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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

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
息。」（《聖經》〈出埃及記〉33:14）關懷、服
務脆弱受壓迫的兒童與家庭並非易路，然而上帝親
自保守、看顧，賜下如您一般的天使支持我們，一
同為世界上最弱勢的兒童帶來盼望，領他們遇見生
命的轉機。
謝謝您的支持，成就許多兒童轉向更美好的
生命，綻放天真笑靨。期待未來繼續與您同行，走
在這條雖然艱難但恩典滿載又價值非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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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兒童都是上帝的孩子
2016 年 11 月，我前往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參與三年一度的國際世界展望會全球大會。
按照往例，大會中頒發以世界展望會創辦人鮑伯．皮爾斯（Bob Pierce）為名的人道貢獻獎項，
給予在人道關懷工作有卓越貢獻的特殊人士；而此次獲獎的保羅（Paulo Uchôa）來自巴西福塔
雷薩（Fortaleza）地區，他的故事讓我深受感動。
福塔雷薩素有「暴力之城」惡名，幫派問題、毒品氾濫，讓此地有著全巴西最高的青少年
兇殺率，甚至許多當地人認為，青少年橫死街頭有助於提升都市安全。20 年前，保羅開始與當
地教會合作，推動「上帝的孩子（Children of God）」計畫，一個、一個地帶領迷途青少年重返
學校、認識文化，學習愛與尊重自己的家庭、社區，接觸運動、藝術等正當活動，逐步遠離與
犯罪為伍的生活。
每年，都有 250 名青少年因為這個計畫重回人生正軌。當地青少年就學率，由過去的 30％
成長為超過 70％；許多人進入大學就讀，畢業後成為「上帝的孩子」計畫志工，一起為建造社
區和平與發展而努力。保羅常說：「即使這些青少年被社會拋棄，他們依然是上帝所深愛的孩
子。」因為堅持，他和他的團隊在險惡的貧民窟中排除萬難，對一個個青少年伸出關懷接納的
雙手，最終幫助他們成功掙脫桎梏。
而這也是台灣世界展望會服務工作的精神，看見需求、克服挑戰，和最弱勢邊緣的家庭與
兒童，攜手創造發展與轉變的希望。我們除了致力幫助貧困家庭發展經濟，更重要的是藉由潛
移默化的生命教育，為孩子們建立愛人、自信、自立的價值觀，為國家、為世界種下希望的種子。
2017 年，世界展望會將與聯合國及五個國際大型人道服務機構合作，投入「終止兒童受暴
（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全球行動。我們將聚焦在國內外、各洲區兒童所面臨的不同
暴力議題，如童婚、童工、不當管教、人口販運等，以預防 / 發展型方案及保護 / 修復型服務，
階段性協助孩子們遠離各種形式的暴力傷害。
因為我們看見，世界上每 5 分鐘，就有 1 名兒童由於暴力致死；而我們相信，所有孩子，
都有權利免於暴力的威脅。感謝您長期對我們的支持，也盼望您繼續和我們一起，幫助每一個
上帝所深愛的孩子平安長大、獲得豐盛的生命。

台灣世界展望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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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分享

一路同行，
用生命影響生命
我於今年一月就任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過往經歷多在公職與工程法律領域，接任會長一
職著實是上帝的帶領。
去年九月在尋求下一份職務時，我在禱告中領受三個啟示：第一個啟示，是要進入一間與
上帝有連結的服務機構。第二是要有異象，世界展望會英文名字 World Vision 的「vision」就是
異象；對我而言即為順服和委身在上帝的帶領中。第三個啟示，是要尊重不同的意見與想法；
展望會的工作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所以需要耐心溝通協調。這些從上帝而來的原則，成為我擔
任會長時的寶貴提醒。
一月時，我在台灣中部原鄉及濱海地區實地了解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服務工作，更確切看見
各位的捐款如何透過展望會的服務工作轉變生命。在那裡，我看見獨力撫養孫子的老奶奶、靠
著串蚵殼維持全家生計的新住民母親，以及獨自照顧四、五名孩子的年輕媽媽；無論是年邁的
祖父母或是媽媽們，他們都很努力、拚命地想讓孩子過好生活，而在現實環境不容許時，提供
給孩子的資助即十分重要。
藉由與受助家庭的互動，我也發現展望會社工和所服務的孩子及家庭、甚至是同社區的居
民，都維繫著極為熟稔的關係。因為我們所做不僅是經濟上的支持，更是長期的陪伴。一位社
工對我說，他們的工作就是「生命陪伴生命，生命服務生命」，這的確是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服
務工作：一種生命的影響。透過資助人與社工的關懷投入，陪伴弱勢兒童成長，讓他們的生命
得到轉變，也讓這些孩子的生命得以影響其他更多的生命。如此環環相扣的正向影響，令人動
容！
感謝過去一年與我們攜手同行的資助人、捐款人及企業、學校、教會等合作夥伴，您們的
愛心澆灌，已使國內外弱勢兒童的生命開始成長茁壯；孩子的家庭與社區，更因著您的關懷，
改善原本貧窮的環境，有了自立發展的契機。然而，要使每一位兒童獲得豐盛的生命是一份龐
大的工作，我們需要世界上每一個人挺身而出、同心協力才可完成。期盼有更多民眾認同台灣
世界展望會的服務工作，透過資助與捐款，陪伴世界上每一位需要的兒童，使他們的生命結出
美好、燦爛的果實。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會長

會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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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

2016 會計年度，國內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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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50,100 位兒童生命得著改變……

我們渴望讓每一位兒童，享有豐盛的生命。台灣世界展望會在國內的
服務範圍遍及台灣偏鄉、濱海、離島與都會地區。透過各界民眾的愛心捐
款支持，2016 年我們持續以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方法介入，並秉持「兒少為
焦點、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模式，推動五大工作計畫：「教
育支持」、「健康維護」、「全人與社區發展」、「家庭促進」、「兒少
保護」，以健全兒童與少年之身心發展。我們尤其關顧處於貧困景況的兒
童、少年及其家庭，期盼藉由提供適切的服務達到最終目標：讓兒少在家
庭與社區中獲得成長與發展的機會，並進而促進其權益與福祉的提升。

2016 年度國內事工經費分析表

2.0 % 0.6 %
3.8 %

6.6 %

資助兒童計畫
1,045,322,897 元
政府方案款
281,105,272 元

18.4 %

合計支出：

1,524,122,178 元
單位：新台幣 / 元

發展型計畫
57,486,482 元
緊急救援計畫
100,651,238 元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30,316,679 元

68.6 %

實物捐贈計畫
9,239,610 元

資料提供：財務處
國內服務
統計期間：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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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據點
■ 6 個辦事處

●基隆

●▲ 55 個服務據點（含工作站）

★總會

10 個專案服務中心

板橋●

■北區辦事處
●台北

專案服務中心

●桃園

．113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西區辦事處■

●復興

●新竹

．台北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新店

●竹東
五尖

●宜蘭

．展望家園
．台北市大同親子館

●苗栗

．台北市兒少服務中心

●苗濱

．新北市兒少服務中心
●豐原

．復興兒少服務中心

●秀林

●和平

●中濱

．竹東兒少服務中心

■中區辦事處

●台中/台中都家
●霧社
●北彰
●南彰
●埔里
●南投

．苗濱兒少服務中心
．台中兒少服務中心

■東區辦事處
●花蓮
●壽豐
●萬榮
●光復

●水里
●雲林
●信義
●澎湖

●雲濱

■彰雲嘉辦事處
●嘉義

●阿里山
●玉里

●嘉濱
●那瑪夏
●新營
▲七美

●成功

▲桃源

●佳里

●關山

●六龜
●旗山

●台南
台南社區關懷中心

●岡山

●台東

●禮納里
●長治百合
●屏東

南區辦事處■
●高雄
高雄社區關懷中心
●屏南

●金崙

●蘭嶼
●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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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教育支持
26 萬 6,778 人次受益，投入 7 億 3,386 萬 5,475 元。
教育與貧窮環環相扣，弱勢家庭的家長因貧

小明（化名）的媽媽每天清晨從鶯歌騎車至

窮無法投資孩子的教育，也容易因為奔忙生計而

板橋的報社拿報紙，再趕在上班時間前挨家挨戶

無力或無暇關顧孩子的學習，導致兒童學習意願

地送達訂戶。她獨自撐起一個家，即使熬過了寒

或學業表現低落。

冬時騎車刺骨的冷風，卻還是經常為了負擔五名

然而，教育也是脫貧的主要途徑。為使每一
位兒童不因經濟弱勢而無法享有平等受教權，台
灣世界展望會提供教育扶助金、營養扶助金、生
活扶助金、學生中心、課業輔導、課後照顧、學
前預備和大專生教育促進扶助等方案，減輕經濟
弱勢家庭的生活重擔，補充課業學習的資源，並
增進學齡前兒童心智發展所需的活動與營養，進
而穩定兒少就學和保障教育權益。

