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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與盼望的種子

播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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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界展望會站在國內外最需要的地方，播撒
喜樂與盼望的種子，致力幫助全世界弱勢兒童，讓他
們獲得豐盛的生命。
透過各類工作成果帶給兒童及其家庭喜樂與滿
足，與您一同見證愛與希望的果實，並期待與您再度
攜手奮鬥，成就更多喜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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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年代
在

喜樂的承諾

一項由媒體舉辦的「台灣2012年度代表字大選」中，參與的台灣人選出了
「憂」字做為2012年的年度代表字；這一年來，全球經濟大環境衰退不振帶來

台灣經濟環境的困境，人心思慮愁煩、壓力指數攀升。
然而，台灣人的環境真的只能以「憂」來代表嗎？事實上，在世界展望會的工作
裡，我們透過大家從不停息的愛心，和全球工作人員過去一年的努力，儘管我們身處
在世界上最需要的地方，卻見到了許多感動人心的「樂」！
在過去的一年，世界展望會經歷了上帝的豐盛恩典，達成了許多重大的里程碑，
也完成了許多的工作。在2009年8月發生的八八風災，在許多愛心人士投入的關心及
世界展望會社工人員不斷的努力下，一點一滴的重建，在2012年屆滿三周年之際，展
現了豐碩的成果；在這裡，我們看到重建地區人民和孩子們從「憂」到「樂」的真摯
笑臉。
而同時，全球各地發生了許多天災、人禍及疫情，如非洲糧食危機持續攀升，從
去年東非「非洲之角」蔓延至西非薩赫爾(Sahel)地區及南部非洲；亞洲地區的泰國、
菲律賓、北韓及中國大陸西南部遭受颱風、暴雨及洪水的侵襲；同時在中東、東非
及世界各地持續不斷的戰火衝突，這些都讓貧窮和弱勢者、兒童及婦女，飽受威脅與
傷害。但在大家愛心支持下，台灣世界展望會為受苦的民眾提供緊急救援物資及其他
適切的幫助，在全球各地進行多項救援及重建工作，讓台灣之愛溫暖了各地的苦難心
靈，在這些受助者獲取食物或救援物資的那一刻，我們又看到了他們的笑容。
在台灣人們的臉上，我們也看見了「喜樂」！飢餓三十飢餓勇士大
會師在2012年移師高雄舉辦，而飢餓勇士的參與人數，再創歷史的
新高；更有一群以高中生為主的「世界公民」，他們藉著身
體力行至世界展望會國內外的計畫區服務，從中了解和實
踐了世界公民的責任；而資助兒童計畫更邁向了重要的
里程碑，藉著科技的力量，打破地理的限制，讓資助人
更能與孩子一同經歷生命轉變的奇妙過程；在這些願意
付出自己的力量、愛心、時間和捐款的人們身上，
我們更是得見了「施比受更有福」的笑臉！
十分感謝您！藉由過去一年的年度報告，您
將看到這些令人動容的感人故事、上帝豐碩的恩
典，以及我們誠摯的感謝。儘管世局紛擾、動盪
不安，但世界展望會仍持守上帝的託付，為這憂
慮的時代，帶來喜樂的盼望。期盼未來您們能夠
繼續參與和支持，共同與我們一起，為每個孩子
能擁有豐盛生命的承諾努力。
台灣世界展望會 董事長

會 長 分 享

有

一首詩歌是這樣寫的：「有高山低谷，有喜樂困苦，但它是恩典之路，是盼望
之路……。」恩典的人生路是條越來越成熟的路，並要打開心靈的眼睛才得看

見。回首過去一年，我們打開心靈的雙眼，看到三條恩典之路：
第一，這是一條在艱難中見希望的恩典之路。2012年在歐債風暴陰影下，世界經
濟上下起伏。然而，無數捐助者、資助人、企業、教會等，沒有停止對台灣及世界孤
苦無依者的援助，他們在助學計畫中，看見因家庭經濟因素受挫的莘莘學子，10年
後將成為轉動社會進步的巨輪；在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中，看到垂死中掙扎的小生
命，有一天能成為改變世界的巨人；在資助兒童計畫中，看到點點滴滴的澆灌，粉碎
孩子成長路中的障礙，有一天，他們將成社會的貢獻者。去年一年，我們收到的每筆
捐助，都像是冒著寒冬風雨，趕來伸出的溫暖雙手，我們僅能熱淚盈眶的說聲：「謝
謝！」然後堅定繼續工作的步伐，視線也許模糊，但「希望」是那樣清晰。
第二，這是一條在困苦中見成長的恩典之路。承載著台灣和國際25萬多名孩子成
長的需要，我們兢兢業業，專業加上忍耐，責任附加毅力，持續推動孩子成長所需的
各項方案，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兒童福祉評估架構」，並透過國際專業志工協助，和
各國世界展望會合作，推動災難前防備災計畫、災難發生時緊急動員與救援計畫、
災難發生後重建模式。我們看到孩子成長，看到他們返鄉服務，看到援助的計畫區自
立，看到遙遠荒漠中台灣甜美的白米在一雙雙瘦弱小手中，珍惜地送到口中的笑容，
看到台灣東部和南部八八風災重建的部落，長者們臉上深刻的皺紋，是一條條接受恩
典、經過歷練，永久流傳的史詩。那些在困苦中默默成長的馨香，處處飄揚。
第三，這是一條在混濁河流上搭起的恩典之橋。在功利瀰漫、扭曲價值觀橫行的
社會表象中，我們見證真實狀況並非如此，台灣社會其實超級
可愛，太多太多青年孩子，選擇同理糧荒中的飢餓而舉
辦飢餓三十，太多太多的資助人心繫遠方的兒童是否
安好，太多太多的急難或受助兒童的心靈深處吶喊
著：「謝謝你，台灣！謝謝你，資助人！」我們看
到一座雙向道的橋樑，一座愛的橋樑。一年以來，
我們深深被這許多故事感動，成為我們困難中的信
心，沮喪中的安慰，以及奔跑下去的動力。
謝謝您，您就是我們的支持者，就像多年的
老友，共同奮鬥的夥伴，我們不孤
單，我們感到愛的鼓勵。這本年
報就是一連串的見證，見證人
世間充滿了恩典之路！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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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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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收支分析報告
資料提供：財務處
統計期間：2011/10/01 至 2012/09/30
本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2012年度收支表
金額 (新台幣/元)

項目
收入

3,287,517,853

支出

3,571,757,778
(284,239,925)

本期結餘(短絀)

註：本會全年度支出尚包含前年度之延續
性方案，如：八八風災重建專案、國
際緊急救援等專案。扣除這部份影響
數後，本年度的短絀約計3,000萬。

2012年度收入分析表
0.6%

1.6%

0.2%

7.2%
6.3%

10.2%
13.9%

18.2%

收入項目
國內資助兒童捐款

599,255,073

國外資助兒童捐款

1,374,611,793

緊急救援事工捐款

456,075,751

發展型事工捐款

334,396,571

未指定用途捐款

52,353,630

政府方案款

41.8%

收入金額 (新台幣/元)

政府方案本會自籌款

236,751,327
20,958,918

其他收入

5,561,464

實物捐贈

207,553,326

合計

3,287,51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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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支出分析表
2.3%
3.2%
49.1%

支出項目
國內事工：一般支出

1,621,402,531

國外事工：一般支出

1,754,127,572

行政費支出

45.4%

支出金額 (新台幣/元)

募款成本支出
合計

81,470,964
114,756,711
3,571,75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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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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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
台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中心◎

★總會 ◎兒少緊急短期收容中心
◎台北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板橋●
■北區辦事處 ●台北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國內服務據點分佈圖
★ 服務據點

●桃園

總會 台北

西區辦事處■
●新竹

●復興

■ 辦事處

●新店
● 頭城
●宜蘭

●竹東

北區辦事處

西區辦事處

中區辦事處

彰雲嘉辦事處

南區辦事處

東區辦事處

●五尖
●苗栗
●苗濱

◎ 專案服務中心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豐原

台北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秀林

●和平

●中濱

兒少緊急短期收容中心

■中區辦事處

台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中心

●台中
●北彰
●南彰
●南投

● 服務中心

■東區辦事處
●花蓮

●霧社
●埔里

●壽豐

台北 基隆 板橋

●萬榮

新店 桃園 復興

●光復

新竹 五尖 苗栗

●水里
●雲林

竹東 苗濱 台中

●信義

豐原 埔里 中濱
和平 南投 信義

●雲濱

●澎湖

霧社 水里 北彰

■彰雲嘉辦事處
●嘉義

●阿里山

南彰 雲林 雲濱

●玉里

嘉義 嘉濱 阿里山

●嘉濱

六龜 高雄 岡山
旗山 那瑪夏

●卓溪

●那瑪夏

台南 新營 佳里

●新營

▲七美

●成功

▲桃源

●佳里

●關山

●六龜

屏東 長治百合

●旗山

●台南

禮納里 屏南
恆春 澎湖 宜蘭

●岡山

光復 玉里 卓溪

●台東

●禮納里
●長治百合

頭城 花蓮 萬榮

●屏東

秀林 壽豐 台東

南區辦事處■
●高雄

關山 成功 蘭嶼

●金崙

金崙

●屏南

▲ 工作站
桃源 七美

●蘭嶼

2012 年度國內事工經費支出表

●恆春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項目/事工類別

金 額

資助兒童計畫

570,146,607

緊急救援計畫

455,023,010

發展型計畫

298,451,371

政府方案款

265,427,870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實物捐贈支出
合計

1.7%
16.4%
18.4%

35.1%

27,297,421
5,056,252
1,621,402,531

資料提供：財務處
統計期間：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

28.1%

0.3%

國 內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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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轉變‧新生」
八八風災三周年 感恩重建路
家

