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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孩⼦�來的�⼀天��

我們的⼯作就是讓�們準��回家 "  

-  院⻑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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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守則
#01長愛家園介紹

專�是基礎

同理是�受

�度是關鍵

合作是⾸�

溝�是橋�

��是�步

�恩是知⾜

誠信是根本



⻑�家�的成⽴�

讓�傷的孩⼦擁�⼀個家�

是我們�⼤的動�����

伸出⼀雙溫暖��雙⼿�

給孩⼦⼀個不���⼼��怕的另⼀

個家�

⽤專�的代�下�

�誠信�同理的謙卑�度�

⽤團隊合作��元溝�的��思維�

永懷�恩�富⾜之⼼�

為社會⾓�不計其�的弱��群開�

⼀個�����的⼤家庭；

為曾經照�的孩⼦們建⽴⼀個���

根的�⽅；

繼續為不知所措的⽣命��找出⼝；

為⽀�破碎的⼼��重拾信⼼�

服務特色
#01長愛家園介紹



⻑�家��幼是�⽂輝院�夫⼈�

⼒於社會福利事�  2 0  �年來�

⾛�半百⼈⽣毅��的�擇�

��於在經濟發展�社會變�的�

�下�

�知許�家庭結構改變�家庭功�

式��

衍⽣出�重���的兒童少年問

題�  

�來�受矚⽬的重⼤暴⼒�件�

�論是兒�或��傷⼈�事�其原

因��家庭關�不和��

希�在家�的⼤家庭裡�

讓�傷的弱�孩⼦擁�⼀個家�

家園介紹



核心理念
對孩⼦⽽⾔�

每個孩⼦�是天使���

在��的���下�

成⻑�壯�

對⼯作⼈員�

���的���

發揮專�服��忱�

守�孩⼦圓�⽣命�

對社會⼤眾�

⽤⾚⼦之⼼���⼤�的⾏動中�

���動�

溫暖⽣命�



「願�⽣命�損的孩⼦們�在專�的陪伴下�

��成⻑�活出光采�」

��孩⼦�法�擇�們的�往�

但�們的⽣命可���來到⻑�的�⼀站�

在專�的陪伴下��⾜了�們的�⼒��載了�盈

的��

��獨⽴�⾃主����健�的活出⾃我�

⼤�之所�為⼤它來⾃⼩�細⼩⼟壤�⼦；

海洋之所�為⼤��是滴⽔結合⽽成⼤海；

沙�之所��闊�更因�⼩細沙堆砌⽽成；

⾼�的建���因平�⽽��

�事�物之所⼤�根源則是來⾃於⼩�

不�輕乎了�的�良��是���環；

不��估了�的⼒量�⼒量��整合；

『�』是轉動⼈�⽂明�步；

『�私』是推動�代�輪�的⼒量�

⼈⼈�可為之�

在希�未來的⽇⼦�給孩⼦⼀個溫暖的『家』�

許⼀個��希�的未來�

本院除加強硬�設�盡量完���

更應培�專�⼈員��⼒�

�激發孩⼦的���了���⾃⼰��於作⾃⼰�

並積�規劃�⽅��讓個�何⾃⽴⽣活�強�本院

服�功��

�⼤服�對���圍�增加社會之參��關注�

除��性預防兒童�少年問題之惡��

更積�的推�我國兒童之福利⼯作�

共����溫��祥和的社會�

#02使命與願景



我是⼀個怕�事的⼈�所�看到�⽅路上可�會�衝�的話�

我就會繞路⽽⾏��免衝�或���

�個�度放在�孩⼦的相�上我�是��的�

正因為���

我佩服那���孩⼦碰撞�衝�的照�者們（�是��）�

每天上�都�在當偵��⾾智⼜⾾��我很欣賞��雖知�很���

但�是義���跳出來的�理�度�

��是吉祥家的「⺟�」⼀點�不會超��

⽽且是位�格強���⼼�細⼼的⺟��

上⾯�的⾾智⾾��不⾒得是每位⼤⼈都�跟��⼤孩⼦⾾的�

�是��朝�相��陪伴�

�⽅的了�孩⼦的個性��性才�辦法「⾒招�招」�

其實不只⼤孩⼦�我覺得每⼀位在⻑�的孩⼦都很幸��

��願意了���包容������

�⾄是��碰撞衝�的照�者們�

�的⾏為�壞的⾏為都�得到�放��正�⼀�⼀��

