心」提供收出養服務；「善牧兒童之家」，收
容安置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被遺棄或被虐待的兒童及嬰兒。「寧心園」
提供未婚懷孕少女安全隱密的居所，提供多元方案服務，連結所需資源
並提升案主之自我價值與能力，協助身心正向發展。

（4）新移民家庭服務：
設立「台北市永樂婦女服務中心」
、
「台北縣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
、
「台
中市新移民福利服務中心」
，
「善牧宜蘭中心」及「善牧高雄中心」關懷
新住民家庭關係維護、生活適應、語言文化學習、親職教育等協助。
（5）原住民家庭服務：
設立「善牧花蓮光復中心」、花蓮光復鄉及瑞穗鄉「原住民家庭暨婦女
服務中心」
、「善牧玉里服務中心」及「善牧台東中心」
，為原住民婦女
及孩童提供家庭訪視、課業輔導、親職教育與親子活動等服務。

3. 善牧的服務據點

善牧於台灣服務已屆滿 22 周年，目前服務遍及全省 31 個服務據點，每年服務約
有 33 萬人次 。

4. 善牧中途之家、庇護家園收容安置服務量
家園名稱

床位數

服務量(人)

德蓮之家

8

13

德心之家

14

18

德幼之家

30

84

德蕾之家

12

18

安心家園

36

124

靜心家園

18

179

親心家園

20

174

信心家園

24

53

善牧兒童之家

38

0

寧心園

12

35

台南嬰兒之家

45

141

總計

257

839

5. 善牧各外展服務單位服務量
單位

個案服務

一般性諮商

活動方案

西區

171 人/7656 人次

43 人/ 763 人次

1108 人/ 13993 人次

台北學園

27 人/4214 人次

27 人/236 人次

27 人/105 人次

宜蘭學園

92 人/ 2660 人次

21 人/ 324 人次

60 人/1571 人次

宜蘭中心

66 人/840 人次

203 人/251 人次

732 人/2,204 人次

高雄中心

218 人/10589 人次

5 人/85 人次

3167 人/22690 人次

台北中心

1804 人

290 人次

353 人次

台中中心

1393 人/7470 人次

204 人次

120 人次

嘉義中心

419 人/4460 人次

36 人/36 人次

3141 人/14337 人次

台東中心

41 人/2848 人次

1 人/ 12 人次

41 人/786 人次

台中新移民

249 人/726 人次

0

9151 人/11860 人次

小羊之家

102 人/2335 人次

31 人/215 人次

550 人/1104 人次

單親

127 家/1,276 人次

14 人/88 人次

3335 人/42565 人次

跨國

60 人/794 人次

60 人/794 人次

3070 人/11078 人次

永樂

120 人 1456 人次

32 人

349 人 1169 人次

光復

182 案家/2,329 人次

4 人/4 人次

6.452 人/6,452 人次

玉里

67 人/4274 人次

120 人/135 人次

1278 人/10981 人次

寧心園

55 人/4221 人次

14 人/ 42 人次

814 人/1568 人次

總計

4884 人+309 案家/58148 人次

611 人/3522 人次

33275 人/142936 人次

43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