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人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 110 年度 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 >
服務成果報告書
一、名稱：110 年度 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
二、目的：
為落實寒士(街友、社會邊緣人、單親媽媽)防飢、防寒、防病、三節關懷、潔身
沐浴、工作轉介、急難救助等常年服務，爰訂立「110 年度 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
計畫，預計籌募新台幣 83,000,000 元，以使社會大眾愛心捐款能專款專用。

三、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03 月 31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5 月 31 日止。

四、許可文號：
依據衛福部 110 年 3 月 26 日衛部救字第 1101361083 號函同意辦理。

五、服務內容：
於全台 24 處平安站服務寒士，去年服務約 133 萬人次，含端午、中秋服務及
常年防飢、防寒、防病等經費支出。

六、常年服務項目：
1.防飢—提供維生食物，免因飢餓而走險。
2.防寒—提供衣被禦寒及清潔日用品，維持尊嚴。
3.防病—不定期義診、患病救助。
4.個人衛生—浴室及洗手間使用。
5.三節慰問—賀節、鼓勵街友向上。
6.社會福利轉介—協助申請補助或轉介安養。
7.急難救助—意外等重大事件處理。
8.工作轉介—輔導脫離流浪，重回社會。
9.待拉單親媽媽及待拉待業婦女『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烤地瓜謀生方案，助
其自立。
10.愛心餐券—提供無法自行前往平安站取餐的寒士朋友及清寒學子不致挨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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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成效：
1.維生食物提供：
(1)站內街友輪炊，鼓勵街友自食其力。
(2)用餐精神：你做我吃、我做你吃、不做不吃。
(3)110 年服務成果：955,300 人次。
2.衣被禦寒(防寒)：
(1)冬日提供衣被禦寒。
(2)夏日提供盥洗空間及換洗衣物，讓街友清爽迎夏。
(3)110 年服務成果：81,478 人次。

3.疾病防治：
(1)站內定期護理、三節義診。
(2)善心醫院、診所定時開放看診。
(3)義診團體指定時間到站或外展服務。
(4)110 年服務成果：9,910 人次。

4.站內提供潔身沐浴空間：
(1)設洗澡、如廁、洗(晒)衣空間。
(2)照顧衛生、防病。
(3)維持尊嚴與自信。
(4)整理門面、重新出發。
(5)110 年服務成果：235,070 人次。

5.三節(端午、中秋、過年)服務活動：
(1)愛心總動員：邀請社會大眾與寒士、街友互動，提供義診、義剪等服務。
(2)鼓勵街友向上爬：與就業輔導中心合作，提供寒士、街友工作機會。
(3)110 年服務成果：16,29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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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福利申請、轉介、急難救助：
(1)針對合於社會補助標準者，協助申請補助、轉介、安置。
(2)遇特殊狀況（重傷、意外、死亡等）協助健保、福保、急難救助，解決燃
眉之急。
(3)冬季 15 度以下寒流來襲，開放平安站夜宿避寒，以免凍死街頭。
(4)110 年服務成果：2,937 人次。
7.工作轉介：
(1)勞工局、社會局合作：協助有工作能力及意願者就業。
(2)社會企業協助生活重建：
愛心企業提供代工機會、派報、大樓管理員、廣告舉
牌、環境打掃、資源回收等工作，重建生活。
(3)110 年服務成果：5,263 人次。
8.『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烤地瓜謀生方案服務內容：
凡加入此方案，免費借用生財工具(包含烤爐、雨傘、
背心、旗幟等)；另提供：三袋地瓜(50 台斤*3)、一箱紙袋、一袋木炭。首
次所得，其中一半可為設攤成本；另一半將作為家庭生活費，逐漸改善單媽
及其孩子生活。
9.『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烤地瓜謀生方案，服務成果：
(1)自 2009 年 11 月起推行輔導待拉單媽與待拉待業婦女。
(2)110 年服務成果，共計服務 55 人，服務人次 2,264。
(3)願景：未來人安基金會盼持續於全台人口密集處設立平安站，並積極推動待
拉單媽及待拉待業婦女「給魚給竿，拉人一把」烤地瓜謀生方案，助
其自立更生、脫離貧困，回歸正常生活，孩子也能有安穩的生活及就
學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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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愛心餐券服務：
(1)人安與全台各地店家配合愛心待用餐，並提供愛心餐券給無法到達平安站
之寒士朋友及清寒學子換取一頓溫飽，不致挨餓。
(2)110 年服務成果,共計配合愛心店家共有 57 家，共計服務 29,322 人次。

八、服務成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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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寒士慶端午
 辦理時間：110 年 07 月 13 日至 110 年 07 月 26 日。
 辦理場次：全台辦理 23 場。
 參與人力：參與寒士為 5,639 人。
 活動內容：
 人安基金會於端午節前夕，舉辦「寒士慶端午」活動，全台共計 23 場，共服務
近 5,639 名寒士(單媽、街友及社會邊緣人)共度佳節，為響應此活動，全台各
地愛心善士提供粽子、清潔用品、夏季內衣褲等物資，發送寒士， 給予寒士
鼓勵支持。
 110 年端午以「寒士慶端午 粽情滿天下」為主題，加強抗暑與重視衛生觀念。
 人安常年關懷寒士，憂心這群窮苦人在酷暑下為疾病所擾，每年於端午前夕辦
理寒士慶端午，除提前陪伴過節外，亦發放便當盒、內衣褲、清潔用品等健康
防護包，助其抗暑防病，另發送應節粽子禮品，讓寒士感受社會溫暖，鼓勵寒
士向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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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寒士慶中秋
 辦理時間：110 年 09 月 13 日至 110 年 09 月 17 日。
 辦理場次：全台辦理 23 場。
 參與人力：參與寒士為 5,661 人。
 活動說明：
 人安於 09/13~09/17 全台完成 23 場「寒士慶中秋」伴寒士(街友、單媽以
及社會邊緣人)歡慶佳節。共 5,661 位寒士參與，
 全台各場寒士慶中秋活動中致贈每人一份防疫平安包，除了應節禮品月餅
及柚子提前陪伴過節外，並發放酒精濕紙巾、口罩、內衣褲、清潔用品以
及藥盒水壺等，幫助寒士喝水用藥方便並給予防疫物資。

十一、寒士吃飽 30 尾牙：
 辦理時間：111 年 01 月 18 日 至 111 年 01 月 28 日
 服務人數：全台平安站共計發放 4,994 份愛心年禮。
 媒體採訪及曝光：全台媒體曝光共 503 則。
 活動內容：

 因應疫情影響，為避免群聚用餐，調整為個別年禮形式及春節紅包 500 元，
年禮包含東坡肉、油飯、人參糯米雞、麻油杏菇雞、麻油雙菇、肉鬆及鮪
魚，為便利寒士食用及保存，品項皆為即食品或調理包，讓寒士也能感受
過年團圓的豐盛溫暖。

 創世、華山、人安三個基金會聯合辦理，服務寒士、街友、清寒老人、清
寒單媽、植物人家屬等服務個案。
 平安站訪視寒士、街友及拉一把個案，送禮至居所、夜訪親送或邀請至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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