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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有星星，
笑容有陽光；
圖中為五歲的羅興亞女孩，Jannatul，
她名字的意思是「天堂的花園」，
目前住在世界最大的孟加拉難民營裡。
「愛，超越一切」是世界展望會 2019 年的主題，
透過上帝的愛引領我們，進入需要的地方，
為最弱勢的兒童，帶來盼望和改變。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約翰福音 15: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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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變中，見證上帝的恩典蹤跡
各位支持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好朋友們，謝謝

馬太福音中提到「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

您們長久以來對世界展望會的付出。因您們的幫

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那

助，世界展望會完成了許多工作，讓我們有機會

些最小的，就是世界上最脆弱、最缺乏資源、最

在成果之中、在孩子與家庭的喜悅臉龐上，體會

容易被忽略，以及最困難抵達的族群與地方。因

到轉變；雖然不是一蹴可及，但也絕非不可能的

著您慨然允諾的關心和支持，幫助他們擁有不只

任務。在 2019 年 11 月底，我也卸下董事長的職

是物質上的幫助，更在心靈上，體會人性因互助

務，感謝主讓我在任期內見證上帝的恩典。

而美善的一面，讓曾經歷苦難的人們，透過生命

這一年的年度報告中，您將會看到，世界展

改變而相信，恩典真實存在。

望會陪伴國內外許多貧困的家庭穩定成長、重拾

轉變需要信心、轉變需要時間，報告中每一

希望。透過「資助兒童計畫」，我們資助國內外

段美好的轉變故事，都是您長期託付世界展望會，

超過 27 萬名兒童，種下了轉變的契機；藉由非資

與我們一起共同努力的果實。期盼未來，您持續

助型計畫，在國內，給予孩童在助學、營養、特

參與支持世界展望會的工作，讓我們有力量陪伴

殊狀況、生計發展等不同面向上，實質的幫助；

「最小的」孩子與家庭經歷轉變，見證上帝在人

在寮國、越南、蒙古、斯里蘭卡、馬拉威等地推

間更多的恩典蹤跡。

展社區希望計畫，回應脆弱社區最迫切需求，執
行各項社區發展方案服務，培力居民們一起為當
地兒童家庭創造更好的社區。
在人道救援方面，我們以「RESCUE NOW ！
搶救最脆弱兒童。」為訴求，聚焦關懷最脆弱國
家。今年主要的救援行動包括「印尼地震海嘯」、
因應黎巴嫩冬季暴風啟動的「黎巴嫩、敘利亞難
民防寒」救援行動；並在世界難民日，呼籲各界
響應「搶救最脆弱兒童」難民援助工作；成為身

國際展望基金（Vision Fund）董事 &

陷天災、戰亂，或者遭遇人生突發意外的每個無

台灣世界展望會第 18 屆董事長

助心靈的安慰。雖然，在事工中，也曾遭遇到困
難與危機，但在艱難之中，我們更可以看見同工
的處理與反應，讓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再一次經
歷了上帝的保護和恩典。

董事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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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一群人手拉著手走一段長路
在大家翻開這本年度報告，從一個個受益數

促成生命美好的轉變，也盼望您未來繼續和我們、

字及生命轉變故事中，看見「助人」的價值之前，

和這些貧困社區與弱勢家庭並肩同行，一起為打

我想先感謝資助人、捐款人的愛心關懷，不間斷

造一個更好的世界而努力。

陪伴國內外弱勢兒童的成長之路。
我相信，一個人的幸福，是許多人努力之下
的結果，而您託付在我們手中的信任，成為最好
的鞭策，時時提醒我們必須更謹慎使用捐款，提
升事工品質，腳踏實地在最需要、最脆弱的角落，
服務最弱勢的兒童與家庭，莫忘初心。
改變，是長時間一點一滴的累積，也是我們
堅持長期陪伴、深化服務的初衷。這條長路上，

台灣世界展望會 第 19 屆董事長

謝謝您成為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夥伴，和我們攜手

世界因為您的關懷與參與而有更好的明天！
當我們在享受天倫，欣喜平安時，感謝您們
也同時關懷世界上還有許多孩子在尋求他們生命
的契機。

持，可以對一位孩子的未來產生重要與正向的轉
變。感謝您們總與我們同行。
德瑞莎修女說過：「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

在台灣還有許多的孩子與家庭，正在與生活，

自己的責任」，願豐盛孩子的生命成為我們共同

學習以及環境奮戰。台灣世界展望會經由各位的

的願景。請讓我們繼續攜手與呼朋引伴，為需要

託付與同工，我們陪伴和關顧需要的孩子與家庭

的孩子和家庭點一盞希望的燈。

即將進入第 56 個年頭。回顧過去的足跡，許多的
孩子，因為這樣的幫助有了更好的生命發展，同
時也成為其他孩子的榜樣。生命成長的過程，除
了經濟的援助外，陪伴，關懷，支持與榜樣都是
讓生命更豐盛的重要元素。

的饑荒和戰亂，亞洲與南美洲的資源不足等等，
還有更多的孩子需要援手來建構他們的未來。幫
助一所中學興建女生廁所，可以有效降低童婚的
比例，常常是超出我們生活的經驗。這樣的真實，
真是不勝枚舉。這也告訴我們，一些的援助與支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會長

董事長分享／會長分享

環顧世界的發展，氣候的變遷，非洲與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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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3,469 位國內兒童的生命，因為您的愛心而改變，
611,532 人次的孩子及其家庭得到協助。
2019 年是台灣世界展望會邁入的第 55 個年頭，從始至今，我們沒有忘記以弱勢兒童及其家庭為服
務焦點，致力於脫貧服務和助人自立的願景。今年度本會持續以「兒童福祉」為目標，推展五大面向的
服務工作：「教育支持」、「健康促進」、「兒少暨全人發展」、「家庭發展暨社區培力」與「兒少保
護」，不僅以實質經濟扶助，減緩弱勢家庭的生活難題；更積極運用具有發展性的社會工作方法，提供
多樣性的服務計畫。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工專業輔導兼顧量與質，透過紮實的訪視、個案服務與管理、資
源連結與轉介運用，以及各項方案的執行，確保每名兒少接受妥善照顧；同時，連結在地資源網絡，共
同關懷兒少的成長與發展、倡議兒少權益、預防兒少免於疏忽及受暴風險，促進家庭功能。
未來，台灣世界展望會將持續深化對國內脆弱兒少的承諾，力求兒少在家庭與社區中獲得持續且穩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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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福祉關顧與專業服務外，也將兼顧都會與偏鄉之脈絡差異與在地需求，與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地教
會、學校及社區等夥伴單位持續合作，共創更大的服務成效；也將持續提升團隊的專業職能發展，使所
有人員發揮所長，進行專業傳承與服務創新。

2019 國內事工經費支出圖
0.6%
2.0%
3.8%

3.3%

█ 資助兒童計畫 953,411,929 元
█ 政府方案款 265,408,819 元
█ 發展型計畫 51,668,641 元
█ 緊急救援計畫 44,133,380 元
█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26,645,591 元

19.7%

█ 實物捐贈支出 7,879,330 元
70.6%

合計 1,349,147,690 元
國內服務工作

單位：新台幣 / 元
資料提供：財務處 2018/10/01 至 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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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據點

基隆

總會

■ 6 個辦事處

板橋

北區辦事處

● 50 個服務據點（含工作站▲）
7 個專案服務中心：

台北

桃園

西區辦事處

‧ 113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復興

新竹

新店

五尖

‧ 台北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宜蘭

‧ 台北市南港兒少中心
苗栗

‧ 台北市兒少服務中心

苗濱

‧ 新北市兒少服務中心
‧ 復興兒少服務中心
豐原

‧ 苗濱兒少服務中心

秀林

中濱

中區辦事處
台中

北彰

東區辦事處

霧社

花蓮
壽豐

埔里

南投
南彰

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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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桃源

七美

關山

六龜
旗山

台南

台東

禮納里
岡山
屏北

南區辦事處

金崙

高雄
屏南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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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
恆春

教育支持
稚嫩的臉龐、黝亮的雙眼，孩子們的上學路，滿載著夢想。

共有 167,800 人次受益
教育，是貧困孩子改善家境、轉變未來的主要途徑。然而，貧困弱勢家庭的家長雖然盼望孩子有好
的學習成果，卻因為經濟的限制，終日為生計奔忙，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學習成長，更無法供給孩子課後
輔導、培力才能的資源，以及安心讀書的環境，導致孩子縱使有夢也難以實現。
為降低經濟弱勢對兒少教育成長的影響，台灣世界展望會提供以下服務，增進學童的學習機會、
減輕家庭的生活重擔，補充課業學習的資源，在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環境下，建立學習自信與提高學
習成就。

扶助金補助

課後照顧 / 輔導

每學期提供就學階段的資助童新台幣 7,500

成立課輔班或課後照顧班，使因家境無法負

元助學金，紓緩經濟弱勢家庭面臨開學之際的學

擔校外安親、補習費用的國中、小學童，在放學

雜費、課本及教材費、營養午餐費等支出的壓力。

後能有一處安心複習功課的地方。除進行課業協

學生中心
台灣世界展望會在南投水里、台東市、嘉義

助外，亦增加兒少課後照顧與陪伴，並提升學習
環境、學習資源與機會，增強學習成效與動機，
提供正向學習經驗。

市、桃園大溪、台中市共五處，分別設立學生中
心，為離家就讀國、高中的原鄉、偏鄉及離島學

學前預備

子提供食宿，減輕經濟弱勢家庭負擔孩子在外地

針對 3 至 5 歲的資助童，舉辦「學前預備」

求學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壓力，增加穩定就學機會。

方案 / 活動，透過親子共讀、互動遊戲等方式，

學生中心裡除有專職社工員及生活輔導員照顧孩

讓平時忙於生計、無暇陪伴孩子的經濟弱勢家庭

子的日常作息，也舉辦課後輔導、才藝學習等方

家長，可以增進與幼兒之間的關係，以及提升家

案，提供孩子多樣的學習資源。

長親職功能。在學前教育資源相對不足的偏鄉，
則透過「移動遊戲城堡」，以玩具、教具、繪本、
體能遊戲設備等，由社工帶至家中有學齡前兒童
者，提供心智健康活動，另依家戶幼兒發展，與
當地衛生所合作，提供早療篩檢及相關諮詢。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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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
穩定三餐，是孩子攝取營養、健康成長的關鍵。當家人遭遇病痛及傷害打擊時，就醫路上
更需要及時陪伴與照顧。