孩子的生活費和學費而傷透腦筋。孩子在課業上
需要幫助時，學歷不高的她也總心有餘而力不足。
還好，小明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加入了課後
照顧與課後輔導班，減少媽媽負擔校內課輔或補
習班的額外經濟壓力，也讓小明在學習進度上獲
得很大的幫助。參加課輔班除了讓學業能有穩定
表現，還有機會參加游泳班、才藝班等等，能學
習新的事物，都讓小明好開心！這些課程彌補了
弱勢家庭教育資源缺乏的遺憾，也讓孩子學習的
權利不受剝奪。
回想數年前，小學開學的那一天，一年級的
小明驕傲地穿上制服、背起書包，開心上學去。
現在小明四年級了，依然很喜歡上學。因為明白
媽媽肩負家中經濟壓力的辛苦，他特別努力認真，
珍惜念書的機會，也積極參與各種活動。他渴望
累積知識，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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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維護
12 萬 7,348 人次受益，投入 2,453 萬 2,948 元。
對於展望會服務的經濟弱勢家庭而言，貧窮

小光（化名）生下不久後，媽媽就離開了，

對孩子的健康有著直接影響。而無法獲得足夠或

因此他由爺爺、奶奶和爸爸帶大。他小學四年級

均衡營養的兒童，不僅面臨生理發展損害，更連

時，爸爸在一場車禍中離開人世，幾個月後，奶

帶影響學習動機與能力、心理與認知發展的不健

奶也因病辭世，留下小光和爺爺相依為命。

全，甚至可能影響孩童個體的整體成長。
再者，貧窮與疾病總是如影隨形，因貧窮而
生的營養不良與疾病是威脅孩子生命及阻礙成長
的一大危機。為保障兒少獲得基本的營養照顧，
維護健康權、改善環境衛生和疾病預防知能，台
灣世界展望會提供經濟弱勢兒童健保補助、醫療
補助、營養補充及衛生教育等服務方案，降低兒
少健康風險，並保障其家庭發生意外事故時，不
致即刻陷入生活困境。

小光越大越懂事，不僅分擔家事，也會準備
簡單的餐食，是爺爺的好幫手，祖孫兩人感情特
別好。兩年前，爺爺患輕度中風，健康狀況日益
不佳，現多臥居在床，家中經濟負擔也越來越重。
展望會經了解後，除提供經濟支持，也為目前就
讀國三的小光提供兒童送餐服務，讓他每天都能
享用營養早餐。
他生性內向，卻仍鼓起勇氣對社工員表示，
營養早餐給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力量；讓他能夠沒
有後顧之憂地到早餐店，選取自己想吃的早餐，
吃的更飽足，也因此有充足體力上學。簡簡單單
的一份早餐，對正值發育期的小光來說，就是那
在逆境中讓人足以繼續堅強、勇敢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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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全人與社區發展
10 萬 6,101 人次受益，投入 2,478 萬 4,921 元。
兒童不該受到差別待遇，也沒有人能剝奪他

小珮（化名）今年 12 歲，父母離異後就由奶

們的發展權益，但由於資源分配不均，處於脆弱

奶帶大，並由年邁的奶奶一人照顧她和三位手足；

景況的貧困孩童，因為家庭的經濟及照顧失能而

因為家中經濟困頓，小珮自小學二年級開始成為

缺乏文化刺激和多面向的發展，以及探索天賦的

展望會的資助童。教育扶助金減輕了奶奶供給學

機會。甚至有些孩子須在課餘時間替代親職或投

費的負荷，小珮也從那時加入台灣兒童合唱團，

入體力性勞動工作以協助家計，他們看不見未來
的路，放棄了夢想和希望。
台灣世界展望會盼能挪走這些孩子生命中的
發展限制，使每個孩子均能享有發展與社會參與
的權利，因此辦理綜合／才藝學習、生涯發展與
培力、兒少關懷服務中心、兒童文化隊、台灣兒
童合唱團等多元方案活動，啟發兒少潛能、培育

找到發揮天賦的空間。
平時個性較為膽怯、話不多的小珮，參加合
唱團時卻能放膽高聲歌唱，而且越唱越喜歡。不
過，一年前的某一天，小珮練唱時，爸爸喝醉，
突然到音樂教室強行帶走她，不讓她練習！在班
導師和奶奶與爸爸溝通後，小珮才漸漸穩定地到

專長，並在健康與安全的環境中，充實休閒生活

校練唱。如今，小珮的爸爸越來越喜歡聽小珮唱

和生涯規劃的知能。

歌，甚至還會到校看她練習，給小珮很大的鼓勵。
奶奶則最愛聽小珮演唱太魯閣族的歌謠，只要學
校有演出，一定出席觀賞！
老師說，小珮在合唱團中表現優異，是第一
部高音的台柱，對整個團隊的影響很大！參與台
灣兒童合唱團，不但讓小珮能安心唱歌、發揮天
份，更因此拉近爸爸和她的距離，改變了兩人間
的父女關係。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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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促進
4 萬 9,011 人次受益，投入 3,414 萬 4,823 元。
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基礎來自於溫馨

小凱（化名）今年十歲，兩年前爸爸工作時發生

與功能具備的家庭，而經濟弱勢往往伴隨著

意外，導致左腳受傷，不再能從事勞力工作，行走也

親職角色缺位、照顧功能不彰及家庭資源匱

不方便。奶奶為了幫忙照顧小凱和妹妹，也到小吃店

乏等生活風險，使得家庭的安全、經濟與保

打工，貼補家計。爸爸腳受傷後努力復健，但因遲遲

護功能處於高度不穩定的危機中，連帶衝擊

未能恢復到傷前的狀態，心情大受打擊，進而影響到

兒少的基本需求與身心靈發展。
台灣世界展望會提供家庭支持性服務，
透過積極輔導特殊景況兒童與家庭、提供急
難救助等實質的經濟支持，緩解家庭遭逢的
困頓壓力；並透過持續性的社工專業訪視與
服務方案，包括家庭教育、家庭支持照顧和
親子共學等活動，提升親職功能、凝聚家庭
情感、增強家庭功能和穩固家庭內、外部資
源，促使兒童及少年得以在健康安全的生活
環境中穩定成長。

和家人的關係，氣氛緊張。
展望會的社工了解小凱家中狀況後，持續給予關
心，並安排小凱兄妹參加會內舉辦的綜合才藝、衛生
教育、親子活動等等。遇到點心 DIY 活動時，奶奶還
會跟著兩兄妹一齊參與，但爸爸總是態度冷淡，有機
會親子出遊時，也以腳傷為由而拒絕參加，在社工員
不斷鼓勵後才勉為其難地答應。
在親子出遊的親職課程中，爸爸聽到講者分享：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即便是小孩也應該受到基本
的尊重與呵護，更不是家長或長輩的出氣筒，吵鬧氣
氛中成長的孩子容易缺乏安全感或影響心理健全，而
在快樂氛圍中長大的孩子比較容易充滿自信心。
自從爸爸上了課、跟著兩兄妹出遊後，慢慢改變
火爆的說話方式，也逐漸和家人營造出良性互動；奶
奶因爸爸負面情緒而來的壓力減少了，小凱和妹妹的
笑容也變多了。此外，小凱參與家庭教育活動時的態
度和表現，比過去更積極有自信，也有勇氣試著挑戰
困難。

10

國內服務工作

兒少保護
3,772 人次受益，投入 402 萬 6,895 元。
兒少保護工作為本會長期以來戮力倡導並提

小新（化名）兩歲時父母離異，由媽媽獨自

供相關服務之重點工作，本會為降低兒少受到疏

扶養她長大，然而環境彷彿從未停止對她們的考

忽及暴力的風險，並強化兒少學習自我保護與求

驗。小新的媽媽在 2010 年罹患皮膚癌，所幸經過

助的觀念與方式，針對本會所服務的弱勢兒童及

一連串的療程，病情獲得控制。即使長時間的病

少年，提供兒少保護教育宣導方案活動；並針對

痛使得身體虛弱，為了生活媽媽還是得外出工作；

有居住風險之家庭，進行居家修繕提升家庭的居
住安全，減少兒少於生活照顧上可能的疏忽情境
與居住風險，使兒童及少年學習自我保護與尊重
他人生命安全。
同時，各中心執行各項方案活動之際，併同
辦理 356 場「兒少保護」宣導講座，教導兒少與
家庭成員兒保的正確觀念、知識與法令，2016 年
度共計 17,153 人次受益。

