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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羅馬書 15：5 – 6）
2018 年，上帝的愛引領我們進入最需要的地方。台灣世界展望會帶著勇敢、謙卑，以及每一位捐
款人的愛心，共同前進遭遇天災、戰亂、貧窮、飢餓與受壓迫的國家與社區，發展創新事工方案以服務
各地最脆弱兒童及其家庭，經歷上帝賜予的豐盛生命。
謝謝您的支持，成就許多兒童美好的生命轉變，能夠健康長大、上學，享有兒童應有之權利。期待
未來持續與您同行，堅定不移地行在這條充滿愛與恩典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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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服務工作

為脆弱兒童
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2019 年 伊 始， 台 灣 兒 虐 事 件 頻 傳， 社 會 為

每一個人，包括您我一起付出關懷、多一份警覺，

之駭然、義怒。根據衛生福利部資料統計，台灣

一同齊力守護，讓身心受創的稚兒可以找到生命

每年約有 8 千名至 9 千名兒少受到身體、精神、

的出口、修復傷痛。

侵害、疏忽等不當對待，另外約有 15 至 30 名兒
少受到家庭成員嚴重虐待或殺子自殺致死。這些
數字代表的，是一個個脆弱的小生命，他們無力
自保，也無法擺脫，一位我們安置寄養的孩子說
的話令人痛心，「沒有離家是因為沒有能力自己
生活，我想要活下去，至少家裡有飯吃、有地方
睡。」這孩子從開始有記憶就受家庭暴力對待，
也曾瀕臨死亡的關口。
「使每個兒童都擁有豐盛生命」是世界展望

感動的是，前面提及的孩子，當她獲得寄養
家庭的妥善照顧，擁有了成長中不曾有過的溫暖
與安全，開始尋找自我並告訴自己，「當我覺得
自己是可憐之人，就會一直往這方向想，愈陷
愈深；但我希望往一個正向的目標前進，即使
高不可及，還是要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的。」
未來她希望就讀法律系，更遠的將來，她希望
「創造」一個家，一個讓孩子可以安心長大、
被愛圍繞的家。

會的願景宣言，也是上帝對我們呼召，為達此目
標，我們承諾「為脆弱兒童打造更美好未來」，
也因此，台灣世界展望會始終站在最需要的地方
關顧弱勢兒童的需要，更堅守國內兒童保護的第
一線，投入各式服務與資源，包括承接政府委託
辦理的高風險家庭關懷、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家
庭寄養及 113 專線等服務。

台灣世界展望會工作的信念與價值，就是脆
弱的孩童因著愛和幫助，受創或缺乏的生命得以
被修復、被建造，小小心田裡開始栽種夢想，一
天天的澆灌、成長乃至壯大，逐步為自己實踐美
好而豐盛的未來。我們為此擺上，且全心以赴；
同時這也是每位資助人、捐款人無私付出的初心，
看見弱勢兒童及家庭轉變。這是一條長程的生命

同時我們也深信教育是終止兒童受暴的關

建造之路，需要您持續與我們一起攜手，縱然會

鍵，藉由資助兒童計畫方案為國內近 45,000 名兒

面臨困難和挑戰，為打造國內外脆弱兒童更美好

少進行風險評估及自我保護教育，並加強親職教

的未來，一切都會是值得的。

育及親子互動，協助家長或照顧者了解如何適當
照顧孩子、給予正向管教，全面關懷國內兒少的
受保護權益。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熄的燈火，祂
不吹滅，直到祂使公義得勝。」（馬太福音 12：
20）

然而許兒童一個平安長大的童年，需落實公
權力，完善預防體制和通報機制、充實社工、醫
療、安置等資源，更需要整個社會、每一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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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界展望會 董事長

齊心完成
豐盛兒童生命之展望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
接待我。」（馬太福音 18:5）

的美意回應這些需要。
偉華將帶領台灣世界展望會所有的同仁，擔

在台灣世界展望會的訊息中，時常能見到充

任您最忠實的夥伴。從近三十年大學教育的生涯，

滿燦爛笑容孩子們的相片，然而，在每個笑容的

轉變為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同工，其中充滿上帝的

背後，往往都有個讓人心酸的故事；感恩的是，

祝福和感召，有好多的故事，容我在往後陸續和

因著您和我們的攜手合作，總能讓心酸轉為甘甜，

您分享。現在更重要的是，請接受我們的感謝和

開出一張張燦爛的笑容和美麗的未來。

邀請，不只是繼續，更是有效的成就我們的展望：

到了一個階段，我們都曾經努力去開創自己
的人生，但台灣和世界上仍有許多孩子難有機會

幫助每一個兒童獲得豐盛的生命；讓我們有充足
的意志，齊心去完成這一展望。

到達能夠努力開創未來的開始。貧窮、飢荒、疾

我們的信念主導我們的事工：我們是基督機

病、戰爭、災難、教育的缺乏、水資源和品質的

構，愛人如己；我們獻身服務，不只是幫助，更

不足，都讓許多孩子面臨生命和生活的困境，難

看重每個人的價值；我們僅不過是管家，以忠心

以到達他們人生的登山口，更讓人不捨的是，這

執行事工；我們是團隊的夥伴，與行善的個人與

些都不是他們的選擇。

組織合作，使需要的人們能得到適當的協助；我

感謝有您扮演這些孩子們的天使，在他們無
助的時候，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到達人生的登山

們立志要快速回應，因為在緊急時刻的需要，是
每個最脆弱生命的關鍵。

口，並帶著大家的祝福，有機會攀上他們人生的

謝謝您對台灣世界展望會的信任與支持，相

高峰。感謝您的捐款，使孩子們對明天仍懷抱著

信我們的持續攜手，將會幫助更多的孩子有個燦

希望，有可以努力的機會；更感謝您願意信任台

爛的未來！

灣世界展望會，讓我們和您同工，把您真實的感
動、美麗的關懷，化成充滿善意的行動。我們很
榮幸成為您的夥伴，把需要帶到您的面前，將您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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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2018 年，因為您的愛心

44,497 名國內兒童獲得穩定的支持與幫助，
942,531 人次的孩子及其家人直接受益。
兒童生命得著改變，家庭也更加強壯。
0.7%
1.9%
2.8%

2018 年度國內事工經費支出圖

5.7%

█ 資助兒童計畫 992,112,067 元
█ 政府方案款 291,849,689 元
█ 發展型計畫 40,883,837 元
█ 緊急救援計畫 81,939,486 元

20.2%

█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27,633,004 元
68.7%

█ 實物捐贈支出 9,428,116 元

合計 1,443,846,199 元
單位：新台幣 / 元
資料提供：台灣世界展望會財務處
統計期間：2017/10/01 至 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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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台灣世界展望會自民國 53 年開始，關顧國內弱勢、貧困兒童及其家庭，服務範圍遍及台
灣偏鄉、濱海、離島與都會地區。
以「讓孩子獲得豐盛的生命」為願景，透過一對一的資助兒童計畫、重視兒童與家庭需
求的發展型計畫，及回應天災、急難和特殊景況家庭的緊急救援，執行五大面向的服務工作：
「教育支持」、「健康維護」、「兒少暨全人發展」、「家庭發展暨社區培力」、「兒少保護」，
提供兒少及其家庭整合性的服務，開發與連結相關資源，以減輕經濟弱勢家庭之經濟重擔，
積極促進兒少擁有基本健康照顧、穩定就學，強化家庭功能，進而預防兒少免於疏忽及受暴
風險，使其能在受保護的環境中成長。
本會透過社工之專業輔導工作：定期的訪視、個案輔導、資源連結及運用，讓兒少獲得
妥善照顧；同時與政府、教會、學校及社區等夥伴單位合作，依據兒童與家長的需求發展系
列方案活動，以達更高的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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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國內服務據點
■ 6 個辦事處

教育支持
222,022 人次受益

●▲ 53 個服務中心（含工作站）
11 個專案服務中心

＊
＊
＊
＊
＊

專案服務中心
‧113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 台北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扶助金補助（教育、營養）
課後照顧
學習用之家具家電補助
學前預備
學生中心

‧ 台北市大同親子館
‧ 台北市兒少服務中心
‧ 新北市兒少服務中心
‧ 復興兒少服務中心
‧ 苗濱兒少服務中心
‧ 台中兒少服務中心
‧ 台南社區關懷中心
‧ 高雄社區關懷中心
‧ 台北市南港兒少中心

健康維護
123,881 人次受益
＊
＊
＊
＊
＊

衛生教育
營養補充
醫療補助
貧童健保
微型保險

兒少暨全人發展
107,564 人次受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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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能培養
綜合╱才藝學習
生涯發展與培力
兒少關懷服務中心

國內服務工作

總會
北區辦事處
區辦事處

中區辦事處
社

東區辦事處

兒少保護
18,922 人次受益
雲嘉辦事處

＊ 兒少保護教育宣導
＊ 居家安全改善

家庭發展暨社區培力
40,710 人次受益
南區辦事處

＊ 家庭教育
＊ 家庭支持照顧
＊ 家庭生計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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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教育支持
222,022 人次受益
在台灣，經濟弱勢家庭的兒童因著家庭收入匱乏、家長或照顧者因個人限制無法給予教育上支持
或資源，較缺乏課業競爭力及文化知能的學習與擴展。
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教育支持」計畫，執行下列服務工作，為弱勢家庭孩子補充學習資源。

．扶助金補助
提供就學階段的資助童每年新台幣 15,000 元

成立課輔班或課後照顧班，使國中小學童放

扶助金（每學期新台幣 7,500 元），紓緩經濟弱

學後能有一處安心複習功課的地方。針對具有高

勢家庭面臨開學之際的學雜費、課本及教材費、

度學習意願、但時間上無法配合該服務區域所成

文具費等支出的壓力。針對學齡前的資助童，則

立課輔班的學童，則提供至校外安親班或補習班

提供營養扶助金，協助家長能為孩子添購營養食

的費用補助，協助孩子提升學習成效。

材及營養補充品，使孩子不因貧窮而影響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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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照顧

國內服務工作

開啟孩子對學習的興趣
小寒（化名）的家在台灣東部海拔一千
多公尺的部落裡，父母以農務和蔬果運送的
臨時工為生，工作機會得視氣候及收成而定，
因此家裡經常入不敷出，五個孩子的學雜費，
成為小寒父母肩頭上的重擔。台灣世界展望
會透過教育扶助金發放，減輕小寒父母的經
濟壓力。

．學習用之家具家電補助
若社工在家庭訪視時，發現兒童因家庭環境
與經濟不佳，缺少適齡使用的書桌或檯燈，台灣
世界展望會提供補助，使家長能為國中、小學階
段的孩子添購合用的書桌或檯燈。

11 歲的小寒知道家中經濟不佳，對於文
具用品總是十分愛惜使用。只是懂事的她有
個煩惱：「我不喜歡寫作業，上課也讓我覺
得很有壓力。」小寒自小的學習速度就較同
儕緩慢，但爸爸、媽媽學歷都不高，週間哥
哥、姊姊也在外地就學，無法給予小寒課業
上的協助，因此小寒和同學之間的成績差距