共有 56,176 人次受益
經濟及支持系統的貧乏，使得經濟弱勢家庭孩子難以獲取穩定餐食及均衡營養，以致影響健康與
生理發展。有時家庭功能不彰，又遭逢疾病、意外傷害等事故，導致陷入更艱困的生活。台灣世界展
望會除了針對學齡前的資助童，提供營養扶助金，讓家長能為孩子添購營養食材及營養補充品外，也
提供以下服務：

衛生教育

醫療補助

藉由衛生教育方案，進行衛教宣導、保健教

經濟弱勢家庭的生活原本就已不易，若遇到

育及健康照顧資源，改善弱勢兒少的飲食與營養、

家庭成員突發疾病、意外受傷等，造成龐大醫療

居家環境、衛生習慣、疾病預防和心理健康等，

費用支出，對於家庭更是沉重負擔。台灣世界展

讓孩子能夠健康長大。

望會提供每個月新台幣 1,500 至 5,000 元不等的醫

送餐服務
為保障兒少獲得基本的營養照顧，本會針對
主要照顧者失能、忙於生計，難為兒少預備三餐

療補助，紓緩弱勢家庭在手術、住院、復健、醫
療器材、營養品、就醫交通等方面的開銷壓力，
使孩子不因家人遭逢重大傷病、家庭經濟不佳而
影響生活與就學。

或營養不足的兒少提供餐點或營養補給品，或結
合在地店家、部落廚房、課後照顧等方案，藉以
改善經濟脆弱家庭兒少的飲食與營養。

微型保險
連結富邦人壽與國泰人壽合作微型保險，由
企業代經濟弱勢家庭繳保費，協助經濟弱勢家庭
遭遇意外傷害時，能獲得基本醫療保障。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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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暨全人發展
夢想，可以實現嗎？藍藍的天空、美麗的家園，生涯路上有好多願景陪伴著。

共有 94,197 人次受益
根據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工員實際訪視及服務的經驗顯示，貧困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缺乏幫助他們
培養興趣、參與社會及吸收資訊新知等資源，導致孩子在自尊自信、社會認同及社會網絡連結能力上，
皆較為不足，更讓他們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受到侷限。因此，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以下服務工作，幫助
孩子提升自信、探索興趣、培育專長，裝備生涯規劃的知識及技能，增加他們的社會參與及連結能力，
一步一步，協助孩子擘劃願景。

綜合 / 才藝學習

文化知能培養

提供兒少學習才藝機會、培養興趣，增加其

為就讀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與國中的青少

自我潛能發展，並透過不同領域學習刺激及興趣

年，分齡辦理台灣兒童合唱團、文化技藝、尋根

探索，進而提升兒少成長歷程多方面發展、社會

之旅…等文化知能培養課程，透過講座、觀摩、

參與、享有健全的學習機會，包含開辦美術、音

參訪、團體、音樂或技藝培訓等方式，讓孩子在

樂、舞蹈、手工藝等領域課程。

傳統文化薰陶下尋找自我、培養自信。

生涯發展與培力

兒少關懷服務中心聚點

透過生命教育、生涯預備、自立生活等課程，

為落實兒少權利公約中提及之「社會參與」、

以講座、參訪觀摩、體驗活動、回饋服務等青少

「生涯發展」及「休閒娛樂」等兒少應有權利，

年有興趣的參與方式，增進其生活與就業技能，

規劃符合各年齡層參與之活動，並提供集會、探

培養獨立生活所需的各項能力，紮穩未來自立的

索自我及發展所需的環境與設施。2019 年共設立

腳步。

30 間兒少關懷服務中心據點，包含：青少年發展
中心（11 間）、育樂教室（10 間）、部落廚房（9
間）。

「原以為不可能的事，卻辦到了！讓我再次肯定自己」─小如，17 歲，高中三年級
「媽媽說，在很小的時候，爸爸就離開我們，我也記不得他的模樣，」小如（化名）說。今年高三
的她，在台灣世界展望會的陪伴下，已經度過 9 年時光，「資助人的幫助，讓媽媽可以輕鬆一點。」而
展望會辦的活動，更是成長以來，小如非常認真參與的事。
「參加展望會的活動，不只媽媽放心，從中我也收穫不少。」2019 年暑假，小如透過五尖中心的
青少年志工培訓方案，參與兒保營會帶領一群國小的弟弟妹妹。「雖然一開始，他們非常不配合，甚至
初的挫折、懷疑自己，到最後堅持到底不放棄，成功凝聚團隊士氣。小如覺得自己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
務，也再一次建立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國內服務工作

吵架打鬧。但最後願意團結合作，並且對我相當信任，讓我覺得這四天的忙碌疲憊，都值得了。」從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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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發展暨社區培力
弱勢，可以剛強嗎？父母的身影、悠悠的惆悵，成長路上有好多人們陪伴著。

共有 43,227 人次受益
孩子的健康安全及成長發展，來自於家庭安定、收入穩定，及周邊資源的充沛支持。但弱勢家庭
受到生活壓力、謀職不易、收入不固定、資源缺乏，甚至家庭照顧者教養觀念不足，導致家庭關係衝
突緊張。倘若孩子成長於紊亂、破碎且高張力的家庭，將對其身心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本會透過以下
方案，幫助所服務家庭重塑穩定基礎。

技能訓練方案
透過團體工作方法，辦理「照顧者培力團體」
及「照顧者支持團體」，培力弱勢家庭照顧者提
升就業技能，結合在地化特色，培養一技之長，
讓他們更有機會穩定家庭經濟。
另邀集家庭主要照顧者組成支持團體，在交
流分享中相互扶持，紓解壓力與情緒，並特別關

注危機家庭的照顧與陪伴，讓照顧者們有能力，
執行家務操作、了解親職技巧，給予孩子健康成
長的環境。

家庭教育方案
規劃親子關係、親職教育、教養知識、面對衝
突及正向溝通等課程，提升正確處理問題的觀念及
態度，建立弱勢家庭良好互動關係與生活適應。

「看見媽媽的認真，我未來也想學餐飲了！」─小瑜，12 歲，國中一年級
「媽媽加油，餅乾做的很棒喔！」2019 年 5 月，小瑜（化名）和媽媽一同參加鳳林中心的「照顧
者培力方案」，學習烘焙好吃的小點心。過程中，小瑜陪伴媽媽用心記憶每個操作重點與細節，雖然練
習時不免做錯及失敗，但最後烤出來的香噴噴餅乾，卻是母女倆合力的結晶。
為了顧好家中 3 名年幼子女，小瑜媽媽一直沒有出外工作，家中經濟只能靠爸爸打臨工維持。好不
容易，盼到年紀最小的小瑜上了國中，教養的擔子終於輕省些，可以分擔爸爸的經濟壓力，卻苦於學歷
不高，能給予家計的實質幫助，相當有限。
「學會做餅乾，或許未來有機會做一些小副業。」小瑜媽媽說。在家裡，媽媽也積極練習，有問題
甚至向同樣就讀餐飲科的小瑜姊姊請益，孩子也樂意回應媽媽的問題。「看到媽媽的認真，讓我也對烘
焙有了興趣！」小瑜說。在親子之間的正向影響中，一家人攜手朝共同的目標邁進。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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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與政府合作方案
風險，可以預防嗎？在晦暗的夜晚，無數愛心如點點星光，守護台灣孩子安穩入夢。
本會透過兒少保護方案以及政府合作案，致力於守護兒少的安全成長。藉由兒少保護方案服務工
作，達到預防性的處遇，避免孩子暴露於可能的暴力威脅；並承接政府合作案，建立兒少的安全防護網，
讓孩子免於恐懼、平安成長。

兒少保護
共有 18,145 人次受益
溫暖的家，是每個人心中的想望，也是孩子遮風避雨、不可或缺的安全港。許多經濟弱勢家庭的
照顧者，因為缺乏兒少保護觀念、管教方式失當，使得孩子暴露於被責打的風險；或因奔波於生計，
未能留心孩子處於危機環境，如：出入不良場所、居家隔間、門鎖、水電損壞或不敷使用，導致孩子
面臨可能的疏忽情境與居住風險。

兒少保護教育方案

定期關懷訪視 & 居家環境改善

由於兒少身心尚未成熟，需要被照顧、保護

本會社工定期關懷訪視，瞭解經濟弱勢兒少

及預防在成長過程中疏忽與暴力對待的風險，台

生活與居家環境，適時協助弱勢家庭進行屋頂補

灣世界展望會為所服務的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

強、門窗修繕、電路維修與更換、增加防災設備

提供兒少保護教育方案，協助兒少認識自我保護

等，以居家修繕及補充支持性服務，提升兒少居

觀念及方法，遠離可能的暴力陰影。

住環境的安全性。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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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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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 224,599 人次受益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熱線（113 保護專線）
台灣世界展望會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承