目前媽媽在餐廳洗碗，收入微薄。
媽媽為了配合工作，有時必須加班到夜晚，
留下 16 歲亭亭玉立的小新獨自在家，令她十分掛
心。因為經濟狀況不許可小新和媽媽換到更安全
的居住環境，只好針對目前居所提升居住安全的
正確認知，因此，展望會社工邀請小新參與「兒
童保護教育宣導」。小珮說，透過課程，她學習
到注意門鎖的安全，還有在門外放置男生衣物和
鞋子的好方法。
另外在火災安全宣導的課程中，她學到火災
時不慌亂才能冷靜分析當下的火災情況，並正確
判斷自救的方法。她表示：「回家會和媽媽分享
寶貴的資訊，提高自身安全，保護自己。即使一
人在家，也可以減少害怕，媽媽更能安心在外工
作。」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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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政府合作方案
為保護國內兒少安全成長、免於暴力與恐懼，台灣世界展望會運用
多年專業經驗，並整合資源與政府合作，建立健全的保護網，保障
每位兒少獲得豐盛並安全的生命。

計畫類型／

計畫類型／

教育促進

全人與社區發展

主要服務方案／

主要服務方案／

◆臺北市大同親子館

◆花蓮縣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花蓮縣弱勢青少年職涯準備計畫
◆花蓮縣藥物濫用兒少預防輔導方案

受益人次

受益人次

92,822

14,365

計畫類型／

計畫類型／

家庭發展與社區培力

兒少保護

主要服務方案／

主要服務方案／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
◆高雄單親家庭關懷服務站

◆ 113 保護專線接線服務
◆家外安置服務
◆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
◆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處遇

受益人次

受益人次

30,493

191,831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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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511 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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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Protection

113 保護專線接線服務
台灣世界展望會承接衛福部所委託的 113 保

能在寄養家庭中穩定生活，以作為結束安置後返

護專線，提供有關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

家或自立生活的基礎。2016 會計年度，每月平均有

侵害案件之諮詢與通報。2016 年度有效諮詢電話

352 名兒童暨少年獲得適切的照顧；全年關懷訪

量為 178,410 通，其中，家庭暴力及兒少保護事

視與方案活動受益人次則為 4,378 人次。

件通報案計有 26,107 件，並以「兒少保護」案件
最高，計通報 10,025 件，占所有通報案件數之
38.4%；「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次之，計通
報 9,928 件，占 38%。

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處遇
為幫助受虐或被疏忽的兒童及少年獲得應有
的照顧，並在穩定環境中健全身心發展且避免再
次受暴，展望會於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
雄市、屏東縣、花蓮縣六縣市執行兒童與少年保
護家庭輔導處遇計畫。並針對個案家庭的需求，
提供情緒支持、親職教育、陪同服務、家務及托
育服務等支持性、補充性、替代性的服務，使兒
少危險因子降低，避免遭受傷害或不當照顧，以
增進兒童權利並改善家庭功能。2016 年共服務
332 個家庭、507 名兒童暨少年，訪視服務及各類
方案活動也使共 6,554 人次受益。

家外安置服務
為協助遭遇家庭變故、暫時無法居住在原生

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
關懷輔導處遇服務

家庭的兒童及少年，展望會在基隆市、台北市、

為積極預防兒童疏忽或虐待之情事發生，展

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共七

望會積極投入全台 18 縣市辦理兒童及少年高風險

個縣市，承接一般寄養安置、親屬照顧、短期性

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2016 會計年度每月平

機構照顧（展望家園）等替代性照顧服務。更藉

均服務 1,373 戶家庭，2,489 名兒少，全年度面談、

由寄養家庭的招募、訓練、支持及輔導服務等，

訪視 33,762 人次。同時針對個案家庭的需求，提

穩固並提升寄養家庭照顧品質；同時辦理寄養兒

供包括就學及課業輔導、經濟及物資補助、家務

少培力團體、個案研討、年度評估等，協助個案

及托育服務、親職活動等，計 39,496 人次受益，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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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Protection

期望藉此減緩家庭的危機壓力，恢復正常的家庭

障礙者家庭、原住民家庭、外籍配偶家庭、受刑

功能。

人家庭、失業家庭及經濟弱勢家庭等。
2016 年在澎湖縣、台東縣和南投縣三個縣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市、四個據點提供弱勢家庭兒童少年社區照顧服

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投入原鄉工作，於全台

務。2016 會計年度合計服務 152 戶家庭、223 名

設置 13 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做為服務據點。

兒童與少年、提供訪視服務及方案活動計有 4,783

主要服務針對原住民家庭、婦女、兒童、青少年

人次受益。

及特殊需求人口等，提供諮詢、個案服務、轉介
及通報、資源媒合、辦理權益宣導、教育講座、

青少年發展

團體、社區方案、志工組訓等，以改善及強化原

為提供青少年健康的休閒和安全的活動場

住民家庭功能。2016 會計年度共服務 594 戶家庭、

所，台灣世界展望會在花蓮縣辦理青少年福利服

提供訪視及方案活動受益 23,013 人次。

務中心、於新竹縣辦理青少年館，且持續推廣支
持性福利服務。透過各項活動和社工主動發掘有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
展望會照顧並輔

此外，花蓮縣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追蹤輔導

之弱勢家庭及其子

中輟、逃家及行為偏差之學生，並提供弱勢青少

女，提供支持性、補

年職涯準備計畫，幫助青少年瞭解自我，協助其

充性及學習性的服

定位方向，藉此重新塑造青少年自信心、團隊精

務，使兒童、少年獲

神及溝通能力。2016 會計年度共服務 14,365 人次

得妥善照顧。其中，

的青少年。

庭、單親家庭、身心

國內服務工作

個別化專業服務介入。

導經縣市委託、轉介

服務對象包括隔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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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需求之青少年，進行需求評估及提供適切地

生計發展
透過經濟發展服務，台灣世界展望會改善家
庭的生計功能，使弱勢兒童能在成長過程中獲得
更多家庭支持，並破除貧窮造成的負面循環。我
們秉持著「扶持及陪伴服務家庭且尊重其個人意
願」的觀念，透過嚴謹評估及規劃，設計出讓家
長都有機會自力營生的培力輔導內容；並透過夥
伴合作機制，連結企業或地方資源共同建構「社

後來，阿傳加入展望會培力的「有機蔬菜產

會與經濟」雙專業的服務，共同創造弱勢家庭、

銷班」，讓他能夠在彈性時間內，學習栽種知識

企業、社會三贏的運作模式。

並獲得合作訂單的機會。另外，教育訓練及田區
巡迴輔導，還有農民間的經驗交流、農事協助與

灌溉出充滿希望的有機蔬果
阿傳（化名）一家五口居住在阿里山鄉最南

專業老師的檢視建議，都讓他更了解土地的問題
及改善方式，進而提升栽種技術及產量。

的村落－茶山部落，過去他以打臨工為生，生活

輔導期間，資料分析出農民收入受影響是因

拮据。前兩年，因為租約到期，他回收了自己的

為作物產量無法達到訂單量，因此專案以各田區

農地，驚覺過去別人耕種時農藥噴灑與施肥的頻

的產量提升為輔導主軸，與農民們一同找出田區

率相當高，為了減少蔬果上農藥殘留的現象，他

管理的運作方式。阿傳學到如何透過生產排程的

決定投入有機農作物栽種，期盼分享健康飲食給

管理規劃，找到適合田區生產的年度循環，並調

更多人。

整乾旱期及雨季分別適合栽種的品項，以契作

由於過去租地的人使用農藥和化肥的栽種

方式和銷售端接軌。

方式，嚴重影響土質的排水性，導致阿傳一開始

現在，阿傳的太太辭去了原有的工作，兩人

投入農耕時，蔬果沒有收成，造成極大的損失。

一起打拼，分工處理農作，經常一塊兒討論栽種

而他為了照顧每周得下山洗腎三天的妻子，沒有

品項、方法、田區生產管理以及合作的通路等等，

足夠的時間投入農地或與部落組織合作、接受新

雖然辛苦，卻成就感十足。家中收入因此有了改

知。

善，阿傳的臉上也綻放出自信笑容！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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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緊急救援

○重大傷病 ○緊急意外
○家庭變故 ○突發狀況

台灣世界展望會在陪伴與訪視的服務中，看見許
多家庭因主要照顧者罹患重大傷病或面臨家庭變故，

醫療補助

服務

抑或發生意外等突發事件，致使窮困家庭的生活雪上
加霜。展望會依據家庭需求提供醫療補助、急難救助
和特殊景況家庭扶助金補助，解決家庭緊迫的經濟需

特殊景況兒童與
家庭積極輔導

3,347 人次
服務

29,319 人次

求。並透過專業社工的持續關懷與服務，扶持家庭走
過幽谷，同時連結社會資源，使兒少獲得妥適的照顧

急難救助

服務

及保護，進而減緩衍生的社會問題。
2016 會計年度共計提供 3 萬 4,679 人次服務工作，
投入 3,085 萬 1,355 元。此外，為提供面臨經濟與生活