住屏東禮納里部落好茶村的陳再輝，三年前的八八風
災，讓他的家毀於一旦，但他積極投入遷村與重建的工

作，發揮原本具有的專業土地知識及良好協調技巧，帶領好
茶村在禮納里部落，重建新家。
遇到無語問蒼天的災禍，陳再輝卻不怨天尤人，「家鄉
雖然被水淹沒，但鬥志不能被淹沒。」這是陳再輝常掛在嘴
邊、鼓勵族人的一句話。
2010年12月25日，好茶村居民在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協
助與陪伴下入住禮納里部落。能夠住在禮納里部落，讓陳
再輝感到相當幸福：「禮納里是個被神祝福的地方。」然
而入住之後，陳再輝卻時常提醒族人：「從入住的這天
開始，我們就不再是災民了。有人會問我們『你們好不
好？』但我們應該要先想：如何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好。現在只要邁出
家門，遇到的人可能都是幫助過我們的人，所以我們更要存著感恩的心，讓自己變好。因為一
直被幫助也讓我學習到，等我們有能力了，也要去幫助別人。」
時光匆匆，三年很快過去了，但對陳再輝來說，重建的工作尚未結束。這三年來，他與世
界展望會一同努力於部落的社區產業發展、文化傳承，以及心靈重建工作，希望自己的族人能
夠突破經濟上的困境，邁向真正的自立。面對未來，陳再輝樂觀以對，相信明天會更好。
2012年8月底，蘇拉颱風侵襲東台灣，讓花蓮縣秀林鄉的和中部落，遭受土石流的侵害，
部份受災居民暫住安置所，對未來茫然無所措。遠在屏東禮納里的居民知道他們的處境後，自
發性地組團前往，希望能以自身的經歷，為受災的居民加油打氣。
這趟鼓舞的旅程並非易事，2012年9月8日清晨，約30位禮納里居民從屏東搭車一路直抵花
蓮秀林，將近400公里的路程，抵達時已是傍晚六點鐘。然而禮納里部落的居民皆毫不保留，
將走過風雨傷痛再次站立的心路歷程，與和中部落的受災民眾分享。聚會時間雖短暫，卻讓兩
個相隔400公里遠的部落，因上帝的愛連結在一起，滿是感恩與祝福。
曾經，因八八風災的侵害，禮納里部落受到各界不斷的援手及幫助，而今因上帝的恩典，
得以從受助的角色轉化成為幫助者。八八風災讓許多人的生命出現危機，但危機或許便是轉
機，雖然曾經絕望，但只要不放棄，未來就充滿希望。
而這樣的故事，仍在許多台灣世界展望會陪伴的重建之處，持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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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援
災難發生時，台灣世界展望會視災況，第

而在公共建築方面，已在南投、屏東及台

一時間啟動「飢餓三十」緊急救援機制，

東完成12棟，還有10棟預計2014年3月完成。本

以最快的速度投入關懷，實地評估受災地區災

專案亦完成6間教堂，已交付教會關懷運作，另

情及研擬行動計畫，以提供受災民眾最即時、

還有4間，預計2013年3月點交完畢。

當

合適的陪伴與援助，並持續關懷受災家庭、兒
童災後的生活改善及家園重建。

有鑑於近年頻繁的天災，台灣世界展望會
透過平日的社區防災宣導，提升居民對災害的

同時，台灣世界展望會也關懷遭遇天災人

預備能力及防範意識，強化個人、家庭、社區

禍、意外事故或家庭變故的急難家庭，提供緊

面對災害時的逃生或因應能力，2012年，共有

急生活補助，減輕因急難造成的生活窘境。另

1,880人次參與相關的宣導訓練。此外，針對災

外，透過電話及電子信箱等便捷的聯絡管道，

害發生導致家庭房舍、謀生工具、兒童就學基

台灣世界展望會以最快速的方式回應各項緊急

本所需物品受損提供災損補助，以協助其住居

求助，提供處於困境的家庭最妥善的服務。

復原、購置或修繕謀生工具與就學物品；以及
面臨災害發生時的糧食短缺，透過提供簡易熱

救援與重建
重創台灣的八八風災已屆滿三年，台灣世
界展望會以「愛‧轉變‧新生」為題，在台東

食與乾淨飲水，滿足受災地區民眾基本生活需
求並確保其生存，同年亦有1,135人次在危難中
得到幫助。

嘉蘭部落及屏東禮納里部落舉辦三周年感恩
禮拜，讓居民及幫助他們的好朋友一同慶賀新

生活重建中心

生，並藉此表達感謝。截至2012年9月30日為

2009年8月8日重創台灣的八八風災，重建

止，八八風災重建專案已在台東、屏東的11個

之路雖辛苦，卻也充滿恩典。內政部委託本會

基地，完成中繼屋及永久屋共803戶，另在高雄

辦理6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嘉義阿里山〔北

瑪雅平台有9戶預計2013年6月點交，而嘉義阿

四〕，高雄茂林、那瑪夏，屏東霧台、三地

里山來吉部落有42戶正在籌建中，預計2014年4

門，台東金峰），協助部落培力出屬於自己的

月完工。

力量。在2012年，共計使31,765人次受益。

急難關懷
台灣社會受到全球化危機與經濟大環境衰
退的衝擊，因失業、疾病、意外所衍生出的貧
窮，再加上社會樣態與家庭型態的改變與多
元，家庭功能弱化，壓力指數攀升，造成許多
急難家庭面臨生存的危機，需要社會的扶助及

國 內 服 務

屋別

興建地點

合計

台東縣

181

屏東縣

572

中繼屋

台東縣

50

教堂

屏東縣

6

屏東縣

10

台東縣

1

南投縣

1

高雄市

33

永久屋

關顧。台灣世界展望會為協助急難家庭度過難關，恢復正常

公共建築

生活，避免家庭因危機而無法發揮功能，針對家中人口死亡
無力殮葬、遭逢天災、疾病、失業、家庭暴力、主要照顧者

避難屋

失功能等，透過急難救助、醫療補助、生活扶助等實質的經

854

合計

濟介入，紓解急難家庭的經濟壓力，也關懷家庭與兒童的生

*公共建築包含項目：部落活動中心、部落
休閒廣場、部落會所、育樂教室、臨時
教室、學生宿舍等。

活景況，提供心理與精神支持。2012年，共計有16,667戶的急
難家庭受到幫助。此外，本會與7-ELEVEN共同合作「OPEN你
的祝福、救急不難」福袋活動，提供1,500戶急難家庭民生物

八八重建專案支出表

資，補充基本生活所需，使其能度過溫馨的年節，集結社會

單位：新台幣/元

大眾的捐助，及早介入陪伴，以遏止家庭悲劇發生。
經費項目

金額
1,144,122,899

部落遷村或重建

電子郵件信箱 / 電話轉介

個案/社區服務

92,572,194

的需求 ，近 年 來經 濟 大 環 境持 續不 景 氣， 產 生許 多 新貧家

社區總體營造

113,446,559

庭，本會接受民眾主動來電求助或是其他單位轉介後，求助

社區產業發展

6,954,119

民眾經由本會的社工評估後，會立即進入我們的社工服務系

行政支出

17,797,943

統，提供適合的服務。2012年，共計有177位民眾來電求助本

合計

台灣世界展望會一直站在最需要的地方，迅速回應緊急

1,374,893,714

會，其中114位民眾由本會接續服務，其餘63位民眾則轉介其

資料提供：財務處、八八風災重建專案

他單位，如：地區社會福利中心、或協助民眾申請社會其他

統計期間：2009年8月8日~2012年9月30日

急難救助等資源。
除電話管道外，亦有公開之電子
郵件信箱，隨時保持與社會大眾的良
好聯繫，並廣納社會上朋友們的意
見。此外，藉電子郵件的隱蔽性，提
供民眾更多合適的求助管道。本會收

2012年度國內緊急救援事工項目與受益人次一覽表
緊急
救援

社區防災宣導及

項目

災害管理訓練
1,880

人數

社區儲糧計畫

2,239

359

災害

項目

房屋毀損補助

家具毀損

就學補助

救助

人次

30

138

220

總計

總計
388

資料提供：救援與重建事工處，以上資料不含八八重建專案受益

到民眾的來信後，於最短時間內立即
回覆，並立即派請中心社工評估協
助。

2012年度國內其他福利工作成果一覽表
服務項目

本會在全台各縣市皆設立服務據
點，提供方便與便利的求助服務，以
回應台灣社會弱勢家庭的困境。

生活重建中心

服務內容
在全台4縣市6處協助八八風災受災居民
重建家園、回歸正常生活。

資料提供：國內事工處
統計期間：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

服務人數/
受益人次
31,765人次

2 0 1 2年 報

八八重建專案已興建完成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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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回饋服務」青年
撒下愛與希望的種子
在