．學前預備

越來越大，讓她開始對學習產生抗拒。

針對 3 至 5 歲的資助童，台灣世界展望會舉

社工發現小寒的學習問題，鼓勵她參加

辦親子教育方案活動，透過親子共讀、互動遊戲

課後照顧班。「社工老師邀我時，我很不想

等方式，讓平時忙於生計、無暇陪伴孩子的經濟

去，」小寒說，「但社工老師說課後照顧班

弱勢家庭家長或照顧者，可以增進與幼兒之間的

除了寫作業，還有一些有趣的活動，我才想

良好互動關係。

說先參加看看。」

「移動遊戲城堡」方案藉由社工訪視家中有

剛開始參加課後照顧班時，小寒對於課

未就讀幼兒園的學齡前兒童之家庭時，提供玩具、

輔老師要她把寫錯的題目重做一遍，常感到

教具、繪本及體能遊戲設備等，讓孩子能擁有更

生氣。但課輔老師耐心地一對一教導，小寒

多心智健康活動與多樣化的學習機會，並且不定

漸漸可以順利完成作業，也逐漸增進對學習

期與當地衛生所合作，提供早療篩檢及相關諮詢。

的興趣。除了課業方面的協助，課後照顧班
也會舉辦圖書館參訪等戶外教學活動，讓小
寒和其他孩子可以接觸多樣的學習資源。

．學生中心

現在小寒不僅不再抗拒學習，更常針對

台灣世界展望會在南投水里、台東市分別設

課堂上不懂的地方，主動請教課輔老師。她

立學生中心，為離家就讀國高中的偏鄉及離島學

開心地跟社工分享：「我的成績有進步一點

子提供食宿，減輕經濟弱勢家庭孩子在外地求學

點喔！」學業進步也讓小寒在人際溝通上更

的交通、住宿支出及住宿安全的壓力。學生中心

顯自信，懂得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裡除有專職社工關懷、輔導及照顧孩子的日常作
息外，並舉辦課後輔導、才藝學習等方案，提供
孩子多樣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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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健康維護
123,881 人次受益
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工在服務過程中，發現家長的營養保健知識不足、環境衛生條件不佳等情況，易
使得孩子落入健康風險之中，影響正常成長發育。
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健康維護」計畫，執行下列服務工作，使弱勢家庭兒童可以獲得適切的健康
照護。

．衛生教育

．營養補充

透過社工訪視或衛生教育宣導講座，提供經

在台灣世界展望會服務的家庭當中，有些家

濟弱勢家庭有關居家清潔、均衡營養、傳染病防

長因教養知識不足、忙於生計，或資源匱乏，難

治、早療篩檢等保健知識，協助家長改善家中對

以為孩子預備營養均衡的三餐。台灣世界展望會

孩子健康不利的風險因素。

於全台灣 40 個服務中心，為面臨此困境的國中以
下兒童提供餐點或營養補充品，或與在地店家合
作、結合部落廚房、課後照顧班等方案，使孩子
獲得穩定的餐食和足夠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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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育不良的孩子補充營養
目前 3 歲的小傑（化名）和外婆及舅舅
同住，由於舅舅時常換工作，難以提供家裡
穩定的收入，外婆僅靠著資源回收的微薄收
入，勉強維持自己和小傑兩人的生活。
台灣世界展望會從 2017 年 9 月開始透過
資助兒童計畫關懷小傑，每半年提供營養扶
助金，讓外婆能為小傑購買營養食材。由於
小傑的語言與認知發展較同齡孩子緩慢，台
灣世界展望會透過營養補充暨學前教育方案，
提供酵素奶粉為小傑補充營養，同時協助他
增加對外界的刺激，並提升外婆教養幼兒的

．醫療補助

知識。

經濟弱勢家庭的生活原本就已不易，若遇到

剛開始參加營養補充暨學前教育方案，

家庭成員突發疾病、意外受傷等狀況，造成龐大

小傑的生長曲線比起同齡孩子較為落後。經

醫療費用支出，對於家庭更是沉重負擔。台灣世

過一年的參與，他的生長曲線已接近同齡孩

界展望會提供每個月新台幣 1,500 至 5,000 元不

子的平均值，認知與語言發展也有進展。一

等的醫療補助，紓緩弱勢家庭在手術、住院、復

年後，小傑進入幼兒園幼幼班就讀，有了更

健、醫療器材、營養品、就醫交通等方面的開銷

多與同儕互動的機會，他的成長更加穩定。

壓力，使孩子不因家人遭逢重大傷病而影響生活

外婆和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工分享，小傑現在

與就學。

會自己吃飯和上廁所，講話也有很大進步，
外婆說：「看到他健康許多，我就放心了。」

．貧童健保
針對 16 歲以下、經濟困難無法繳健保費，且
沒有其它社會救助資源的資助童，台灣世界展望
會為孩子繳納健保費，維護其基本的就醫權利。

．微型保險
台灣世界展望會與國泰人壽、富邦人壽合作，
由企業代繳保費，提供經濟弱勢家庭微型保險。
透過微型保險預防弱勢家庭成員不幸因意外傷
亡，可獲得保險給付，適時降低突發事故對家庭
經濟或兒少成長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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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暨全人發展
107,564 人次受益
台灣世界展望會每年關懷近 5 萬名弱勢兒少，其中約 52% 正處於身心發育成長、找尋自我價值的
青少年階段。受到相對貧困的家境影響，這群青少年除了面對每個青春期孩子都會經歷的學業、人際、
家庭等各種煩惱，同時也承受家庭沉重的經濟壓力；而且與同儕相比，在成長過程中亦較缺乏值得學習
效法的榜樣和生涯規劃的培力資源，也較少有良好人際互動的機會。
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以下「兒少暨全人發展」計畫的服務工作，幫助青少年逐步打下自立於社會的
良好基礎。

．文化知能培養
為就讀國小至高中之兒少，分齡辦理文化知

提供長期才藝課程，開辦美術、音樂、戲劇、

能培養方案，包含文化隊、傳統歌謠、技藝與知

舞蹈、文學、手工藝等各類領域活動，並定期舉

能課程和台灣兒童合唱團等，活動內容結合族群

辦成果發表，幫助兒童與青少年擁有更多學習及

文化、在地族群特色，使兒少認識、承傳自身文

培養才藝的機會。

化、建立自信，並透過各式公益展演機會，促進
兒少獲得潛能的發揮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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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自我 追尋夢想
在新住民家庭長大的阿輝（化名），由
於父親早逝，生活只能依靠低收入戶補助和
母親打工的些許收入，「記得家中最辛苦的
時候，連水電費都繳不出來。」台灣世界展
望會的助學支持，陪伴阿輝家走過經濟低谷；
所舉辦的方案活動，更是阿輝開拓生命的關
鍵：「我參加過世界展望會舉辦的攝影、街
舞等課程，每項都讓我覺得很有收穫。」
不只才藝學習，阿輝更在職涯探索方案

．生涯發展與培力
為增進經濟弱勢青少年之生活與就業技能，
培養獨立生活所需的能力，透過講座、參訪觀摩、
體驗活動、回饋服務等多樣活潑的學習方式，辦
理生命教育、生涯預備、自立生活等課程，幫助
青少年提升視野及培養良好生命品格，建立未來

中了解自己的個性及適合的出路，「職涯測
驗的結果告訴我，我是勇於嘗試、不服輸的
人，適合創業的個性。」原本對人生感到迷
惘的他，當清楚自己個性，夢想和勇氣就油
然而生，「我和哥哥在討論，結合我們兄弟
現在學習的專業，未來或許可以成立電子醫
療服務公司，挑戰老人服務這塊市場。」

自立的基礎。
由於成長過程多了一份艱辛，相較一般
青少年，阿輝的心思相當成熟務實，「我連

．兒少關懷服務中心
為落實兒少權利公約中提及之「社會參與」、
「生涯發展」及「休閒娛樂」等兒少應有權利，
規劃符合各年齡層兒少參與之活動，並提供集會、
探索自我及發展所需的環境與設施。
於 2018 年共設立 29 間兒少關懷服務中心，
使孩子擁有安全穩定的活動場所；8 間青少年發
展中心（新店、竹東、埔里、宜蘭、鳳林、玉里、
成功、台東），帶領兒少認識自身特質與優勢外，

創業的步驟都想好了！」他說，求學的階段
要盡可能培養自己的競爭力，尤其是英文及
領導、管理相關的知識與能力。畢業退伍後，
先透過基層工作吸取職場經驗並存錢，等待
適當時機，再一舉投入創業。
談起心中夢想，阿輝眼神發光，「若有
機會成功，我要效法資助人和世界展望會，
傾注愛心、幫助他人。」帶著勇氣與自信，
阿輝持續朝目標邁進。

也提供各項技能的學習課程；13 間育樂教室（復
興、五尖、苗濱、雲濱、嘉濱、旗山、禮納里 2 間、
玉里、金崙 2 間、台東、蘭嶼），提供兒少綜合
才藝學習、課後輔導、閱讀、資訊教育等活動；8
間部落廚房（阿里山、霧社 2 間、屏東、秀林、
玉里 2 間、關山），培力所服務家庭之家長取得
烹飪證照，並教導家長與孩子基本的飲食觀念和
食物教育，提供兒少穩定三餐與均衡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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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發展暨社區培力
40,710 人次受益
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基礎來自和諧與功能具備的家庭，而經濟弱勢家庭容易伴隨著親職角色缺
位、照顧功能不彰及家庭資源匱乏等生活風險，使家庭的安全、經濟與保護功能處於較不穩定的狀態中，
連帶影響兒少的基本需求與身心發展。
為幫助經濟弱勢家庭發揮親職及教養功能，讓良好的親子關係彌補家庭經濟條件不佳所帶來的負面
影響，台灣世界展望會提供以下「家庭發展暨社區培力」計畫，幫助兒童及青少年在健康的家庭關係中
穩定成長。

．家庭教育
台灣世界展望會因應所服務之家庭型態與家
庭關係的差異，辦理不同需求之各種教育活動，
如理財、烹飪、手作才藝、家庭價值、親子戶外
活動、園遊會或運動會等，增進家人彼此互動機
會，穩固家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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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令孩子驕傲的母親
今年 9 歲的睿睿（化名），父母關係不
和諧，常為小事而情緒失控，對孩子大聲咆
哮，讓睿睿三姊妹感到恐懼不安，睿睿的姊
姊甚至出現拔頭髮的焦慮行為。睿睿的媽媽
很重視朋友，對家務並不在意，常因喝酒疏
忽了對孩子的照顧，卻不願接受社工的勸導。
睿睿參加台灣世界展望會辦理的課後陪
讀班，不只學習表現優秀，成績亦保持在前
三名。社工時常向睿睿媽媽表達孩子的認真
與努力，盼望媽媽能夠關心和重視。
為幫助家長了解孩子學習狀況，同時培
力他們增進生活技能，台灣世界展望會邀請
陪讀班家長參加「親親學園」方案，定期聚
集家長上課。由於睿睿在陪讀班的好表現，
吸引媽媽願意參加方案！透過社工的活動引
導，睿睿媽媽的人際和親子關係皆有了進步，
不僅與其他成員相處融洽，也主動協助預備
材料並積極參與學習。睿睿媽媽亦常帶著孩