諮詢與服務介入

困境之民眾可及性的求助管道，本會亦有電子信箱和
弱勢專線服務，2016 年度共接獲與提供 179 人次的諮
詢與服務介入。

合計

2,013 人次
服務

179 人次

34,858 人次

天災緊急救援
2016 年度國內重大緊急救援服務
天災

服務家庭受災情形與台
灣世界展望會服務工作

日期
▲
▲
▲▲

台南大地震

2016 年 02 月 06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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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戶房屋倒塌無法居住，
提供家庭急難救助金。
41 戶房屋受損家庭，
提供弱勢家庭慰問金。
1 戶提供為期一年的租屋補助。
針對家庭親子暨青少年辦理活動
紓解壓力、建立家庭關係，共計
1,166 人次。
執行青少年發展方案，共計服務
262 人次。
防備災教育宣導，共計服務 157
人次。

災後服務回應（新台幣）

11,561,244 元

▲▲ ▲ ▲

9 戶房屋全毀。
134 戶半毀。
35 戶家具需重新換購。
建立兒童關懷中心，關顧兒
童需要。

強烈颱風莫蘭蒂

2016 年 09 月 14 日

▲▲ ▲▲

6 戶房屋全毀 。
36 戶半毀。
9 戶家具需重新換購。
提供 23 戶災害救助補助金。

中度颱風梅姬

2016 年 09 月 27 日

▲

27 戶房屋毀損。

強烈颱風尼伯特 2016 年 07 月 08 日

重建家園不孤單，尼伯特強颱之後

4,043,906 元

1,154,354 元

362,000 元

頂殘破不堪，更讓小琳的家一夕之間體無完膚。

小琳（化名）全家與外公、外婆住在台東沿

那天晚上，小琳一家人躲在屋內不知該如何是好，

海的部落，所居住的房舍是外公三十年前用木頭

所幸房屋的磚牆尚能抵擋強風，一家人便穿著雨

與鐵皮搭建而成的，小琳的家位在山坡上，恰好

衣勉強窩在屋內較為安全的角落。聽著風聲呼呼

面對迎風面。因此，颱風來臨前，外公總是必須

作響渡過一晚，直到隔日早上風勢稍減，才能趕

在屋頂的鐵皮上壓石頭、綁鐵絲，希望透過簡易

緊向外界求援並撤離到收容所避災。

的防颱措施撐過每個來襲的颱風。

展望會社工員探訪小琳一家時發現，屋內多

沒想到，2016 年七月的尼伯特颱風來勢洶

數家具因無屋頂遮蔽已被強風吹毀，無法繼續使

洶，夾帶 17 級強陣風，導致能遮風避雨的鐵皮屋

用，加上屋舍主結構因強風受損，急需修補才可
繼續居住。經社工員評估後，除提供房屋修繕補
助六萬元以修繕屋頂，更給予小琳一家棉被、枕
頭以及各項民生必需生活用品，滿足他們的基本
生活需求。同時，社工員也協助一家人申請政府
災後補助，以減輕面對災後重建的經濟負擔，讓
他們能盡速重建過往堅固的家。展望會即時的協
助讓一家人感到十分溫暖，社工長期的陪伴與關
懷，也讓他們在艱苦之中有所支持，得以帶著勇
氣持續往前。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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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2016 年生命轉變的希望

國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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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服務

4 大洲區

37

個國家

94

個社區發展計畫

250,216

位兒童

3,717,088

位社區居民

邁向脫貧與自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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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展望會的長期發展工作模式，因應全球

們也執行為期三至五年的短、中程非資助型發展

快速且急遽改變的需求，逐漸由過去以社區為本

方案，盼讓更多孩子有機會轉變生命。此外，展

的區域性方案解決模式，轉型為較大型、國家層

望會也整合倡導於服務工作之中，充權貧困社區、

級之多邊領域技術性計畫，同時輔以倡導工作，

讓兒童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並影響受助國政府有

並配合聯合國的全球性活動，期能有效地從更高

意願使用更多的資源來提升教育與醫療的服務及

層次的結構與政策面解決貧窮的根源與現象。

品質。透過各項倡導工作，期能更徹底並永續地

台灣世界展望會國外服務的工作策略是與夥

解決社區貧窮問題。

伴們密切合作並有效連結資源，以整合多邊領域

有鑑於世界展望會之服務範圍遍及全球，各

的方式，執行健康與營養、水資源衛生、教育、

洲區擁有不同國情、文化與需求，我們致力與受

兒保倡導、生計與韌力等技術領域方案。

助國夥伴一同規劃，因地制宜設計出適合國情與

同時，本會採用多年來累積的實務經驗及經

該社區的方案。

驗證的有效工作模式，回應並解決與貧窮及脆弱

各洲區因不同需求比例在各個工作領域上所

相關的議題，例如：母嬰健康、水資源、兒童人權、

投入的資源有所不同，其中教育為各洲區中特別

教育、生計與提升韌力、出生證明、童工、童婚、

看重的議題，而生計與韌力也是亞洲、非洲、中

青少年懷孕、人口販運、環保、社區防減災等等。

東／東歐聚焦的重點之一。

為補強社區發展計畫中未涵蓋到的需求，我

2016 年 各洲區五大服務領域 資源分配圖
■亞洲

■非洲

■拉丁美洲

■中東 / 中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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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及衛生

教育

兒保倡導

生計與韌力

2016 年度國外五大服務領域總體資源分配比

生計與韌力

健康與營養

22%

20%
水資源及
衛生

兒保倡導

20%

13%
教育

25%
2016 年度國外事工經費分析表

資助兒童計畫
1,527,898,732 元

1.2% 4.0%
5.1%

緊急救援計畫
390,337,144 元

合計支出：

2,138,592,849 元
18.3%

單位：新台幣 / 元

71.4 %

發展型計畫
108,678,466 元
實物捐贈計畫
86,126,111 元
國外事工間接成本
25,552,396 元

資料提供：財務處
統計期間：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國 外 服務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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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營養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資料顯示，全球每年有 730 萬名 18 歲以下的少女
生產，其中 200 萬是 14 歲以下的女孩。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女性出生時就體
重過輕，導致不可逆的終身發育不良，而發育不良的懷孕少女亦較有可能產
下體重不足的孩子，形成代代相傳的惡性循環。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每年約有 270 萬名兒童因營養不良喪命，約佔所

Asia

有兒童死亡人數的 45%。世界展望會在服務過程中發現，針對嬰兒及幼童給
予妥善的營養餵食（特別是在兩歲以前），可以降低兒童罹患疾病與死亡的

亞洲

比率，亦可降低慢性疾病的風險，及促進兒童未來能有良好的發育。

今年 19 歲的芮塔．瑪加（Rita Magar）住在

輕，對懷孕與照顧家庭的責任還很無知。」

尼泊爾的東烏代普爾計畫區，她在 17 歲時產下女

展望會在社區執行母嬰健康與營養的方案

兒拉繽．瑪加（Rabin Magar）。由於未成年懷孕，

後，芮塔也加入學習各種課程，包括：育兒知識、

加上不懂得懷孕時母體營養與健康的注意事項，

健康與衛生、使用當地食材烹調營養的食物等等。

拉繽出生時只有 900 公克重。

課程中她學會定期為女兒量體重以監測孩子的成

芮塔說：「我在家中產下拉繽，出生時她實
在是太輕了！當時並不指望她存活。我當時太年

長狀況，也才恍然大悟原來當時九個月大、只有
三公斤重的拉繽有營養不良的問題。

母嬰健康與營養的方案
救了我的孩子！

~ 芮塔．瑪加

工作人員建議芮塔規律地帶拉繽到營養復健
中心接受治療，但芮塔只有一個人在家，不能常
常離家，因此計畫區工作人員提供她三個月份的
營養強化食物、雞蛋及牛奶給拉繽。另一方面，
芮塔也十分用心地遵照課程所學為拉繽預備營養
餐點，使得如今 23 個月大的拉繽，體重增加至
13 公斤。
芮塔開心地說：「我太感激展望會了，我從
母嬰健康與營養的方案學會很多的知識，特別在
營養餵食方面，母嬰健康與營養的方案救了我的
孩子！」

