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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為有福

    愛是永不止息！愛心的行動具有永恆的意義，能讓人群的關係正向發展。人類的獨特之

一，乃是有惻隱之心。會憐憫人、幫助人，會雪中送炭，會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付諸實際的關懷行動。

    基督教救助協會秉持愛人如己、救難扶貧的精神，整合社會愛心資源，積極參與社會關

懷的工作。承蒙許多充滿愛心的團體及個人熱心參與，陪伴弱勢者、悲傷人、窮乏民，度過

生命或生活上的難關，提供必要的幫助，如同燭光帶來光亮與溫暖。也感謝所有捐助者，因

為您們的愛心參與，讓許多人得著安慰扶持，使我們的社會更加溫暖！

    「施比受更為有福」是源自聖經的教導。使徒保羅說：「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

衣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

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使

徒行傳廿：33-35）

    當時，救濟孤兒寡婦等弱勢群體的慈善工作，已是教會的主要業務之一。而在此之前，

教會也早已安排人去負責慈惠工作，包括寡婦的照顧（使徒行傳六：1-6）。其後在兩千多

年的教會歷史中，救災濟貧的工作一直都跨越地區族群在進行著，直到今日仍未停歇。

    聖經提醒我們，要堅持行善，愛人助人，「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因為若不灰心，到了適

當的時候就有收成。所以，一有機會就要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要這樣。」（加拉

太書六：9-10）「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

你們一樣。」（帖撒羅尼迦前書三：12）

    在人際關係逐漸疏離、災難頻傳、貧富不均的世代，很需要有聖法蘭西斯禱文中的和平

之子：「上主，用我作你和平之子！哪裡有仇恨，就讓我播種仁愛；哪裡有殘害，就讓我播

種寬恕；哪裡有猜疑，就讓我播種信仰；哪裡有絕望，就讓我播種希望；哪裡有黑暗，就讓

我播種光明；哪裡有憂苦，就讓我播種喜樂。上主啊，恩許我可以去安慰他人，多於被安慰；

諒解他人，多於被諒解；愛護他人，多於被愛護；因為在施予他人時，我們有所得；因為在

寬恕他人時，我們被寬恕；因為在生死交關時，我們將生於永恆。」

    願「施比受更為有福」成為更多人的人生觀！願更多人成為和平之子！更願上帝的恩惠

平安常常與所有行善的人同在！

理
事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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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光

      「台灣 2014 年代表字大選」公布結果，經過 21 天的電話投票，「黑」字在 60 個候選

字中，獲選為 2014 年的代表字。票數最高前十名，依序是「餿、油、怒、食、假、偽、混、

怨、崩」，都與負面事件有關；2014 年也是候選字中，首次沒有「愛」的一年。

歷經學運、空難、氣爆、黑心澱粉、黑心油、黑心企業，2014 年選出「黑」作為年度

代表字，只是呈現了民眾的不滿與無奈。九合一選舉的結果，當然是給執政者當頭棒喝，但

是這一棒能夠讓兩黨走出黑暗陰影，帶領台灣走向光明嗎？台灣民眾「受夠了」，但只用選

票表達就能改變台灣嗎？ 

既然 2014 年的候選代表字中沒有「愛」字，顯然，台灣的希望就在於「把愛找回來」。

讓愛走動起來！以愛的光芒吞滅黑暗，以愛的行動融化冷漠！

  其實，年終引起全球矚目的不會是台灣代表字的票選，而是《時代》雜誌發表的年度

風雲人物。2014 年《時代》雜誌選出的年度風雲人物是「抗伊波拉勇士們」（The Ebola 

Fighters）。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2014 年全球感染伊波拉人數達 17,800 人，超過

6,300人死亡。在「抗伊波拉勇士們」中，有 622名醫護人員感染伊波拉，其中 346人喪生。

《時代》總編輯南西．吉布斯表揚勇士們的貢獻時說：「因為有一群人願意站出來奮戰，世

界其他地方的人晚上才能睡得安穩。」

雖然台灣 2014 年的代表字是「黑」，但我們的處境比起伊波拉疫區來，光明得多了！

何況我們還有你—「關切台灣的勇士」，讓我們一起「把愛找回來」，一起讓「愛走動」起

來！讓「愛」與「光」能夠成為 2015 年的台灣代表字。

秘
書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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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災難救助

菲律賓海燕風災 2014.1-6
1. 2013 年 11 月 8 日，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中部維薩亞斯區 (Visayas)。本會隨即撥款七萬美