．家庭支持照顧

子一起上課，母子協力完成課堂作品。

提供「家務指導」、「家庭關懷」、「家庭

親子關係改善讓睿睿媽媽對孩子的生活

閱讀」服務。家務指導能幫助弱勢家庭增進家務

與學習狀況開始注意，也不再隨意把孩子留

整理技巧及了解親職內容，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置家中不聞不問，更願意嘗試控制情緒及減

家庭關懷則特別關注危機家庭及特殊家庭的照顧

少喝酒頻率，越來越少對孩子亂發脾氣。

及陪伴，透過心靈關懷、安全照顧、親職教育及

睿睿說：「媽媽變得溫柔了，我喜歡現

支持引導等幫助，讓家庭成員恢復信心，度過家

在的媽媽，她還陪我去教會喔！」為了讓孩

庭危機。家庭閱讀則協助建立共同閱讀習慣，在

子擁有更好生活，睿睿媽媽報名居家服務員

親子共學中強化關係與情感。

的訓練課程，幫助自己更有能力因應職場需
求。假日時，睿睿媽媽還利用時間修讀二專
的長青科，希望補足學歷，使自己更有優勢

．家庭生計培力
透過技職能力養成、認識產業發展與結合在

與競爭力。媽媽的蛻變與成長，讓睿睿心中
感到既驕傲，又溫暖。

地化特色，培力經濟弱勢家長餐飲烹煮、烘焙、
農業種植、家事清潔等訓練，幫助兒少家長培養
一技之長，奠定未來就業、創業及穩定家庭收入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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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
18,922 人次透過兒少保護服務受益
由於兒童身心尚未成熟，需要被照顧、保護，及預防在成長過程中的疏忽及暴力對待等風險，台灣
世界展望會透過「兒少保護」計畫，執行下列服務工作。

．兒少保護教育宣導

．居家安全改善

針對資助童及其家庭成員，或社區弱勢家庭

本會針對有居住或兒少保護隱私風險之家

進行訪視關懷，安排小組團體課程，與社政、警

庭，經社工家訪評估後，提供修繕補助，協助其

政合作辦理宣導活動，今年度，本會共辦理 230

進行居家改建或修繕，如增設隔間及房門、更換

場「兒少保護」宣導講座，教導孩子及其家庭成

門鎖、修補屋頂或門窗、水電維修等，降低兒少

員兒保的正確觀念與相關法令、自我保護與求助

於生活照顧及安全維護上可能遭受的疏忽情境與

方式，預防兒少遠離可能發生的暴力事件。

居住風險。

我爸爸變得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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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歲的小豪（化名）來自收入不穩定的家

中練習正確教養方式，避免把負面情緒轉嫁到

庭，爸媽需長期向親友借貸周轉以維持開銷。

孩子身上；同時，給予母親保護孩子的觀念，

為此雙親時常爆發激烈衝突，小豪和弟弟幾次

提升孩子在家裡的安全感，及協助父母親學習

被捲入大人的爭執中，身心受到波及。

如何正向溝通。

在小豪的父母失和時，台灣世界展望會緊

這段時間，小豪接受世界展望會的兒少保

急協助安置小豪及弟弟，並從經濟、親職教養

護講座，認識自我保護方式。在小豪返家之後，

觀念及溝通三方面提供幫助。社工協助申請教

親子間的互動出現改善。小豪看到爸爸工作疲

育扶助金，使孩子穩定就學，紓解家庭經濟壓

累之餘會適當休息，不再發生累積過多壓力而

力。藉由定期訪視，社工與父母親討論金錢使

爆發情緒的狀態，他高興地和社工分享：「我

用方式，學習開源節流；協助父親在親職課程

爸爸變得不一樣了！」

國內服務工作

兒少保護─政府合作方案
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2018 年 12 月底統計，2018 年 1 至 9 月發生 42,955 件兒少保護通報案件，
平均每天近 160 件兒虐通報案件，孩子失去安全成長的權益。為保護國內兒童、青少年免於暴力與恐懼、
健全身心發展，台灣世界展望會以多年服務工作經驗，並整合資源與政府合作，建立健全的保護網，致
力於每位兒少獲得安全且豐富的生命。

計畫類型

主要方案

教育促進
及全人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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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發展
暨社區培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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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庭支持服務中心
‧0206 震災家庭及社區重建服務

兒少保護

‧113 保護專線╱家外安置服務
‧ 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
‧ 脆弱家庭多元服務輔導
‧ 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輔導處遇

共 4 個方案
受益人次

107,390

共 24 個方案
受益人次

39,316

共 45 個方案
受益人次

255,967

2018 年共 73 個方案，總計 402,673 人次受益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熱線（113 保護專線）
台灣世界展望會承接衛福部委託的 113 保護專線，提
供有關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老人與身心障
礙者保護案件之諮詢與通報，以及性騷擾案件諮詢與再申
訴。2018 年，有效諮詢電話量共 88,040 通。其中，兒少
保護事件、家庭暴力事件、性侵害事件及高風險家庭等通
報案計有 21,706 件，並以「兒少保護」案件達最高，計通
報 7,703 件，占所有通報案件數之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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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外安置服務
為協助遭遇家庭變故、暫無法居住在原生家

為積極預防兒童疏忽照顧或虐待事件，台灣

庭的兒少，台灣世界展望會於基隆市、台北市、

世界展望會於 14 個縣市辦理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

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辦

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考量弱勢兒少暨家庭之需

理寄養安置服務，包括拓展寄養家庭的招募培訓、

求，因應政府社會安全網政策，今年起新承接兩

品質管理、支持及輔導等，提供兒少安穩的生活

縣市之脆弱家庭多元服務輔導方案。2018 年本會

環境；為結合及運用社會福利資源，亦支持兒少

高風險與脆弱家庭服務共計幫助 12,359 名兒少、

安置個案於親屬家庭所需處理之各項問題；透過

6,646 個家庭，針對個案家庭需求，提供面談訪

辦理寄養兒少培力團體、個案研討、年度評估等，

視、電話訪談、情緒支持、課業與就學輔導、經

作為孩子結束安置後返家或自立生活的基礎。

濟補助、親職講座、家事服務、協助就醫、法律

2018 年共幫助 475 名兒少得到適當照顧，透過訪

諮詢等專業服務，全年共計 85,881 人次受益。

視及方案活動共 50,422 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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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工作

在「家」的歸屬中 感受幸福
屏東大社安息日會的林德富牧師、洪滿
足師母是台灣世界展望會的資深寄養爸媽，
目前正照顧一名患有多重障礙的孩子小樺（化
名）。兩年前小樺剛到寄養家庭時，大小便
不能自理，甚至連走路都不穩，洪滿足形容
小樺「走 3 步就跌倒 1 次」，總是仰著頭看
天空，也無法說話表達。
一開始，林德富、洪滿足擔心自己是否
真的能照顧好這個孩子，因此洪滿足曾一星
期每天 24 小時與小樺相處，以了解孩子的生
活習性。在他們全心照顧下，兩年後，小樺
再接受評估時，已經進步了兩級，為中度多
重障礙，小樺不但可以自行大小便，走路不
會跌倒，還展現出他對事物的好奇心。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

「看到一個孩子成長，這份成就感是很

為幫助受虐或受疏忽的兒少獲得應有照顧、

難用言語形容的。尤其當孩子真心接納寄養

避免再次受暴，台灣世界展望會於 7 個縣市執行

父母，知道自己處在安全的環境中，他就會

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追蹤輔導與家庭處遇服務，

發揮潛力、探索新的事物；而藉由這個孩子，

透過訪視家庭、電話會談、家庭扶助及福利服務、

也讓夫妻凝聚共識，感情變得更好，」林德

寄養家庭訪視、安置機構訪視，降低兒少危險因

富、洪滿足說。在台灣世界展望會提供的進

子，2018 年共服務 1,823 戶家庭、2,294 名兒少，

修課程及社工輔導的協助下，來自不健全家

訪視及參與方案活動共計 31,624 人次受益。

庭或曾經身心受創的孩子，因著寄養父母的
支持與陪伴，有機會重新感受愛、擁抱愛，

．其它兒少保護相關服務工作

並重拾對「家」的歸屬！

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投入原鄉工作，於全台
設置 14 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服務原鄉；於澎
湖縣、南投縣、台東縣、高雄市設立 7 個據點，
為隔代、單親、身心障礙者、新住民配偶、受刑
人、失業等經濟弱勢家庭，提供「弱勢家庭兒童
少年社區照顧服務」；於台南設置家庭及社區重
建服務中心，協助 2016 年初台南地震災後家戶重
返日常生活，另辦理花蓮縣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台北市大同親子館、苗栗通苑家庭支持服務中心、
台東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蘭嶼工作站，服務當地兒
少及家庭，以上共計受益 146,70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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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計發展
執行 32 項培力專案
187 戶受益家庭
穩定的家庭環境，是兒童健全成長的基礎。台灣世界展望會從服務家庭的生計需求及工作型態出
發，調查與評估在地產業特性、廠商及技術資源、市場發展等面向，規劃符合當地經濟環境的生計發展
方案，透過課程培訓、農牧資材補助等方式，培力經濟弱勢家庭發展如農作物產銷、雞隻養殖、生態旅
遊、烘焙、手工藝製作等謀生技能。
同時與在地廠商合作，協助提供銷售管道，使方案成員逐步增進對市場的熟悉度；協助成員們儲蓄
自主營運所需的資金，讓參與生計發展方案的家長們，有機會為家庭建立穩定的收入來源。
培力過程中，台灣世界展望會經濟發展社工不只為方案成員提供必要資源，更鼓勵他們一步步跨越
各種挑戰，無論是學習新技術遇到了瓶頸、辛苦種植的農作物卻找不到買家、家庭壓力使成員想退出方
案等，經濟發展社工都持續陪伴。而成員們獲得穩定收入所散發的自信與喜悅，則是推動台灣世界展望
會繼續投入國內生計發展方案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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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內生計發展培力專案
新竹