新竹尖石鄉的深山部落，那羅育樂教室的孩子們今天特別興奮，
因為他們期待已久的活動終於來臨！而在這群孩子們中，有一位

活力充沛的大姐姐正穿梭其間忙著安排活動和管理秩序，她就是孩子們
口中超有愛心的「小玲老師」，也是參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大專社會回
饋服務計畫」的學生之一。
19歲的小玲，就讀大學社會福利系二年級，離鄉背井在外求學的
她，每個禮拜自願回到部落擔任教會的服務工作。2012年夏天，小玲參
加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大專社會回饋服務計畫」，成為那羅育樂教室課
輔班老師，除了陪伴家鄉的孩子成長外，她也發揮所學，鼓勵弱勢家庭
的孩子不放棄學業，努力向上。
小玲生命裡的豐沛愛心並非與生俱來，她曾經度過一段艱辛的童
年。小玲回憶起小時候，爸爸因經濟壓力而愛喝酒，媽媽沒有穩定的工
作，五個姐弟妹常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有一年，爸爸因做板模導
致腰間骨折，從此長期臥病在床完全無法工作，一家七口原本已經窘困
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媽媽微薄的收入無法支持全家人的開銷，小玲
一家人除了領取政府的低收入戶補助外，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提供
的助學金，以及交通和住宿補助，讓孩子們得以穩定的求學。
然而，小玲從不抱怨她的家庭環境，她說：「比起別的孩子，我所
擁有的東西很多，我真的覺得我已經很幸福了，我很珍惜！」小玲提
到，印象當中小時候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收到資助人的問候卡片，看著
社工姐姐們開著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廂型車在部落裡奔忙，心中就覺得很
溫暖也好佩服。
因在成長的路上，深刻感受到許多人的支持與陪伴，小玲從高中開
始就立志未來要成為一名社工人員，照顧社會上許多需要幫助的人。這
份心願，不但讓小玲的生命更加成長茁壯，因著社會回饋服務擔任課輔
老師的機會，這份愛心，也像漣漪般逐漸擴大，造福部落的下一代。

國 內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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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關懷
期以來，台灣世界展望會服務弱勢兒童及

為不讓貧困家庭孩子的上學路因經濟而中

其家庭，透過「資助兒童計畫」，促進

斷，本會大專生教育促進扶助方案，係讓本會

扶助弱勢兒童的教育與多元化的發展方案，豐

所扶助的受助家庭大專生，得以安心順利完成

盛每一個兒童的生命。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9

大學學業，獲得充沛的生涯知能。本會亦積極

月，幫助了國內48,700名貧困兒童及其家庭。

辦理大專生社會回饋服務計畫，以增加大專生

長

另有鑑於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以及近

回饋社會的行動力，涵養其社會公民責任，

年來全球經濟風暴的衝擊，各項物價波動，教

增進獨立自主的精神，並厚植其職場經驗。在

育成本高漲，更讓貧困家庭兒童的求學過程，

2012年，共計有4,633人次受益。

雪上加霜。2012年，本會協助貧困家庭學子
助學金、生活扶助金、交通住宿支持、學生中
心、課業輔導和大專生教育促進扶助等方案活
動，共計471,476,724元，讓449,220人受益。

社區產業/生計發展工作
台灣世界展望會從2004年開始，於全台各
偏遠鄉鎮地區推行社區產業工作。透過創造偏
鄉之在地就業機會，讓偏遠地區之弱勢兒少家

大專生教育促進扶助
對就讀大專院校之弱勢學生而言，學雜費

庭家長得以改善經濟收入，有能力進一步給予
弱勢兒少更好的家庭照顧。

是家中沉重的負擔，若是離鄉背井、在外求

本會與合作之偏鄉社區，無論是提升有機

學，還需支出基本生活費、書籍費、租屋費、

農業的生產技術，以及有機農品的銷售上，

交通費等，這些經常性支出，造成弱勢家庭大

2012年都有顯著的成長進步。更讓許多在偏鄉

專生就學之困境。

的弱勢兒少家庭，學習如何與社區內部合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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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連結外界社會的各項資源，家長的照顧能

鄉地區，在服務區域的社區及部落中，通常都

力也因而增加，進而強化弱勢兒少家庭的親職

缺少安全的兒童休閒活動場地。
藉由育樂教室的軟、硬體設備，連結在地

功能。
自2012年起，本會奠基於過往發展社區產

社會資源，結合本會推行的各項服務工作，如

業的成功經驗，擴大對偏鄉地區的生計發展工

課後照顧、綜合才藝、衛生教育、資訊教育、

作。讓全台累計受益人次達到13,000人次。此

親職教育等活動，提供兒童一個安全合適的學

外，本會更創新出「培力群」的概念，讓社區

習環境及活動空間，讓參與的兒童得以在安全

產業範圍不只侷限於單一社區範疇中。

無虞的環境內完成回家作業，還可習得舞蹈、

本會期許社區產業/生計發展工作，未來能

音樂、美術等多元才藝，關顧兒童全人的成

如漣漪般擴散開來，補充與支持原本弱勢家庭

長，以及增進家庭功能、凝聚居民共識、促進

中所缺乏的經濟力量，進一步讓弱勢家庭的功

社區和諧，進而發展更適合兒童成長的家庭與

能出現顯著的改善，並使弱勢家庭中的兒少得

社區。

以強健的成長與發展。

育樂教室
台灣世界展望會秉持以「兒

2012年度國內兒童關顧工作與受益人次一覽表
項目
區辦事處

教育支持

多元發展

家庭促進

健康維護

生活關顧

童為焦點、家庭為中心、社區為

北區

37,371

4,175

3,392

165

1,523

基礎」的工作理念，鼓勵各地服

西區

25,183

17,647

3,087

9,559

1,923

務中心，因應當地兒童與社區的

中區

180,726

11,618

6,777

4,956

2,939

需求，設置育樂教室，作為兒童

彰雲嘉

24,204

5,841

1,322

18,285

1,187

成長學習及社區分享交流等多功

南區

94,152

27,978

10,294

7,453

4,736

能空間。

東區

82,577

13,219

15,604

53,544

4,359

事工管理部

5,007

1,262

0

8,891

0

449,220

81,740

40,476

102,853

16,667

本會現於全台設有52間育樂
教室，讓全台共計12,171人次的
兒童受益，滿足兒童在學習、課
後生活以及成長上的各項需要。
由於本會之服務區域多屬偏

合計

上述五項事工支出經費共計： 596,184,839
資料提供：國內事工處
統計期間：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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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幸福、和樂的家

庭，爸爸在銀行工作，
媽媽是家庭主婦，但因金
融海嘯，爸爸被銀行裁員
後，就意志消沈、脾氣變
得暴躁。媽媽為撐起家中
開支，透過鄰居介紹到附
近小吃店打工。但爸爸常
因媽媽晚回家而疑神疑
鬼，質問媽媽的行蹤。
平常白天媽媽出去上
班時，爸爸常會心情不好

讓孩子免於恐懼

113 保護專線

地吆喝、使喚小童，要是
小童不聽話，就會用皮帶
抽打，讓小童身上常帶著
一條條紅色鞭傷。小童非
常怕爸爸，尤其跟媽媽吵
完架後，小童知道爸爸心
情會不好，會對他們大小

聲。當媽媽外出工作的時候，小童和妹妹常縮在房間的一角，若爸爸又
對小童動手，小童就會尖叫、哭喊。
這一天，小童家又傳出悽慘的哭聲，鄰居胡媽媽實在看不下去，於
是拿起電話撥了113保護專線，向專線社工員簡單說明小童家的情況。
專線社工員瞭解後，趕緊留下小童家地址和胡媽媽的聯繫方式，並隨即
聯絡小童家所在地的警察局勤務中心，向值班員警說明小童的情況和住
址，員警馬上就分派小童家附近的派出所員警出勤。派出所的劉警員接
到這個案件，隨即騎摩托車往小童家奔去。
「我是派出所劉警員，有人通報你們這裡有小孩子的哭聲……。」
爸爸打開門，看見一名警察站在門外，嚇了一大跳。劉警員往屋內一
瞧，就看到小童跟妹妹瑟縮在牆角，劉警員馬上詢問爸爸相關問題，此
時，剛好媽媽回到家，也跟警員反映爸爸長期以來不當的行為。劉警員
釐清情況後，便跟小童家說明，將通報給家暴中心的社工，讓社工來幫
忙他們，劉警員並勸告小童的爸爸，心情不好時別拿小孩出氣，要勇敢
面對、解決問題。小童爸爸跟媽媽在一旁沉默，久久不語。
劉警員離開小童家不久，隨即聯絡113保護專線回覆小童家的情
況，專線社工員感謝劉警員的辛勞，並立刻派案到小童家當地所屬家暴
中心，讓家暴中心社工接手協助小童家，陪伴他們走過這段緊張、充滿
壓力的生活。

2 0 1 2年 報

小

童（化名）家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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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
113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熱線