元，透過長期救災伙伴－「希望護航」(Convoy	 of	 Hope)，在重災區發放物資與淨水器。

另外也與「宿霧基督華人教會」(Cebu	Gospel	Church) 和「基督教台灣貴格會聯會菲律賓

維薩亞斯宣教區」合作，進行物資發放。

2. 連結台灣數十間教會，認領北宿霧 (Cebu)、萊特島 (Leyte) 等 35 間教會，進行簡易教堂

修建	( 每間約 12 萬台幣 )。

3. 認領 NVC(Negrense	 Volunteers	 for	 Change	 Foundation,	 Inc)	的「彼得計畫」，捐贈

115 艘小漁船給塔克魯班市 (Tacloba	City) 的受災漁民	( 每艘建造費用 18,000 元 )。

復興航空澎湖空難 2014.7
1. 2014 年 7 月 22 日，復興航空在澎湖馬公發生空難，造成 48 人死亡，10 人受傷。

2. 本會動員志工於當晚和隔天清晨於高雄小港機場關懷慰問欲前往馬公的家屬。並聯繫澎湖

1919 服務中心的牧者和志工，第一時間於澎湖殯儀館成立「1919 服務站」，安慰、關懷從

台灣前往認領遺體的家屬，並協助處理相關後續事宜，站裡也提供免費飲水與手機充電等

服務。

八一高雄氣爆 2014.8

1. 2014 年 7 月 31 日 23:55 高雄前鎮區與苓雅區陸續發生嚴重氣爆。

2. 本會自 8 月 1 日凌晨起，動員 1919 服務志工前往醫院探訪傷患，發放物資給受災戶，並配

合高雄市社會局調度，在災民安置點中正高工設立服務站，協助管理與發放捐贈物資。

3. 9 月起，與當地多間教會合作，為災區老人和學童舉行相關活動。	10 月 2 日與位在氣爆災

區的三多長老教會合辦「社區祈福‧重陽感恩餐會」。

4. 9 月起與苓雅區高雄會幕堂、前鎮區一心恩典教會合作，設立「老人社照據點」，進行長

達兩年的災區老人服務	( 送餐、健康促進、關懷訪視等 )。

5. 12月 6日起，與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合作，進入災區6所國小，巡演兒童聖誕劇「和

平王子」。

6. 12 月 21 日，與高雄會幕堂合辦，為災區長者舉辦「新三多、新氣象聖誕平安晚會」。

先遣志工專業訓練 2014.3-10

先遣志工專業訓練已舉行 3年，總計訓練 113 位先遣志工。

2014 年第 4屆先遣志工訓練

1. 第一階段：3 月 28-30 日在南投埔里水頭山莊舉行第 4 屆先遣志工訓練的基礎訓練，內容

著重在團隊共識的建立，共 23 人參加。

2. 第二階段：4 月 25-27 日在竹山迦南美地舉行，共有來自 16 間教會、23 位先遣志工參加，

接受「水災土石流防減災」、「地震疏散避難防減災」與「重災器械」等專業訓練。

3. 第三階段：實施救災演習，也是各屆先遣志工的年度演練。課程內容設定在風災時，如何「勘

災」、「啟動救災機制」、「徵召志工」、「重災器械調用」，並進行年度救災演練。

2014 救助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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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急難救助

1919 社服網絡 2014.1-12

2014 年有 68 個教會簽約成為 1919 服務中心。總計自 2002 年到 2014 年 12 月底，全台共有

278 個鄉鎮區、1066 間 1919 服務中心。包括：北區 251 間、桃竹苗區 221 間、中區 183 間、

南區 355 間、花蓮區 84 間、台東區 72 間。

1919 志工訓練 2014.1-12

為增進 1919 志工的知能，並強化其社區服務能力，持續在各區舉行「1919 志工訓練」。全年

共訓練 1919 志工 628 人。

1919 志工管理人月會 2014.1-12

透過志工管理人月會，強化各 1919 服務中心志工管理人的知能，全年共舉行 15 場。

1919 急難家庭救助金 2014.1-12

透過 1919 志工探訪關懷全台 865 個急難家庭，發放 16,723,000 元救助金。

第十三屆

1919 愛走動－富邦急難家庭救助計畫
2014.9-2015.1

由本會榮譽理事長孫越與北富銀基金會董事長白秀雄持續代言，透過電視短片、DM、廣播、捷

運燈箱等媒體，向社會傳遞急難家庭的困境與需要，並呼籲大眾以實際捐款支持。第十三屆

1919 愛走動（2014.9 ～ 2015.1）募得金額：22,355,030 元。

第十三屆

1919 愛走動－救助挑戰營
2014.9.13 南投日月潭

2014.10.04 桃園龍潭

首次在北、中各舉行一場，共集結上千人一起接受挑戰。透過單車、健行、部落文化體驗射箭

等各項挑戰活動，學習超越自我、增進團隊合作精神，同時籌募急難家庭救助金。總共有 140

組（體驗組 101 組、勇士組 39 組），募得 260 萬元。

第十三屆

1919 愛走動－單車環台大串連
2014.12.20-2015.1.3

單車環台十週年，45位募款勇士環台15天1300公里，2014.9～2015.1共募得10,274,134元。

第十三屆

1919 愛走動－陪騎
2014.10.25-12.28

10.25 在台中、11.01 宜蘭、11.15 台南、11.29 台東、12.06 新竹、12.20 台北、12.28 高雄，

舉行 7場陪騎，共計 5,845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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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陪讀計畫