竹東居家清潔培力專案
五峰樹豆及玉米產銷專案
五尖雜糧產銷專案
尖石水蜜桃產銷專案

台中

大甲藺草編織培力專案
沙鹿烘焙培力專案
和平無毒甜柿產銷專案
東勢木製品製作培力專案

南投

武界雞隻契養產銷專案
武界有機蔬菜產銷專案
埔里筊白筍產銷專案

雲林

雲林市居家清潔服務培力專案

嘉義

阿里山有機蔬菜產銷專案
嘉義市縫紉工藝技術培力專案
嘉濱雜糧栽培產銷專案
嘉濱竹編製作培力專案

高雄
屏東

六龜雞隻契養產銷專案
高屏雜糧栽培產銷專案
高屏蔬菜產銷專案

花蓮

花蓮市婦女廚藝育成專案
吉安烘焙培力專案（一）*
吉安烘焙培力專案（二）*
玉里稻米產銷專案
東里無毒香菇產銷專案
卓溪生態旅遊培力專案
卓溪社區食堂培力專案

台東

美肌面膜原物料養殖培力專案
台東市美髮服務培力專案
延平部落旅遊培力專案

蘭嶼

西點烘焙坊培力專案
環保手工皂產銷專案
編織培力專案

* 註：吉安烘焙培力專案第一批參與成員即將邁入自立，成為可依季節穩定生產的工作團隊。台灣世界展望會於
2018 年招募第二批方案參與成員，期望透過新舊成員師徒制的培訓模式，幫助更多弱勢家庭改善生計。

美髮班姊妹們的團圓飯
每到過年，美江總特別想家，「還好有美
髮班的姊妹們陪我吃團圓飯，彌補我不能回越
南的思念。」對美江來說，每週兩小時的美髮
班培訓課，不僅為她累積築夢的基礎能力，更
使她認識了一群彼此分擔辛苦、打氣鼓勵的姊
妹們。
來自越南的美江原本與先生一起務農，經
濟全仰賴夫家，當她離婚、帶著兩個女兒搬離
夫家時，手邊幾乎沒有存款。為了生活，美江
從凌晨開始工作直到夜晚，無論是賣菜、農務
臨工或民宿清潔，只要能多掙一點收入，美江
總是全力以赴。
長時間從事農務、民宿清潔等勞力工作，
造成美江的椎間盤和脊椎長出骨刺。她一方面
忍著痛繼續工作，儲蓄開刀所需的醫療費；一

方面也思考如何改變以勞力為主的工作模式。
當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工邀請美江參加「台東市
美髮服務培力專案」，她馬上答應，因為她實
在希望有一天可以不再靠勞力為生，能用一技
之長撐起一家三口的生活。
認真的美江媽媽不僅在每次美髮培訓課堂
積極學習，更常主動向老師借器材和模特頭，
回家反覆練習。「謝謝老師給我們機會，我們
會努力學習。」這是美江的口頭禪，雖然一度
因為工作與學習兩頭燒，萌生退出方案的念頭，
但因著老師和美髮班姊妹們的鼓勵，現在的美
江正朝著考取美髮丙級證照的目標努力。
而在未來，美江還有一個夢：「我想開一
間美髮工作室，和姊妹們一起服務社區婦女。」
台灣世界展望會將持續陪伴，期望幫助美江的
夢想成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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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緊急救援暨重建
26,759 人次受益
家庭的安定建立於經濟、健康及家庭功能上，突如其來的重大疾病、意外等事件，使得家庭破碎、
重要成員缺位或頓失經濟來源，對於收入不穩定的經濟弱勢家庭，不僅難以因應危機，更因而衍生家庭
功能喪失或不彰，嚴重威脅家庭運作與兒少安全。
台灣世界展望會提供扶助金予因急難、天災、意外及家庭變故等突發狀況致使經濟陷於困境之家
庭，減輕家庭緊迫之生活需要，同時提供專業輔導，透過社工的關懷訪視，支持並陪伴這些家庭順利度
過最艱難的時刻。此外，也透過電子信箱與弱勢專線服務主動求助者。

諮詢與
服務介入

醫療補助

2,289 人次

特殊景況兒童與
家庭積極輔導

275 人次

22,164 人次
急難救助

1,85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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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重大緊急救援服務與災後關懷
2018 年 02 月 06 日／花蓮地震
2018 年度投入災後救援與重建工作，共計約 3,000 人次受益。
‧ 於救援前期開設兩所兒童關懷中心
‧ 提供扶助金予 1,060 名受災區之資助童順利註冊上學
‧ 提供災害慰助金予 134 戶受災區之受助家庭
‧ 提供家具毀損補助予 21 戶受災家庭以更換毀損家電
‧ 提供學用品，供 100 戶受災家庭學童讀書、寫作業用
‧ 提供特殊景況家庭補助予 36 戶受災區之家庭
‧ 開辦兒童創傷預防與支持性團體，成立兒童關懷據點，協助兒童創傷評估與預防支持
‧ 辦理社區防災宣導與培力方案，培育孩童及社區民眾面對災害之事先預防與彼此互助之能力
‧ 辦理兒童防災營會，倡導防災的重要性

2018 年 08 月 23-28 日／南區豪雨
2018 年度投入災後應變與復原工作，共計約 100 戶家庭受益。
‧ 緊急救援兩階段：災害應變與緊急回應、災後生活復原工作
‧ 提供災害慰助金予 55 戶受災區之受助家庭
‧ 提供家具毀損補助予 16 戶受災區之受助家庭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
‧ 提供災後心理復原諮詢服務，協助短期內恢復生活適應能力
‧ 進行防洪防淹水宣導教育，幫助受災家庭能學習自主防災

最及時的幫助

最溫暖的陪伴

「原本以為地震過一會兒就停了，沒想到

和朋友玩遊戲。」地震發生後，台灣世界展望

旁邊的大樓就這樣倒下。」萱萱（化名）的母

會第一時間啟動防災機制，動員花蓮地區逾 30

親回想 2018 年 2 月 6 日午夜景象，說話的聲音

名專業社工投入救援行動。首先，社工們聯繫

逐漸低沉。夜越來越深，她帶著全家人來到中

本會長期服務、位於受災地區花蓮縣新城與吉

華國小，看到裡頭的燈亮著，便一手牽著一個

安鄉的兒童及家人情況，並親自走訪聯繫不上

孩子，希望能進去找個暫時歇憩的落腳處。儘

的家庭，確保其安全。

管裡頭志工熱情招呼，她們卻遲遲不敢進到室
內，母親不捨地說：「因為孩子還會怕，我們
搬了幾張椅子坐在戶外，手裡抱著小女兒，直
到凌晨四、五點，她才慢慢睡著。」

並於 2 月 7 日上午，在中華國小與德興體
育館兩處安置中心，開設兒童關懷中心，動員
社工、志工的力量，透過說故事、桌遊等活動，
讓孩子們從驚嚇中恢復過來。除了幫助孩子抒

「她們一直擔心地震會再來，萱萱幾乎天

發心中不安與恐懼的情緒，更讓父母在承受突

天都做噩夢。直到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志工每天

發變故與未知將來的高壓下，可以專心處理生

在兒童關懷中心陪著她們，現在才能又開心地

活復原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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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轉變持續發生

為迅速回應全球大量且急遽改變的需求，世界展望會發展各類型的服務工作，包括以社
區為本的區域性方案解決模式，近年則部分轉型成國家層級跨領域之大型計畫。台灣世界展
望會透過一對一資助兒童計畫，培力家庭、區域發展的倡導暨發展型計畫，及以打造社區自
立為目的之社區希望計畫，落實教育、健康與營養、水資源暨衛生、生計與韌力、兒少保護
與倡導五大領域的服務工作，致力改善社區的貧窮與脆弱。
同時，台灣世界展望會也整合倡導工作至五大事工領域之中，例如充權貧困社區、影響
受助國政府投入資源，提升教育、環境及醫療等服務品質，也參與「終止兒童受暴」（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等由聯合國發起的全球倡議行動，以期從政策面著手解決貧窮的根
源與現象。
此外，有鑑於服務範圍遍及全球，各洲區擁有不同國情、文化與需求，台灣世界展望會
致力與受助國夥伴一同規劃因地制宜且適合國情與該社區的方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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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洲區
34 個國家
85 個社區發展計畫
247,900 位兒童
3,867,683 名社區居民
因為資助兒童計畫與社區希望計畫受益

783,372 名社區居民
透過倡議暨發展型計畫受益
一步步邁向脫貧、自立之路
1.2%

1% 2.5%

2018 年度國外事工經費支出圖
█ 資助兒童計畫 1,355,972,155 元

5.1%

█ 緊急救援計畫 689,146,955 元
█ 發展型計畫 114,835,679 元
█ 社區希望計畫 26,461,367 元
█ 國外事工間接成本 22,646,772 元

30.4%
59.8%

█ 實物捐贈 56,048,000 元

合計 2,265,110,928 元
單位 : 新台幣 / 元
資料提供：台灣世界展望會財務處
統計期間 : 2017/10/01 至 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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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國外五大服務領域總體資源分配比
強化家庭與家長的親職能力 建立完善社會安全網絡
全球逾 17 億兒童遭受心理與身體虐待，為了有效因應、解決兒童保護
等相關議題，例如：兒虐、家暴、霸凌、童工、童婚、兒童販運等，世界展
望會推動各項服務工作，促進兒童權益得到應有保障。
首先，充權兒童成為擁有兒保知識及技能的公民，保護自身與同儕、管
理風險，藉由公民發聲與行動（Citizen Voice and Action）改善社會風氣；並
與在地夥伴合作，建構社區兒童保護網絡，且向該地政府倡議，推動立法及
落實法律執行，禁止所有對兒童造成暴力威脅之形式。

兒保倡導
11%

提升家庭生計韌力 培力社區經濟永續發展
在我們的世界，有 7.83 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每日生活費低於

生計與韌力
20%

1.9 美元）。貧窮除了代表收入、資源不足，無法建構永續的生計，
更是飢餓、營養不良、疾病、失學、受歧視，且無法擁有社會參與權
等之原因。
對此，世界展望會從根源解決貧窮問題，支持社區工作建構，漸
進式地從物資援助、社會資源連結及轉介、技術培力，進而到創業輔
導等服務工作，協助最弱勢家庭逐步脫離貧窮、邁向自立。

健康與營養
25%

提供因地制宜的健康營養課程 擁有良好的衛生行為及醫療服務
健康不僅是兒童、家庭和社區的活力來源，也是發展學習力、生產力和經濟活動的
基礎。然而全球有 8.21 億人無法獲得足夠糧食；1.24 億人患有嚴重營養不良。
為了達成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零飢餓、
全球孕產婦死亡率下降至 0.7‰，及新生兒死亡率減至 12‰ 等。世界展望會藉由各式倡
議與培力，增進家庭成員之衛教知識、提升當地醫療環境品質，同時加強在地夥伴之能
力，以期為社區帶來持久的行為與觀念改變。

26

國外服務工作

改善教育環境與教學品質 提升兒童識讀、算數能力
過去 20 年，全球投入許多資源於教育發展，兒童就學率雖有
顯著提升，但許多孩子卻仍無法接受有品質的教育，仍有 2,500 萬
兒童從未上過小學；2.6 億兒童無法正確閱讀、算數。
世界展望會與兒童、家庭及社區合作，透過改善校園設施、精
進教師教學專業，及改變家長觀念等，幫助各年齡層兒童獲得良好
品質的教育，有效學習基礎的讀寫及算數能力；並且養成正確生活
技能與態度；同時為青少年預備好未來進入職場的能力。