持續檢視與外部網絡單位合作情形，除針對個

台灣世界展望會承接內政部所委託的113保

案處遇之實務問題，與各縣市防治網絡單位進

護專線，提供有關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

行行政聯繫外，亦舉辦防治網絡倡導活動，以

性侵害案件之諮詢與通報，2012年度，總計有

期增進防治網絡間合作共識，2012年共計舉辦7

201,035通來電，其中有效諮詢電話量（包含一

場，並有258人次參與。

般諮詢及保護性案件諮詢）為156,542通，諮詢
比例達77.86﹪。

安置服務

在有效諮詢電話中，家庭暴力及兒少保

為協助遭遇家庭變故、暫時無法居住在原

護事件通報案計有21,499件，其中以「兒少保

生家庭的兒童少年，以及提供兒少保護個案適

護」案件達最高，計通報12,187件，占所有通

當的家庭安置照顧，本會於全台7縣市（台北

報案件數之47.09%；次之為「婚姻 / 離婚 / 同居

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

關係暴力」，計通報9,312件，占35.98%。

縣、南投縣），透過一般寄養安置、親屬照

為加強保護防治網絡服務轉銜的順暢，並

顧、短期性機構照顧（展望家園）等，在2012
年幫助了3,777名兒少得到妥適的照顧。並在
寄養家庭的招募、品質管理、支持及輔導等服
務上，維持及提升寄養家庭照顧品質，同時亦
辦理寄養兒少培力團體、個案研討、年度評估
等，幫助寄養個案能在寄養家庭中穩定生活，
以作為日後結束安置返家或自立生活的基礎。

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
為積極預防兒童疏忽或虐待之情事發生，
本會積極投入全台15縣市辦理高風險家庭關懷
輔導處遇服務，在2012年共服務了2,651戶家庭
（4,589名兒少），並進行26,430人次的面談訪
視。同時針對個案家庭的需求，提供包括就學
及課業輔導、經濟及物資補助、家務及托育服
務、親職活動等，計有86,806人次受益，期望

國 內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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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減緩家庭的危機壓力，恢復正常的家庭功
能。

兒少保護服務
為幫助受虐或被疏忽的兒童少年獲得應有
的照顧，並在穩定的照顧中健全身心發展並避

2012年度國內兒少保護工作成果一覽表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兒童少年暨

113兒少保護諮詢通報專線

婦女保護服務 （全國單一窗口）
高風險家庭
關懷輔導處遇
服務

提供全台15縣市高風險家庭
預防、輔導及支持性服務

免再次受暴，本會在全台6縣市（新北市、桃園

1.在全台6縣市（新北市、桃

縣、台中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執行

屏東縣、花蓮縣）進行兒

受益人次
201,035通

113,236人次

園縣、台中市、高雄市、
童少年保護家庭輔導處遇

兒童少年保護家庭輔導處遇、4縣市（南投縣、

2.在全台4縣市（南投縣、台

台東縣、澎湖縣、宜蘭縣）提供弱勢家庭兒童

東縣、澎湖縣、宜蘭縣）
進行弱勢家庭兒童少年社

少年社區照顧服務，並在花蓮縣提供中輟生/偏

區照顧服務

差行為學生追蹤輔導、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
少年職能培訓（少年On Light）、原鄉部落家庭

服務人數/

兒少保護服務

3.花蓮縣兒童福利中心
4.花蓮縣少年福利中心

39,059人

5.花蓮縣中輟生/偏差行為學

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直接服務工作。此外，也

生追蹤輔導

承接花蓮縣兒童福利中心及花蓮縣少年福利中

6.花蓮縣國中畢業未升學未
就業少年職能培訓（少年

心，提供兒少正常的休閒活動場所，以利身心

On Light）

健全發展。

7.原鄉部落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被害人直接服務工作
（花蓮縣）

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

1.全台7縣市寄養家庭安置服
務（台北市、新北市、台

本會長期投入原鄉工作，在全台原住民鄉
共設有13處家婦中心，為重要的服務據點，並

安置寄養

中市、高雄市、花蓮縣、
屏東縣、南投縣）

針對原住民家庭、婦女、兒童、青少年及特殊

2.短期性機構安置（展望家

需求人口等，提供諮詢、宣導、個案服務、轉

在全台原住民鄉設置13處家

介及通報等資源媒合，以改善及強化原住民家
庭的家庭功能。2012年，共計服務了35,652 人
次。

3,777人

園）
原住民族家庭
暨婦女服務

婦中心，推動以家庭及婦女
為主體之服務

資料提供：國內事工處
統計期間：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

35,65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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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服務據點分佈圖

2012年度國外事工經費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項目/事工類別

金 額

5%

資助兒童計畫支出

1,204,241,126

緊急救援計畫支出

238,423,371

發展型計畫支出

80,500,831

國外實物捐贈支出

200,972,741

國外事工間接成本

29,989,503

合計
資料提供：國際事工處
統計期間：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

14%

1,754,127,572

69%

11%

2%

國 外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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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非洲

印度、斯里蘭卡、緬甸、印尼、孟加拉、

馬利、尼日、查德、獅子山共和國、迦納、

蒙古國、北韓、越南、中國、寮國、泰國、

烏干達、剛果民主共和國、安哥拉、南非、

柬埔寨、菲律賓、尼泊爾、東帝汶、日本

賴索托、史瓦濟蘭、莫三比克、馬拉威、
盧安達、肯亞、衣索比亞、索馬利亞、

中東

辛巴威、北蘇丹、南蘇丹、尚比亞、東剛果

阿富汗、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加薩、約旦、
黎巴嫩

拉丁美洲
多明尼加、海地、瓜地馬拉、宏都拉斯、

東歐
羅馬尼亞、波士尼亞、亞美尼亞

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倫比亞、厄瓜多、
玻利維亞、秘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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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緊急救援

生命重現曙光
每

年的11月至隔年2月是非洲賴索托的雨季，但近年來受極端氣候的影
響，雨水常遲遲不落。好不容易，居民盼望許久的雨滴終於降下，卻

不是解大地乾渴的甘霖，而是又大又急的豪大雨；極端氣候又讓冬季霜降的
時間提早，在種種不利條件影響下，使得當地農作歉收，導致糧食危機。
2012年，來自台灣2,000公噸的愛心白米，如及時雨般飄洋過海來到賴
索托，緩解了糧食短缺的情況。透過世界展望會以工代賑方案（Food for
Assets），讓農民不用擔心家中存糧的問題，得以專心預備農作。此外趁空
閒時，在世界展望會的協助下，興建社區內如蓄水池、魚池等水資源管理工
程、造林、修築保障糧食的家庭式鑰匙孔菜園（keyhole garden），以及進行
減緩土壤侵蝕與讓土地恢復的工程。總計這批援米，約讓6,000個家庭，約
30,000多名賴索托民眾受益。
在馬可胡諾安（Makhunoane）計畫區，與12歲孩子相依為命的馬拉柯
曾（Maleketeng）女士，過去丈夫在世時曾到鄰國南非打零工維持家計，一
去至少半年，運氣好時可以攢些錢帶回家，但空手而歸也是常有的事。丈夫
過世後，馬拉柯曾在世界展望會的協助下，生活才得以好轉。馬拉柯曾也參
與了這次的白米以工代賑方案，她發揮創意，將白米製成方便攜帶的「米麵
包」，或是當地像「米漿」一樣的飲料，並將她的創意料理跟大家分享。
另一位與丈夫同住的馬林歐（Malineo）女士，家中有兩名4歲及15歲的
孩子。馬林歐與丈夫和一些鄰居一起耕地維生，但近兩年農作歉收，耕作不
易，家裡陷入有一餐沒一餐的無助。因此她丈夫改由幫忙照顧牲畜以換取食
物，而馬林歐則參與了世界展望會的以工代賑方案，幫忙興建社區內的水
塘。馬林歐說，參與這項方案令人最高興的是，當工作一天回家後，她與先
生、孩子不再需要擔心沒有食物吃，讓她們能夠撐過這段最危急的時間。她
希望未來能有較穩定的降雨，可讓她們再回去耕種，自給自足。
「台灣來的白米，好吃！」吃著香噴噴的白米飯，賴索托受益的家庭與
民眾，臉上盡是喜悅滿足的
表情。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
飢餓三十的愛心捐款及白米
援助，針對糧荒嚴重之處，
提供糧食救援，此外更積極
協助當地復甦的工作，提供
各項糧食保障方案，預防天
災、糧荒再次打擊，使民眾
得以自立自助。

國 外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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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援
2