不斷的變成⼀位更健�的⼈�

��每⼀位可�不可求的⼯作�伴�

因為�你們⻑�才���其實的⻑⻑〜〜的���

��組⻑   典融   2020.10.25（⽇）

#03工作夥伴的話
衝�的��



院�會議中�下的case �⻑�的期刊�回�⾏政組的上台⼀���

床位已���補�續累增�-�是⻑��段�間所回�給各�市單位⼀線社⼯的�����

⼀年�了�跨�域的挑戰���社福再栽�校���的堅����的動⼒跟初衷就是�群孩⼦�

看�孩⼦們從那個�樣⻑成⼈⾒⼈�的寶⾙�發⾃�⼼���⾟�的⼀線同事們�

�你們才讓我們�動⼒跟毅⼒�往�繼續衝鋒陷陣�(�們�的~”衝鋒陷陣”)

會計⾯對的是冰�的�字�是現實的收⽀��產⽣溫度的就是那⼀�⼀豎�⼀�⼀劃的收��

即便⼿����發��是會堅�下去�那�⼒量來⾃⼗⽅�來⾃四⾯�⽅-發⾃�⼼的�⼼跟慈��

當�責信是基本的�度跟本���是��置�的�

曾經被那句話��到~~「~~沒�錢辦什��幼院�」�

學會計的我是本�的�縮�收⽀不平衡�超⽀的部��怎�填平�

尤其是��的疫��不到20%的���真的是會ㄘㄨㄚ \勒��

看�院⻑叔呼�楊阿���個�影拿��章往�⾛�不��⾔�就知��幹�了�

報表出來~~�是會�那學�的本�~~踩��⾞�提�⼤家~省點�省點�

但�會�到那很��很天真的�⾳~~免���啦�

皇天�佑�真的是~~關關難��關關��(但~~天知�那顆⼼���強啊�)

的確�沒錢�辦�幼院�真的��很⼤的��跟�勁�但�誰想�~~孩⼦們的⽣命跟守�來的��嗎�

孩⼦們⼀⽣的轉�點或許就在�段�置的期間�可�拉住的�救到的~~就在�個�⾦期�~�timing可��

嗎??

�作�樣的兒少�置�構���少的⼈⼒�孩⼦們的夜晚是��⼈⼒守�的�

受�傷的孩⼦狀況是��不斷��專�的知識��整各⾃的堅��

照�的同事們��少個夜晚是�孩⼦們�了��再互相討論��整的�

報表是���間登打上傳的�⽔�是�錢的���是�付的�院�設�是�維����的����市單位是

不給付��治療費⽤的�

各�市單位的�置費⽤是⼀�⼀�給的�所��構是�先墊付的�

(�會�宕兩��上)哼不啷噹的~~就�瞠⽬結�了�

更何況��各⽅�助的東西�⼆⼿⾐物�⼆⼿玩具��的書��捨不得丟的��都���整理�

�上純屬對��尚�對�的��單位�主��關��法理�的�家單位作���瑣的⾏政��是不會考�到

孩⼦的���先順序的���⼀年�不容易啊�所�~~加油吧��我們�群�⼦�更�恩�位⼤�的���

會計   幸�  2020.10.21-⼀⼼⼆⽤的辦�室

期刊的�約



加�⻑�⼤家庭
我是⼀位�⿃社⼯�是個剛步�社會的鮮�⼈�

很幸��是加�了⻑��個⼤家庭�

⻑�是個���的�⽅�

院⻑的理�就是�⻑���成⼀個家的�覺�

不僅僅是給予院童��的��在同仁間�都�常願意相互幫��

對於我來��⻑�是個很溫暖的�⽅�

院⻑�常告�我們�⻑�的成⽴是為了服�孩⼦�⼀切�孩⼦為重�

只�孩⼦����⻑�的⼤⾨永�為孩⼦敞開�

來到�裡�⽤⼼去了�每個孩⼦��的故事�

�們�法�擇原先出⽣的家庭�

我們�做的就是讓�們在����成⻑�並且給予�們正確的價值��

當�們回⾸來看�����⼀段��的�光��很���們的⼈�

另���常��社會上許��⼼⼈⼠願意為了��孩⼦付出�

給予孩⼦們��的��

讓孩⼦們知���社會上��許���們�關⼼�們的⼈�

讓孩⼦們��������的��向未來�

-

由於我到�的�間不⻑�對於孩⼦們的�性了�並不�厚�

但是我⼀直期許⾃⼰�⼒去學����孩⼦之間的相��得平衡�

�裡的孩⼦因為原⽣家庭所�來的緣故�

�⼼會�⼀�孩⼦較為�弱不��

我們�做的就是陪��們���改變�陪��們往�的⽅向成⻑�

期許⾃⼰�⼀直��現在的初⼼��孩⼦們⼀�成⻑�

                                                                                                         社⼯  ��  2019.10.22

 