教育
27%

水資源
暨衛生
17%

2018 年

世界展望會每 10 秒就讓多１個人獲得乾淨水

乾淨水資源與衛生環境是兒童生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且有助於培
養良好衛生習慣、改善公共衛生條件，幫助孩子保持健康。
世界展望會與社區領袖合作，動員及倡導社區成員共同興建水井、修復
供水點；至家庭、學校及社區倡導水資源暨衛生等教育，包括提倡廁所的重
要性、瞭解露天排便會導致水媒疾病等基礎衛生知識。並且成立水資源管理
委員會，確保汲水點的永續運作，以促進社區成員改善整體的環境衛生。

（數據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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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服務 12 個國家

幫助 86,400 名兒童

1,976,917 名社區居民受益
中國、印度、斯里蘭卡、蒙古、柬埔寨、泰國、越南、寮國、尼泊爾、印尼、緬甸、孟加拉

五大事工焦點項目
教育
以基礎教育為核心，推廣幼兒的學齡前教

生計與韌力

育，及強化青少年生命教育。

‧ 組織儲蓄團體，培養家庭的儲蓄習慣，
使其擁有基本借貸機會及預備金，以備

水資源暨衛生
‧ 衛生知識的養成與行為改變。

回應緊急事件。
‧ 推廣災害風險管理、提升社區防減災能

‧ 建置供水及衛生設施，同時由社區主導全面
衛生計畫（Community Led Total Sanitation）

力，以應對日益頻繁的天災、戰亂。

推廣零露天便溺。

營養健康
‧ 開辦模範媽媽營養教室（PD Hearth）

兒少保護與倡導
‧ 透過兒童社團加強兒童對自身權利的意
識，並且認識議題，包括人口販運、童

且為孕產婦及哺乳中婦女與其家庭提供
保健諮詢，教導照顧者母乳哺餵、副食

工、童婚與境內離散等。
‧ 運用公民發聲與行動，培力社區、居民

品製作等。
‧ 培力社區衛生人員，提供孕產婦健康檢
查，以降低母嬰死亡率。

「模範媽媽營養教室」打造孩子的健康
尼泊爾母親努塔拉（Nunthala）發現 22 個月大的小兒子
齊恩（Chijan）患有營養不良後，隨即加入世界展望會舉辦的
模範媽媽營養教室，她在課堂上學會如何準備餐點與營養副食
品、兒童餵養等照護與衛教知識，並運用所學照顧兒子。
12 天後，齊恩的體重增加了 300 克，更在健康寶寶比賽
中，秤量重達 10.5 公斤，「參加模範媽媽營養教室後，我的
孩子被評估為社區中最健康的孩子！」努塔拉開心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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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童權益發聲，同時組織兒童保護委
員會，通報及轉介兒保案件。

國外服務工作

中東 / 東歐
服務 4 個國家

幫助 20,650 名兒童

271,859 名社區居民受益
羅馬尼亞、波士尼亞、亞美尼亞、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

五大事工焦點項目
教育

生計與韌力

‧ 培養兒童、青少年生活技能與思辨能力，

聯合社福單位及社區，協助經濟弱勢家庭尋

鼓勵孩子共同參與社區營造。
‧ 提供青少年技職培訓，為就職做準備。

求穩定生計來源，再導入「地區價值鏈發
展」，連結家庭與社區其他生產者，以利其
進入產業鏈，發展家庭永續的經濟收入。

水資源暨衛生
為難民營、避難所設置水資源衛生設施，
例如：汙水處理系統、廁所，與給水系統，

兒少保護與倡導

同時教導兒童正確的衛生觀念。

與社區、教會合作推動兒童保護課程，培
養家庭主要照顧者回應兒童各種需求的能

營養健康

力，並連結社區團體及政府資源，強化社

‧ 提供經濟弱勢家庭醫療援助。

會安全網絡。

‧ 培力社區醫療人員，以回應居民的健康需求。

溫暖的房子裡，充滿希望的心
「冬天時，風颳地很厲害，還會鑽進屋子裡，讓室內變得更冷。」45 歲的亞美尼亞母親卡麗
內（Karine）居住的社區冬季十分嚴寒，溫度時常會降至 -25℃。卡麗內回憶先前房子的景象：老
舊磨損的門窗無法抵禦寒風，再加上損壞、破洞的屋頂使房子無法有效保暖，導致她其中兩個孩
子時常生病。
瞭解卡麗內的家庭景況後，世界展望會不僅提供卡麗內一家足以
過冬的柴火；協助其修繕年久失修的住所，同時也向當地政府通報轉
介，幫助她獲得更多的補助資源。「這牆壁可是我親手粉刷的，」卡
麗內重複說了好幾次，每說一次，她就開心一次，「我非常感謝世界
展望會，我的孩子現在很開心，能安穩地睡在溫暖的房子裡，讓我們
擺脫了寒冷和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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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服務 12 個國家

幫助 91,400 名兒童

1,164,908 名社區居民受益
剛果民主共和國、賴索托、馬拉威、莫三比克、尚比亞、史瓦濟蘭、南非共和國、衣索比亞、獅子山共和國、
查德、馬利、尼日

五大事工焦點項目

教育

水資源暨衛生

提供書籍與課桌椅，培訓合格師資，以提升學習

由於非洲國家的安全飲用水、廁

效率，強化學童閱讀與書寫能力。

所與洗手臺等衛生設施涵蓋率普
遍低於 50%，因此工作重點為發
展水資源基礎建設與維護衛生環
境，及宣導衛生習慣之重要性。

改善學校之基礎設施與效能，例如：興建校舍、

生計與韌力
‧ 強化社區的農牧技術，提高家庭糧食與經濟保障。
‧ 鼓勵參與儲蓄團體，促進社區經濟活動多樣化，並透
過市場與產品鏈的分析與應用，增加產品價值。

營養健康

兒少保護與倡導

‧ 改善家庭營養照護、環境衛生等條件，

‧ 協助社區成立兒童保護團體，預防及

矯正兒童發育遲緩的現象。

回應兒保事件。

‧ 倡導疾病防治、產前健康檢查的重要，提

‧ 培力兒童爭取自身與同儕權益，例如

供符合國際標準的藥劑與防疫設施，降

在國際節日舉辦慶典，讓孩子可以參

低傳染疾病，如：愛滋病、瘧疾等罹患率。

與倡議及發聲。

「儲蓄團體讓我意識到，原來我們並不貧窮。」
推卡坦（Twikatane）儲蓄團體成立、運作半年後，有了首次的盈餘分配共約 12,000 克瓦查
（Kwacha），約新台幣 510 元，其中一位成員、扶養 6 名
孩子的尚比亞單親媽媽希爾達（Hildah）獲得 1,550 克瓦查，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拿過這麼多錢，我用這筆錢買了 500
克瓦查的鐵皮屋頂，再花 500 克瓦查買公山羊與母山羊各
一隻，剩下的錢在市場開一家小商店。」
「以前不會財務規劃，但這正是儲蓄團體教會我們的
東西。我意識到原來我們並不貧窮。」推卡坦儲蓄團體已
進入第二個週期，希爾達運用貸款送孩子讀大學；再靠種
蔬菜及經營小商店償還貸款。「我很高興自己有能力照顧
年邁的父親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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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
服務 7 個國家

幫助 52,350 名兒童

453,999 名社區居民受益
玻利維亞、祕魯、海地、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尼加拉瓜

五大事工焦點項目
教育
‧ 培訓足夠的合格師資，從學校、家庭
與社區建構全面的學習環境。
‧ 提供青少年生命教育及職能輔導。

水資源暨衛生

生計與韌力
‧ 帶領居民、團體組織區域防減災網
絡，藉由培訓、聯合演習等活動，
強化社區的災難應變能力。
‧ 培訓農業及家畜養殖技能，提升工
作產值，以達家庭糧食保障目標。

‧ 在學校、社區宣導正確衛生觀念。
‧ 與政府、在地夥伴合力建置給水系統，並且組
織水資源管理委員會，使水源供給永續發展。

營養健康
‧ 培訓衛生醫療人員的孕產照護、兒童照護能力，
且提供醫療單位藥物、器材，改善醫療衛生服務。
‧ 透過常設或行動醫療站，持續追蹤、監測患病與
營養不良兒童的健康狀況。

兒少保護與倡導
‧ 在學校、教會推廣溫柔教養課程；
與政府及警政單位合作，組織完
善的兒保系統及通報機制。
‧ 成立兒童與青少年社團，喚起公
眾對兒童權益的重視，讓孩子免
於童工與幫派暴力的侵害。

從學校、家庭到社區，全面改善衛生環境
「經過衛教訓練後，小朋友們開始改變習慣，像是飯前洗手、每天洗澡。」宏都拉斯瓦斯卡
蘭（Guasucaran）社區小學老師路易（Luis Gonzales）在衛
生教育的課堂上，藉由 WASH UP 淺顯易懂的教材，並運用
卡通、繪畫等方式，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讓他們一下就學
會了各種衛生知識。
不只日常習慣改變了，學生組織衛生委員會後，更懂
得如何維持環境整潔，「在衛生委員會盡責執行下，學生
都很認真打掃，校園因此變得很乾淨。」路易更說明，當
孩子們將良好衛生習慣帶回家庭，更能全面改善社區的居
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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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成長
翻轉貧窮，迎向豐盛未來
在台灣資助人的愛心支持下，位於南非的恩倍奎尼計畫區、蒙古的中戈壁與阿斐希爾計畫區，透過
世界展望會一系列的服務工作，經歷將近 18 年、從匱乏到豐盛的美好旅程。他們揮別過去遭遇的貧困、
高失業率、糧食短缺、營養不良、教育品質低落、醫療資源匱乏、乾淨水源及基礎衛生設施缺乏、兒保觀
念認知不足等問題，轉變為喜樂、自信、健康、穩定的新生命，充滿積極力量迎向自立豐盛的未來。

南非―恩倍奎尼計畫區

少年舉辦的培訓課程，幫助他發現自己繪畫上的
興趣，更提供包括畫筆、顏料、布、紙、畫板等

兒童就學率 ↑ 90.94%
學生出席率 ↑ 94.4%
馬瑟第（Maseti）來自單親家庭，是世界展
望會長期關顧的孩子。世界展望會與南非衛生部
合作，監測恩倍奎尼計畫區兒童的健康狀況，檢
查出馬瑟第及其他社區孩子有視力或聽力方面障
礙。世界展望會幫助他們接受醫療院所進一步治
療，並提供眼鏡、助聽器等輔具，同時為孩子量
身打造健康和營養計畫，幫助馬瑟第成長茁壯。
世界展望會一路陪伴馬瑟第長大，透過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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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支持他朝相關領域發展，發揮自己的才能。
現在，馬瑟第已從高中畢業，找到一份可以
幫助家庭生計的工作，但空暇之餘他仍繼續學習
建築製圖，一步一步朝心中夢想前進。