012年，全球各地的天災、人禍與疾病疫情

升，造成糧

不斷發生，造成許多民眾生命財產或健康

食危機，包

的損失。面對災難的威脅，婦女、兒童，以及

括東非的肯亞及南部非

弱勢、貧困民眾，他們受到的傷害更加嚴重。

洲的賴索托和史瓦濟蘭，數千萬人飽受飢

在非洲地區，因乾旱、水災、糧價飆升造成的

荒威脅。而在亞洲地區的北韓，2011～2012年

糧食危機，從2011年東部非洲的「非洲之角」

連續遭受到颱風侵襲，強風豪雨毀損作物影響

地區擴大到西部非洲的「薩赫爾」(Sahel)地

收成，北韓政府遂將每日糧食配額從600公克驟

區，以至於南部非洲；而在亞洲地區，颱風、

減至200公克，全國有336萬人糧食不足，長期

暴雨及洪水肆虐了菲律賓、泰國、北韓，及中

挨餓的結果，對兒童及婦女的健康影響甚鉅。

國大陸西南部，數以百萬計的災民失去了居所

本會立即發揮飢餓三十人飢己飢精神，向台灣

及生計。此外，發生在非洲及加勒比海區的霍

政府提出援糧的計畫，對這些國家伸出援手。

亂、伊波拉病毒，以及仍威脅全球的愛滋病

總計在2012年，台灣世界展望會共執行4

毒，更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同時，在東部

件白米糧食援外方案，運送總計6,400公噸的米

非洲、中東以及世界各地不斷發生的戰火及衝

糧，其中援助非洲地區的白米計有5,400公噸：

突，數百萬人被迫逃離家園，生活在環境惡劣

包括肯亞320公噸、史瓦濟蘭3,080公噸、賴索

的難民營中，更有婦女及兒童成為戰火及剝削

托2,000公噸；援助亞洲地區北韓的白米，計有

下的犧牲者。。

1,000公噸，糧食價值折算約2.1億新台幣，受益

透過台灣民眾的愛心支持與捐款，台灣世

人數近50萬人。

界展望會為全球受災民眾提供緊急救援物資及

此外，本會亦與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

其他適切的幫助，以下為2012年本會在全球各

（World Food Program）在世界各地進行多邊合

地進行的多項救援及重建工作。

作案，在2012年，總計在烏干達、肯亞、北蘇
丹、南蘇丹、賴索托、海地、東剛果、索馬利

2012年白米糧食援外成果報告
自2002年開始，中華民國政府每年以一定
數量的稻米援外，除突顯我國人道關懷精神，

亞、馬利、尼日、查德、黎巴嫩等國，執行糧
食援助、以工代賑等多項方案，以搶救更多的
生命。

同時亦可使國內米價維持在比較合理的水準，
對國家形象、人道需求及農民收益，都有很大
的助益。
2012年，非洲地區因乾旱、水災、糧價飆

天災緊急救援及防災備災方案
面對近年來因氣候變遷造成世界各地天災
頻仍的情況，世界展望會在泰國、菲律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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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拉等遭受水災、旱災等無情天災的國家，展
開第一時間緊急救援工作，為災民提供緊急救
援物資及其他適切的幫助，持續協助災民復原

2012年度國外緊急救援受益人數一覽表
計畫類別

南蘇丹、賴索托、辛巴

除天災緊急救援工作外，世界展望會更在

威、海地、東剛果、索馬
糧食短缺

利亞、馬利、尼日、查
瓦濟蘭、北韓、衣索比

意識，以提高社區抵抗災害的能力，因應當災

亞、盧安達、羅馬尼亞
天災
愛滋防治/

泰國、菲律賓、安哥拉
印度、馬拉威

愛滋遺孤照顧

戰火兒童與愛滋遺孤關顧工作
戰亂除導致兒童生命受到威脅外，更會讓
他們的身心飽受煎熬與壓力。世界展望會持續

戰火兒童/

阿富汗、約旦、黎巴嫩、

戰後重建

斯里蘭卡、東帝汶

其他

多明尼加

總受益人數

關顧兒童，免於恐懼與災禍，而在2012年，
本會針對戰火兒童的關顧工作，計在西部阿富
汗、在約旦的伊拉克難民、在黎巴嫩的敘利亞
難民、斯里蘭卡北方，及東帝汶的難民們，推
動生計發展、營養照顧、糧食保障、幼兒照顧
醫療等方案。
除了突發性的災變及戰亂之外，世界展望
會對愛滋病患的照顧，愛滋病宣導、預防及愛
滋遺孤關顧的工作，一直持續不斷。2012年，
本會對愛滋防治及愛滋遺孤的照顧工作，計有
在印度邦加羅爾愛滋病關顧方案、馬拉威愛滋
防治及愛滋遺孤關顧方案，協助他們度過艱難
的處境。

3,821,347

德、馬拉威、黎巴嫩、史

案，藉平常的儲備訓練，提高民眾防災與救災

難發生時，得以妥善應變，將損失降至最低。

受益人數

烏干達、肯亞、北蘇丹、

與重建家園。

多明尼加等國，籌畫了防災備災能力的培訓方

國家

資料提供：國際事工處
統計期間：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

248,555
5,300
34,650
42,327
4,15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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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愛的生命奇蹟
現

年21歲的布迪卡（Usith Buddhika），開心的拿著自己多年前來台灣，參加世界
兒童運動會時與資助人的合影，說：「資助人的愛如同母親的愛，她讓我感受

到上帝對我的關心與溫暖。」
在由台灣資助的斯里蘭卡曼格羅夫（Mangrove）計畫區中長大的布迪卡，在14年
前，因著世界展望會資助兒童計畫，和台灣愛心資助人黃小姐結下不解之緣。當時
曼格羅夫計畫區才剛剛開始服務工作，而布迪卡正是第一批的資助童之一，然而，
透過每個月700元新台幣的長期資助，讓他的生命開始轉變。
過去，曼格羅夫計畫區被稱為「泥坑」，環境又臭又髒，孩子們飽受傳染疾病和
皮膚病所苦，許多孩子活不過5歲。而計畫區內的多數家庭以捕魚維生，但漁獲量相
當不穩定，讓許多家庭經濟缺乏，孩子無法上學，高輟學率成為社區普遍的現象。
透過資助兒童計畫的愛心幫助，14年後，家家戶戶已有廁所、乾
淨的道路和排水系統，也健全了當地的醫療和健康中心設備；世
界展望會也協助學校建置硬體設施，及提供學用品和課輔班；
透過婦女職業訓練更讓許多家庭的經濟開始穩定，居民們改
善了健康、衛生狀況，也得到了尊嚴和接納。
「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斯里蘭卡的同胞，讓他們能和
我一樣，擁有發展的機會。」布迪卡分享心中的夢想，眼
前這位當年住在「泥坑」之中、面臨生存危機的小男孩，
如今已完成學業，在政府部門工作，成為社區中兒童及青年
的典範。
布迪卡說，除了黃小姐長期的資助關懷帶給他力量，他
也參與世界展望會舉辦的兒童社團，並成為領袖，為社區兒
童的權益發聲，這些訓練都對他的生涯發
展，有很大的幫助。
長期以來，世界展望會藉資助兒童計
畫，幫助了像布迪卡這樣的孩子，生命獲
得轉變，連帶讓他所居住的社區，整體
居住環境獲得改善，經濟發展得到進
步，教育品質得到突破，社區內醫
療照顧及健康狀況，得到保障。
讓即使是像斯里蘭卡曼格羅夫
這樣曾是「泥坑」的地方，也
能出現生命的奇蹟，進而邁向
充滿盼望的自立之途。

2 0 1 2年 報

從泥坑到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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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轉變
台

灣世界展望會透過來自資助兒童計畫的愛心捐款，2012年在全球40個國家，
幫助了204,550位兒童，並藉109個「區域發展計畫」（簡稱計畫區，Area
Development Program），以兒童為中心，社區為基礎，推動各項提升兒
童福祉的相關計畫，不僅讓兒童的生活獲得改善，其家人及社
區居民亦受益於此，總計在2012年，有2,708,536人得到幫
助，其中包含在亞洲、拉丁美洲及非洲，共計32個國家
新計畫區的種子階段計畫。

國 外 服 務

洲別

國家

資助童數

社區受益人數

10,000

123,365

賴索托

5,150

39,104

馬拉威

7,340

44,260

莫三比克

7,500

90,819

尚比亞

2,000

9,349

史瓦濟蘭

6,000

50,500

南非

3,500

60,000

盧安達

5,700

68,411

衣索比亞

6,000

58,000

迦納

2,400

22,020

獅子山共和國

8,000

48,295

查德

3,000

12,903

馬利

4,600

66,413

尼日

5,000

81,016

中國大陸

2,650

71,900

14,200

261,244

剛果民主共和國

非洲區

印度

在長期的區域發展過程中，世界展望

斯里蘭卡

3,000

12,768

會和當地居民一同關懷社區裡最弱勢的孩

蒙古

8,860

173,638

童，探討他們所面對的生活難題，喚起大

柬埔寨

500

28,892

泰國

4,700

86,057

越南

4,900

113,660

寮國

4,000

43,345

方案，並進行多項議題的討論，包括兒童

尼泊爾

2,000

27,248

保護、環保、兩性平權、和平建造等，期

印尼

5,650

149,063

望孩童能在受教育（Educated for life）、

緬甸

2,000

26,514

人們對兒童權利的重視。推動如教育、水

亞洲區

資源、衛生營養、糧食保障、經濟發展等

享有完善的健康（Enjoy good health）、
經歷上帝和鄰人的愛（Exper ience love of
God and their neighbors）、得到照顧與保
護及享有參與的權力（Cared for, protected
and par ticipating），四項兒童福祉效益目標
（Child Well-being Outcomes, CWBOs）上，

拉丁美洲區

獲得關顧。
為協助社區永續發展，世界展望會於近
年推動「整合性發展模式」（Development
Program Approach），以「社區擁有」
（Community Ownership）的概念，強調社
區參與、社區動員，鼓勵社區成立支持團