22

國外 服務工作

水資源暨衛生
水與人體健康息息相關，因此水資源暨衛生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兒童是否能活過
五歲，是極重要的關鍵。世界衛生組織指出，2015 年全球有 590 萬個五歲以下兒童
死亡，因腹瀉而死亡之人口占 9%。幾乎每天有超過 1,400 位兒童因為飲用受污染的
水或因衛生環境不良而引起的腹瀉喪命。
此外，全球有 24 億人無法擁有具備沖水、化糞功能及衛生下水系統的廁所或茅
坑。而不安全的水源、缺乏廁所、缺少良好的衛生習慣都是造成腹瀉的主要原因。
由於開發中國家在水資源暨衛生的需求龐大，建置衛生硬體設施與衛生教育之宣導
更為當務之急。
台灣世界展望會在非洲、亞洲及中南美洲的計畫區皆有進行水資源暨衛生工作，

Africa

除協助社區興建供水設備及衛生設施外，著重於推動知識與行為改變之相關工作，
並與當地政府合作進行防疫宣導及衛生教育，傳遞水媒傳染病防治的正確資訊。

非洲

「社區領導全面衛生」為展望會在非洲國家普遍執行的方案模式，透過培力社
區保健員提升社區居民水資源暨衛生與健康方面的知識，並協助社區取得「零露天
排便」之認證，達成動員社區改善整體環境衛生的目標，並確保社區成員的健康。

現年 35 歲的愛葛奈許（Alganesh）是一位社區保健
員，她擔任衣索比亞米拉札特村（Milazat）中民貝雷杜
沙鎮（Menberekdusa）30 位社區保健員團體的副主席，
同時在社區網絡中主責四個家戶的訪視工作，定期了解
各個家庭成員的公共、個人衛生和各項健康狀況。
展望會在英德達（Enderta）計畫區中推動「社區領
導全面衛生」時，她的先生在家裡蓋了廁所。愛葛奈許
想起過去沒有廁所的時候，一家都在戶外排便，孩子們
常因感染疾病而受苦。
她分享：「以前在戶外排便總是擔心被看見，但現
在不僅外人，連我先生都不會看到了！」她很感謝世界
展望會與當地衛生站推動衛教工作，使社區成員的態度
與衛生習慣產生了轉變。她說：「現在我知道為什麼、
以及什麼時候需要洗手，例如上完廁所、打掃完、吃飯

現在我們可以安心地上廁所、
勤洗手，讓居家環境、食物與
水保持乾淨，孩子和家人也因
而更健康！
~ 愛葛奈許

前；大家都跟著我一起做。」愛葛奈許負責訪視的家戶
現在都有自己的廁所和洗手設備，每周訪視時，她也會
提供衛生與健康相關的衛教資訊給大家。
「現在我們可以安心地上廁所、勤洗手，讓居家環
境、食物與水保持乾淨，孩子和家人也因而更健康！」
愛葛奈許開心地說。

國 外 服務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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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教育，是基本人權，更是促成其他人權的基石。聯合國的資料指出，全球有
5,700 萬名學齡兒童並未就學；而在所有接受基礎教育的兒童當中，也有四分之一兒
童無法順利完成學業。若論及教育的品質和成果，全球約 2.5 億名 10 到 11 歲的學
齡兒童，無法正確閱讀和算數，其中包括就學兒童。
過去多以就學率和畢業率評估教育成效，然而有上學並不代表兒童具備基本閱
讀、理解與運算的能力。以柬埔寨為例，小學入學率及學業完成率分別高達 97% 與
90%，但兒童的學習成效卻不與其成正比，中學入學率降至 38%。柬埔寨世界展望
會的「實用識字能力調查工具」結果顯示僅 50% 的兒童有識字能力。而在發展落後
的國家中，介於 15 至 24 歲的男性和女性文盲比例，分別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和

Asia

三分之一。
台灣世界展望會在亞洲的服務工作相較於其他洲區，較注重對於兒童在不同階

亞洲

段的發展與教育。包含學齡前幼兒的發展、學齡兒童基礎教育的學習成效、以及青
少年的生命教育和技職訓練。
九歲的潘哈（Panha）來自柬埔寨，現正就讀

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學習如何拼字。她再也不因為

小學三年級。過去她在班上的成績落後，也因為

恐懼上學而翹課了！她的老師說：「真的無法相

總是背不起來高棉語的 33 個字母和母音，而對上

信潘哈現在能正確又快速地拼字、使用母音和子

學和老師產生懼怕，有時候甚至因此翹課。

音，以前她的學習速度慢，使用全面閱讀教具後，

現

她變聰明了。」

在，潘哈會讀、會寫高棉語的所有字母和母

音，也很喜歡上學，自信心大增！潘哈說：「我
很滿意我的成績，老師和父母都很開心，謝謝展

將來我想當醫生，
希望我的夢想成真！

望會提供全面閱讀教具給我的學校，將來我想當
醫生，希望我的夢想成真！」
這是執行「全面閱讀方案」後的美好果實，

~ 潘哈

潘哈使用展望會提供的「全面閱讀方案」教具，
世界展望會與國際夥伴合作推動「全面閱讀
方案」，並培力柬埔寨展望會的相關工作人員。
該方案使用平版電腦學習及各種閱讀學習工具，
提高學生練習的興趣和學習成效；同時鼓勵父母
向學校借教具幫助兒童在家學習，給予兒童支持
也拉近親子關係；並挑選高年級成績優秀的學生
擔任同儕小老師，輔導低年級成績落後的學生，
以及培訓校長、老師，策劃更有效的學習方法幫
助成績落後的學生，全面性地改善小學生的閱讀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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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益倡導
世界展望會致力於兒童權益倡導與保護工作，讓兒童權益得到應有的保障進而
使他們獲得豐盛生命。本會於貧困社區透過專業服務策略強化兒童保護，使兒童免
於被虐待、忽視、剝削及其他形式的暴力。
其中，取得出生登記便為展望會積極推動的基本兒童權利之一，每位兒童都應
該在出生時獲得出生證明。其重要性在於提供兒童合法的身分，讓兒童可以獲得如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就學、施打疫苗、免費醫療等服務，以及繼承遺產、受法律保護等權利。
全球約有 2.3 億名兒童沒有出生證明，往往源於雙親在不知道其重要性的情況下
而未取得、對政府系統的不信任、或是文化習俗上的考量。在拉丁美洲，約有 320
萬名五歲以下的兒童沒有出生證明，而在原住民、流動及貧窮人口當中，兒童持有

拉丁美洲暨
加勒比海

出生證明的比例更低。

尼加拉瓜瓜爾卡（Gualca）計畫區的潔西卡

展望會在當地推動的工作之一即為取得合法

（Jessica）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因為不曉得出生登

身分的倡議行動，透過與地方法院、衛生單位、

記的重要性，住家又離市區很遠，因此八歲的次

市政府及社區領袖的合作，讓偏遠鄉鎮的居民能

子尼克出生時沒有去登記。

更便捷的取得出生證明，並協助需要補發證明的

隨著尼克漸漸長大，他發現除了他以外，其

兒童順利跑完繁雜的行政流程。

他兄弟們都有出生證明，因此常認為自己是沒人

尼克很開心他終於有了出生證明，上面寫著

要的孩子而感到難過。當尼克的父母為他辦理登

他的姓名，也可以拿著這個證明去登記上學了。

記時，卻被告知要支付高額的律師費用，這對尼

包含尼克在內，展望會今年協助瓜爾卡計畫區共

克的父母而言是一筆極大的負擔，潔西卡因此尋

39 位兒童取得出生證明，讓他們能夠獲得更好的

求當地展望會的協助。

關顧，並享受他們應有的權利。

國 外 服務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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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計與韌力
目前全球極度貧窮人口雖已從 1999 年的 17 億降低至 2015 年的 8 億 3,600 萬（其
中半數為兒童），但隨著貧富差距拉大與資源的分配不均，窮人越趨弱勢，對婦女
與兒童影響更大。加上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帶來的洪災、乾旱等極端氣候，造成農
作物歉收與糧食短缺，重擊貧窮小農的生計。在在削弱貧困人民面對外在衝擊之應
變與恢復的能力。
綜觀中東／東歐地區，至今仍有 3,700 萬名兒童生活在貧窮之中，世界展望會
與社區一同努力以職業及農業訓練，改善弱勢家庭的環境及生計韌力以增加收入，
並讓孩子們獲得更好的健康照顧與教育。
其中，亞美尼亞多數家庭仍在生活上面臨艱鉅挑戰，約有 75.9% 的人民生活在
貧窮當中。弱勢家庭缺乏穩定的收入、居住環境不佳、缺乏資源及謀生能力，造成
他們深深的無助感且對未來失去盼望。因此，世界展望會在當地提供生計訓練，增
進貧困家庭的韌力並給予支持，幫助他們克服難關，同時保障兒童福祉。

The Middle East
and Eastern Europe

此外，展望會向國家政府倡導社會工作的重要性以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絡；
身為社福領域中的先驅，展望會也開始支持當地社會工作機構，透過漸進式的步驟
—由最初的物資援助、社會資源連結及轉介到技術培力，進而到創業輔導等服務方