1919 陪讀計畫─國小 2013.9-2014.6

102 學年度，資助 166 間陪讀班共 2,516 位兒童，接受課業輔導、品格教育、才藝訓練、家庭

關懷等服務。

1919 陪讀計畫─國中 2013.9-2014.6

102 學年度，資助 27 間國中陪讀班，共 252 位國中生，課程內容包括陪讀、課業輔導、生命教

育、小組時間等。

1919 陪讀計畫─多元課程 2013.9-2014.6

資助 68 間陪讀班，執行 2,473 次課程，近行 9 類才藝訓練，服務 31,743 人次學生學習樂器、

美術、戲劇等才藝。

1919 事工年會 2014.4-6

擴大原「陪讀班年會」，於全台辦理六場 1919 事工年會。以「榮耀的事奉－大誡命的實踐」

為主題，期待透過交流平台的建立、多元化的經驗分享，讓全台服務中心在社區服務上彼此學

習，一同成長！

Let’s Run─ 空英 1919 陪讀路跑 2014.8.2

在台北美堤河濱公園舉行，與空中英語教室合辦，TRAVELER 旅行者主要贊助，共有 4,812 位

參加 (5 公里 2,940 人，10 公里	1,386 人、志工 / 工作人員 486 人 )，扣除活動成本，共募得

2,345,845 元。

陪讀班支持性團體
種子師資團體帶領訓練

2014.8.4-5

為提升各區陪讀班支持性團體之自助性，於各區提供訓練。期待培育更多能符合當地需求的陪

讀老師，進而縮小城鄉教育資源與專業人力的差距。

南山人壽孩童希望工程 2014.9-11

為強化經濟弱勢學童的理財概念，與南山人壽合作，在七間 1919 陪讀班舉行 7 次財金課程，

協助孩子建立基礎財金觀念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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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安‧飛翔」年度公益勸募活動 2014.7.1-10.31

邀請林依晨擔任年度代言人，向社會大眾傳遞弱勢家庭兒童的困境與陪讀的需要。勸募期間共

募得金額：26,751,731 元。

KIEHL'S 與盧廣仲聯手公益勸募活動 2014.8.1-10.31

Kiehl's 連續第 8 年與救助協會合作，邀藝人盧廣仲聯名設計「冰河醣蛋白保濕霜」限量公益

版。民眾只要購買 1瓶，Kiehl's 就捐出 1元美金給陪讀計畫。

聖誕鞋盒傳愛 2014.11.1-12.25

連續第 7年舉行，總共有 25 個企業認捐，募到 11,389 份聖誕鞋盒，是歷年來最多的。

1919 食物銀行

1919 食物銀行說明會 2014.1-12

於 6區舉行 6場 1919 食物銀行說明會，讓更多 1919 服務中心了解本計畫的理念與運作模式。

1919 食物包發放 2014.1-12

共有 418 間教會參與 6 次的發放，分佈在全台 20 縣市，並擴及到離島：澎湖馬公、吉貝、七

美及台東綠島。共計關懷4,325戶，發出23,413份1919食物包（每份市值約2,000～2,500元），

總受益人數達 13,949 人。

全家愛心送餐 2014.1-12

與全家便利商店連續 3 年合作，在全台近 3 千家店舖，進行「全家愛心送餐」。鼓勵民眾認購

300 元救助套餐，送 1919 食物銀行的個案。全年累計募得 39,716 份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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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災難救助   

台灣的重大災難主要有地震、

颱風、水災、瘟疫、土石流、

乾旱、空難、車禍、火災等。

救助協會已在全台組訓六隊

「先遣志工隊」。當有災難

發生時，就立即啟動救災機

制，全力投入救災。

113

36
已訓練 113 位重大災難先遣志工，形

成一機動、互助的重大災難救助網

參與國內外 36 個災難救助，包括 921
大地震、日本 311 地震、菲律賓海燕

風災、高雄氣爆等



災難救助 急難救助 陪讀計畫 食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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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減災：2014 年 5 月 18 日於台中浸信會，針對牧者同工