中東東歐區

地居民自身發展及資源管理的能力，以達成
完全自主的目標。

8,000

205,509

7,300

33,835

秘魯

2,000

10,740

哥倫比亞

2,000

18,523

多明尼加

2,700

90,000

厄瓜多

3,000

8,971

海地

9,700

92,930

宏都拉斯

6,500

70,068

薩爾瓦多

5,550

72,090

瓜地馬拉

6,800

65,429

尼加拉瓜

3,000

6,659

羅馬尼亞

2,500

17,690

波士尼亞

8,150

175,959

亞美尼亞

5,500

52,033

3,200

19,316

204,550

2,708,536

耶路撒冷/約旦

體，並與地方政府及當地夥伴建立長期合作
關係，協助社區領袖能力建造，漸漸強化當

孟加拉
玻利維亞

河西岸/加薩
總計受益人數
資料提供：國際事工處

統計期間：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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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生命不再飄零
全球約一億在街頭討生活的街頭遊童來

一步協助孩子取得身分證明，確保其應有的權

說，「家」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這群

利，成立接觸街童第一站的日間活動中心及寄

孩子通常有著令人心痛的家庭背景，對於擁有

養家庭方案等，另外也發起「捐贈蒙古包」方

穩定的居所和與家人的親密關係，在他們的心

案，協助願意照顧孩子卻無能為力的父母能夠

裡，又愛又恨，年幼時心中創痛的過往，足以

與孩子早日團聚。

對

影響他們一輩子的生活。
但，若是我們將愛灌注在他們心中，他們
的生命也將獲得改變。

世界展望會亦成立藍天兒童合唱團，幫助
燈塔關懷之家的孩子們透過音樂、舞蹈來發展
自我，17歲的布倫汗（Burenkhaan）就是其中

台灣世界展望會自2000年起，將台灣愛心

一名孩子。5歲那年，他在父母離婚後，與母

投注於蒙古街頭遊童的關懷工作。蒙古自90年

親、妹妹一同流落街頭，但日子實在太苦，所

代受經濟衰退影響後，許多家庭收入在貧窮線

以在一個嚴冬裡，布倫汗和妹妹被母親遺棄在

以下，生活極度困難，父母失業酗酒，無力自

街上。所幸被警察發現，帶他們到燈塔關懷之

保的孩子可能自行或被迫離家，在街頭自謀生

家，他說：「這是我幸福的開始！」在這裡，

路，因而造成街頭遊童及童工問題。嚴冬來臨

他在這個曾經同為街童的孩子組成的大家庭內

時，這些孩子躲到大城市下水道內，利用熱水

學習和成長，在世界展望會的支持下，布倫汗

蒸氣管避寒，有時管線破裂常造成遊童們的傷

跟著藍天兒童合唱團學習，目前

亡。

他已經到過韓國、香港演出。

多年來，世界展望會於當地成立「燈塔關

「如果我當時沒有離開街

懷之家」，提供街童食物、衣服等安置服務，

頭， 我和 妹妹今 天的 生活就

是24小時的緊急收容中心。透過教育、輔導、

不會如此，我要謝謝世界展

團體活動、技能訓練、個人及家庭諮詢、醫療

望會的老師，陪伴我度過最

轉介等，幫助孩子有機會回歸社會正
常體系，脫離流浪生活，未來能
自力更生。
透過世界展望會
的倡導，當地政府與
民間團體開始重視
邊緣家庭及特殊景
況兒童，逐步與世界
展望會合作，建立街
童關懷網絡，包括進

難過的歲月，我也天天為媽媽
禱告，希望她不要再喝
酒，也能擁有安穩
的生活。」

國 外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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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發展
界展望會為讓世上每個兒童獲得豐盛的

在玻利維亞，世界展望會對玻國政府進行

生命，透過積極的倡導方案，以期改變

兒童健康的倡導，顯著成果包括：透過對35

國家的公共政策、制度、施政，以及觀念和態

個市的議員及市長進行訓練和倡導以增加各市

度，進而打破世上導致貧困，以及不平等、不

在母嬰健康的預算分配，並與衛生部合作，制

公義、人權遭剝奪等結構性的問題。

定健康促進指導方針，動員社區和媽媽參與健

世

康與營養事務，提升大眾對兒童健康議題的察

兒童健康‧立刻行動
「兒童健康‧立刻行動」是世界展望會從

覺與重視，支持全國健康高峰會的相關討論活
動，以推動玻國全民健保的生成等等。

2009年11月起於全球推動的倡導行動，目標

在薩爾瓦多，世界展望會對薩國進行兒童

是挽救全世界600萬名兒童免死於可治癒或可

健康倡導。2012年3月，薩爾瓦多世界展望會成

預防的疾病。2012年，台灣世界展望會支持阿

為該國新生兒健康聯盟的主要召集成員。透過

富汗、玻利維亞、薩爾瓦多、馬利及馬拉威等

該聯盟，世界展望會對薩國政府提出母乳餵養

五國的「兒童健康‧立刻行動」全國性倡導運

法條修法的相關建議，並已由薩國政府立法單

動。

位採納，正式納入該國法律。

阿富汗為全球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國家，平

在馬拉威，世界展望會在該國對中央政

均每1,000名阿富汗新生兒就有121個活不過1

府、四個省級政府，以及社區推動兒童健康倡

歲生日。世界展望會對阿富汗中央及地方政府

導。透過與該國議員和社區領袖的對話與討

進行倡導，爭取阿富汗政府對兒童健康政策的

論、整合世界展望會資助兒童計畫內健康與營

支持與相關資源的承諾。2012年，透過舉辦研

養的資源與活動、提供社區成員相關訓練和講

討會、講座及持續不斷的溝通和努力，阿富汗

習等等，以期促使政府強化醫療系統、消除最

政府已同意擴大在西阿富汗省分的母嬰健康與

貧窮家庭取得醫療服務的阻礙、預防疾病及營

營養方案、舉行全國各省分的營養專員訓練以

養不良的發生等等。

協助社區辦理媽媽教室、通過社區助產士教育

在馬利，每1,000名新生兒中就有96名活

方案，以及對現有疫苗方案進行聯合評估。預

不過1歲生日，並有將近4成的兒童發育遲緩。

計將可預防17,000名兒童及1,700名孕產婦的死

為了回應這個情況，世界展望會透過在政府和

亡。

地方層級的兒童健康倡導，聚焦家庭和社區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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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達降低嬰兒死亡率的最終目標。目前
馬利世界展望會已完成了完整的前期評估，

2012年度國外倡導暨發展型計畫受益人數一覽表
事工類別

國家

找出該國醫療衛生體系中各層面現有的瓶

馬利、馬

頸，並將透過倡導行動，針對這些問題加以

拉威、阿
富汗、薩

解決。

計畫方案

兒童健康‧立刻行動

玻利維亞
柬埔寨、

亞太區終止人口販運防治方案

寮國、緬

亞太區終止人口販運防治

2012年，台灣世界展望會持續在亞太區

甸 、 泰

方案

五國：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越南，

國、越南

針對大湄公河區域嚴重的人口販運議題，投

中國

注180,000美元經費，推動終止人口販運防治

馬利、馬

方案。具體做法如：透過傳播媒體（製作與

拉威、獅
教育

子山、柬

秘魯

會結構面對人口販運的風險，強化社區保護
機制。同時，對人口販運受害人提供直接的
保護、安全回歸家園與心理復健，透過提供

人恢復原本身心靈的健康。在2012年，本計

水資源/
衛生

畫直接幫助約27萬男女與兒童，免於被人口
販運的危機。同時更進一步推動正面的政策
環境，讓人口販運受害者和弱勢族群，能獲
得保障。

培訓

太陽能學童燈

150

4,800

健康營養

住屋

困境兒童

透過「與世界兒童做朋友」的愛心款

瓦亞奈伊計畫區兒童閱讀
學習教育

700
200

羅馬尼亞

瓦斯路易教育

海地

卡爾巴斯水資源

5,500

尼加拉瓜

水資源系統暨衛生方案

2,622

瓜地馬拉

哥馬巴房屋修繕

馬利

水資源計畫

尼日

塔瓦二水資源

亞美尼亞

嘉瓦計畫區健康生活習慣
倡導

尚比亞

健康方案

蒙古

貧困家庭住屋

孟加拉

發展型計畫方案

新疆省和田地區漢語教師

268,200

埔寨

大眾對人權的重視，以降低個人、社區及社

相關生命教育課程組成支持團體，幫助受害

2,555,243

爾瓦多、
倡導

懸掛人口販運防治看板等）喚起政府及社會

受益人數

印度

項，亦協助28個夥伴國，針對其國內特殊需

達卡街頭遊童

684
5,519
11,952
20,203
6,126
150
600

加爾各答街頭遊童

1,000

孟買街頭遊童

1,500

亞莎殘障兒童收容中心

125

生計發展方案

750

求，執行專案發展事工，包括送太陽能燈到

玻利維亞

生計發展方案

320

馬利、馬拉威、獅子山、柬埔寨，以改善當

羅馬尼亞

伊希-農業

400

亞美尼亞

亞帕朗經濟發展

7,900

梅維查農業發展

310

賈何瑞納農業發展

250

地孩童的學習環境；在海地、尼加拉瓜、馬
利和尼日，興建供水設施、宣導公共衛生，

生計/
經濟發展

提供乾淨飲水並加強社區水資源管理能力；

波士尼亞

462

南非

經濟發展方案

在印度和孟加拉為街頭遊童提供庇護所，進

柬埔寨

柬埔寨永續農業發展

45,903

行身心安置並教導一技之長；在玻利維亞、

莫三比克

莫古巴糧食保障方案

250

羅馬尼亞、亞美尼亞和波士尼亞，推動農業
經濟改善方案，提升耕作養殖技術，改善家
庭收入等。總計共有36項方案，總受益人數
達到2,977,499人。

其他

耶路撒冷
賴索托

伯利恆青年生活技能發展
方案
布匹實物捐贈發放方案

總計
資料提供：國際事工處
統計期間：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

180
35,500
2,977,499

創 新 展 望

開創許多新局，達到多項里程碑，讓愛、喜樂，與生命的希望，
得以傳遞到更多需要的角落，促進生命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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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台灣世界展望會在人道救助及生命轉變各項事工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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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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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全台營友熱烈支持，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自2012年起，邁
向多項全新里程碑！第23屆飢餓三十飢餓勇士大會師締造多項新紀
錄，而第24屆飢餓三十飢餓勇士大會師更創下逾5萬名營友齊聚高雄
國家體育場的高峰，開啟了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嶄新的一頁！