國外服務工作

蒙古―中戈壁計畫區

因此，世界展望會在阿斐希爾計畫區推動媽媽營
養教室方案，以期減少、甚至遏止計畫區內孩子

18%

▲

兒童與家庭
擁有乾淨水比率

73%

在蒙古中戈壁計畫區，服務工作推動初期，
許多學校缺乏公共衛生設施，學生要上廁所得至
戶外，更沒有燈光和可供洗手的乾淨水，導致健

營養不良的情況。
除了幫助父母學習正確餵養及照顧孩子的方
式，同時提供健康與兒童照護知識諮詢。媽媽營
養教室針對出生 6 至 23 個月的孩子，提供營養補
給品，而 0 至 5 歲的營養不良兒童，則在暑期實

康與安全問題堪憂。

施營養加強補充計畫。更與健康中心合作，定期
世界展望會和當地企業與政府合作，推動水
資源暨衛生方案，為五所學校興建衛生廁所，「每
到冬天，在戶外上廁所又冷又危險，但現在我們
有了非常乾淨的廁所，我和同學都承諾會好好珍
惜。」巴爾亞（Bayarjavkhlangji）邊說邊開心地把
洗完的小手烘乾。
不只透過衛生設備改善孩子的環境與健康，
世界展望會也在課堂上安排衛生教育課程，幫助
孩子建立良好的衛生習慣，降低疾病感染率。

探視家中有 5 歲以下兒童的家庭，評估監測孩子
們的成長狀況。
健康中心工作人員度姆（Dulam）表示：「我
很訝異，媽媽營養教室能快速幫助體重過輕的孩
子們恢復健康，因為在此之前，我們對社區孩子

蒙古―阿斐希爾計畫區
兒童發育遲緩比率

▲

24.6%

9%

「 我 的 孩 子 以 前 非 常 虛 弱， 也 常 生 病。 那

體重不斷減輕的情況幾乎是束手無策。」營養計
畫實施 5 年後，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已有效降低
到 18.9%，其中更沒有一個孩子是因營養不良而
離開人世。

時，我花了很多錢買藥給孩子吃。」 巴圖高科
（Battogtokh）住在蒙古阿斐希爾計畫區，她的女
兒阿里薩納（Ariunsanaa）曾經體重過輕，直到巴
圖高科加入媽媽營養教室，學會如何照顧孩子及
準備營養的食物之後。現在，阿里薩納已經恢復
元氣，是一位健康活潑的小學生。
2010 年的蒙古，5 歲以下兒童每千人中有高
達 33.1% 死亡率，且絕大部分是因為營養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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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服務工作

世界展望會深入最艱難之處，
服務最脆弱的兒童與居民。

4,097,556 人因為有您，
他們得以在最艱困的生活中，獲得一絲盼望。

國外緊急救援
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國內民眾及企業捐款，與夥伴國、政府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合作，於世界各地
展開人道救援行動，提供近 400 萬名民眾緊急救援與人道援助。

南蘇丹
751,118 人

烏干達

緬甸

1,030,881 人

41,300 人

受益

受益

受益

索馬利亞
319,969 人
受益

148,954 人

戰火衝突中，
905,635 居民

在

氣候變遷與
天然災害回應

敘利亞

中受益

20,247 人

獲得

戰後重建、
人道救援

受益

日本
1,910 人
受益

100,000 人
受益

孟加拉

衣索比亞

伊拉克

92,755 人

33,192 人

受益

約旦

受益

36,211 人
受益

中非共和國
356,060 人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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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服務工作

沒有一個孩子是負擔
來自敘利亞、17 歲的阿布篤卡迪爾（Abdulkadir） 在輪椅上生活已經四年了。他記得受傷的
那一天是星期五，他和爸爸阿布卡桑（Abu Kassem）正離開清真寺，突然間，一輛停在清真寺附
近的車子爆炸了，許多人受傷、死亡，他和爸爸也是其中之一。炸彈的碎片留在他的脊椎裡，造
成癱瘓。每個星期，他都得接受極具挑戰性的物理治療。「當我的父親不得不在食物或燃料，和
我的治療之間做出選擇時，我覺得很痛苦。我覺得自己對我家是一種額外的負擔。」
阿布卡桑了解兒子的感受，但對他而言，他得擔起整個家的責任，每一個孩子對他來說都一
樣重要，無論經歷挨餓或嚴寒，他也不會離開他們。他難以想像一家人曾住在阿勒坡（Aleppo）
市中心的大公寓中，現在卻得住在營地裡，這一切都因戰爭而生。營地原本的帳篷，後來換成了
活動式房屋，比帳篷好一些。「但還是不夠抗寒，寒冷的天氣總是讓我的兒孫生病。」
阿布卡桑說，各個家庭在漫長的冬夜用不同的方式取暖，有些靠燒塑膠瓶，但他拒絕這麼做，
因為他不想一家人吸入有毒煙霧。他記得去年面臨各種挑戰之際，收到了世界展望會提供的一台
暖氣和燃料，但他沒想到這樣的好事還會再次發生。今年他再次收到了燃料、毯子和床墊，得以
和一家人度過寒冷又漫長的冬日。
世界展望會提供保暖物資除了能讓像阿布卡桑一樣的家庭度過嚴冬外，也能讓超過 3,200 個
家庭免於受到因寒冷造成的健康問題。而對阿布卡桑一家而言，保暖物資大大減少了他們的經濟
負擔。

坦尚尼亞
180,806 人

剛果民主共和國

受益

598,127 人
受益

138,330 人
因

愛滋病防治行動
受益

2,904,637 人
獲得

糧食援助

辛巴威
蘇丹
199,130 人
受益

馬利

252,185 人
受益

83,665 人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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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收支報告

2018 年度總收支表
金額 ( 新台幣 / 元 )

項目
收入

4,001,064,359

支出

3,931,995,648

本期結餘 ( 短絀 )

69,068,711

資料提供：台灣世界展望會財務處
統計期間：2017/10/01 至 2018/09/30
本報表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2018 年度收入分析表
0.3%
0.8% 1.7%

█ 國內資助兒童捐款 1,122,129,657 元

0.6%

5.1%

█ 國外資助兒童捐款 1,541,332,045 元

6.2%

█ 緊急救援事工捐款 750,644,798 元
█ 發展型事工捐款 204,299,721 元

28%

█ 未指定用途捐款 26,037,434 元
█ 政府方案款 246,832,123 元
█ 政府方案本會自籌款 32,395,515 元

18.8%

█ 其他收入 10,747,893 元
█ 實物捐贈 66,645,173 元

38.5%

合計 4,001,064,359 元

單位：新台幣 / 元

2018 年度支出分析表
2.6%

█ 國內事工 - 一般支出 1,443,846,199 元

3.1%

█ 國外事工 - 一般支出 2,265,110,928 元
█ 行政費支出 122,554,400 元
█ 募款成本支出 100,484,121 元

36.7%

合計 3,931,995,648 元

57.6%
單位：新台幣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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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18 回顧豐盛與感謝
資助兒童計畫
愛心企業與機構陪伴兒童一起長大
資助一位兒童的成長是最值得投資的一件
事！感謝台灣愛心企業，攜手幫助國內外兒童的
生命有盼望。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資助
203 名國內兒童、廷順企業資助 138 名國外兒童、
伊凡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助 128 名國外兒童、
益登科技資助 100 名國內兒童、富邦人壽及台北
富邦商業銀行共資助 100 名斯里蘭卡兒童、如是
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資助 100 名國外兒童、童
心服飾資助 33 名國內兒童、偉慈慈善基金會資助
20 名國內兒童及 15 名國外兒童、業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資助 25 名國內兒童、天興投資公司資助

聯發科技 Charity Run
為特殊景況暨高風險家庭而跑
聯 發 科 技 於 2017 年 5 月 發 起「2017 Charity
Run」，號召全球員工參與路跑，累積里程數，為
公益團體募款。活動期間共 14 家分公司、1 萬名
員工投入，累積超過 40,000 英哩的里程數，由企
業代表捐出新台幣 10,200,000 元投入台灣世界展望

5 名國內兒童、15 名國外兒童、吳俊傑基金會資

會於新竹地區進行之特殊景況暨高風險家庭關懷

助 19 名國外兒童、國際獅子會 300-C1 區台中市

服務，以及印度健康醫療方案、敘利亞難民救援計

榮華獅子會會長王筠銥資助 14 名國外兒童及 3 名

畫與中國的教育方案。亦於 11 月 18 日舉辦「聯動

國內兒童、集思創意資助國內 10 名兒童、保險安
定基金資助 10 名國內兒童、意鑫合金資助 8 名國
外童及 6 名國內童；福誠╱覺恩慈善事業基金會
投入新台幣 517,000 元於資助兒童計畫；財團法
人彰化縣私立信星集團愛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捐款新台幣 480,000 元於資助兒童計畫、美
金 14,740 元投入社區希望計畫、新台幣 321,000
元投入課後照顧，關顧國內外兒童；火把行道會
持續資助 100 名南納卜勒斯兒童，全年資助款新
台幣 840,000 元；武昌教會與會友共同捐款新台
幣 449,260 元，資助國內兒童 4 位、國外兒童 31 位；
海濱海產捐款新台幣 416,800 元投入資助兒童計
畫、送愛至亞波羅及終止兒童受暴計畫。

無限精彩」20 週年公益運動園遊會，邀請 23 名本
會服務的孩子到場同樂。

救援花蓮震災一起來
全台愛心企業與機構在第一時間伸出援手，
支持台灣世界展望會緊急救援工作，協助花蓮震
災。「亞洲萬里通」邀請會員捐出里程數，兌換
成現金捐款，總計捐款新台幣 233,120 元；美國
運通號召網友刷卡╱積分捐款，支持災後救援工
作與兒童關懷中心；埔里基督教醫院有感 921 地
震時，社會大眾對埔里地區的援助，感恩捐款新
台幣 325,300 元；力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捐款新
台幣 300,000 元；Global Giving 透過其捐款平台，

飢餓三十
台北 101 購物中心舉辦「歐洲風味嘉年華」
關懷東非糧荒
台北 101 購物中心於 2017 年 10 月底至 11 月
中舉辦「歐洲風味嘉年華」，鼓勵民眾關懷東非
身處糧荒的兒童，活動總計募得新台幣 126,003
元，投入台灣世界展望會於衣索比亞、南蘇丹、
索馬利亞、肯亞進行的糧食援助、物資發放、水
資源衛生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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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提供各國人士線上捐款救援花蓮震災之方式，總

新台幣 1,870,000 元支持國內營養扶助，讓國內弱

計捐款新台幣 873,975 元投入國內外緊急救援方

勢兒童不再挨餓；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案；昇陽國際半導體捐款新台幣 150,000 元。以