舉行地震防災訓練，有 35 人參與。透過課程，提昇教會的地

震防災意識和知能，規劃安全疏散避難路線與措施。

第四屆先遣志工訓練：提供「團隊共識建立」、「救協服務

模式」、「水災土石流防減災」、「地震疏散避難」與「重

災器械操作」等課程，以充實先遣志工能量。

菲律賓海燕風災：撥款 7 萬美金進行物資發放；捐款支持災

區 35 間基督教會重建與修繕；透過 NVC 彼得計畫，捐贈 115

艘漁船給塔克魯班市受災漁民。

復興航空澎湖空難：2014 年 7 月 23 日，澎湖馬公發生空難。

立即動員志工在澎湖殯儀館成立服務站，關懷慰問相關家屬，

並協助處理相關後續事宜。

高雄81氣爆：2014年8月1日凌晨，高雄前鎮區發生嚴重氣爆。

本會立即動員志工前往醫院探視傷患；在災民安置點中正高工

設立服務站，協助管理與發放捐贈物資。撤站後仍持續訪視受

災戶，舉行重陽、聖誕活動。同時在高雄會幕堂與一心恩典

教會建立兩個老人社照據點，提供災區長者為期兩年的服務。

1919 災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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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急難救助   
透過全台 1919 服務中心的千餘名志工，關

懷訪視 1919 服務中心所在 社區內，面臨

各項急難、家庭問題、身心障礙及心靈憂傷

的個案，評估審核後，提供必要之心靈慰助

與急難救助金（每月五千元，一至四個月）。

2014 年，我們 ...

865

16,723,000

2,175

3,839

服務 865 個家庭

發放 16,723,000 元救助金

投入志工 2,175 人次，9,054
小時。平均對每個家庭投入

2.5 個人次、10.5 小時的服務

每次志工服務發放救助金時，

另提供如「陪同就醫」等服

務，共 3,83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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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急難家庭」?
雖然政府近幾年已擴大對中低收入戶的補

助，但對廣大「窮忙族」，仍無能為力。這

些經濟弱勢的家庭因為收入少，平時或許還

可勉強度日，但一旦遇到天災、重大傷病、

失業等意外，因不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補

助的中低收入家庭標準，無法得到公部門補

助，生計常陷入絕境，而成為我們所謂的

「急難家庭」。

我們如何做 ?
基督教救助協會自 2002 年發起「1919 愛走動」公益勸募活動，

為急難家庭籌募救助金。12 年來連結全台 1919 服務中心（至

2014 年 12 月止，1919 服務中心達 1,066 個，分布在全台 278

個鄉鎮），以提供定額生活費補助的方式	(	每月 5,000 元，不

超過 4 個月 )，幫助急難家庭紓解經濟燃眉之急，同時進行家庭

訪視，予以心靈慰助。自 200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2 月，累積

資助超過 8,337 個急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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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花 ( 化名 ) 是新竹五尖長老教會的會友，與先生結婚 30 多年，育有二男一女，一家和樂。但

多年前一場突然其來的車禍，讓麗花一家從此蒙上陰影。

先生和兩個兒子相繼離世，讓麗花痛徹心扉！幸好五尖 1919 服務中心的弟兄姊妹不時訪視關懷，還

為她申請兩萬元的急難救助金。

「我曾向政府申請低收入戶補助，但被否決了。因為以前老公和兒子都曾用我的名義買過車，卻付

不出車貸，被法拍了。其實我家徒四壁，但因有車而被誤認有錢。」

56歲的麗花有高血壓、血糖和骨刺，雙腳常發麻浮腫。離開醫院護理工作後，麗花轉去做居家服務員，

照顧獨居長者的生活起居。但因體力不好，搬動長者非常辛苦，只好減少工作時間，但收入也相對

減少。

「我薪水只有 2 萬，但光房租每月就要 8 千元，加上生活費和孫子的學雜費，常壓得我喘不過氣。

雖貧病交加，但生命是神賜的，一定有盼望。大家都很關心我，我一定會加油，堅強走下去。」

（摘自 2014 年 9 月救助月刊）

急 難 家 庭 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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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

2004/12

2005/1-12

2006/1-12

2007/1-12

2008/1-12

2009/1-12

2010/1-12

2011/1-12

2012/1-12 927 件
17,782,000 元

15,814,000 元

17,281,000 元

17,027,000 元

13,794,000 元

13,988,500 元

9,630,000 元

9,603,200 元

8,347,454 元

16,723,000 元

16,163,000 元

904 件

890 件

878 件

865 件

857 件

521 件

513 件

452 件

797 件

733 件

2013/1-12

2014/1-12

個案量

補助金額救歷 助年 金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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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愛走動