#04寒假�宿志工心得

理��往往是社會上難�完�實踐的事�參�志⼯是我�為除了�路

上的⽂字�訊��更�了���的⼀種⽅式�因�在看到招�志⼯的

訊息�就�定參�了�

⽽在⻑���志⼯的�天�雖�天�不���⾄⾃⼰�法參�到�部

的活動�但種種⽇常卻在⼼裡留下�別的記���⾞訓練��⼭�⽇

常的打球或是溜直�輪���雖�在陪伴�們的同��明明⾃⼰��

疲倦了�但��活動對��孩⼦們來�卻⼀點都不累��們仍是�⼒

旺盛����個⼩孩跑到我��把玩�我的�����詢問�關於我

的各種問題���拉�我的⼿⼀同出去玩�彷彿�們的�奇⼼沒�盡

頭⼀樣�

⽽在短短�天裡���很�刻�群孩⼦們就�⼀個⼤家�⼀樣�彼�

�⼯各⾃的整�活動���⾃⼰盥洗⾐物���在�裡除了�受到�

��每個孩⼦��學��獨⽴和���騎單⾞�路上跌倒了就⿎�孩

⼦重�站�來出發��⼭�累了就⿎�孩⼦�堅�⾛下去�沒��度

�溢的��⽽是�中�陪伴和⿎��除了讓�們���家的溫暖��

�同��續拉���們��⻑⼤�

記得�⼀天在陪伴⼀位孩⼦寫作�����看⾒在國語作�上的�

句�「再�的禮物�再�看的書本�都不���⽗⺟的��」其實我

並不明⽩�寫�句話的孩⼦⼼裡��竟是�⼼�是�意��不明⽩�

在院裡的孩⼦們�去�竟經�了什�事��⽽⼼�卻明⽩�「家」對

⼀個孩⼦來�其實��重��短短�天�雖�����會�到孩⼦們

爭吵的�刻�但�們��跟我�享�們⽣活⼤⼩事的神��我想我不

會�記�



結束了⼗天的服���覺很�⼀場��咻⼀下就結束了�才剛跟那�⼩孩

�熟�了�每個⼩孩個性���趟旅�就畫下了句點�⼼中����的不

捨��希��間可�⾛�⼀點�可�陪伴�們久⼀���⼗天裡�真的做

了很�我意想不到的事�從��我是個��踏⾞都騎不���個⽉�騎�

踏⾞跌倒的⼈���去⻑���是�破⾃我�跟�⼤家⼀�騎了四⼗�⾥

去中正⼤學�出發��其實我⼀直想放��因為很怕我��騎不動�受

傷��成⼤家的困��但是我看到⼤�的曉���阿吉��⼀�上路��

我就告�⾃⼰�我是⼤����⼀���⼩朋友的���並且跟�們⼀�

完成；�⼆天上午�跟�⼤家⼀�去�⼭�⾛到那個吊橋��我真的��

都在發抖�當下我真的很想回家���我真的是咬���尖叫�緊閉雙眼

才⾛完的���由��到⻑�做志⼯才發現��裡的⼩孩�都很活潑�頑

⽪�院⻑常常��們⼀�去戶�活動�覺得在⻑�真的很幸福�雖�沒�

辦法彌補�們��的那��失�但我相信���是可�改變孩⼦的��⼗

天裡�跟⼩朋友互動的��中�我�����到孩⼦�⾃⼰的故事��都

�不住��的留下�滴��真的很⼼疼�們���⼩就經����事��

們明明就沒�做錯���憑����樣傷��們�每個⼩孩都是��天真

單純的��很�幸�們可�來到⻑�����的�⽅�雖��意家的⼩孩

每天都在吵��吉祥家的⼩孩每天都很吵�喜�家的⼩孩每天都很⽪��

嘉佑每天都抱��把���幸福����天使家的⼩惡�永��是��可

��很開⼼�個寒假�可�來到⻑��個⼤家庭�雖�我不是裡⾯�受�

�的���但我真的很�幸來⻑�服���到���可�的⼩孩�不��

⾯的世界���可怕����回憶就�了��讓我�破⾃我�雖�去不成

���但每天早上被阿吉的�⾳叫��晚上在伴���嘉佑的�把��

��我真的覺得�是⼀趟�意義⼜值得⼀�⼦記住的旅�!