司捐款新台幣 1,000,000 元於特殊景況及急難救助

上捐款協助受災家庭重建家園、提供受災兒童學

的醫療需求；凱蔚國際藉由洗、護髮商品提撥捐，

用品及心靈關顧，陪伴花蓮走過復原重建路。

以消費者名義捐款合計新台幣 1,000,000 元；新

IKEA 愛心送餐

店行道會關懷難民工作，每年透過會友奉獻，響

IKEA 宜 家 家 居 自 2010 年 10 月 起 合 作「 愛
心送餐」，透過門市捐款箱與線上捐款， 至今
募得捐款累計逾新台幣 57,000,000 元，提供超過
680,000 人次小朋友營養餐食，提供一天一餐予家
中經濟困難或缺乏照顧功能之弱勢家庭的學童，
讓孩子攝取均衡營養。
2018 年 5 月 至 2018 年 9 月 透 過 線 上 愛 心 送
餐募款，募得新台幣 4,973,877 元，2018 年度共
計募得新台幣 7,216,592 元。此外，企業志工們亦
於 3 至 4 月間深入花蓮、高雄、南投、基隆、苗栗、
雲林，陪伴孩子們遊戲、享受美食，帶領孩子們
了解惜食和均衡營養的重要。

應約旦白米計畫、為敘利亞難民捐款，今年累計
捐款 557,000 元，張茂松牧師個人亦捐款新台幣
350,000 元關懷摩蘇爾兒童難民；誠品書店長期合
作門市零錢捐，年度合計捐款新台幣 458,791 元
投入國內特況家庭；永豐銀行紅利捐點合計捐款
新台幣 37,500 元投入「飢餓三十 ─ 國內急難家
庭」；匯豐銀行紅利捐點合計捐款新台幣 80,100
元投入「飢餓三十 ─ 國內急難家庭」；馬光中醫
捐款新台幣 650,000 元投入國內特殊景況家庭；
泰郡建設郭泰吟捐款新台幣 500,000 元，支持國
內特況家庭；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捐款新
台幣 424,000 元投入國內特殊景況家庭及資助兒
童計畫；台灣證券交易所捐款新台幣 300,000 元
支持國內特況家庭；哈肯舖透過門市零錢捐及商
品提撥捐，共計捐款新台幣 248,407 元。

第 29 屆飢餓三十勇士大會師
飢餓不再 「救」是現在
第 29 屆 飢 餓 三 十 飢 餓 勇 士 大 會 師 於 7 月
14-15 日於台北、高雄兩地順利舉辦，號召全台兩
萬名營友進行飢餓體驗，並將捐款投入國外天災、
糧荒、戰火等緊急救援方案及國內特況、急難家
庭需求。
此次大會師特別感謝聯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
府、兩地協辦單位富邦金控，並感謝健喬信元、
悅氏礦泉水、統一企業、久津實業、三洋維士比

7-ELEVEN 匯聚民眾愛心
7-ELEVEN 透過全台門市 ibon，匯集民眾愛心
捐款新台幣 3,281,167 元，投入西日本水災救援
工作，協助當地成立兒童關懷中心；以及新台幣
1,519,211 元，協助國內遭受突發意外的特殊景況
家庭度過難關。

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
台灣世界展望會匯集企業愛心，即時回應世
界各地重大災難、飢荒與戰爭，及國內急難與特
殊景況家庭的需要。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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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頂好桶裝水、優沛水贊助流質食品作為營
友「生命糧」，支撐與會民眾達成 30 小時飢餓任
務，以及麥維他贊助任務達成後現場發放之「解
飢餐」。此外，亦感謝中華電信、馬光中醫診所、
泰郡建設機構、台灣三星、雲雀集團、英業達集
團、honestbee、 台 灣 和 民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YAHOO 購物中心、碳佐麻里精品燒肉、台灣大
哥大、遠傳電信等企業各項資源贊助，以及台灣
三星贊助 VR 設備供營隊體驗活動使用。

與

終止兒童受暴行動

(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EVAC)
「終止兒童受暴

你我挺身做到」系列倡導活動

HTC VIVE 則於 6 月份在三創生活園區之 VR
遊樂場 VIVELAND 設置 VR 體驗區，邀請造訪民
眾觀看敘利亞難民影片，響應 EVAC 行動。
台灣世界展望會亦於板橋、台中、高雄大遠

根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全球約有 1,000,000,000

百舉辦「終止兒童受暴 ‧ 彩繪幸福未來」兒童畫

名兒童正遭受各種形式的暴力威脅。曾遭受家暴、

展，透過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東歐等 21

流浪街頭，現由台灣世界展望會支持的蒙古兒童

國的計畫區兒童，及本會關懷的國內資助童，以

組成蒙古藍天合唱團，於 4 月份來台參與「終止

畫筆彩繪心目中不必擔憂受暴力傷害、能夠快樂

兒童受暴」音樂會，分享自身故事、為受暴兒童

成長的幸福未來，並共同呼籲民眾正視兒童受暴

傳達心聲，讓台灣民眾見證最弱勢兒童在愛的灌

現況。

溉下，依舊能展現才華、自信與未來可能。
感謝各地愛心企業響應贊助此次活動，包括
悠遊卡公司、凱達大飯店、中華航空與華信航空、
花蓮縣政府、煙波大飯店、高雄武昌教會、高雄
皇家金宸大飯店、花蓮博愛浸信會、台灣高鐵、
高雄旗津海濱海產店、Texas Roadhouse、饗食天
堂、國際崇她花蓮社、鬍鬚張、Pizza Hut、美麗
華百樂園、肯德基，皆為難得來台的蒙古兒童提
供最特別的台灣體驗，也讓更多民眾在受其音樂
感動之餘，看見最弱勢的兒童轉變生命的見證。
亦感謝大毅老爺行旅及大毅建設投入捐款新台幣
493,800 元於 EVAC 方案。

EVAC 公益認同悠遊卡
為受暴力威脅兒童找回笑容
今年台灣世界展望會發起「終止兒童受暴．
你我挺身做到」行動，關懷受暴力威脅的兒童，
並特別與悠遊卡公司合作，共同推出插畫家：我
是 馬 克、Duncan、SECOND 聯 名 創 作 的 公 益 認
同悠遊卡，由悠遊卡公司提撥販售所得 60% 及卡
片每筆消費金額 0.3%，作為國內外兒保服務工作
使用。經各方熱烈響應下，截至 9 月 30 日，公
益認同悠遊卡銷售已達 11,532 張，共募得新台幣
1,100,865 元，為生活於暴力陰影中的孩子找回屬
於童年的笑容。

國內發展型事工
愛心企業與機構 守護貧童上學路
教育是逆轉困境的鑰匙，金蘭食品捐款新台
幣 1,200,000 元；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捐款新
台幣 720,000 元支持花蓮地區學童助學金需求；
慶豐富實業 ( 股 ) 公司捐款新台幣 606,229 元投
入彰化縣鹿港、福興地區高中職、大專生助學金
與學齡前兒童營養扶助需求；英仕教育基金會捐
款新台幣 500,000 幫助屏南中心高中職生就學；
華碩電腦第六年透過內部歲末募款，共計新台
幣 495,000 元，幫助孩子的上學路更順利無憂，
使 99 名澎湖的高中職生受益；IKEA 宜家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捐款新台幣 400,000 元，支持台中市
濱海三處課輔班運行；白馬磁磚以銷售提撥的方
式投入國內助學，共計新台幣 377,000 元；晶元
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響應「紅包傳愛」捐款新台幣
330,800 元；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經訓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捐款新台幣 330,000 元投入南山
部落助學金；宏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捐款新台幣

39

與

300,000 元；立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捐款新台幣

岱宇國際慈善基金會 培力部落婦女

300,000 元投入雲林濱海地區（水林、口湖、北港）

財團法人臺北市岱宇國際慈善基金會關懷偏

兒童助學金需求，並支持兒童烹飪班方案之執行；

鄉，於 2017 年 11 月 5 日舉行第五屆岱宇臺中國

香港商利標品牌於台北舉辦史努比路跑並捐贈授

際馬拉松邀請賽，捐款新台幣 1,220,000 元贊助台

權金新台幣 298,100 元；OK 超商門市 OK go 平

灣世界展望會於南投親愛部落的服務工作，包括

台捐款共計新台幣 157,920 元；偉慈慈善基金會

整修部落廚房、培力部落婦女取得餐飲證照。協

捐款新台幣 120,000 元；麥氏新東陽基金會捐助

助增進當地婦女就業能力，亦為參加課輔活動的

桃園地區國中及國小兒童助學金新台幣 105,000

部落兒童準備營養晚餐。

元；昂立商品提撥捐款投入國內助學行動累計新

VISA 前進未來 小學生贊助計畫

台幣 96,367 元；山崎麵包門市零錢捐款共計新台
幣 78,237 元；幫助高中職學生完成求學夢！

VISA 台灣與台灣世界展望會連續第六年合作
「前進未來－小學生贊助計畫」，關懷台灣偏鄉
兒童教育需求，2018 年持續捐款美金 20,000 元支
持課輔班、綜合才藝營等方案。員工們更在企業
志工日陪伴本會在彰化地區服務的 100 名兒童，
前往二林教育園區一日遊，分享生命經驗、度過
美好時光。

嬌生集團與原鄉少年齊飛
嬌 生 集 團 長 期 與 台 灣 世 界 展 望 會 合 作「 原
『YOUNG』齊飛－青少年職業培力計畫」，支持
花東偏鄉地區青少年參與風味餐班、導覽班、木
工班、水電班，協助孩子發現潛能、預備未來。
今年度嬌生集團亞太區慈善委員會與台灣
嬌生捐款新台幣 1,627,399 元持續支持東部「原
『YOUNG』齊飛 ─ 原鄉青少年職業培力」第二
年度計畫，陪伴部落青少年肯定自我價值、尋找
發展方向，繼續和孩子們攜手創造未來希望。

火把行道會愛在玉里

支持國內助學

火把行道會連續第三年捐助玉里地區國內助
學方案，今年度捐款 1,500,000 元並結合教會宣教
目標，透過成人服務隊、青年暑期夏令營、國小
北上城鄉交流、愛心物資募集等活動，凝聚教會
持續行動及關懷花蓮玉里地區國中小學童助學的
愛心。

企業愛心物資捐贈
台塑企業捐贈白米 329,000 台斤；中華海洋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海紅鯛 1,860 隻、挪威鯖魚
片 5,160 份；床的世界床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 20
張床墊等，提供國內弱勢家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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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肯德基爺爺一塊拉起愛
富利餐飲集團（台灣肯德基）持續與台灣世
界展望會合作「一塊拉起愛」活動，集結「門市
捐款箱」慈善募款及肯德基員工捐款，2018 年度
共計募得新台幣 3,480,317 元，投入營養扶助金，
讓孩子健康長大。