「兒童及少年寄養服務」及「兒童及少年
家外安置委由親屬照顧服務」

接衛福部委託的「113 保護專線」，提供全國有

為協助遭遇家庭變故、暫無法居住在原生家

關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老人與身

庭的兒童及少年，台灣世界展望會於臺北市、新

心障礙者保護案件之諮詢與通報，緊急救援、諮

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屏東縣辦理寄養安置服

詢及轉介服務。

務，藉由召募、審核並訓練品質良好的寄養家庭，
提供安置之兒童及少年穩定的生活環境，保障其

隨著社會及家庭變遷之影響，113 保護專線
的來電複雜度日益增加，每通電話往往合併多重
問題類型，如婚姻暴力併兒少保護問題、其他家
庭成員間暴力併老人虐待問題等。2019 年，有
效諮詢電話量共 98,628 通。其中，家庭暴力及兒
少保護事件、性侵害及高風險家庭等通報案計有
29,898 件，並以「成人保護」案件達最高，計通
報 17,089 件，占所有通報案件數之 57.16%，「兒
少保護」次之，計通報 11,011 件，佔 36.83%。

生存權益，並協力社會局之處遇計畫，進行原生
家庭親情維繫，促使安置之兒童及少年於適當時
機重返原生家庭。2019 年本會共計服務 380 名兒
童及少年、267 個寄養家庭，並訓練儲備 63 個寄
養家庭；此外，亦於新北市、基隆市、台中市、
屏東縣、花蓮縣等 5 個縣市提供親屬安置服務，
共計服務 89 名兒童及少年、67 個親屬寄養家庭。
此外為結合及運用社會福利資源，亦支持兒
少安置個案於親屬家庭所需處理之各項問題；透
過辦理家庭訪視、個別輔導、團體輔導、講座及
活動、個案研討、早期療育、陪同出庭等服務，
全年共 38,587 人次受益。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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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與「脆
弱家庭多元服務輔導方案」

其他兒少保護相關服務工作
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投入原鄉工作，於全台

為考量弱勢兒少暨家庭之需求，並因應政府

設置 13 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服務原鄉；

社會安全網政策， 2019 年起共計承接有臺北市、

於南投縣、澎湖縣、高雄市、臺東縣等 4 個縣市

新北市、南投縣、彰化縣、嘉義縣、臺南市、高

設置據點，執行「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支持

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等 11 個

服務方案」，協助隔代、單親、身心障礙者、新

縣市之「高風險家庭關懷處遇服務」與「脆弱家

住民配偶家庭、受刑人家庭、失業等經濟弱勢家

庭多元服務」，並提供面談訪視、電話訪談、情

庭；承接「花蓮縣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勞

緒支持、課業與就學輔導、經濟補助、物資發放、

動部弱勢青少年職涯準備計畫」兩方案提供該地

親職講座及活動、家事服務、協助就醫、法律諮

區青少年適當的娛樂活動和安全的活動場所，並

詢…等專業服務，全年共 26,320 人次受益。

設置專業的諮詢平台以及跨專業的合作，協助弱

「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與
「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服務」
為幫助受虐或被疏忽之兒童及少年在穩定的
家庭環境中獲得應有照顧且避免再次受暴，本會
在全台 7 個縣市承接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追蹤輔

勢兒少脫貧；而「高雄市單親家庭服務方案」及
「臺東市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蘭嶼工作站」則
提供弱勢家庭個案管理、兒童少年及其家庭宣導
與諮詢等服務，同時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在地多
元服務的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以上共計 38,282 人
次受益。

導與家庭處遇服務，透過訪視家庭、電話會談、
訪視，降低兒少危險因子，2019 年共計服務 2,216
名兒童及少年、1,971 個家庭，訪視及參與方案活
動共計 22,782 人次受益。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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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計發展
心願，可以達成嗎？辛苦的學習、努力的推廣，圓夢路上有好多夥伴陪伴著。

執行 29 項培力專案，共 252 戶受益家庭
為了改善弱勢家庭的經濟困境，讓孩子擁有更好的成長環境。台灣世界展望會根據在地的產業特
性、技術資源、行銷發展等不同面向，打造針對兒童照護與家庭成長之經濟服務系統，提升弱勢家庭
主要照顧者的謀生能力。
培力過程中，社工員除連結適當的企業與地方資源，安排技術培訓等教育課程，同時提供設備資
材、原物料、設計行銷等補助。當專案成員遭遇挑戰時，社工員持續鼓勵打氣，陪伴他們度過低潮、
突破瓶頸。讓成員在參與過程中不只提振收入，更培養自信及面對挫折的韌性，進一步翻轉以往受助
的角色，實現「讓家更好」的心願。

「抹去內心不好的念頭，面對未來，我知道全家會更好！」─小琪媽媽，大甲藺草編織培力專案
今年 19 歲的小琪（化名），成長路上受到家族遺傳影響，腸胃道經常莫名疼痛，時常向學校請病假，
嚴重時甚至得住院打點滴才能舒緩。面對小琪的身體，媽媽花費許多心力照顧，常常送完弟弟上學之後，
突然接到學校打來的電話說小琪的病情又發作了，只能匆匆忙忙趕去接女兒到醫院掛號。
由於爸爸工作不穩定，家中又有生病的父親及三個兒女要照顧，媽媽就算有心想外出賺點錢貼補家
用，卻因分身乏術的生活，心有餘而力不足。長期陪伴小琪一家的台灣世界展望會，知道媽媽想讓家更
好的心願，透過「大甲藺草編織培力專案」，連結台中在地的藺編工藝產業，並邀請小琪媽媽參與培訓，
未來結業以後，就能彈性運用零碎時間幫助企業生產藺草商品，甚至可以進一步成為在地藺草文化的推
廣講師。
經過兩年的參與，小琪媽媽雖曾遭遇挫折，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學會這門技藝，但她都苦撐下來，
現在已能編出符合企業生產標準的優良編織品。口才辨給的她也成為企業講師，與企業合作到許多社區
推廣藺草工藝。小琪媽媽說：「這樣彈性的工作時間，讓我不用擔心隨時遇到緊急情況走不開，可以放
心工作、展現自己。」
除了終於可以幫助家庭貼補一些收入，小琪媽媽認為，最大的改變還是自己的成長：「那些心中原
本不好的想法，像是我做不到、我學不會，已經慢慢消失。因為我發現，原來我做得到！能學得會！面
對未來，我越來越有信心！」

國內服務工作

14

2019 國內生計發展培力專案
新竹

竹東居家清潔培力專案
五尖雜糧產銷專案
五尖水蜜桃展銷專案

台中

和平甜柿產銷專案
東勢木製品培力專案
大甲藺草編織培力專案
沙鹿糕餅烘焙培力專案

南投

埔里茭白筍產銷專案
武界雞隻產銷專案
武界蔬菜產銷專案

雲林

雲林居家清潔服務培力專案

嘉義

嘉義縫紉技術培力專案
嘉濱雜糧產銷專案
嘉濱竹編培力專案
阿里山蔬菜產銷專案

高雄

六龜雞隻契養產銷專案
美濃番茄產銷專案

花蓮

花蓮媽媽廚房培力專案
花蓮社區烘焙 2.0 新專案
玉里春日無毒稻米經濟培力專案
卓溪生態旅遊部落餐食 2.0 專案
卓溪產業經濟培力專案
富里椴木香菇經濟培力專案

台東

台東美肌保養品原物料專案
延平部落旅遊烘焙培力專案
蘭嶼婦女編織培力專案

蘭嶼烘焙經濟培力專案
蘭嶼產業經濟培力專案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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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治與家庭援助
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關注脆弱家庭與社區，無論都會、偏鄉，甚或離島地區，只要發生重大災害，
就有展望會的蹤跡。突如其來的重大意外或天然災害等事件，可能導致家庭主要照顧者缺位或頓失經濟
來源，居家環境也可能遭受嚴重的災損，這些危害使得原本經濟匱乏的家庭難以度過危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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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脆弱地區與弱勢家庭的防減災意識為預防災害的首要之務，因此本會辦理宣導方案，包含兒童
與社區防災知能宣導、部落自主防災，並提供災後救助費用供有需要的家庭儘快恢復穩定生活狀態。
本會亦提供家庭援助服務，提供實質的補助金予因急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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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供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透過社工員的訪視，提供
關懷與支持，並協助兒少在較穩定的環境成長。為協助家庭面臨事故導致經濟陷入困境之民眾，本會亦
提供電子信箱和弱勢專線服務。

社區防災宣導 2,717 人次受益
災害救助 24 人次受益
急難救助 984 人次受益
特殊景況兒童與家庭積極輔導 3,541 人次受益
弱勢求助 122 人次受益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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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特況家庭扶助金的幫忙，爸爸才能安心養病。」─小珊，14 歲，國中二年級
今年 14 歲的小珊，和三個弟弟妹妹以及爸爸，一起住在父親工作的修車廠的閣樓。身為家中長女
的她，除能認真及主動學習並完成規定的課業外，也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特別是患有唐氏症的大弟。
小珊和其手足皆為展望會的受助童，父親一人以汽車保養廠維修員收入維持生計。雖然經濟狀況吃緊，
但小珊的父親對子女們的教育很重視，也極盡所能地陪伴子女，家庭關係緊密，孩子們也能有良好的生
活規範及品格。
但去年底，小珊的父親檢查出罹患鼻咽癌第四期，因此需配合每兩星期回診住院做化療及電療，致
使家中主要收入被迫停擺。本會社工了解小珊的家庭狀況後，提供特況補助為期六期，以紓困案父治療
期間家中基本生活開銷，減輕小珊一家的經濟壓力，進而維持及滿足兒少基本生活需求；另外，更積極
連結其他急難資源，幫助他們度過難關，小珊父親也能較無後顧之憂地專心養病。

國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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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台灣之愛為世界帶來改變，我們攜手在