救助挑戰營

為了幫助許多走不下去的「家」，本會持續與台北富邦銀行

基金會、空中英語教室發起「第十三屆 1919 愛走動」，為急

難家庭籌募急難救助金。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

總共募到 22,355,030 元。

「救助挑戰營」已連續第 8 年舉行。這是結合野外體能

挑戰與公益募款的活動，2014 年活動內容包含騎單車、

健行、射箭、渡船等。主要目的除籌募急難家庭救助金

外，同時也讓參與者體驗救助精神、激發潛能，增進團

隊合作。2014 年首次在北、中各舉行一場，集結上千人

一起接受挑戰，為急難家庭募得 2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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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環台大串連－七場陪騎

單車環台大串連－ 45 位環台募款勇士

台中陪騎：10 月 25 日，台中和平路廣場。

宜蘭陪騎：11 月 1 日，宜蘭員山公園。

台南陪騎：11 月 15 日，台南林默娘公園。		　　

台東陪騎：11 月 29 日，台東森林公園。

新竹陪騎：12 月 6 日，新竹縣府廣場。

台北陪騎：12 月 20 日，台北凱達格蘭大道。

高雄陪騎：12 月 28 日，高雄澄清湖棒球場廣場。

2014 年是單車環台 10 週年，由 45 個募款勇士所組

成的 1919 環台車隊，參訪 21 個 1919 服務中心，

透過志工及個案的分享，進一步了解急難家庭的需

要。12 月 20 日從台北起行，以 15 天環台 100 多個

鄉鎮，為急難庭籌募救助金。

2014 年不但是環台天數最長、公里數最長、天氣

最好，也是送醫院、摔車、爆胎也是歷年來最多的

一年。但不管是高山或低谷仍要前行，因為愛仍需

走動！到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勇士募集的金額達										

10,274,134 元，是 10 年來募款最多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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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陪讀計畫

    國小班
1919 陪讀計畫透過全台 1919 服務

中心，提供經濟困難、單親、外籍

配偶、隔代教養等經濟弱勢家庭的

國中小學童，免費課業輔導、品格

教育、才藝訓練及家庭般的關懷。

2013.9 ～ 2014.6

166

2,516

4,200

補助 166 間陪讀班

2,516 位學童

實際服務 4,200 位家庭經濟弱勢的兒童

鐘點費：65.45%
餐點費：25.63%
教材費：6.26%
文  具：2.66%

經費運用

詳細報告，請參閱

人力運用

志工：41％
兼職人員：16％
專職人員：19％
其他：24％ (實習

生、社工、講師、輔導

人員、服務學習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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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班學生背景

依《102 學年度陪讀班成果報告》，在 166 間 1919

國小陪讀班 2,516 位學童中，單親家庭佔 45.25％，

隔代教養家庭佔 27%。除經濟弱勢外，家有特殊狀

況者 ( 如家暴、失業、酗酒、入獄、吸毒等 )，達

32％。

陪讀班成效

一、作業完成情形

據「作業完成度」統計分析，期末共 1,039 位孩子

能全數完成作業。在陪讀老師一學期的殷切陪伴、

督促鼓勵下，能全數完成之情況呈現正成長，成長

率為 3.03％。

二、生命成長情形

孩子在陪讀班中不僅得到課業教導、生活照顧等有

形幫助，無形的內在生命也得到建造。102 學年，整

體態度行為表現皆有成長之情況。其中以「樂於助

人」、「勤奮」此兩項成長最多，其成長率分別為

4.71％和 4.8％。

生命的陪伴

弱勢家庭的父母，因經濟、文化、

教育上的弱勢，無法讓孩子得到一

般家庭應該給予的照顧，更沒能力

供他們參加安親班或課輔班，很容

易造成孩子在學業表現及生活適應

上的弱勢，形成社會隱憂。

為幫助這些孩子，基督教救助協會

從 2004 年開始推動「弱勢家庭兒童

課後陪讀計畫」（簡稱「1919 陪讀

計畫」），並延伸到對家庭的關懷。



18                          
基督教救助協會

1919 陪讀計畫

    國中班

鐘點費：69.6%
餐點費：22.8%
教材費：4.3%
文具費：3.2%
交通費：0.1%

經費運用

青春期孩子，常遇兩性關係、情緒管理及生涯探索等問

題。因此國中陪讀班除了關心學生課業，更包含全人關

懷，如生命教育、小組時間、才藝等。

27
補助 27 間國中陪讀班

252
252 位國中生

266
實際服務 266 位國中生

詳細報告，請參閱

2013.9 ～ 2014.6

人力運用

志工：48％
兼職人員：21％
專職人員：19％
其他：12％ (實習

生、多元人力、社工、

講師、輔導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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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的青春
基督教救助協會自 2004
年起，開始投入 1919
陪讀計畫。推動 10 年