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
第23屆飢餓勇士大會師 締造多項紀錄
為響應環保，及使更多人參與救援關懷，本
會基於以下三大因素，讓飢餓勇士大會師呈現不
同以往的嶄新突破：一、場地因素：為凝聚更多
飢餓勇士參與，另多年來南部營友一直熱情表達
是否能於高雄舉辦，因此第23屆飢餓三十大會師
的地點特別移師高雄，並選擇在全台場地最大，
且具環保效能的綠建築運動館―高雄國家體育
場。二、時間因素：過去多在暑假中舉辦，然暑
假期間易逢颱風，提早舉辦可避免與防災救災工
作衝突，故將舉辦時間提早至寒假。三、環保與
氣候因素：2月份台灣南部的天氣，乾爽宜人，且高雄國家體育場為
露天戶外場地，不需運用空調，故更能落實環境保護的理念，使飢餓
勇士們在關注氣候變遷造成糧荒問題的同時，也能身體力行，節能減
碳。
除調整時間及地點之外，第23屆飢餓三十飢餓勇士大會師更首創
「實境體驗館」、「飢餓創意博覽會」、「闖關遊戲區」。讓營友彷彿
身歷其境的「實境體驗館」，分為實境體驗一館、二館，邀請建築、空間
及室內設計等科系學生，設計最具感染力的佈景及音效，重現世界飢餓現
況；匯集全台飢餓體驗營隊的「飢餓創意博覽會」，則show出了全台飢餓
體驗DIY營友的創意案例及有趣故事；而在氣氛緊張熱絡，營友尖叫、歡呼
聲此起彼落的「闖關遊戲區」，讓每位營友在不同主題的遊戲關卡中，體
驗幫助災民運水運糧的辛勞，並能讓各參與小隊凝聚力量，學習團結一致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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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飢餓勇士大會師，飢餓勇士人數屢屢刷新
紀錄，而第24屆飢餓勇士大會師，更是創下了參與
人數的高峰，超過5萬名營友齊聚高雄國家體育場搶
救危飢兒童，展現了台灣民眾關懷世界不落人後的熱

邁向全新里程

切。
此外，更有超過12萬人投入了自辦的飢餓體驗
DIY行動，而舉辦飢餓體驗DIY的營隊人數也是屢破紀
錄，參與人數第一名及第二名的營隊，都比上一屆飢
餓體驗DIY人數第一名的還多，而第三名營隊的參與
人數也和上屆第一名差距不大，由此可見，飢餓
體驗DIY已是台灣學子關懷世界所熱衷的
行動。
由於參與報名者熱情不減，為使
許多因場地安全因素而無法親臨現場
一起飢餓的朋友，以及關注飢餓三十
行動卻無法前來的民眾，皆能共體飢
餓之愛，第24屆飢餓勇士大會師更首創
了現場網路直播服務，讓愛心大眾能透過
科技的力量，超越地理的限制，隨時隨地與現場超過
5萬名營友共同吶喊，發出救援飢餓的呼聲。

感謝各界愛心援助 給予糧荒苦境中人們希望
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不僅幫助國內外各項緊急
救援需要，同時也給予了台灣青少年開拓視野、建立
生命教育，以及拓展國際觀的良好管道。感謝許多愛
心企業與合作單位熱心響應，供應各項活動物資、飲
用水、飲品、保全人力、現場電信網路，以及網路直
播服務等贊助支持，讓每年的大會師活動都能夠圓滿
地進行，並使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得以不斷匯聚
國人熱情愛心，為無數絕望、無助的兒童和家庭，帶
來生命的希望。

體驗飢餓，救援飢餓！
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網：www.30h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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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飢餓勇士大會師 創下參與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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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人站出來，翻轉世界看我！
世界公民教育行動 帶領青年改變世界
身為地球人，你的一舉一動，都與世界息息相關；而在全球化時代來臨的此
時，每個人都擁有「世界公民」權，只要願意開始行動、付出關懷，就有機會
改變世界！

台

灣世界展望會從1990年推動「飢餓三十人

區進行服務與學習。

道救援行動」，多年來已影響許多民眾及

2012年7月4～9日，世界公民學員們來到屏

學生，投入對全球苦難的關懷。為鼓勵台灣年

東禮納里部落，除了在禮納里部落公共建設進

輕人拓展國際視野、關注世界需要，以迎接更

行批土粉刷、植草綠化等工作，也前往目前為

多全球化社會中的競爭與挑戰，台灣世界展望

天災時受災民眾臨時安置中心的隘寮營區，參

會從2012年5月，展開「世界公民教育行動」，

與除草、粉刷大門及環境清掃的工作。透過原

期望能培養台灣青年成為具有「關注、堅持、

住民傳統文化的體驗學習，增加了學員與部落

行動」的世界公民，鼓勵學生從自身環境開始

居民、兒童之間的溫暖情誼，更讓青年們體會

採取行動、付出改變。

了禮納里居民面對家園重建的勇氣與信心。

第一年的「世界公民教育行動」，以16-19

2012年7月16～22日，第二批研習營的學子

歲高中青年為主要倡導族群，邀請高中學生於

來到柬埔寨奇坤計畫區，學員們與當地社區媽

暑假參加服務暨研習營，以及邀請高中職老師

媽一同為居民及兒童準備營養美味的餐點，分

運用台灣世界展望會的世界公民參考資料，和

享營養及衛生的重要觀念；並與兒童一起重建

同學分享如何成為世界公民的第一步。

老舊的小學圍牆，以防止動物跑進校園破壞環
境；而在街頭遊童中心，縱使面臨貧窮、家暴

在服務中改變生命 在行動中改變世界
2012年7～8月，有79位來自全台各地、

等危機，孩子們的純真笑容仍深深觸動學員的
心，開啟青年們對世界的關懷之情。

16-19歲的學生，參加世界公民服務暨研習營，

而在2012年7月23～29日的越南府桑計畫區

分別前往台灣屏東禮納里部落、柬埔寨奇坤計

梯次中，學員們經歷了許多的「第一次」：第

畫區、越南府桑計畫區，以及泰國美斯樂計畫

一次下田插秧、第一次為嬰兒烹煮副食品、第

創 新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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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種菜、第一次蓋房屋……。學員們也在拜
訪資助童家庭過程中，看見孩子的生命如何因
著夢想而更加豐盛，並在服務體驗之中，開始
懂得知足，並付出關懷。
2012年8月14～21日的泰國美斯樂計畫區梯
次中，透過種菜、挖魚池、製作飼料、粉刷牆
壁、蓋儲水槽等服務行動，學員們體會到勞動
的成就感及喜悅；也透過遊戲、繪本閱讀等活
動，在孩子臉上看見了單純的快樂；更在與美
斯樂當地青年的對談之中，為彼此的夢想加油
打氣。
在跨文化的體驗中，世界公民學員們改變

入兒童健康的關懷，為世界上690萬名無法活過
5歲的弱勢兒童發聲。

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2012年9月1日的成果發
表會，學員們分享自己在服務體驗中的領受，

生命園丁發展計畫 傳遞世界公民理念

並將感動轉化為關懷行動，決定於2012年11月

為能將世界公民所肩負的責任與義務更全

16日，發起「無飲料日」行動，透過網路、校

面地傳遞給全台學生，從2012年10月開始，世

園宣傳鼓勵親朋好友將買飲料的錢省下來，投

界公民教育行動推出「生命園丁發展計畫」，
邀請教師成為生命園丁，與學生一同投入關懷
世界的行列之中，達到「生命影響生命」的綜
效。
透過知識傳授及服務體驗，「世界公民教
育行動」將持續帶領青年學子關注世界需要，
進而願意加入改變世界的行列！

世界公民教育行動網站：
gc.worldvis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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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兒童計畫新里程
資助兒童2.0版領航計畫正式展開
在全球進入Web 2.0時代的此刻，資助兒童計畫也將隨著時代轉變，邁向嶄新視野。