4 大洲區 32 個國家推展 82 個長期的區域發展計畫
幫助了 230,750 名資助兒童；結合緊急救援計劃，
共 6,016,339 人受益
今年，台灣世界展望會延續全球策略「我們的承諾」─持續並深化為最脆弱兒童，打造更好的
未來。除了投入更多資源到最脆弱區域；也重新檢視如何更精準的為社區中最脆弱兒童，提供適切
的服務。除了持續投入資助兒童計畫外，也發展各種中短期方案，分別於教育、健康與營養、水資
源與衛生、兒童保護、生計與韌力等五大領域的服務工作，改善兒童的生活環境。
當一個國家面對社會動亂、武裝衝突及天然災害時，受最大衝擊的往往都是兒童及婦女。透過
飢餓三十，台灣世界展望會向社會大眾傳遞重大人道救援議題，同時，將所募得的資源投入緊急救
國際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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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工作，協助災民重建生活。世界展望會也藉由「終止兒童受暴」（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的全球倡議活動，持續為兒童人權發聲；在社區中健全兒保網絡及提升兒童權益的認知，並於國家
層級，努力推動相關政策及法令的落實。

2019 國際事工經費支出圖
0.9% 2.8%
2.1%

█ 資助兒童計畫 1,395,189,498 元
█ 緊急救援計畫 829,052,399 元

4.2%

█ 發展型計畫 104,757,025 元
█ 社區希望計畫 51,691,904 元
█ 國際事工間接成本 22,266,276 元
█ 實物捐贈 69,117,387 元

33.5%
56.5%

合計 2,472,074,489 元
國際服務工作

單位 : 新台幣 / 元
資料提供：財務處 2018/10/01 至 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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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服務據點與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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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營養
共有 739,687 人受益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8 年的報告，平均每 26 個 5 歲以下兒童中，就有 1 個無法活過 5 歲，而其
中約 45% 的兒童，其死亡原因與營養不良直接或間接相關。為改善所服務社區兒童的健康與營養情況，
世界展望會透過各種訓練，將良好的健康與營養方案帶入社區；連結、動員社區，一起為改善兒童、
家庭的健康與營養努力；提升當地醫療服務品質，促成社區居民的健康行為，並加強在地夥伴的能力
和強化其夥伴關係，以促成方案的永續性。實際執行方式包括以下 :
舉辦健康知識宣導講座
加強家庭成員的營養知識
成立模範媽媽營養教室
培力社區健康倡導員

「模範媽媽營養教室為我和其他媽媽們上了重要的一課。原來，我們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使用在地既
有的食材來治癒營養不良的孩子！」─碧妮塔的媽媽卡瑪拉
17 個月大的尼泊爾寶寶碧妮塔（Binita B.K），健檢時被發現體重僅 8.5 公斤，低於她這個年齡應有
的體重，有營養不良的現象。為了改善她的營養狀況，碧妮塔的媽媽卡瑪拉（Kamala B.K）參加世界展
望會舉辦的「模範媽媽營養教室」。
在為期 12 天的課程中，卡瑪拉和其他媽媽們一起學習如何認識食物中的營養成分，並改善餐食的
營養成分。她們不但學到如何利用物美價廉的在地食材，烹煮適合幼兒的營養副食品（營養粥和雜糧
糊），也開始重視在準備食物的過程中的衛生細節。
在課程結束時，碧妮塔的體重已增至 300 公克。課程結束後 28 天，世界展望會培力的社區志工進
行家訪，追蹤碧妮塔的營養狀況，她的體重又增加了 200 公克。「現在，我把課程中所學的落實在每一
天的日常生活中！」卡瑪拉抱著越來越有活力的碧妮塔，露出欣慰的笑容。

國際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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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暨衛生
共有 379,588 人受益
為了落實永續的乾淨用水計畫，世界展望會與服務社區共同合作，一步步推動水資源暨衛生方案，
首先，與社區成員建立信任，邀請地方領袖、各方代表齊聚一堂，共同討論當前問題與挑戰，並規劃
解決方案；培力社區水資源管理委員會，並建立規範；在解決社區水資源問題的同時，還兼顧環境衛
生與個人衛生議題。在改善環境衛生與個人衛生習慣方面，世界展望會推動下列的服務及倡導工作：
幫助社區認識發生露天排便的地區及其負面影響。
鼓勵社區提出解決方案，擺脫露天排便習慣。
管理家庭廢棄物。
找出當地能改變及促進個人衛生行為的因素，設計活動倡導正確觀念，如正確洗手、廁所清潔
維護、經期衛生管理等。

「以前老師會要求我們在休息時間到池塘取水，現在學校裡就有水了，很方便，而且乾淨的水讓我們更
健康。」─六年級學生費達令（Vet Dalin）
柬埔寨居胡朗西（Chhouk Rangsey）小學中的 304 名學生，有 234 名為台灣世界展望會資助人長期
關懷的孩子。1998 年建校時，學校僅設有兩間廁所、4 個隔間，每個隔間中一個深度約 9 尺的茅坑，即
是方便全校師生使用的廁所。
「學校長年缺乏乾淨飲用水，尤其乾季時，下午上課的學生們經常無水可喝。」校長里夫（Leav
Kosal）表示，許多學生只好自己從家裡帶水到學校喝，或到距離學校 100 公尺的池塘取水。雖然學校

2019 年 3 月，在世界展望會和「Planet Water Foundation」共同合作下，為居胡朗西小學建置全新
的水處理系統和管井。「我們終於有了安全飲用水，不僅能減少水媒疾病的傳染，孩子們上學的意願也
變高了！」校長說，連村民們也不時到學校取水，用這些水做飯和洗澡呢！

國際服務工作

在 2018 年興建小型的連水系統，從池塘接水到學校，但池塘的水並不乾淨，水量亦不足。

23

教育支持
共有 585,241 人受益
每個兒童都有接受良好品質教育的權利。世界展望會在教育工作上的使命，是不論男孩、女孩，
都能獲得高品質的「終身教育」：從出生後便開始透過所處環境和照顧者開始學習，發展其人格及各
項能力；藉由學齡前教育奠定日後學習基礎；透過基礎教育確保兒童獲得基本生活所需技能，尤其是
語言及數學能力；並藉由持續學習，讓學習成效佳的兒童更有機會升學，甚或完成高等教育。
世界展望會透過與家庭、學校、社區及公私部門合作，幫助兒童獲得「終身教育」的權利，各個
時期都能於校內外獲得發展，如閱讀、算數、判斷、自我保護、情緒管理、溝通能力與職涯預備等。
教育服務工作模式聚焦於：
支持父母和照顧者撫養子女，在家中建造學習環境。
鼓勵學齡前兒童發展，為入學做準備。
建立學齡兒童的閱讀、寫作和數學能力。
培養青少年的技術能力和生活技能。

「我訂立了長遠的生涯計畫，並且有信心一步步實踐。我終於看見自己的價值。」─奧斯卡
宏都拉斯青年奧斯卡（Oscar Antonio Zúniga），在加入世界展望會舉辦的「職涯發展方案（Youth
Ready）」前，對未來並沒有特別想法，每天只是踢踢足球，晚上到處閒晃，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
什麼。
「有一次，我和朋友嘗試非法偷渡到美國，不過沒有成功。回家後，我聽說世界展望會在社區舉辦
職涯發展方案，我就參加了。」奧斯卡說，自己非常感謝這個方案，因為方案課程不僅讓他開始規劃人
生，更成為一個能幫助別人的人。
奧斯卡在方案課程裡學到餐飲服務、煮咖啡等技巧，更加強了英語能力。「我已經完成短程目標，
計畫未來到郵輪上工作。」他分享，這個方案透過各種課程改變了很多年輕人，提供大家在心理、社會、
文化、家庭與自我等各方面的探索及訓練，幫助大家重新檢視生活態度與價值觀。
「最重要的是，我們學會如何在困境中，靠自己解決難題、尋找出路。」奧斯卡帶著笑容說道。

國際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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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保護與倡議
共有 406,774 人受益
根據印度兒少保護倡導團體「Know Violence in Childhood」2017 年的報告，每年全球約有 17 億兒
童遭受到身體或心理的虐待，這意謂每 4 名兒童中，就有 3 名受暴力對待。
世界展望會為了有效解決兒虐、家暴、體罰、霸凌、童工、童婚、兒童販運等兒童受暴議題，採
取系統方法（Systems Approach）解決兒童受暴的成因，透過培力參與者及促進其彼此間的合作，創造
一個具保護性的環境，來支持與照護所有兒童。世界展望會的兒少保護服務工作包括：
改善相關法令與責信。
提升社會服務與支持。
態度與行為的改變。
在生活技能、韌力與公民發聲等方面充權男孩及女孩。
充權社區，包括宗教領袖、家長及公民社會。

「要是當時沒有兒童議會的遊說、溝通，現在的我應該無法上學，而且整天忙著做各種家事吧！」
─婕綺雅
16 歲的衣索比亞女孩婕綺雅（Zekeya），今年就讀八年級。2017 年時，她的父母安排她嫁給一個
男人，希望她讀完七年級就輟學結婚。「當時我聽了很生氣，不願意接受，因為我想繼續念書。」婕綺
雅告訴學校老師這件事，以及世界展望會於她所在的紹克羅（Sokoru）地區成立的「兒童議會」。
受過兒童保護及兒童權利訓練的兒童議會成員得知後，開始與婕綺雅的家人溝通，告訴她父母童婚
對孩子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和男方及其父母對話，最終取得雙方父母同意，不會讓婕綺雅在未成年時
步入婚姻。
繼續留在校園的婕綺雅希望自己能接受完整教育，未來找份好工作。「也許，我會成為醫生！」至
於結婚，婕綺雅斬釘截鐵地說：「先把書讀完再說。」

過成立兒童議會、女童社團等，讓孩子認識自身的權益及正確的兒童保護觀念，再由兒童自己傳播相
關知識給家人和同儕。同時透過與政府、宗教領袖、學校等單位合作，不斷倡導相關兒童保護觀念，
幫助更多兒童免於暴力。