與

業成基金會 支持兒少暨全人發展

有相當大的比例從事高危險工作，一旦發生意外，

苗栗財團法人業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家庭經濟狀況隨即陷入困境。國泰人壽持續與本

捐款新台幣 800,000 元，投入台灣世界展望會在

會合作微型保險，提供約 4,699 名被保人一年之

國內西區的兒少暨全人發展工作，幫助正面臨求

意外險及身障險，提供弱勢家庭的生活獲得一份

學與就業兩難的青少年，透過「職涯探索」、「青

安全保障。

少年志工培訓」等活動，增進生活與就業技能，
奠定未來自立的良好基礎。

一顆顆星希望，回來放光芒
統一星巴克關懷偏鄉原住民學子教育需求的
「原住星希望」，已邁向第 20 個年頭。2018 年
度透過活動網頁、星巴克門市募款以及提撥、義
賣商品，以「一顆顆星希望，回來放光芒」為題，
籌募新台幣 20,267,891 元，投入台灣中部地區仁
愛、信義、和平、埔里、水里，以及嘉義阿里山
6 個地區的教育需要。

台灣通用磨坊支持部落廚房方案

在富邦慈善基金會贊助保費下，富邦人壽自
2016 年起，承保台灣世界展望會年滿 16 歲且無
其他保險的資助童享有微型保險，確保孩子發生
意外致殘或死亡時，能及時獲得理賠金支持。今
年，更將承保對象擴及至資助童家人（59 歲以
下），共承保 4,757 人，並由富邦慈善基金會贊
助保費新台幣 1,562,413 元，使本會關顧之兒童及
其家庭更有保障。

國外發展型事工
愛德華先進科技與阿特拉斯科普柯
為國外兒童帶來希望之水

台灣通用磨坊捐款美金 20,000 元，支持東區

愛德華先進科技與阿特拉斯科普柯多年來重

3 間部落廚房，協助案家培力及促進當地家庭生

視企業社會責任，其所屬 Atlas Copco 集團特別關

計、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並透過此計畫提供經濟

懷全球水資源議題。今年，愛德華先進科技號召

困難且照顧功能缺乏之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每

員工捐款，並以其捐款總額雙倍認捐，共計聯合

天至少有一餐能穩定獲得成長所需的營養。

募款新台幣 461,436 元，支持台灣世界展望會於

Happy GO 愛心扶持兒少暨全人發展

非洲賴索托的校園、社區水資源暨衛生方案。阿

HAPPY GO 自 2017 年 7 月起號召卡友將點數

特拉斯科普柯公司則捐款新台幣 494,705 元投入

轉為愛心捐款，投入台灣世界展望會兒少暨全人

柬埔寨校園水資源方案，幫助當地學校與社區建

發展計畫，累計至 2018 年 9 月共計捐款新台幣

立水井和水資源處理系統，也支持當地學校進行

682,201 元。

衛生教育。

城邦濱海小學堂

與偏鄉學子快樂學習

富邦文教基金會 陪伴國外社區發展

城邦文化藝術基金會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

富邦文教基金會長期致力於國外發展型方

辦理「城邦濱海小學堂」已經第九年了，目前有

案，幫助亞美尼亞－禦寒送暖太陽能培力計畫、

「麥寮橋頭小學堂」及「嘉濱華中小學堂」。每

馬拉威－清古盧威強化弱勢家戶生計方案、莫三

年捐款贊助方案活動，並於暑假期間舉辦志工

比克－穆尼巴與穆基瓦計畫區水資源方案，共捐

與兒童的相見歡活動，2018 年度共捐款新台幣

款新台幣 10,684,529 元。

600,000 元。
同時，也開始全新方案「麥寮橋頭小學堂國
中成長團體服務計畫」，捐助新台幣 160,000 元，
幫助本會受助國中生在青少年時期自我探索與自
我概念發展的過程中，獲得引導及陪伴。

微型保險

提供弱勢家庭安全保障

微薄的收入對於弱勢家庭僅能勉強餬口，保
險和保障都是奢求，然台灣世界展望會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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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城行道會與海地打造未來
華城行道會透過主日信息分享、社區義賣等
活動，募款新台幣 478,788 元，投入台灣世界展
望會在海地的發展型工作。

行道會榮耀堂

溫暖亞波羅的冬天

行道會榮耀堂捐款新台幣 236,984 元，投入台
灣世界展望會在亞美尼亞、波士尼亞與羅馬尼亞
三國進行的禦寒工作，幫助孩子平安度過冬天。

國際崇她 31 區 第三年送愛到寮國
國際崇她 31 區自 2016 年起連續三年匯集愛
心捐款響應寮國帕歐社區「教育倡導及社區婦女
發展方案」，分別於 2018 年 1 月和 11 月愛心募
集新台幣 1,554,200 元及 1,590,000 元，並再度前
往帕歐社區關懷學童及婦女。
因著國際崇她 31 區的持續愛心，迄今已如預
期達到三年方案目標，幫助當地 10 間學校，提供

介旺有限公司捐款新台幣 2,100,000 元，投入
非洲社區健康倡導員（尚比亞）、水資源暨衛生
服務方案（尚比亞、賴索托），讓更多學童及家
戶擁有乾淨飲用水及適當衛生設施、並共同守護
懷孕婦女和嬰幼兒的健康，協助更多孩子健康長
大、有機會接受教育，迎接希望、邁向豐盛未來！

國際組織暨政府補助款之發展與合作

教材、建立閱讀小屋、進行閱讀及衛生倡導等活

2018 年世界展望會分別與聯合國組織如兒童

動。並透過村落教育發展委員會提供 23 個村落聯

基金會（UNICEF）、人道事務協調廳 （OCHA）、

合師資培訓，落實教育倡導活動、建立家長對孩

開發署（UNDP）、教科文組織（UNESCO）、糧

子教育的重視，共計幫助 1,739 位學生、50 位教

食計畫署（WFP），我國政府農糧署、國合會、

師。同時幫助當地婦女學習一技之長、經營小生

外交部，及全球基金（Global Fund）合作，於敘

意、參與紡織社團，幫助婦女擁有自信，逐步穩

利 亞、 索 馬 利 亞、 南 蘇 丹、 伊 拉 克、 中 非 共 和

定家庭收入並轉變未來。

國、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馬利、海地、

三民高中

愛很簡單

三民高中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禮物型錄」
暨桌曆購買，捐款新台幣 317,310 元，投入國外
水資源、教育及女童權益相關方案。

育才國小分享傳愛到非洲
育才國小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禮物型錄」
暨桌曆購買，捐款新台幣 286,531 元幫助剛果民
主共和國貧困兒童添購課桌椅，關注弱勢女童權
益，讓遠方的孩子獲得生命的溫暖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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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旺有限公司幫助非洲孩子健康長大

辛巴威、烏干達、坦尚尼亞、緬甸、孟加拉、菲
律賓及約旦共 16 國執行母嬰健康與營養、水資源
暨衛生、教育、兒童保護、糧食發放等數十項計
畫，獲得現金及糧食等項目補助，折合新台幣約
647,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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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感謝志工夥伴攜手關懷，倍加得力！
一起努力把世界變得更美好吧！ 2018 年全台共有 1,425 名（11,232 服務人次）志工，與台灣世界展
望會合作，讓關懷服務做得更好！無論是電話接聽、防備災宣導及社區服務、兒童伴讀與課輔、翻譯校
對或行政庶務等，都有志工夥伴熱情奉獻時間心力，為弱勢角落帶來溫暖；他們可能微笑著說「滿辛苦
的」，但體會了付出後的回甘滋味，真是言語難容。

約定好的初衷，熱血走下去！
「喂～我是彥亨，我順利考上軍校了！你知道明年的
飢餓三十是幾號嗎？我看看能不能先把時間空下來……」
電話那端熱切的問候，來自一個超級喜歡飢餓三十的大
男孩，也是台灣世界展望會南區的熱血志工──彥亨。
三年前，彥亨在學校聽到一場約 15 分鐘的「飢餓
十二」介紹，看見原來台灣之外仍有許多需要，其實自
己還能做很多事情。在學校老師鼓勵下，彥亨參加志工
培訓，他說：「從台灣世界展望會、志工倫理課程到後續的防災活動規劃與設計、寄養個案陪伴照顧中，
我學到好多，」從中彥亨學到最多的是團隊合作，他提到：「一場大型活動必須有無名英雄的存在。過
程中要溝通協調、了解他人的想法，學習察言觀色，讓我脾氣收斂很多，也成長很多！」
一場防災宣導活動進入尾聲時，彥亨不捨的說他要當兵了，並且對社工表達感謝：「從事志工之後，
體會到社會工作的辛苦，了解到世界展望會的工作那麼有意義，希望不要忘記這份初衷……」彥亨和社
工約定好，未來一起繼續推廣防備災、參加飢餓三十，幫助和陪伴更多人！

展信愉快

用心把幸福拉近你眼前

每一天，有無數載著關懷的信件來去穿梭，跨越地理限制，把寄信人與收件人相繫起來，來自
兩個不同國度的資助人和受助兒童，則因為有了翻譯志工，打破語言隔閡，聯繫愛心和交流祝福。
擔任翻譯志工的一如，個性溫柔安靜。從小體弱多病的她，無法擔負一般正職工作。然而，她卻積
極地發揮所長，協助兒童信件翻譯。在工作期間，為了保護身體不受細菌感染，她必須長期掛著口罩，
就像一位神秘客，但是，夥伴們漸漸地感受到她待人的善意及熱情，不會因為口罩受到阻隔。五年來，
她盡心盡力的翻譯，不間斷地把孩子分享的生活、心情及感謝，呈現在資助人眼前。
每隔一段時間，一如就因為身體不適必須住院或開刀。
但即便在家休養期間，一如仍會持續發揮服務精神，透過台
灣世界展望會的翻譯系統工作。她自認接受的幫助遠多過幫
助他人，時常謙虛的說：「自己能做的實在有限，」一如堅
持志工服務的態度，讓周遭的人印象深刻，在每年聖誕節至
新年期間，夥伴們忙碌於信件轉寄時，總期盼一如經過幾個
月的休養再回來服務，因為她帶來好多感動，就像美好的聖
誕禮物！

43

台灣世界展望會董事會董事暨監察人
董 事 長 / 黃台芬

（2017/10~2018/09）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董

事 / 丁廣欽

錩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 余漢儀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退休教授

董

事 / 杜明翰

世界展望會亞洲市場召集人

董

事 / 林思伶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專任教授

董

事 / 星．歐拉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董

事 / 徐光宇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辦公室專案協理

董

事 / 陳秀珠

彰化基督教醫院副院長

董

事 / 陳宇嘉

台灣基督徒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理事長

董

事 / 張德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董

事 / 鄒開蓮

Oath 國際事業董事總經理

監 察 人 / 莊信仁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水林教會牧師

監 察 人 / 張崇崗

荷商安智銀行台灣區總經理

監 察 人 / 黃文宏

恆諾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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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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