中東／
東歐

案—協助最弱勢家庭逐步脫貧，看見生命轉機。
住在亞美尼亞嘉瓦（Gavar）計畫區的安慈希
可（Anzhik）獨自撫育三個孩子。她沒有屬於自己
的房子，也沒有穩定的收入，甚至有些時候她無
法給孩子足夠的食物。她也沒有朋友或支持者，
更因為擔心一離開家就會被已逝丈夫的家人趕走、
房屋遭佔取而不敢走遠。她感到無助、憂鬱，對
未來喪失信心。
在展望會社工持續地幫助及關心下，安慈希
可終於取得房屋的所有權，正式擁有丈夫留下的
房子，並且在政府的社福體系註冊，每月能固定
請領津貼。此外，當地政府提供她覆盆莓的種苗，
展望會也提供一個小小的溫室，她因此能在其中
種植新鮮蔬果，補充孩子們的營養。
安慈希可擁有了不同的人生！她主動參與展
望會經濟發展的專業訓練，也不再被綁在家裡，
她說：「曾經，我很害怕離開家，既沮喪又無助；
現在，我有了盼望，我擁有自己的家，對於自己
及孩子的生活感到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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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有了盼望，
我擁有自己的家！

~ 安慈希可

草原上的奇蹟─
蒙古布爾根的生命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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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

與您分享自立喜悅！
在蒙古布爾根計畫區的婦女手工藝中心
（Woman's group），30 歲 的 媽 媽 蒙 可 蘿

的各樣面向上著手努力，讓貧困孩子與家庭的生
活，有機會獲得轉變。

（Munkhgerel）正專注地一針一線縫製手上的刺

此外，針對布爾根當地的情況，世界展望會

繡工藝品：「我很感謝世界展望會，讓我有機會

亦推行許多在地的特殊計畫，如近年蒙古土壤荒

學到刺繡這項傳統技藝，除可幫孩子縫補衣裳

漠化的情況相當嚴重，因此規劃了自然生態保

外，作品還能賣錢貼補家用，我對我的作品很有

護、樹木植被優化等方案，更進一步強化布爾根

信心喔！」

的社區體質。

2003 年，世界展望會與當地知名的手工藝老

「我一直相信，布爾根絕對有能力站起來，

師達利蘇潤（Darisuren）合作開設手工藝工作

只是長期受到貧困及缺乏機會的負面影響，人心

坊，教授各項如烹飪、乳製品製作、蒙古傳統的

過於消極被動，缺乏自我管理及覺醒的意識，更

編織、皮雕、刺繡等技藝。「這些傳統技藝，都

對未來不抱任何期望。」布爾根計畫區主任米亞

是母親傳承給我的，」達利蘇潤老師說：「世界

馬蘇蘭（Myagmarsuren）17 年來一路陪伴當地社
區與居民成長，她說：「世界展望會帶來不同的
思維與觀念，經過長期陪伴後，人民一改過去被
動受助的消極心態，願意積極主動，尋求轉變。」
2016 年 9 月 6-7 日，對布爾根來說，是他們
迎接自立的歡喜時刻。在自立慶典上，受助家庭
們分享經歷新生的喜悅，而受資助的孩子則接連
展現嘹亮的歌聲、混合現代電音元素的馬頭琴
曲、蒙古傳統舞蹈及創意的快閃舞蹈。廣場上的

展望會在布爾根幫助貧困家庭，同時也想傳承傳

園遊會，則展示世界展望會經濟方案輔導下的豐

統文化，和我的理念相當契合，於是合作了這間

富農牧產品及手工藝品成果。人群熙熙攘攘，每

工作坊。」13 年下來，共有超過 6,000 人次的貧

個人的臉上，都浮現著喜悅的笑容。

困及失業婦女受益於這間工作坊，作品更是打出

或許未來，仍充滿著許多的不確定，然而這

名聲，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甚至親自登門拜訪

曾經是蒙古「最貧困」的地方，如今已煥然一新，

的訂單絡繹不絕，賺得的收入讓弱勢家庭能夠逐

他們有信心，能靠著自己的力量，迎接未來的挑

漸改善家境。

戰！

從 1999 年開始，布爾根計畫區透過資助兒
童計畫匯集來自台灣的愛心幫助，讓這個曾是蒙
古「最貧困」的省分，如今已與眾不同。世界展
望會從兒童保護、健康醫療、公共衛生、基礎教
育、多元發展、親職功能、經濟發展等孩子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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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緊急救援
2016 年共服務超過 548 萬名受天災影響的居民
回應 10 項天然災害計畫，計 692,943 人受益
控制愛滋病及其他疫情蔓延，計 17,214 人受益
拯救戰火兒童，援助 5 項難民服務計畫，計 865,401 名難民受益
終結飢餓，與世界糧食計畫署合作提供價值超過 2 億 2 千萬元的糧食，滿足在
10 個國家、超過 390 萬人的糧食需求

2016 年聖嬰現象造成非洲、南太平洋及拉丁美洲數百萬人陷入飢餓，無數兒童面臨營養不良、
疾病與缺水的威脅。受災社區急需供水及衛生、生活必需物資、農業支持、營養補充等援助。敘利亞
及伊拉克的內戰持續進行、數百萬的難民及流離失所者亟需國際的持續救援及保護，尤其是最脆弱的
婦女與兒童。此外，全球各地頻繁發生的天災與戰亂，同樣對兒童的生命及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台灣世界展望會為回應上述國際需要，透過國內民眾及企業的捐款、以及台灣政府和聯合國等國
際組織的援助與合作，在全球各地展開救援行動，迅速回應超過 500 萬名居民的緊急救援與重建需要。

國 外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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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ian
Refugee
解決生存需求之後，
滿足難民兒童的教育渴望
約 旦 的 阿 茲 拉 克 難 民 營（Azraq Refugee
Camp）是台灣世界展望會所服務的難民營之一。
當時預估到大批的敘利亞難民將逃至約旦，自
2012 年即開始建設，2014 年正式開始收容第一批
難民，故當難民進入營區時，基礎建設皆已完成，
唯缺水資源暨衛生設施。
世界展望會在營區展開水資源暨衛生方案，
建蓋男、女及身障人士洗手間，並在每個營區中
拉管線，讓家戶有水可用。營中共有 70 個取水點，

拉萬夢想用英文與人溝通，希望長大後能成

每天早上和下午各有四小時能夠取水，並定期檢

為英文翻譯。她有些擔憂地皺了皺眉頭說：「現

測設備以保衛生。台灣世界展望會在營中所提供

在我有點跟不上學校的進度，常常聽不懂老師教

的乾淨水和衛生設施，使超過 3 萬 6 千名難民受

的。」媽媽在一旁解釋：「以前在敘利亞一個班
級約只有 25 個人，現在一班有 68 位學生，老師
很難照顧到每個孩子。」
由於難民數量過多，營區現有的學校和師資
實在無法提供孩子最完善的教育。目前正在建造
兩所學校，在新學校蓋好前為了疏散人數，課程
分早上和晚上，分別供女學生與男學生上課。為
了讓缺課很久或跟不上進度的兒童能順利接軌，
學校也辦理補救課程。此外更於日常課堂融入心
理重建及輔導課程，幫助逃離戰火、衝突時遭創
傷的孩子能走出傷痛，重啟正常生活。

益。此外，還提供超過 2,000 名學童營養能量棒
和果汁，讓孩子能夠補充營養。
拉萬（Rawan）今年 14 歲，和其他五個兄弟
姊妹及爸爸、媽媽住在不到六坪大的房間裡。她
在阿茲拉克難民營的學校就讀九年級，看似害羞
的她是個體育好手，在敘利亞時她喜歡打排球，
現在則在營裡的女子足球隊擔任前鋒，每天練習
一個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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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收支報告
2016 年度收支表
項目

金額 ( 新台幣 / 元 )

收入

3,837,578,770

支出

3,855,151,824

本期結餘 ( 短絀 )

(17,573,054)

資料提供：財務處
統計期間：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本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2016 年度收入分析表
0.1% 0.2%
2.5%

0.9%

國內資助兒童捐款 1,086,139,274 元

6.4%

國外資助兒童捐款 1,650,433,398 元

5.4%
28.3%
13.2%

緊急救援事工捐款 506,297,409 元
發展型事工捐款 207,267,442 元
未指定用途捐款 32,706,064 元
政府方案款 245,721,376 元
政府方案本會自籌款 4,318,356 元
其他收入 7,871,181 元