國際服務工作

在紹克羅地區，將未成年的女兒出嫁，或為了換取嫁妝而嫁女兒，是常見的傳統。世界展望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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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計與韌力
共有 629,804 人受益
貧窮是兒童整全發展的重大阻礙，貧窮經常使兒童無法上學，導致兒童面臨童婚，被迫從事勞動
等。世界展望會致力在 2030 年之前打破貧窮的循環，讓最脆弱的孩子有機會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我
們的工作著重於協助最脆弱的家庭擺脫極度貧困。透過以下的方案，世界展望會幫助提升貧困家庭的
生計與韌力：
培力家庭擁有技能，提供農牧業技術指導或其他生活技能培訓。
提供青少年生活技能與技職培訓，預備未來職涯。
建立儲蓄觀念，擁有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
建立市場通路，提升家庭盈利能力。

「雖然我無法像其他女孩擁有正常的校園生活，但是大家都在為美好的未來各自努力，只是際遇不
同！」─琪莘芭
琪莘芭（Kisimba）是剛果盧窩窩溪計畫區一名 17 歲清瘦的少女，她正在美髮教室裡，耐心地教導
學員編髮。在學員不安的眼神和不甚熟練的手法之中，她彷彿看見了兩年前的自己。那時的她剛產下了
一名女嬰，成為未婚媽媽、被迫中斷學業。除了面對他人異樣的眼光，也不知如何扶養襁褓中的嬰兒，
只要寶寶一哭，她也跟著落淚。
後來有人介紹琪莘芭參加世界展望會與教會合作辦理的未婚媽媽職訓中心，可以學習裁縫、美髮或
餐飲服務等一技之長，通過測試後，還可取得社會局的技術認證。琪莘芭選擇了美髮課程，每週上課三
次，學員們不僅學習技藝，也彼此幫忙帶小孩、分享育兒經驗。
9 個月後，琪莘芭順利考取證照，感到自己是有能力的人。她租下一間小店面，成立美髮美甲工作
室，並取名為 Salon D'or（黃金沙龍），意即沙龍與金子同樣珍貴。琪莘芭的技術精良，吸引許多顧客，
國際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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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清晨就開始工作。工作室的收入讓她支付每月約 100 美元的租金，也能撫養孩子。現在，她仍每週
回到職訓中心擔任講師、分享經歷，幫助更多人走出徬徨無助的困境。午後的陽光，灑在琪莘芭的身上，
輝映著她明亮、堅定的眼神。未來，充滿盼望。

自立成長
在台灣資助人長達十多年的愛心支持下，今年印尼尼亞斯（Nias）兩個計畫區，和位於中美洲
的薩爾瓦多提貝蒂唐（Tepetitan）計畫區均達成計畫目標，邁向自立，與您分享自立喜悅！

印尼 尼亞斯計畫區
2004、2005 年印尼尼亞斯島接連受到地震、海嘯等天災打擊；2006 年開始台灣世界展望會伸出援手，
設立兩個計畫區，針對當地需求，集合資助人力量，與居民一起進行長期重建、發展的工作，包含水資
源與衛生、家庭生計、醫療保健、教育、兒童權利等各項方案。

家庭方便取得乾淨飲用水

農民收入提高

計畫區總入學率提升

過去家庭難以獲得乾淨的

提升農民技術，幫助社區

藉由舉辦研討會、比較研

飲用水、缺乏基本衛生設施；

有能力振興及活化橡膠產業，

究、教育工作者能力增進、家

世界展望會與公部門衛生機構、

並協助導入商業概念、輔導農

長倡導活動等方式，改善教育

社區及居民合作，透過建立社

民嘗試多元化的農業，或經營

環境、提升基礎教育品質；並

區水資源系統及維修團隊、興

小規模畜牧業、商業，多年來

協力參與教育改善計畫。多年

建廁所，改善水資源及衛生；

成功增加當地家庭收入；經過

努力下，計畫區兒童獲得更優

在家中取得乾淨用水的比例從

輔導，87% 農民種植 1 種以上

質的基礎教育機會，計畫區兒

11% 提升至 79%。

農作物。

童總入學率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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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 提貝蒂唐計畫區
提貝蒂唐（Tepetitan）計畫區位於薩爾瓦多中部，居民大多以務農為業。2001 年年初兩次強震，造成山
崩以及土石滑坡，重創基礎建設。2001 年台灣世界展望會匯集愛心捐款進行災後重建，2005 年展開資助兒童
計畫，透過各項方案協助社區發展，陪伴超過 12,000 孩子成長，協助他們的家庭及社區獲得種種轉變，而提
貝蒂堂計畫區也在今年展開自立，迎向光明的前景。其中，2018 年薩爾瓦多舉辦「公共倡議活動」，提貝蒂
唐計畫區有 24 名培力青年代表向全國提出建言。計畫區的成果包括：

75.99% 家庭擁有乾淨水資源
96.69% 家庭擁有衛生設備
100% 7-12 歲兒童通過基礎教育標準
800 戶 家庭及兒童享有公園、籃球場
「改變國家的能力 掌握在年輕人的手中！」
多年來，聖維森特（San Vicente）省充滿了社會暴力及治安問題。然而，這些限制卻漸漸被撼動，
因為推動社會進步的轉變來自年輕人─
斯蒂芬妮（Stephany）從 3 歲開始接受世界展望會的資助。她從小就加入兒童社團，促進學科能力
的發展。小學畢業後，她加入青少年社團學習應對衝突、提升溝通能力、建立人際關係以及思辨的能力。
同時，她也學習社區微型方案規劃、無線電廣播培訓，展現自信又流暢的表達能力。
斯蒂芬妮 15 歲時就成為世界展望會兒童社團的老師。儘管年紀輕輕，她的熱忱和教學創造力，吸
引了兒童們的參與興趣。
2017 年，她參加了由世界展望會舉辦的全國性活動，這項活動獲得薩爾瓦多經濟暨社會發展基金
會以及歐盟的資助，旨在培養年輕人透過有效的對話，促進公共政策制定，成為社會進步、青少年權利
及民主實現的推手。
國際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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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斯蒂芬尼 17 歲，是一位對未來有著清晰願景的青年。她特別聚焦於兒童保護領域，擁有不
斷創造新穎題材的動力，她說：「在我成長過程中，最激勵我也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世界展望會的工作
人員總是很高興和我們一起玩、樂於加入能轉化當地的行動，我看見年輕人擁有改變國家的力量！現
在，我正從我的領域開始做起！」

國際緊急救援

3,275,245 名面臨最艱難處境、身處最脆弱之地的人獲得幫助
武裝衝突

氣候變遷與天然災害

疾病防治（愛滋病 / 伊波拉）

世界糧食計畫署 / 糧食援助

148,051 人

137,437 人

682,973 人

2,306,784 人

對於處在人道危機景況中─尤其是經歷武裝衝突的兒童來說，其衍生的危險與暴力，常常剝奪了
他們的健康、營養、水和衛生、教育等基本需求，更嚴重者，也可能導致死亡、重傷和永久的傷害，因
此亟需投入緊急救援與人道援助的協助。
武裝衝突在 2019 年依舊是全球人道援助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加上氣候變遷與天然災害等，全世
界有超過 1.4 億人口需要人道援助與保護，包括：敘利亞、伊拉克、緬甸、孟加拉、衣索比亞、南蘇丹、
莫三比克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國之人民。世界各地的持續衝突及天災使超過 6,500 萬人被迫離開家園，
其中超過半數是兒童，這個數字仍持續增加中；東部非洲乾旱與糧食危機同時也摧毀無數生命與家庭。
台灣世界展望會為回應上述人道需求，積極透過國內民眾、企業捐款及政府支持，並且與聯合國
各組織及當地政府合作，展開各項緊急人道救援行動，除了提供緊急救援物資發放、水資源與衛生、兒
童保護與教育、健康服務、營養與糧食援助、心理社會支持等服務外，亦積極與在地組織與社區建立夥
伴關係，共同合作，建構社區復原能力與韌力及糧食安全網絡，提供將近 328 萬人緊急救援與人道援助。

國際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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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就是能夠感到安全！」─貝恩
16 歲的貝恩（Bayan）坐在位於黎巴嫩貝卡谷地（Baqaa Valley）裡的帳篷說道。七年前，戰爭一爆發，
父母就帶著一家人逃離敘利亞，在黎巴嫩四處遷徙，找尋安全的寄居之處。
「如果我擁有權力，我會給人民自由和權利；如果我有錢，我會讓每個小孩都能上學，因為教育能
讓夢想成真，我還會買一個很大的家讓一家人住，但我認為，快樂才是最重要的，」貝恩回答著假設性
的問題，一邊說出了心中的渴望。
世界展望會與當地夥伴機構辦理的教育方案，讓戰火下無辜受害的敘利亞兒童擁有築夢的可能。貝
恩參加了基礎閱聽算數計畫，學習阿拉伯語、英語以及數學，以及基本的電腦知識。一直想學習第二外
語的她，最喜歡的課程就是英語，「儘管我們只學了一些基本單詞、句子、數字和其他簡單的東西，但
我感覺自己站在世界之巔！」
一成不變的生活實在難熬，但貝恩還沒有對生命失望：「無數的人正在喪命，但生命依然有希望。
我相信未來一切會好轉，我告訴自己『沒有什麼事情是永遠的』。」

國際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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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收支分析報告
2019 年度收支表
金額 ( 新台幣 / 元 )

項目
收入

4,083,311,861

支出

4,025,189,723

本期結餘 ( 短絀 )

58,122,138

資料提供：財務處
統計期間：2018/10/01 至 2019/09/30
本報表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2019 年度收入分析表
0.3%
0.7% 1.9%

