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友在平安站內挑菜 

財團法人人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 107 年度 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 > 

服務成果報告書 

一、名稱：107 年度 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 

二、目的： 

    本會秉怵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之理念，結合社會善心人士、透過愛心捐款及實物

捐贈辦理〈107 年度 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勸募活動，並籌募寒士(街友、社會

邊緣人、單親媽媽)常年服務經費暨端午、中秋、尾牙關懷活動，促其重返社會，

自立生活。 

三、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07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03 月 31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07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5 月 31 日止。 

四、許可文號： 

    依據衛服部 107 年 3 月 20 日衛部救字第 1071361092 號函同意辦理。 

五、服務內容： 

     於全台 20 處平安站服務寒士，去年服務近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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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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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義診 

 

平安站備有沐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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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服務成果：867,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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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服務成果：85,8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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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服務成果：10,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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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服務成果：204,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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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街友工作機會。 

      (3)107年服務成果：19,743人次。 

    

 



 
單媽準備烤地瓜，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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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服務成果：30,9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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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服務成果：17,8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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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提供生財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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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服務成果，共計服務 100 人，服務人次 4,775 人次。 

      (3)願景：未來人安基金會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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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預 

              計輔導 10,000 名單媽及婦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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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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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服務成果,共計配合愛心店家共有 218 家，共計服務 34,480 人次。 



 

八、服務成效統計： 

 

 

 

107年 4月- 
108年 3月                                                 
寒士服務績
效(人次) 

防飢服務 防寒服務 防病服務 潔身沐浴服務 
107年 4月- 
108年 3月                                                   
單媽/待業婦 
女(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服 
務績效 

輔導人數 
年度 

累計服務 
867,721 85,865 10,531 204,234 100 

急難救助 三節慰問 協助就業 愛心餐券服務 輔導人次 

1,276,195 
30,948 19,743 17,898 34,480 4775 

 

 



九、寒士慶端午 

 辦理時間：107 年 05 月 27 日至 107 年 06 月 05 日。 

 辦理場次：全台辦理 19 場。 

 參與人力：參與寒士為 4,483 人，義工參與人數 48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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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場，共服

務近 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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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主

管機構代表及贊助單位代表也都親臨現場， 給予寒士鼓勵支持。 

 2018 年以「扇動未來 端午安康」為主題，仲夏來臨，梅雨、高溫日曬、空氣

汙染，都讓在外流浪的街友及貧苦寒士，為濕熱疾病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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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發放電風扇、口罩、抗菌肥皂等健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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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寒士慶中秋 

 辦理時間：107 年 09 月 17 日至 107 年 09 月 21 日。 

 辦理場次：全台辦理 20 場。 

 參與人力：參與寒士為 4,627 人，義工參與人數數 578 位。 

 活動說明： 

 人安於 09/17~09/21 全台完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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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7 位寒士參與，中秋是個團圓賞月的日

子，寒士於節慶時會想與友團聚，但礙於身無分文，盼在中秋時節有份穩

定的工作，讓自己回家團圓時，能成為反饋親友的人。 



 人安調查發現，107 年上半年主動來站求助工作的寒士共有 154 位，經輔

導後實際有工作者 132 位，已自立回歸社會有 25 位，脫貧率為 18.94%，

另 107 位雖有工作，但收入不穩定，尚需人安輔導，渡過這短暫的低潮期。

故在中秋前夕，辦理寒士慶中秋活動，以「就業」為主題，讓他們感受社

會溫暖並鼓勵寒士向上爬。， 

 

十一、寒士吃飽 30 尾牙： 

 辦理時間：108 年 01 月 27 日(日) 

 辦理場次/桌次：全台共計 15 場，共計 1,500 桌。 

 參與人力：參與寒士為 14,292 人，義工參與人數 4,391 位。 

 媒體採訪及曝光：全台採訪共 65 家，曝光共 345 則。 

 活動內容： 

 協助寒士、街友暨獨居長輩、待拉單媽及社會邊緣人常年服務。 

 邀請寒士、街友暨獨居長輩、待拉單媽及社會邊緣人於年前享團圓午宴。 

 發送每位弱勢朋友，年節應急紅包。 

 提供禦寒及潔身物資，幫助弱勢暖渡寒冬。 

 安排年節應景節目，精采演出。 



十二、平安站服務照片: 