43%

實物捐贈 96,824,270 元

合計：3,837,578,770 元

2016 年度支出分析表
2.6%

2.4%

國內事工 一般支出 1,524,122,178 元
國外事工 一般支出 2,138,592,849 元
行政費支出 100,574,842 元
募款成本支出 91,861,955 元
39.5%

55.5%

合計：3,855,151,824 元

年 度 收支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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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豐盛與感謝
2015 年 10 月
資助兒童計畫
資助一位兒童的成長是最值得投資的一件事，企業的
愛心資助，使得最需要幫助的孩子都有了轉變生命的
機會。感謝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資助 203 名國
內兒童；順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資助 180 名國內兒童；
益登科技資助 100 名國內兒童；童心服飾資助 50 名國
內兒童；宏達基金會資助 17 名國內兒童；保險安定基
金資助國內童 10 位；集思創意資助國內 10 名兒童；
大同科技資助國內童 4 位；富邦人壽及台北富邦銀行
共資助 100 名斯里蘭卡兒童；偉慈慈善基金會 20 名國
內兒童、15 名國外兒童；IBM 資助國內童 2 位、國外
童 15 位；中印之子關懷貧童基金會資助國外童 4 位、
國內童 6 位；台灣岱凱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資助 10 名蒙
古兒童；台灣開廣股份有限公司資助 10 名國外童；吳
俊傑基金會資助 10 名國外兒童。

跑出上學路」助學行動，與完成 3KM 路跑的跑者們共
同響應捐款 NT$200,000，支持國內助學行動及柬埔寨
全面閱讀教育方案，幫助國內外有就學需求的兒童有
機會迎向豐盛生命。

智威湯遜「用愛守護 燦爛童顏」
聖誕節前夕，JWT 智威湯遜廣告公司關懷台灣受虐兒

企業愛心物資捐贈
台塑企業捐贈白米 198,500 台斤；吳俊傑基金會捐贈布
疋 576 捲予賴索托；弘寶企業有限公司捐贈 6,341 件衣
物等，提供國內外弱勢家庭所需。

少、發起公益行動，與 20 名愛心藝人一同為孩子發聲，
透過「用愛守護燦爛童顏」三支關懷受虐兒系列影片
與感性旁白，號召粉絲與民眾共同成為兒童守護天使，
倡導更多人主動關心身邊兒少安全，杜絕憾事發生。

2015 年 11 月

台灣大哥大「微樂心溫度」禮物募集

凱馨實業愛心加倍暖圍爐

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與台灣世界展望會聯手合作，啟動

凱馨實業與本會合作，於南投縣武界部落進行雞隻飼

「微樂心溫度」耶誕禮物募集，透過台灣大哥大的「微

育計畫，以提高部落受助家庭的收入、改善經濟狀況，

樂志工」APP 平台，號召民眾認捐禮物，實現弱勢兒童

並舉辦「捐款 2,500，愛心加倍暖圍爐」公益募款活動，

耶誕心願。前後僅花費 19 天，即趕在平安夜前夕，送

總計募得 NT$3,229,360，由凱馨實業捐贈及捐款民眾

給 300 位弱勢家庭兒童暖暖的耶誕驚喜。

轉捐之雞隻，合計共有 1,948 戶特況家庭、8,439 位弱
勢民眾受惠。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華中扶輪社

愛心助學

國 際 扶 輪 3520 地 區 台 北 市 華 中 扶 輪 社， 捐
款 NT$600,000， 支 持「 台 東 大 武 鄉 助 學 行 動 」 幫 助
100 名學童擁有教育資源、安心上學，並於 2015 年 11
月前往部落親身關懷兒童，以才藝表演、部落文化體
驗及卡片交流，為學童帶來祝福與感動。

2015 年 12 月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益州集團及樂瑄文創事業有限公

台灣精品跨國齊心做公益
為南亞、中東兒童送暖

司，於 2015 年 12 月舉辦「2015 泰迪熊愛心路跑 用愛

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泰迪熊愛心路跑 用愛跑出上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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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執行之「臺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今年第二度結

料 員 工 捐 款 NT$720,000； 福 特 汽 車 慈 善 基 金 會 捐 款

合「台灣精品」品牌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透過「台

US$100,000 與員工愛心捐款 NT$43,200，讓重建計畫

灣精品 挑戰自我 讓愛接力」線上馬拉松活動，號召多

所需款項迅速到位，幫助受災家庭共同重建家園。

國網友共同參與，並為每位參與網友捐款 1 美元予台
灣世界展望會。本次活動共募集 US$100,000，投入台
灣世界展望會於印尼、孟加拉、柬埔寨和黎巴嫩四國
之醫療援助、水資源暨衛生、兒童健康、兒童教育、
緊急救援與重建等計畫，讓台灣之愛成為各國貧困兒
童最美好的新年禮物。

Visa 助學

前進未來

小學生贊助計畫

Visa 支持助學行動邁入第五年，除持續捐款 US$25,000，
更在企業志工日邀請台灣世界展望會在彰化服務的 100
位小朋友，共進溫馨晚餐，更貼心送給每位孩子文具
用品，鼓勵孩子堅定向學。

2016 年 3 月
白蘭氏「健康起飛．轉動潛能」

Target 支持台灣助學行動

為增進偏鄉教育資源，白蘭氏與本會合作「健康起飛．

Target 持續支持台灣世界展望會助學行動、投資豐盛生

轉動潛能」公益行動之「創造力種子培育學程」，共

命計畫，除再度捐款 US$25,000 外，企業志工投入台灣
世界展望會「家庭教育—職業體驗」方案，帶領 47 名
桃園地區服務兒童，到辦公室體驗職場工作，藉此發

投入 NT$1,800,000，透過藝術創造課程，培養新竹、
台東、彰化及基隆的孩子們創造力與潛能發展，並促
進學童認識在地文化。

展興趣、尋找未來志向。

中國人壽送愛桃園
新光三越溫馨聖誕月

中國人壽捐款 NT$1,000,000 投入桃園復興中心助學金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在 12 月聖誕季，展出 50 座

及育樂教室，並支持家庭教育親職方案，讓孩子得以

由國內資助童繪製的「耶誕小屋」，並鼓勵社會大眾

穩定就學、多元發展。此外，更組成愛心志工團隊以

認購、捐款，共募集 NT$256,573，支持台灣學童不因

有趣的互動遊戲，培養孩子與照顧者的正確飲食、理

家貧而中斷上學路。

財知識。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4 月

全聯愛心福利卡

看見世界鏡頭下的故事－攝影展

台灣世界展望會首次與全聯慶祥基金會合作公益平台

「看見世界 鏡頭下的故事」攝影展暨志工表揚大會於

「愛心福利卡」專案，自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幫助

4 月 9 日至 4 月 16 日在華山 1914 文創園區舉辦，展出

全台 300 戶弱勢家庭，每月擁有 NT$1,000 購物金至全
聯挑選生活必需品，實質協助弱勢家庭的生活。

2016 年 2 月
台南震災救援
206 小年夜的台南強震造成南台灣嚴重災情，企業夥伴
紛紛伸出援手，包括 7-ELEVEN 透過全台門市 ibon 匯集
民眾愛心捐款 NT$29,739,464；美商摩根大通銀行捐
款 NT$3,000,000；和碩聯合科技捐款 NT$2,000,000；
UL 台灣優力員工與企業捐款 NT$914,600；台灣應用材

回 顧 與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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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志工、媒體、藝人等多年來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前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幫助弱勢家庭自立

進國內外，關懷弱勢兒童時拍下的感人畫面，並分享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捐款 NT$2,000,000 元支持本會經

改變貧困生命的真實見證；在 Canon、統一星巴克、繯

濟發展方案，協助嘉義市、南投縣埔里鎮、南投縣仁

球國際、天和鮮物、IKEA 宜家家居的贊助下，活動圓

愛鄉等地之弱勢家庭發展社區產業，恢復經濟自立的

滿落幕。

能力。

厄瓜多震災緊急救援

2016 年 5 月

厄瓜多發生規模 7.8 強震，國內企業紛紛透過本會伸出
集 民 眾 捐 款 NT$1,677,540， 安 聯 投 信 員 工 與 企 業 捐

「原住星希望」 統一星巴克與台灣世界展望
會攜手助學

款 NT$300,000，支持受災兒童與家庭度過艱困的時刻。

關懷偏鄉原民學子教育的「原住星希望」邁向第 18 年，

愛與溫暖的救援雙手。7-ELEVEN 透過全台門市 ibon 匯

台灣 MDRT

2016 年以「祈禱小米豐收，也祈禱能去上學」為主題，

幫助南投偏鄉醫療困境

透過活動網頁、星巴克門市募款以及提撥、義賣商品

MDRT 保險百萬圓桌會議台灣分會舉辦「台灣 MDRT

等籌募 NT$26,332,959 元。此外，更推出了捐款 2,200

Day」，為南投縣偏鄉醫療補助方案募得 NT$3,509,350，

元即贈送一個阿奈書包的活動，鼓勵民眾關懷原鄉弱

投入醫療補助方案，提供受助童及其家人和社區中清

勢兒童教育。

寒家庭申請醫療補助金，作為就醫、治療、復健、營

2016 年 6 月

養品或健保等費用。

國際崇她 31 區

送愛到寮國

國際崇她 31 區響應寮國帕歐計畫區「教育品質提升方
案」，年度捐款 NT$2,122,000，前往當地了解學童的
需求，並為哈瓦內村（Houaylae）建蓋 1 間小學，以及
為包含哈瓦內小學在內共計 10 間學校提供教材、規劃
閱讀活動，提升師資及家長對教育的重視，改善整體
社區學習環境及教育品質，並於 2017 年持續支持此方
案。