█ 國內資助兒童捐款 1,113,291,557 元

0.6%
4.1%

█ 國際資助兒童捐款 1,489,326,369 元
6.3%

█ 緊急救援事工捐款 916,883,982 元
27.2%

█ 發展型事工捐款 166,405,531 元
█ 未指定用途捐款 22,674,423 元
█ 政府方案款 256,250,688 元

22.4%

█ 政府方案本會自籌款 27,087,684 元
█ 其他收入 13,209,778 元
36.5%

█ 實物捐贈 78,181,849 元

合計 4,083,311,861 元

2019 年度支出分析表
2.2%

█ 國內事工 - 一般支出 1,349,147,690 元

2.8%

█ 國際事工 - 一般支出 2,472,074,489 元
█ 行政費支出 113,555,677 元
33.6%

█ 募款成本支出 90,411,867 元

合計 4,025,189,723 元

單位：新台幣 / 元

國際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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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回顧與感謝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9 月

外交部、農糧署攜手捐贈之 2,000 噸白米之跨國海運，

各界愛心陪伴兒童一起長大

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挪威鯖魚片 5,176 份、黃

資助一位兒童的成長是最值得投資的一件事！台灣中

金鯧 598 隻提供國內弱勢家庭兒童補充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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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每月 8,400 元支持社區希望
計畫；富邦人壽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共同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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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登科技資助 100 名國內兒童；伊凡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助 80 名國外兒童；輝容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及粟明德董事長，年度捐款共 1,266,000
元，持續定期資助 38 位國內兒童，穩定孩子的就學及
生活需求；並支持台灣兒童合唱團，幫助弱勢孩童建

各界響應愛心 送暖到印尼
為響應印尼地震海嘯緊急救援行動，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富邦人壽、富邦產險、富邦證券、如是社會福利
公益信託基金共同捐款 8,000,000 元；台灣奇士美化粧
品股份有限公司捐款 200,000 元、和平長老教會捐款印
尼地震海嘯 200,000 元、新希望基金會響應印尼地震海
嘯捐款 500,000 元、台北信友堂響應印尼地震海嘯捐款
516,300 元、協助印尼災後重建。

立自信與豐富生命；偉慈慈善基金會資助 20 名國內兒

台灣 MDRT 捐款支持偏鄉醫療

童及 15 名國外兒童；童心服飾股份有限公司資助 33

MDRT 保 險 百 萬 圓 桌 會 議 台 灣 分 會， 年 度 捐 款 台 幣

名國內兒童；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資助 22 名國內兒

305,500 元為南投縣偏鄉醫療補助方案。透過醫療補助

童；IBM 資助 2 名國內兒童及 15 名國外兒童；吳俊傑

方案，能提供資助童及其家人，還有社區中清寒家庭

基金會資助 17 名國外兒童；意鑫合金資助 6 名國內兒

申請醫療補助金，作為就醫、治療、復健、營養品或

童及 8 名國外兒童；奇思設計有限公司資助 12 名國內

健保等費用。

兒童；保險安定基金資助 10 名國內兒童；富邦期貨資
助 10 名國內兒童；集思創意資助 10 名國內兒童；佩
福如鑫生技有限公司資助 10 名國外兒童；台灣開廣股
份有限公司資助 10 名國外兒童。財團法人搭理舖慈善
基金會長期資助 198 名國外兒童並關懷寮國社區希望
計畫，共捐款 168 萬元；福誠 / 覺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
獻資助款及資助計畫共 564,000 元；愛倫手感烘焙捐款
42 萬元資助 49 位國外兒童及寮國阿薩豐社區希望計畫；

信星集團愛星慈善基金會 陪伴國內外社區發展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信星集團愛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支持東區課後照顧 412,800 元、長期資助兒童 20
名捐款 480,000 元、越南安平社區希望計畫 - 營養整合
方案捐款 17,500 美金、柬埔寨水資源 - 社區水井方案，
改善社區獲得乾淨飲用水，捐款 17,200 美金，合計捐
款 1,960,866 元。

方師傅點心坊捐款 385,600 元，投入資助兒童計畫共

宜蘭經訓基金會支持在地兒童

250,600 元、營養健康共 27,000 元、生計發展 24,000 元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經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支

等；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助兒童計畫及飢餓三十

持宜蘭偏鄉助學、課輔班經費、為南山部落購置暖爐、

413,783 元；邁達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捐款 336,000 元，

發放部落偏鄉白米物資並資助 10 名在地兒童，合計捐

資助 14 國內童；火把行道會捐款 840,000 元，資助 100

款 1,455,250 元。

名耶路撒冷兒童「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南納卜勒斯

2018 年 11 月

兒童；碳佐麻里精品燒肉資助國內童 10 位；奇美醫院

回顧與感謝

32

送愛到菲律賓難民收容社區，預計使 4 萬戶受益；中

資助國外童 6 位、國內 2 位、定期助學 1 位；台南 31

威秀影城「攜手築夢‧Show Your Big Love」

聯校募款新增資助國外兒童 18 名；海濱海產店捐款資

威秀影城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公益活動，於全台 14

助兒童計畫 346,500 元感謝台灣的各界愛心，讓孩子們

家威秀影城的聖誕樹上都掛著台灣世界展望會資助童

在成長路上感受愛與關懷，有了轉變生命的機會！

所寫下的心願卡，邀請民眾捐款支持兒童圓夢，威秀

2018 年 10 月

影城則提供聖誕暖心禮兌換券答謝捐款民眾，活動募

企業愛心物資捐贈

計 713,971 元投入助學行動，幫助每個孩子都能有一個

台塑企業捐贈白米 283,500 台斤；萬海航運贊助價值新

充滿愛的快樂聖誕節！

台幣 1,137,387 元之部分海運經費，使台灣世界展望會、

款 413,971 元，威秀影城再加碼新台幣 300,000 元，總

婦聯會投入終止兒童受暴行動

投入台灣世界展望會特殊景況家庭服務工作，總計募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關懷台灣弱勢兒童需求，捐款台

集 3,313,027 元，幫助國內特況家庭度過生命的難關。

幣 2,500,000 元投入終止兒童受暴方案，於全台三地舉
行終止兒童受暴營隊幫助孩子學習自我保護的知識，
並提供高風險家庭兒童助學金，幫助孩子持續就學不
中斷。

原『YOUNG』齊飛－青少年職業培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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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060 元持續支持東部「原『YOUNG』齊飛 原鄉青少年職業培力」第三年度計畫，支持花東偏鄉

宜蘭校長飢餓三十鐵馬義騎活動

地區青少年參與風味餐班、導覽班、木工班、水電班，

楊光碧水教育基金會和宜蘭家長協會以「我騎 1 公里、

協助孩子發現潛能、預備未來，陪伴部落青少年肯定

你捐 10 塊錢」方式，由校長們對外尋求每人捐款 1,500

自我價值、尋找發展方向，繼續和孩子們攜手創造未

元的贊助者，且贊助者不限於一位，在地企業燿華電

來希望。

子股份有限公司亦響應捐款 90,000 元，活動合計募得
392,000 元，全數捐給「台灣世界展望會飢餓三十 - 國
內特況家庭」之用！

企業愛心支持弱勢兒童
立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懷雲林濱海地區兒童助學金
需求，支持創意不凡美術班年度方案執行；共計捐款
516,000 元；御祥股份有限公司暨台中市慈林慈善關懷
協會長期資助 40 名國外兒童，並為台中市南屯區課
輔班與萬豐部落愛心送餐捐款 25 萬元，年度總捐款

聽見受虐兒隱藏的聲音

共 712,000 元；宏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國內助學行動

聖誕節前夕，葡萄王生技有限股份公司、偉門智威和台

450,000 元；川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支持花蓮助學行動，

灣世界展望會三方共同合作，於台北車站設置台灣首

並投入壽豐中心生涯發展方案 237,000 元，合計捐款

座聲波聖誕樹。民眾只要以行動裝置掃描 QR code，聖

387,000 元。

誕樹將瞬間轉化為受虐兒少哭泣求救的聲波。透過台

2018 年 12 月

灣世界展望會及葡萄王生技的邀約，王大陸、宋芸樺、

Visa 台灣 前進未來 小學生贊助計畫

康康、康茵茵、陶晶瑩、梁靜茹、楊一展、鄭元暢、

吳建豪、吳慷仁、何超蓮、林心如、何潤東、修杰楷、

Visa 與台灣世界展望會自 2012 年起即攜手合作「前進

薛妞妞、謝依霖、羅景壬、聶雲等 18 位藝人（按姓名

未來 小學生贊助計畫」，今年捐款新台幣 60 萬元，並

筆劃排序）也一同獻聲，呼籲民眾多留意身旁有受暴

贈送 90 本童書以及 10 套桌遊，支持台灣世界展望會在

之虞的孩子；更希望透過捐款台灣世界展望會，進行

桃園復興中心的教育方案，用行動展現愛與分享的聖

國內兒少保護工作，關懷受虐兒少與高風險家庭兒童，

誕意義，使有需求的孩童除了可以透過課輔班加強課

守護孩子遠離暴力、平安長大。

業學習的不足，並透過參與綜合才藝班、兒童營隊等，
發掘興趣與夢想。

妮芙露公司捐款扶助貧童營養
妮芙露公司關心台灣弱勢兒童健康，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益義賣友愛運動帽，投
入國內貧童營養扶助。讓身處貧困的兒童在成長關鍵
時期，不會面臨三餐不定、營養不均的風險，進而可

7-11 ibon 為特況家庭募款
2018 年 7 ～ 12 月，7-11 透過門市 ibon，邀請民眾捐款

回顧與感謝

以擁有健康與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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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一書一希望．滿載小夢想」