防飢、防寒、防病 

    

◎星期一至星期五供應午、晚二餐，備有三菜一湯，由寒士自炊 

                   

◎由寒士輪流打菜，依序排隊吃飯，井然有序。 

   

   ◎假日發放麵包/泡麵鼓勵寒士外出工作。        ◎針對寒士集中處，定時定點外展發餐。 



防飢、防寒、防病 

 

 

 

 

◎夜訪關懷。 ◎發放毛帽。 

◎寒流發放睡袋。 



防飢、防寒、防病 

 

 

 

◎每月固定二次，護理師到站護理，除提供簡單護理照顧，如量測血壓、傷口照顧等；       

  提供護理評估及處理，在服務對象不適時，提供醫療資源轉介服務。 

◎醫師到平安站義診。 

◎媒合愛心單位定期站內義診。 



潔身沐浴 

 

 

 

 

 

 

 

 

 

 

 

 

 

◎市政府巡迴洗澡車到站，開放街友使用。 ◎平安站-潔身沐浴空間。 

◎提供寒士洗衣服空間。 

◎三重平安站-義剪服務。 ◎鳳山平安站-義剪服務。 



工作轉介 

  

◎寒士協助大樓清潔。 

◎資源回收。 ◎家庭代工。 

◎派報。 ◎出陣頭。 



寒士慶端午 

    

            三重平安站-義剪                        中壢平安站-帶動寒士健康操 

                                            

            桃園平安站-義剪                       新竹平安站-發放餐食 

         
           台南平安站-帶動健康操                   高雄平安站-發放端午健康包 

                                               

     鳳山平安站-義剪     屏東平安站-發端午禮品 



 

    羅東平安站-享用應節美食 
    台中平安站-義剪服務 

   彰化平安站-鼓勵寒士就業    嘉義平安站-發送健康包 

   嘉義平安站-端午物資    基隆平安站-發放物資 

 寒士慶端午 

   台東平安站-發放應節禮品    花蓮平安站-貴賓發放餐食 



 

   三重平安站-寒士義剪服務         新北二平安站-發放物資 

   彰化平安站-寒士關懷按摩    台東平安站-發放物資 

   花蓮平安站-義剪 基隆平安站-發放物資 

   嘉義平安站-剝柚子比賽    台南平安站-發放物資 

 寒士慶中秋 



                                 

  

 寒士慶中秋 

中壢平安站-義剪服務 

    新竹平安站-就業轉介  屏東平安站-寒士、貴賓齊唱愛拚才會贏 

    羅東平安站-發放中秋物資     桃園平安站-發放應節禮品 

 苗栗平安站-貴賓蒞臨服務活動     高雄平安站-應節禮盒發放 

台中平安站-寒士進場 



寒士吃飽 30 尾牙照片： 

    
 

     
 

    

                                          

 

 

雲林場-貴賓齊祝福 

新竹場-尾牙現場 

鳳山場-寒士入場 

台東場-美食佳餚 

   台中平安站-排隊入場 

屏東場-發放紅包 花蓮場-發放紅包 

台東場-尾牙現場 高雄場-貴賓致詞 



寒士吃飽 30 尾牙 

     

 

      

 

        

 

           

彰化場-尾牙全景 

基隆場-尾牙現場 

苗栗場-發放紅包 

羅東場-尾牙現場 

台中場-發放紅包 

桃園場-尾牙現場 

台南場-尾牙全景 嘉義場-發放紅包 



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烤地瓜謀生方案 

   

 

 

  

 

 

           

 

 

台南平安站個案 屏東平安站個案 

高雄平安站個案 

三重平安站個案 桃園平安站個案 

台中平安站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