來，陸續有許多孩子進

入國中。有鑑於進入青

春期的少年更需要人陪

伴與引領，以度過狂飆

期，於 2009 年開始陸

續成立國中陪讀班。

陪讀班學生背景

依《102 學年度國中陪讀班成果報告》，

在 27 間國中陪讀班 252 位學生中，59％

來自單親家庭。而家有特殊狀況者，高達

83％。

陪讀班成效

學生的來源以學校轉介佔 31％，近半數屬

自發性想參加陪讀班。有 82％的學生可穩

定出席，與去年同期成長約 3％。

近半數學生在「學習動機」和「學習態度」

表現良好。國中生不同於國小生，已開始

具獨立思考能力，因此更需提昇自主學習

的動機與態度。陪讀班也幫助學生生命成

長，因弱勢家庭孩子從小處在低自尊環境，

往往看不見自己的優勢，因此如何透過多

元智能的課程、體驗教育、服務學習等課

程，讓孩子重新看見自我的價值，是陪讀

班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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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
有 68 間 1919 服務中心參與

1919 陪讀計畫

  多元課程

提供孩子多元的學習管道、團體互動的機會，並激

發其潛能，達到多元智能開發的目的。

2,473
執行 2,473 次課程

31,743

4,027.5
服務 31,743 人次學生

服務總時數達 4,027.5 小時

鐘點費：82%
材料費：8.6%
器材購置費：9.4%

經費運用

多元陪伴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有 68 間 1919 服

務中心參與「1919 陪讀計畫多元課程」計畫。

共進行9類才藝訓練：樂器/樂團、歌唱/合唱、

美術 /手工藝、戲劇、烹飪、體育、感覺統合、

舞蹈及電腦。

多元課程
北區 13 間	:	說唱英文、黏土捏製、合唱…

桃竹苗區 7間：客家山歌、書法、舞蹈…

中區 15 間：手工藝、打鼓、戲劇…

南區 19 間：創意手工、合唱團、街舞…

花蓮區8間：原住民舞蹈與歌謠、烘焙、母語教唱…

台東區 6間：電腦、烏克麗麗、吉他…

20                          
基督教救助協會

詳細報告，請參閱

2013.9 ～ 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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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姊妹的「家」

小雯、小玲和小潔 ( 化名 ) 三姊妹靠著爸媽擺攤賺微薄收

入過活，和媽媽一起擠在一張床上睡，爸爸則睡在長木椅

上。家裡只有地下水，沒有衛浴設備，無法洗熱水澡。只

有一盞小燈泡，無法寫功課。三姊妹一度連學費都付不出

來，午餐費也要跟學校分期付款。

放風箏的孩子

小輝 ( 化名 ) 爸媽離婚後，跟著爸爸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

生活。阿嬤看了心疼，接來同住。但阿嬤已改嫁，還生了

一個只比小輝大兩歲的「叔叔」。小輝剛來陪讀班時很排

斥寫作業，連ㄅㄆㄇ都不會。

從 0 到 100
霖明 ( 化名 ) 的爸媽分居，靠母親在餐廳工作，外婆和阿

姨則做資源回收，一家十口人住在一起。家中成員多有精

神上的障礙，他也患有亞斯柏格症，常常情緒波動很大，

會一直問問題、大叫或猛敲自己的頭。其他孩子都不太敢

接近他，在學校也常被欺負…。								

（上網至											 搜尋「午安飛翔」，即可觀賞陪讀故事）

陪讀班故事

為幫助更多弱勢學童能有人陪伴成長，救助協會首次發起

「Let's Run- 空英 1919 陪讀路跑」，2014 年 8 月 2 日由

空中英語教室、基督教救助協會、TRAVELER 旅行者共同舉

辦，以英語為主題情境的路跑活動，5 公里 2,940 人，10

公里 1,386 人，含志工 486 人，共有 4,812 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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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由乖乖公司與東森電視台舉辦，

大乖乖人偶帶著許願乖乖包至

三光 1919 陪讀班，專程把寫滿

願望和祝福的乖乖造句包送回

給小朋友們，讓他們又驚又喜！

大乖乖祝福 
三光小乖乖 1.15

瑞 典 精 品 家 電「 依 萊 克 斯

Electrolux」 舉 行 亞 太 區 80

名員工志工日，陪伴台北 5 個

1919 陪讀班共 86 名孩子，一起

到學學文創體驗美感、學習互

動。

「依萊克斯」
亞太志工體驗

1.20

PP.99 餐廳邀 54 位來自大安、

惠林、愛與希望 1919 陪讀班的

師生，免費享用美味漢堡大餐，

並募 750 份文具組給陪讀孩子

做開學禮物。

PP.99 給孩子
幸福久久 ... 1.24

農曆年前，KIEHL'S 契爾氏志工

們到惠林 1919 陪讀班，為孩子

送上愛心紅包。

KIEHL'S 契爾氏
親送紅包到惠林 1.24

台豐高爾夫球場舉行「球員打好

球，台豐做公益─慈善職業業餘

配對賽」，曾雅妮也從美國回

台參加。球賽兩日共募得善款

188,026 元，全數捐給彰化地區

陪讀班。

球員打好球 
台豐做公益

1919 陪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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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高寶酒窖公司在 Hang	 Ten 全力