曆過年前舉辦澎湖門市愛心採購活動和愛心福袋到蘭

誠品書店舉辦「一書一希望．滿載小夢想」公益活動，

嶼活動，為離島的居民帶來溫暖的年節！

邀請民眾認捐聖誕樹上偏鄉孩子們寫下一個個期待擁

台大 EMBA 校友公益音樂會

有的書籍心願。在聖誕前夕，透過一本好書，帶領偏
鄉孩子開創世界；響應資助兒童計畫，送出一份關愛，
為聖誕節帶來溫暖！

S Hotel 聖誕送暖
S HOTEL 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 月 12 日，
在 S 餐廳販售「愛的缺角蛋糕 ‧Sharing cake」，缺一
角的蛋糕象徵與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分享聖誕奇蹟，每
個蛋糕售價的 10% 提撥捐入台灣世界展望會禮物型錄
募款，投入國外水資源方案，共募得新台幣 10,000 元，
讓面臨困境的兒童，分享聖誕的奇蹟！

台大 EMBA 校友基金會於 1 月 6 日舉辦公益音樂會，
門票所得 100 萬元全數捐入本會偏鄉音樂性教育方案，
音樂會當天也邀請 40 位北區的案家前往欣賞。

企業投資豐盛生命暨助學行動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邀請員工辦理愛心義賣
並捐出所得支持公益，募集 494,625 的愛心捐款，支持
新竹五尖中心於五峰國小辦理之兒童文化知能學習發
展及助學金；協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捐款支持投
資豐盛生命及助學行動共 220,000 元

愛在玉里 支持國內助學
火把行道會連續第四年捐助玉里地區國內助學方案，
年度捐款 150 萬元並結合教會宣教目標，透過成人服務
隊、青年暑期夏令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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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應紅包傳愛與助學行動 弱勢家庭好過年
接近年節時刻，企業發揮愛心公益的精神，響應紅包
傳愛。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年透過內部歲末募
款，共計新台幣 510,600 元，幫助澎湖高中職學生上學
路更順利無憂；童心服飾捐款新台幣 500,000 元助學紅
包；英業達集團捐款新台幣 300,000 元投入國內助學

歲末聖誕各界響應各項愛心方案

方案；聯邦商業銀行員工捐款新台幣 287,800 元投入

財團法人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東教會於聖誕節期

國內助學，並捐款信用卡消費提撥金新台幣 55,112 元

於教會發起愛心募款，為社區希望計畫 - 越南安平社區

投入國內社區守護天使專案。台南市保生慈善會助學

水資源方案奉獻 250,000 元整；育才國小響應世界兒童

捐款 35 萬元，物資 7 萬元；海濱海產店捐款助學紅包

人權月，合作禮物型錄，捐款 250,000 元；晶元光電股

104,800 元；貴格會合一堂響應紅包傳愛捐款 163,400 元；

份有限公司於 12 月辦理「聖誕老人換你當」，並邀請

信吉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業響應紅包傳愛捐款，

員工響應紅包傳愛，總計捐款 491,400 元；瑞鹿實業有

並號召員工、會員響應，並以媒體力量宣廣 10000 個

限公司資助國內童兩名及響應助學紅包，年度累計捐

紅包，10000 個契機，共計捐款 195,253 元，媒體等值

款 120,000 元；南科 29 家廠商響應捐款平安紅包、健

1,317,000 元；銘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捐款助學行動 10

康紅包共計 2,118,565 元，並新增資助童 16 人；天興與

萬；巴斯威爾股份有限公司捐款 240,000 為資助兒童續

天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長期資助 15 名國外童與 5 名國

款及 50,000 捐款投入助學行動；帛江科技投入助學行

內童，並以企業主家中孩子名義捐款支持紅包傳愛，

動 250,000 元，包含資助兒童計畫年度共捐款 350,800

2019 年 3 月加碼捐款部落廚房等多項事工，合計捐款

元，並捐贈物資 54,000 元至新營中心，共 30 戶家庭受

326,000 元。

益。感謝各界響應助學紅包和各項資助助行動，讓弱

2019 年 1 月
回顧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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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愛心零錢捐

勢兒童有了新年新希望！

2019 年 2 月、3 月、4 月

台灣世界展望會今年與全聯珮樺基金會和全聯福利中

中華航空義賣競標 幫助國內孩童

心合作門市愛心零錢捐專案「愛從 1 開始」公益合作

中華航空於粉絲團舉辦競標名人簽名的絕版音樂盒，

計畫，自 2019 年 1 月至 3 月，募款新台幣 5,055,530 元

得標金額將捐款國內助學行動。第一個競標的為林書

幫助離島（澎湖、蘭嶼）兒童助學行動。全聯也於農

豪簽名音樂盒，得標金額為 2 萬元。

累積小額消費 悠遊卡響應「終止兒童受暴」

子們遊戲、享受美食，帶領孩子們了解惜食和均衡營

看 見 國 內 外 受 暴 兒 童 的 需 要， 悠 遊 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養的重要。

於 2017、2018 連續兩年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發行
「終止兒童受暴」悠遊卡，卡片販售所得 60％、以及
後續使用卡片消費金額手續費的 0.3%，皆投入台灣世
界展望會「終止兒童受暴」行動，今年共募得新台幣
1,394,412 元，投入國外兒童保護倡導、人口販運防治、
遷徙兒童服務計畫等方案，以及國內兒少保護倡導、
預防及處遇方案，幫助國內外兒童遠離暴力威脅。

Chidan Holdings Limited 關懷非洲 前進查德
Chidan Holdings Limited 長期關懷非洲發展問題，透過
新加坡匯豐銀行捐款台幣 4,616,500 元投入查德水資源
方案。

「傳愛，童在一起」 i-bon 鮮乳認捐
兒童節前夕，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與本會共同
發起「傳愛，童在一起」鮮乳認捐活動，共同關注國
內弱勢家庭孩童的營養需求，總計提供 4,320 瓶鮮乳補
充兒童營養。統一超商也邀請台灣世界展望會台北和
台南地區的兒童到 7-ELEVEN 門市化身小小店長，有個
難得的小小職人體驗。

遠傳電信支持數位成長報告
遠傳電應響應台灣世界展望會國內數位成長報告，提
供 120 支智慧型手機，供本會社工在家訪時可即時記
錄案童之近況，讓資助人更即時的了解到兒童的近況，
增加年度成長報告資料的豐富度。

水資源行動
海迪股份有限公司攜手展望會，邀請民眾送一杯乾淨
水，澆灌更多非洲孩子的生命！從 2019 年 3 月 22 日
「世界水資源日」起至 4 月 30 日，凡單筆捐款 10,000
元投入「水資源行動」，或資助非洲兒童 1 名並預繳 1
年資助款，即可獲得美國 HYDY 雙層隨行保溫杯 1 個，
並可幫助更多非洲兒童孩子獲得乾淨水與衛生設備，
全面轉變未來！成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及愛心消費群，
2019 年 2 月及 8 月合計捐款新台幣 1,200,000 元，投入
非洲馬拉威、莫三比克《水資源暨衛生改善方案》，
於當地興建 3 座供水設備及成立水資源管理委員會、
進行衛生倡導工作，幫助 1,155 位當地居民及兒童擁有
乾淨飲用水、改善衛生環境！另有方師傅點心坊捐款
84,000 元；介旺有限公司捐款水資源 10 萬元；宇基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為莫三比克水資源計畫捐款 100 萬元。

IKEA 愛心送餐
IKEA 宜家家居自 2010 年 10 月起合作「愛心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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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此外，企業志工們亦於 2019 年 10 至 11 月間深入花蓮、
屏東、台中、新北、雲林、桃園和台東等地，陪伴孩

回顧與感謝

至 2019 年 6 月透過線上愛心送餐募款，募得新台幣
3,400,943 元，2019 年度共計募得新台幣 6,549,1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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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非洲洪災 協助災後重建

各界愛心響應第 30 屆飢餓勇士大會師

非 洲 豪 雨 釀 成 洪 災， 災 情 嚴 重， 如 是 社 會 福 利 公 益

由台灣世界展望會和高雄市政府聯合主辦、富邦金控

信託基金捐款新台幣 600,000 元；貴格會合一堂捐款

協辦的第 30 屆飢餓三十飢餓勇士大會師，在 7 月 13

300,000 元；海濱海產店捐款 10 萬協助非洲洪災災後

日於高雄巨蛋體育館展開，來自全台各地 1 萬名飢餓

重建。

勇士一同宣誓挑戰 30 小時不吃固體食物，透過具生命

業成基金會助青少年飛翔
財團法人業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款支持西區
青少年發展培力方案 800,000 元。

2019 年 5 月、6 月、7 月
原住星希望 「讓山上的讀書聲更加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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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個年頭。2019 年度透過活動網頁、
星巴克門市募款以及提撥、義賣商品，以「讓山上的
讀書聲更加宏亮」為題，籌募新台幣 19,1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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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意義的活動，感受脆弱兒童生活。各界愛心亦透
過贊助參與響應，包括英業達集團、富士康廣告媒體
集團、馬光醫療網、泰郡建設機構、添好運、中華電信、
碳佐麻里精品燒肉、台灣可果美、佳格食品、三洋維
士比、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介旺股份有限公司、
健喬信元、統一麥香、久津實業、奇美醫院、等各單
位、企業，供應各項物資、飲用水和飲品、線上直播、
現場電信網路等，協助大會師順利進行，讓台灣向全
世界展現愛與關懷。30 年來，台灣民眾、企業的愛心
透過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已幫助超過 85 個國家，
執行逾 450 個人道救援計畫，救援人次超過 5000 萬人。

「搶救最脆弱兒童（Child Resc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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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旺有限公司捐款 100 萬南蘇丹難民救援；泰
郡建設投入國內特殊景況家庭服務 55 萬元及資助兒童
計畫 133,600 元，總捐款共 683,600 元；馬光醫療網捐
款屏東地區醫療、急難特況 65 萬；海濱海產店捐款
敘利亞難民救援 10 萬、南蘇丹難民兒童救援 10 萬；
誠品書店長期合作門市零錢捐，2019 合計捐款新台幣
402,030 元投入特況家庭；添好運發行好運愛心袋，每
個提撥 10 元關懷國內特況家庭，共計捐款 150,000 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卡友紅利捐點共新台幣 92,760 元；