台灣通用磨坊支持東區培力工作
台灣通用磨坊捐款 US$20,000，支持本會東區三間部落
廚房，協助案家培力及促進當地家庭生計、創造在地
就業機會。

嬌生集團助原鄉少年夢想起飛
嬌生集團亞太區慈善委員會與台灣嬌生捐
款 NT$1,436,313 支持東部原「YOUNG」齊飛．原鄉青
少年職業培力計畫，幫助更多青年實現夢想。

2016 年 7 月
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
第 27 屆飢餓三十代言人 A-Lin、吳克群、許瑋甯、盧廣
仲以及插畫家馬克擔任愛心大使展露對世界的關懷與
愛心，前往台灣偏鄉、馬拉威及肯亞關懷脆弱兒童，
並投入宣廣、號召國人響應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
各界企業、教會與學校也表達對救援行動的支持，在
2016 會計年度即時回應世界各地重大災難、飢荒與戰

IKEA 愛心募集

溫暖送餐

爭，及國內急難與特殊景況家庭的需要：誠品書店長

IKEA 宜家家居長期支持國內愛心送餐行動，透過門市

期合作門市零錢捐，合計捐款 NT$641,563 投入特況家

捐 款 箱 與 線 上 捐 款， 自 2010 年 起 共 計 募 款

庭；石牌信友堂捐款 NT$275,000 投入尼泊爾賑災；北

逾 NT$43,000,000，提供本會超過 550,000 人次兒童營

維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捐款 NT$221,130 投入飢餓三十

養餐食。2016 年 4 月至 7 月舉辦之線上愛心送餐募款

國內緊急救援工作；台北歐洲學校合計捐款 NT$121,179

活 動， 共 募 得 NT$5,121,056， 全 年 度 合 計 募

投入敘利亞難民緊急救援計畫；昇陽國際半導體公司

得 NT$9,382,037。此外，愛心志工團隊也前進偏鄉，

員工集資捐款 NT$120,000 投入尼伯特風災重建；匯豐

以服務行動展現關懷。

銀行紅利捐點合計捐贈 NT$107,200；永豐銀行紅利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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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合 計 捐 贈 NT$40,950； 富 利 餐 飲 必 勝 客 員 工 捐

投入國內助學方案；香港商利標品牌於台北、台中、

款 NT$84,000。

高雄舉辦史努比路跑並捐贈授權金 NT$610,700 做為助

第 27 屆飢餓勇士大會師

高屏地區高中職生就學；華碩員工透過內部歲末募款

學金；財團法人英仕教育基金會捐款 NT$500,000 幫助
第 27 屆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以「Hero Fighter, Zero
Hunger; 勇士出擊 危飢遠離」為題，首次以一場四地形
式分別於台北、彰化、花蓮、高雄舉辦，在各界的愛
心響應下，活動得以圓滿落幕，其中包括：彰化指導
單位彰化縣政府、高雄聯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花
蓮聯合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協辦單位富邦金控，以
及贊助單位：中華電信、Hievent、悅氏礦泉水、永和
豆漿、拉亞漢堡、健喬信元、泰郡建設數字科技、統
一麥香、久津實業、金格食品、英業達集團、歐森有
限公司、台糖公司、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21 世紀
風味館、統一星巴克、18 度 C 巧克力工房、健源食品、
養樂多彰化經銷處、台灣和民 / 饗和民、義大醫療財團
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基督教門諾會醫院、高醫體系、
愛之味、頂好飲用水、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家樂福、
晨間廚房、欣中天然氣、總太地產、新光保全 / 誼光保
全、維他露基金會、愛倫手感烘焙、樂印國際、快可
拍以及米蘭時尚髮型。

募得 NT$400,000 投入國內助學方案，共計 80 名澎湖
的高中職生受益；財團法人臺北市新永和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捐款 NT$350,000 幫助宜蘭縣大同鄉的國
小及幼兒園學童學費，OK 超商門市 OK go 平台捐款共
計 NT$267,414； 希 思 黎 化 妝 品 台 灣 分 公 司 捐
款 NT$150,000 提供雲林國小 30 名學童一學期助學金；
偉慈慈善基金會捐款 NT$120,000，幫助 12 位高中職學
生一學年助學金；石牌信友堂，愛心圍爐與國內助學
計畫，總計捐款金額 NT$100,000 元；財團法人麥氏新
東陽基金會捐款 NT$82,500，幫助 11 位國小生一學期
助學金。

2016 年 9 月
富邦集團傳愛

公益不分國內外

富邦集團行動挺公益，不分國內外。富邦人壽及台北
富邦銀行自 2016 年起開始資助合計 100 位斯里蘭卡瓦
特勒計畫區兒童，今年斯里蘭卡遭大雨侵襲，洪水氾
濫，全國超過 34 萬人受災，富邦人壽及台北富邦銀行

2016 年 8 月

獲知消息後，捐款合計 US$100,000 協助本會啟動緊急

與肯德基爺爺一塊拉起愛

救援機制與災後重建。富邦文教基金會長期支持莫三

怡和餐飲集團（台灣肯德基）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

比克水資源方案，今年捐款 US$100,000 協助莫三比克

「一起拉起愛，守護台灣貧童成長夢」活動，集結「爺

穆尼巴與穆基瓦計畫區改善安全飲水，此外非洲馬拉

爺桶緣子愛心存錢桶」義賣、「門市捐款箱」慈善募

威因極端氣候影響，連續的水、旱災導致嚴重飢荒，

款及肯德基員工自主性捐款，共計 NT$1,749,711，投

富邦文教基金會捐款 US$171,038 協助馬拉威發放糧食，

入營養扶助金，讓孩子健康長大。

並改善當地水資源及衛生環境。而富邦慈善基金會則
贊助保費 NT$988,314，由富邦人壽承保本會 3,004 位

城邦文化藝術基金會
城邦基金會自 2010 年開始在全台教育資源最匱乏的雲
林、嘉義沿海鄉鎮，成立城邦「濱海小學堂」，以志
工長期一對一視訊伴讀的方式陪伴來自濱海偏鄉弱勢

經濟弱勢者享有微型保險，確保他們在意外發生時，
能獲得理賠金支持生活。

國泰人壽微型保險

提供弱勢家庭安全保障

家庭的國小學童。目前小學堂已在全台設立十個服務

對展望會服務的弱勢家庭而言，微薄的收入僅能勉強

據點，與本會合作進入第七年，今年適逢城邦基金會

溫飽三餐，無法奢求保險保障，而其中許多卻多從事

十周年，基金會特地邀請近六位小學堂志工、學童及

高危險工作，一旦發生意外，家庭的經濟狀況頓時陷

貴賓，舉辦濱海小學堂感恩聯歡會，讓孩子展現所學

入困境。國泰人壽與本會合作微型保險，今年度提供

也一同共享溫馨時刻。

約 4,650 名被保人一年之意外險及身障險，提供弱勢家
庭的生活獲得安全保障。

國內助學行動

企業守護貧童上學路

教育是逆轉困境的鑰匙，火把行道會「愛在玉里」合
計捐款 NT$1,500,000 投入國內助學方案；春文基金會
捐款 NT$814,750 幫助苗濱中心國中及國小學童就學；
鼎鼎聯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紅利積點捐款 NT$78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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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界展望會董事會董事暨監察人 (2015/10~2016/09)
董事長 / 黃台芬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董

事 / 伊慶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董

事 / 余漢儀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董

事 / 杜明翰

世界展望會亞洲市場召集人

董

事 / 徐光宇

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 黃敏靈

迦美診所院長

董

事 / 陳秀珠

彰化基督教醫院行政副院長

董

事 / 童春發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兼任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系主任

董

事 / 張德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董

事 / 龔天行

台灣世界展望會代理會長

監察人 / 丁廣欽

錩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監察人 / 黃文宏

恆諾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監察人 / 鄒開蓮

雅虎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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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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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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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33 號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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