支持下，從下單到送達，五天

內送了 303 件 Hang	 Ten 新衣給

屏東地區的陪讀班孩子。

高寶酒窖 
新衣賀年

台灣美國運通公司 50 多位志

工，陪伴中部 4 間陪讀班 63 位

陪讀班孩子到彰化與台中一日

遊！陪伴孩子駕牛車到潮間帶

採蚵、參觀台灣玻璃館及科博

館體驗學習。

2.22 美國運通  
一日陪讀

知名設計師吳季剛以台北北區

扶輪社名義，捐出珍藏義賣，

所得十萬元全數捐給 1919 陪讀

計畫。

2.24 季剛有愛
珍藏義賣

為讓文化創意在弱勢家庭孩子

身上紮根，學學文化創意基金

會邀請 125 位台東陪讀班孩子

參觀台東美術館「馬到成功」

特展，並進行美感課程。

3.29 學學感動 
馬到成功

果陀劇場再度加演《超級奶

爸》，除送票給陪讀班，並邀

劇中主角奶爸顧寶明與納豆，

為我願意 1919 陪讀班 14 位孩

子上一堂表演課。

4.2 超級奶爸
頑皮奶娃

在倫敦進修的藝人林依晨專程

回台，擔任 2014「午安 ‧ 飛翔

─ 1919 陪讀計畫」公益勸募代

言人，並與德高 1919 陪讀班孩

子在鹿野高台拍攝勸募短片。

5.18 依晨代言
午安飛翔



24                          
基督教救助協會

台北西區扶輪社青年服務團贊助

花蓮壽豐陪讀班應屆小六和國三

共 12 位孩子，前往台北國家戲

劇院，觀賞世界知名音樂劇《羅

密歐與茱麗葉》！

6.29 壽豐應屆
台北畢旅

如果兒童劇團邀北區陪讀班共

100 名師生，前往親子劇場欣賞

「真假王子」，鼓勵孩子在生活

中發揮正義感與勇氣。

6.29 如果劇團
真假王子

台灣萊雅為紀念公民日五周年，

於五股準園舉辦生態夏令營，由

350 位萊雅志工一對一，陪伴桃

竹苗區12間陪讀班315位學童。

7.1 台灣萊雅
公民志工

Adidas 舉辦「Take	 on	 Summer	

Night」籃球派對，邀請 NBA 球

星林書豪指導陪讀班10位孩子，

帶他們一一上籃，企業並捐出

30 萬現金與 50 萬商品。

7.18 書豪派對
上籃得分 7.29

遠東航空公司邀請 250 位台北陪

讀班學童參觀「花現蝴蝶在台

北」展，培育孩子的生態認知與

浪漫美感。

遠東航空
邀訪蝴蝶

全家便利商店縣東營業部營業

所的陳所長，端午節前發動愛

心粽捐贈，募集121組愛心粽，

送北區陪讀班孩子，一起享受

溫馨美味。

5.31 全家贈粽
端午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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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大 EMBA 校友的青少年孩子

所組成的弦樂團，於 7/26 ～

7/31 六天環島，走訪宜蘭、台

東、屏東陪讀班演奏，並捐贈從

台北募得的物資給受訪的偏鄉孩

子。

7.31 少年弦樂團
環台送愛心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邀請 33 位

竹東聖潔 1919 陪讀班師生，北

上學學文創，參加「晃影藍晒─

實物攝影工作坊」，欣賞有名的

杉本博司攝影作品，並體驗 174

年前的洗照片技術。

8.16 神奇顯影 
變變變變

舉行年度點擊成十活動－「午

安 ‧ 飛翔─請帶我飛翔」，兩

個月共逾 25 萬人次參與。每點

擊一次，TRAVELER 旅行者就捐

出 10 元給陪讀計畫。

8.31 點擊成十 
帶我飛翔

如果兒童劇團推出《守護精靈的

約定》新戲碼，邀請北區 7 個陪

讀班共 186 位師生觀賞，讓孩子

經歷一場奇幻又刺激的冒險。

9.5 守護精靈
奇幻冒險

全台 700 名特力集團員工在 9 月

5 日「特力志工日」，投入 39

項志工計畫。其中特力屋左營店

動員了15位員工到高雄大寮「三

姊妹的家」，展開清掃、油漆，

及傢俱組裝的工作。

9.5 特力左營
大寮傳愛

KIEHL'S 以「分享愛．愛分享」

為主題，邀歌手盧廣仲代言，

設計限量版「冰河醣蛋白保濕

霜」瓶蓋，並於 9 月 18 日於惠

林 1919 陪讀班舉行記者會。民

眾只要購買保濕霜，KIEHL'S 就

捐出一元美金支持陪讀計畫。

9.18 KIEHL'S X 盧廣仲 
分享愛 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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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文創基金會邀台北藝術大學