#04寒假�宿志工心得



剛去��天陪�們⼀��⼭�騎�踏⾞��很�玩�覺得�們的�⼒真的��

限��覺得�們很����跌倒了��來繼續騎�或者雖��怕�是�⼒騎完

����覺得很�回到了之�騎單⾞環島的���休息的���開⼼�⼀休息

就不斷的吃����⼭那天中午陪�們在�⾊��的休息站買午���看�們

�⼒的把⼀百���效的�完�或是跟其�⼩朋友合�買東西吃��覺得很�

��看�們�覺都�在店家⾯��⼝⽔了哈�但對�們來�⼀定是學�⾦錢�

理的�⽅法�

�之���天下來雖�很��間都在院��但���是另⼀種很不⼀樣的回

憶��讓我了�院��到�⾏病傳��該怎����隔��⽽且每天去�們各

⾃的家玩��陪�們寫功課�看�們午休�看�每天都做⼀樣的事��但其實

每天都�不⼀樣�����的�⽅�����會覺得�們的�爭��計較��

吵�很頭痛�但�們都會�⾃⼰和�的⽅法�覺得��天的經驗很��其實�

其�我們陪�們�但我覺得很���們⼩朋友的主動���讓我���更�識

�們�和���們���來的表演�����⼩卡�����⼯作⼈員跟照�

者給我們很⼤的�間�⼩朋友互動�幫��

���件事我⼀直不知�該�何開⼝�那天我幫吉祥家的���頭����意

間跟我����曾�學���是因為⼈�關�的問題�����約⼜���是

會想��學�我⼀直很�⼼是我�錯�因�想了很久想該怎���我�沒��

問��很抱歉現在才��再���們了����

#04寒假�宿志工心得
當初想參加寒假志⼯的原因是因為對�幼院���奇�

�想知��幼院裡的⽣活是�何�因�參加了寒假志

⼯�真正來到���們⼀�活動�吃�����發現�

們很獨⽴�做很�家事�在團�活動��很�規���

看到年紀較⼤的哥哥���會幫弟弟����真的很�

⼀個⼤家庭���天下來�很喜��們敲⾨來找我們陪

�們玩�⾛廊上看到我們會��我們去�們家玩�看影

���⾄點⼼�間�享給我們吃�真的�覺很溫暖��

跟我們介紹了�們的珍�書�跟玩具�和床上�天��

的�����⼩朋友真的很可��



⼩到⼤��受�很�⼈的幫助�坦⽩��很⼤⼀部�是物質

上� ⾦錢上 的援助 ��⼀段�間不是很喜�那樣的環境 ，

�是懷�⾃⼰是不是只��樣依��別⼈⽣活�別⼈是不是�

只會對我投�同�的⽬光 �我陷�了想�改變現況⼜��為

⼒的漩�裡�

上⼤學��個⼀直很照�我的�居叔叔給了我⼀ ��學⾦�

叔叔��「不⽤覺得不�意思�我現在�⼀點�⼒可�幫助

你�������⼒再去幫助��幫助的⼈��樣就�了�」

我⼀直��句話記在⼼裡��成為⼀個��⼒的⼈為⽬��⼒

��⻑⼤�我��漸漸明⽩�所���⼒�乎並沒�絕對的定

義�所��竟��什����到出社會��到功成�就�我

想���⼀�事�是我現在可�做的吧�於是�我來到⻑��

#04寒假�宿志工心得

在正式開�志⼯⽣活�其實很緊張�因為知�即���的是⼀群相對��的孩⼦�我不確定什�話

不���什�事不�做�很怕⼀不⼩⼼傷��們�結果�⼀天剛到⻑���孩⼦們⾺上跑來跟我�

�����當下其實�點被�們的��嚇到�但�很���們的主動讓我們很��融��騎⾞和�

⼭活動中更讓我了�到��們是⼀群⼩⼩年紀�卻擁�堅強毅⼒的孩⼦���很�刻的是當�⾛吊

橋的����○⼀⼿拉��⼦�⼀⼿拉�我�從⼿中的溫度��受到�的緊張�我便問��不�

怕��堅��不會�⼤喊�「我是⼤~�○�」原本⼜⾼⼜�的吊橋�因為�了⼤~�○的陪伴�讓

那段路�變得很平��很���

�路訓練那天��⼀段路○����我在�⽅陪���⼀路上�不停喊�「怡庭��你��我

喔�」看����晃晃的⼩��賣⼒�踩�踏��雖��爾會提出想放��但�不曾真正�協�讓

我想�我⾼中����曾單⾞環島�當�我��常�隊�我�明⽩那種�寂和不��可是騎在��

⽅的我��受到�想�上隊�的���所��其�是我在�⽅給�����更�是�在�⽅��我

給我⼒量�

跟孩⼦⼀�度�⼗個平常⼜不平凡的⽇⼦�每天都會發⽣很�瑣碎的⼩事�⼀點⼀滴積累�變成⽣

活��⽣命的⼀部����孩⼦確實不太⼀樣��很�讓⼈⼼疼的故事�可是除�之���們依�

是那�可��眼�坦⽩�我不知�我是否�留下什��但我確實�⾛了很��尤其是那���為�

的擁抱�

��想�當初報��表單上寫�「⼗天的相��孩⼦可�會記得⼀�⼦��們就是��可����

容易交出真⼼�」我想��孩⼦們的信�����們給了我��難�的⼗天��世上�⼀�⾃私的

⼤⼈�傷�了⼀群�辜的孩⼦�但�存在�⼀��良的⼤⼈�想讓那群�辜的孩⼦知���們�屬

於⾃⼰的光��我很喜��個���的�⽅�不��便對孩⼦許下���但我想�我�會再回來

的�



0112梅黛⼦�益團�

0112⽴⼈獅⼦會 0112信�慈�會

0104緣義會 0112屏東�軍�戰隊

0101古坑�德宮 0103�嗣慈�會

0112�明⾏�團

#05長愛家園院務花絮
社團、企業參訪



0411��⾦合殿

0322嘉義⽞濟宮 0330三���仔

0117 ⽃六獅⼦會圍� 0123�冠禮儀�⼼⼈⼠

0115輔⼤嘉�會 0116⽟賢慈�會贈⽻絨⾐

0421�府��師

#05長愛家園院務花絮
社團、企業參訪



0610向陽關懷協會

0527⾼雄百��益 0606��世界-�部�團�

0524⽃六�⼼關懷家� 0524⾼雄市天�慈�功德會

台中向⼼同濟會上�⺟會 0426�港東徐家天上�⺟會

0615環球科技⼤學許�事⻑

#05長愛家園院務花絮
社團、企業參訪



0628向⼼國�同濟會

0628�尾國��年�會

0615西螺��⾏�團

#05長愛家園院務花絮
社團、企業參訪



Love & Care

義剪



employee training

衛生教育

員工專業教育訓練

性別意識

童年逆境經驗



employee
training

性別騷擾與性別界線

依附關�與情緒
反應

員工專業教育訓練



CLEAN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disinfection

院區消毒防治蚊蟲病毒



院務會議



院�外活動

0111維多利亞學生帶活動

0112張老師音樂教室 0112彰化看球賽

0118廣澤尊王來辦桌 0123除夕圍爐



院�外活動

0124除夕發紅包

0127劍湖山一日� 0224採草莓

0307獨立山 0411五連峰



院�外活動

0426與院長有約

0510母親節歌唱比賽 0512小水滴哭什�

0518吃烤蝦 0530心理成長團體



院�外活動

0530吉祥家手作�餅

0606合歡主峰 0607觀音瀑布

0623六福村一日� 0625歡慶端午節



Fighting!

Have a good day!

單車環島-公路訓練



��活動
WINTER  VACATION

��不僅僅可�為孩⼦增添⼀���的回憶�希�孩⼦�在活動��中學

�⼀�⽣活技����煮���帳棚����希�孩⼦�在活動��中學

��何在�到困難��想辦法��問題�⽽不是依��⼈�

-在寒假期間會��群孩⼦們去��是⻑�傳�之⼀

I  WISH  YOU  A  WONDERFUL  HOLIDAY



孩子的作品



地址:雲林縣大埤鄉大埤路448號
電話: 05-5918789
傳真: 05-5918159  
愛心碼: 448520

L INE官方帳號

#06聯絡資訊

FACEBOOK



捐款方式

#06聯絡資訊

物資捐贈



芳名�

#06聯絡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