透過影像互動 拉近資助人與兒童、社區的距離
多年來，台灣世界展望會結合所有愛心資助人的力量，已幫助
數十萬名國內外兒童的生命產生積極的轉變，邁向盼望未來。而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與多媒體應用的普及，我們與世界的距
離也逐漸拉近，「資助兒童2.0版領航計畫」的核心概念正是期
望能增加資助人與國外兒童、社區之間的緊密連結，並讓兒童
及社區居民能夠為自己發聲，透過影像互動，更具體呈現社
區發展計畫帶給兒童的助益。
在「資助兒童2.0版領航計畫」網站上，社會大眾將有機
會更近距離地與孩子相遇。透過兒童招呼影片，可以看見千
里之外的孩子用母語和電腦另一端的台灣民眾打招呼及自我介
紹，讓過去只在紙本上看見的兒童，能更生動地呈現每個人獨
特的個性，進而能建立資助情誼。
而在社區動態及社區相簿之中，過去需要長途跋涉才能
看見地球另一端的計畫區景色，如今將可透過計畫區工作
人員以及當地社區居民所拍攝的照片，看見資助童所居
住的環境，雖然相片中的孩子顯得生澀、害羞，卻是
最真實的展現每個人的自我，也因此顯出孩子的
單純與獨特；同時也能讓資助人更了解世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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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會在當地所進行的服務工作，並見證透過台灣的愛心
資助，孩子的權益獲得保障，社區和家庭也經歷轉變。

全新體驗 豐富資助人與兒童生命
目前資助兒童2.0版領航計畫尚屬實驗階段，且受限
於有些國家或地區沒有足夠設備拍攝影片或照片，因此
在第一階段先投入部分國家，其中包括孟加拉、瓜地馬
拉、海地、宏都拉斯、秘魯、剛果、賴索托、馬拉威、
莫三比克、馬利、尼日等國，將透過網際網路與資助人
分享兒童照片。在今日，科技雖日新月異，然而部分地
區在資訊設備及資源上的缺乏，仍需要更多愛心人士的
關心和資助，因此台灣世界展望會仍保留原先資助兒童
計畫的資助方式，提供民眾參與資助。
透過資助兒童2.0版領航計畫，能將資助人及將要
加入資助兒童行列的民眾，與資助童之間的時空距離
縮短，加深彼此生命的連結，進而創造更為豐富的資助
體驗，感受兒童及自己生命的轉變，開啟一段資助新旅
程。

開啟資助新體驗：sponsorship.worldvis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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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豐盛與感謝
2011年10-12月
誠品支持本會
「兒童健康‧立刻行動」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自2010
年起與本會合作「兒童健康立
刻行動」募款活動，自2011年
10月起至2012年9月止，透過
誠品全台門市設置零錢箱，共
計募得新台幣 1,112,217元。
台灣肯德基「2011肯定是你
搶救飢餓給予希望！」
台灣肯德基號召愛心同仁
透過「百元俱樂部」捐款響應
本會服務工作，並以「肯定是
你！」活動，透過門市顧客10

共計募得19,473,753元，幫助孩
子順利上學！

2012年台灣世界展望會
與7-ELEVEN再度攜手發起
「OPEN你的祝福 救急不難—
幫助急難家庭過好年」活動，
只要民眾捐款10,000元幫助國

第23屆飢餓三十大會師於

內急難家庭，7-ELEVEN即加贈

2月11、12日舉辦，集結全台超

「OPEN新春福袋」一份，自

過35,000名飢餓勇士齊聚高雄國

2011年12月13日至2012年1月

家體育場，共同高喊「Famine

31日，總計募得民眾愛心捐款

No More飢餓不再！」。感謝聯

6,447,177元；並透過7-ELEVEN

合主辦單位7-ELEVEN及愛心夥

內部員工捐款及關係企業物

伴企業及機構：高雄市政府、
統一星巴克、金車大塚寶礦力
水得、立頓、克寧牛奶、中華

總計募得金額3,135,291元，投

電信、新光保全&誼光保全、

入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鹽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泰郡建設、早

長期關懷東區助學及育樂教室
年起持續關懷本會花蓮兒童。
本年度捐款新台幣1,353,719元
整，投入3間育樂教室（璞石、
古楓、樂合）的硬體及課程相
關經費，並贊助45名兒童助學
金。
台灣高鐵
「高速傳愛 助學計畫」
2011年12月24
日，台灣高鐵於高鐵
桃園運務大樓舉辦模
擬服務體驗，邀請周
美青女士與助學受益
兒童一同參與。募款
活動直至2012年3月，
透過車廂捐款信封、

第23屆飢餓三十

7-ELEVEN幫助台灣急難家庭

元捐款、環保杯義賣等方式，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自2004

2012年1-3月

車站捐款箱及本會線上捐款，

安美芝城、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資捐贈，共計送出1,500份總

奇美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

值1,430,418元的福袋，讓急

蕭記食品有限公司、棗子樹蔬

難家庭能過個好年。此外，

食餐飲連鎖、麵麵粥道、梅花

7-ELEVEN也在2011年12月21日

團結默愛會、高雄市社福慈善

於全台7家門市同步串連封館，

團體聯合會、福客來南北樓、

邀請21戶急難家庭到門市自由

九六清粥小菜，贊助生命糧、

挑選耶誕禮物，也藉此號召社

解飢粥及飢餓三十大會師所需

會更多力量，當天贈送之商品

資源。

總計401,658元。

而第23屆飢餓三十人道救
援行動，也透過全台7-ELEVEN
門市零錢捐，2012年1～3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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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恩、歌手郭靜，與南投豐丘

YAHOO!奇摩購物中心進行買

元。而全年度透過ibon生活便

文化隊兒童現場獻唱並分享心

一送一義賣活動，將義賣所得

利站捐款，共計募得6,512,203

得，共計募款25,883,497元。

30%捐入資助兒童計畫，共計

元。

捐款50萬元。

台灣酷朋GROUPON
讓愛散播 呼籲救援東非糧荒
台灣酷朋GROUPON於
2月9～12日設置捐款網頁，

2012年7-9月
台灣阿迪達斯Adidas

「悠遊885 青春愛飛翔」

「禮納里部落3on3鬥牛賽」
Adidas與本會合作「兒

號召民眾響應每筆100元之捐

童籃球圓夢計畫」，計畫3年

款，投入救援東非糧荒，共計

捐贈價值200萬元的球鞋及球

募得2,129,500元。2月29日～3

衣。2012年首先捐贈近200套

月5日邀請22家商家於活動期

球鞋、球衣給屏東禮納里及高

間，每售出一件商品即捐贈新

雄那瑪夏的孩子，並在禮納里

台幣20元，共募得105,980元。

部落舉辦3on3鬥牛賽，鼓勵熱
愛運動的部落孩子。

2012年4-6月
IKEA愛心送餐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與本
會合作發行限量1,000套，由

英華達「助學急時 有愛扶持」

本會資助兒童計畫代言人張鈞

幫助台東、蘭嶼青年學子

甯、楊祐寧與兩位青少年共同

IKEA長期支持國內愛心送

創作的「2012公益悠遊卡紀念

餐行動，2012年6～8月，透過

版」，呼籲大眾關懷國內弱勢

全台門市設置捐款箱及DM，

青少年生命發展，凡民眾於本

並邀請民眾至本會官網線上捐

會網站捐款「投資豐盛生命―

款，共計募得5,101,241元。

悠遊885」達885元以上，即可
獲贈公益悠遊卡一套。透過記

原住星希望「阿奈的好朋友」
統一星巴克與台灣世界展望會
攜手助學

者會現場捐款、藝人親筆簽名
英華達關懷國內貧童教
育，2012年第四屆「助學急

手稿拍賣、線上捐款，共募得
1,305,382元。

時 有愛扶持」活動，共募集約
800萬元，幫助台東蘭嶼地區

Visa前進未來 小學生贊助計畫

超過1,000名高中、大專弱勢家
庭學子順利升學。
EDWIN「鑀德恩愛世界」
慈善義賣活動
達步施企業捐出旗下品
牌 E DW I N 與 無 敵 鐵 金 剛 、 大
同寶寶、凱西之聯名商品於
「原住星希望」活動已邁

Visa台灣捐贈南彰、阿里

入第14年，2012年以「阿奈

山地區100位小學生兩學期助

的好朋友」為主題發行原聲

學金，共計60萬元，並於8月1

專輯、筆記本等義賣品，並

日舉辦捐贈儀式，Visa台灣區

於5～6月在北中南星巴克門

總經理麻少華亦出席勉勵孩童

市各舉辦一場「阿奈的好朋友

向學，並與現場孩子共同製作

音樂會」，邀請專輯製作人王

當地特殊蚵藝手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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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得民眾愛心捐款40,53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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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界展望會董事會董事暨監察人（2011/10~2012/09）
董事長 / 龔天行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 伊慶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董

事 / 余漢儀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董

事 / 林思伶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教授

董

事 / 周聯華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董事長

董

事 / 徐光宇

台灣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 黃台芬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董

事 / 童春發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董

事 / 曾建次

天主教花蓮教區輔理主教

董

事 / 鄒開蓮

雅虎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董

事 / 戴克声

國際世界展望會夥伴關係資深顧問

監察人 / 徐顯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中心教授

監察人 / 黃文宏

恆諾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監察人 / 黃敏靈

迦美神經內科及預防醫學診所院長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我們對每一個兒童的展望是他們獲得豐盛的生命；
我們心中的禱告是我們要有意志去完成這一展望。
世界展望會〈展望宣言〉

各區聯絡電話
台北 02-2591-7552

桃園 03-491-9095

新竹 03-562-8155

台中 04-2375-1262

彰化 04-839-6847

嘉義 05-231-0379

台南 06-221-5800

高雄 07-722-3608

屏東 08-737-0483

宜蘭 03-954-4160

花蓮 03-823-6868

台東 089-34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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