富邦人壽微型保險 提供弱勢家庭安全保障
對弱勢家庭而言，微薄的收入僅能勉強溫飽三餐，無

哈肯舖合作門市零錢捐款新台幣 72,819 元；永豐銀行
卡友紅利捐點共新台幣 36,450 元，投入國內急難家庭。

法奢求保險保障，一旦發生意外，家庭的經濟狀況頓
時陷入困境。2019 年富邦人壽與本會合作微型保險，
提供約 4,615 名被保人一年之傷害險，提供弱勢家庭的
生活獲得一份安全保障。

捐款平台新型態 卡友捐點一起來
線上捐款平台，提供國內外捐款人另外一種捐款的選
擇，透過 Benevity 獲得新台幣 759,465 元捐款，投入國
內外發展型方案；透過 GlobalGiving 獲得新台幣 11,364
元捐款。銀行信用卡點數兌換捐款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回顧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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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卡友點數兌換捐款新台幣 23,400 元投入國外
健康醫療方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卡友點數兌換捐款
32,200 元、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卡友點數兌換捐款 17,400
元投入「兒童健康 立刻行動」方案。

2019 年 8 月
城邦濱海小學堂 10 週年 助偏鄉兒童逆轉人生
城邦文化藝術基金會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濱海小
學堂」，透過城邦基金會出資、捐贈書籍及電腦設備

的方式，為國內濱海地區的弱勢學童提供放學後的學
習園地，透過與遠方的志工大哥哥、大姊姊定期視訊，

2019 年 9 月

獲得在成長路上一直關心、陪伴他們的大朋友。今年

富邦集團做公益 傳愛遍布全世界

已經邁入第 10 年，每年共捐款新台幣 600,000 元，並

富邦集團長期支持國外社區發展型方案，由富邦文教基

舉辦相見歡活動。此外，城邦另捐款新台幣 160,000 元，

金會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共同支持馬拉威清古盧

協助麥寮橋頭小學堂國中成長團體順利展開，幫助青

威強化弱勢家戶生計方案、小青苗廣州流動兒童社區中

少年自我探索，獲得引導及陪伴。

心方案、莫三比克穆尼巴與穆基瓦計畫區太陽能水資源

匯豐銀行支持青少年培力
台灣匯豐銀行捐款新台幣 1,367,958 元投入本會屏東青

方案、亞美尼亞禦寒送暖太陽能培力計畫方案，共捐款
新台幣 13,941,641 元，將愛傳遍世界的各個角落！

少年培力方案，幫助青少年有機會學習一技之長。2019

國泰人壽微型保險 提供弱勢家庭安全保障

年 8 月 5 日台灣世界展望會舉行青少年理財營隊，匯豐

對弱勢家庭而言，微薄的收入僅能勉強溫飽三餐，無

銀行的員工也擔任志工前往於霧台的活動會場，教導

法奢求保險保障，一旦發生意外，家庭的經濟狀況頓

與會的青少年理財相關知識，並分享自身成長的故事，

時陷入困境。2019 年國泰人壽與本會合作微型保險，

用自己的生命故事讓孩子知道在限有的環境中如何投

提供約 4,488 名被保人一年之意外險及身障險，提供弱

資自己。

勢家庭的生活獲得一份安全保障。

與肯德基爺爺一塊轉動愛
台灣肯德基持續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一塊轉動愛
讓愛樂無窮」活動，推出「肯德基聖誕老杯杯」啟動
愛心，集結「門市捐款箱」慈善募款、及肯德基員工
捐款，共計募得新台幣 3,482,843 元，投入營養扶助金，
讓孩子健康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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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孩子飛向未來的翅膀，金
蘭食品捐助 80 名大專學子 2 個學期助學金，共計新台
幣 1,200,000 元；鼎鼎聯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紅利積點
捐款新台幣 510,623 元投入青少年發展方案；財團法人
英仕教育基金會捐款新台幣 500,000 元協助屏南二中心
高中職學生就學；香港商利標品牌於台中、高雄舉辦
史努比路跑並捐贈授權金新台幣 404,742 元；白馬磁磚

尼泊爾洪災捐款 協助災後重建
2019 年七月雨季豪雨在尼泊爾各地引發洪水和土石
流，貴格會合一堂捐款 317,000 元、新希望基金會捐款
345,000 元，幫助尼泊爾災區重建。

以銷售提撥的方式投入國內助學，共計新台幣 354,066

偏鄉公益演出提升兒童文化知能

元；亞洲萬里通邀請會員捐出里程數，兌換成現金捐

丁善理先生紀念基金會、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及台灣

款，總計捐款新台幣 311,325 元；財團法人台北市新永

世界展望會共同合作，於九月在南投法治國小、台東

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款新台幣 150,000 元協

大鳥國小及屏東長榮百合國小進行三場偏鄉公益演出

助宜蘭縣大同鄉國小學童；偉慈慈善基金會捐款新台

活動，約 289 人次之兒童及師長受益，為才藝學習資

幣 120,000 元幫助 8 名兒童 2 個學期助學金；財團法人

源短缺的經濟弱勢家庭兒童補充文化知能。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捐助桃園地區國中及國小 14 名兒童
一學期助學金，共新台幣 105,000 元；慕明企業有限公
司捐款新台幣 100,000 元投入國內助學；OK 超商門市
OK go 平台捐款共計新台幣 65,626 元；山崎麵包門市
零錢捐款共計新台幣 65,626 元。IKEA 宜家服務股份有
有了這些支持，國內弱勢家庭兒童能夠順利就學，有
了轉變人生的機會！

回顧與感謝

限公司為台中濱海學童課後照顧課輔班捐款 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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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夥伴，展望會不可或缺的支援力量！
2019 年台灣世界展望會共有 2,216 志工─ 12,460 服務人次；70,902 服務時數─為全台灣各弱勢
角落，帶來關懷與溫暖！
不論是在兒童伴讀與課輔、社區服務、訪視陪伴、電話接聽服務，或是活動志工、推廣志工、飢餓
三十志工，又或是翻譯、接送、攝影、醫療、行政庶務等；志工夥伴們默默奉獻自己珍貴的時間，投入無
私的熱情，成為展望會在推動各項事工上重要的人力支援，一同為世界上需要幫助的兒童努力。

「雖然我無法資助很多兒童，但是我可以影
響很多人來關注這些需要。」

志工夥伴攜手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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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區青年志工團隊的洪允誠在高二時因

服務期間允誠一直都是中區的得力好夥伴，

參與了第 14 屆飢餓三十大會師，而認識了台灣世

任何活動上都能看見他的身影，不論是推廣活動、

界展望會，至此之後的每一屆飢餓三十都能看見

公關活動、校園分享，他都積極參與其中，有次

他的身影，直到現在志工資歷已超過十年！在這

允誠跟著展望會參訪原住民部落，親自體驗到部

過程中，允誠永遠記得當他參加第 14 屆飢餓三十

落教育的問題，小孩求學的不便，原住民小朋友

大會師時，那炎熱的太陽對照著計劃區的影像，

上學途中，每天需驚通過險惡道路，來回一趟必

那份震驚，至今依舊清晰，那場活動讓他看見了

須花費相當多時間，讓他印象深刻。就在 2013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需要，更讓他有了想為這些孩

年，允誠開始資助一名薩爾瓦多的小朋友，在今

子做些什麼事情的想法，於是當他知道中區在招

年 2018 年 9 月，得知所資助的小朋友已經獨立，

募志工時，立馬找了朋友一起報名，騎著機車從

搬離計畫區，從每年的成長報告，看到他慢慢成

彰化到台中參加面試。

長，當下難免不捨，內心卻充滿了感動及祝福。

「陪伴是最穩定的力量！」

散步」。因為得到了允許，暴衝的小渝放慢了動

在台北寄養中心的活動中，常常可以看到蔡

作，兩治姐也遵守著對小渝的承諾，陪著小渝推

兩治的身影。不管是耐心帶領孩子們從事手作活

著萱寶一圈一圈地走著，走累了三人便坐了下來，

動，或是安撫著因寄養父母離開而哭鬧不停的寶

小渝主動分享著自己愛吃的餅乾，開心的餵著妹

寶，甚至是遇到有情緒或人際障礙的孩子鬧脾氣

妹，竟也神奇地解決了每次活動大家最頭痛要控

時，臉上始終掛著溫暖微笑的兩治姐，總能運用

制小渝食量的問題，再次見證陪伴果然是最穩定

他豐富的照顧經驗一一處理。

的力量。
兩治姐看著這些在原生家庭暫時失去照顧的

娃推車有莫名熱愛的小渝興奮的拿著不知是那個

孩子們，常想著如果不是有機會來到寄養家庭接

孩子的水壺，一個勁往更小的妹妹口中塞，喊著

受寄養父母悉心照顧，或許還不知會過著多辛苦

「寶寶喝水，我要推車車帶寶寶去散步」，妹妹

的生活，因此總在能力所及，提供孩子們不管是

嚇得露出驚恐的表情，其他人見狀想制止，卻讓

活動或是接送時的陪伴，讓他們有機會獲得更多

小渝更死命想推著妹妹走。兩治姐想起先前小渝

的關愛，也減輕寄養父母照顧的負擔。或許，孩

耐心照顧娃娃的情景，輕聲安撫：「好，那我們

子的未來仍有許多的挑戰，但相信只要帶著這些

先看看小渝能不能當溫柔的姐姐，輕輕推妹妹去

曾經被灌溉的養分往前走，總是會到的。

志工夥伴攜手關懷

還記得有次患有「小胖威利症」對食物與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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