張玲瑜老師，提供三堂創意繪

畫課給台北文山重生和永和天

恩 1919 陪讀班的孩子，幫助孩

子提升色彩感應力，畫出自己的

「生命河流」。

9.26 高林文創
繪畫教學

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9~10 月於

7 間 1919 陪讀班，舉行「南山

人壽孩童希望工程─財金生活教

育課輔與圓夢計畫」，課後提供

每班二萬元「圓夢基金」，讓孩

子們一起來完成一個夢想。

10.15 南山人壽
希望工程

肯 邦 國 際 公 司 舉 辦「Hope 從

『頭』開始」義剪活動，安排

13 位專業髮型師，為 70 人義

剪，共募到 45,645 元，全數捐

給 1919 陪讀計畫。

10.17 肯邦肯幫
從「頭」幫起

10/18，美國運通 20 位員工陪伴

新竹五尖 1919 陪讀班 40 位學

童參觀內湖防災科學教育館，

充實緊急避難知能。10/25，另

32 位員工陪伴宜蘭方舟和芥菜

種 1919 陪讀班共 65 位孩子，在

宜蘭進行「走繩」等戶外體驗活

動。

10.18
10.25

運通志工
陪伴體驗

開元食品舉辦「簡單傳愛，讓孩

子幸福起來」活動，至 2014 年

12 月 8 日，民眾只要捐 660 元

以上，開元即代捐 12 瓶鮮奶給

陪讀班孩子。2~5 月，共有 269

個孩子每周可收到一大瓶鮮奶，

總計 3,457 瓶。

11.15 開元捐奶
孩子幸福

高雄循大寮陪讀班的三姊妹，原

本住在破舊小屋，在本會積極奔

走下，募得 78 萬元建屋基金。

三姊妹一家在九月遷入由三個貨

櫃組成的新家，裡面家具一應俱

全。

9.22 貨櫃新家 
姊妹入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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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C（沛恩集團）為慶祝在台設

立滿一年，邀請我願意與惠林

1919 陪讀班共 36 位師生，至台

北 DDC	 Cafée 館參觀，並陪孩子

吃愛宴，歡度感恩節。

11.19 DDC 設宴 
歡慶感恩

可口可樂連續第七年舉行「一

塊，當聖誕好人」，邀請「浩角

翔起」的阿翔和浩子擔任代言

人。民眾只要購買指定商品，可

口可樂就捐新台幣「一塊」，做

為陪讀班孩子聖誕禮物基金。

12.2 一塊，
當聖誕好人 

聖誕節前遠航動員募集 350 盒禮

物，並由三位空姐於 12/10 代表

親送到內壢惜鄉親、竹北 1919

陪讀班。孩子們接到空姐親切送

禮，都興奮不已。

12.5 為愛遠航
親送到班

麗嬰房集團的童鞋品牌「my	

nuno」，發起「my	 nuno 鞋盒傳

愛」。一個月內募集到 1,721 份

聖誕禮物，於聖誕節前全數捐贈

給陪讀班的孩子。

12.10 my nuno 
鞋盒傳愛

可口可樂邀請桃竹苗區萬原、龍

潭富林、龍潭豐盛、卓蘭好鄰舍

4間1919陪讀班，共73位師生，

到可口可樂博物館參加「聖誕傳

情派對」，為孩子講故事、玩遊

戲，吃點心。

12.17 可樂派對
樂到最高點

2014 年有 25 個企業參與「聖誕

鞋盒傳愛」，共募到 11,389 份

聖誕禮物，創下歷年來最多紀

錄。

12.25 25 企業 

11389 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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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食物銀行   

2011 年 4 月，基督教救助協會為

關懷因八八水災而生活陷入困境的

災民，而開辦「1919 食物銀行」。

每兩個月一次，請 1919 志工以親

送食物包到府的方式，關懷慰助災

民。2012 年起，擴大服務到全台

各縣市。2013 年擴及至澎湖離島，

2014 年擴及至台東綠島。

13,949

70,225
23,413
46,925

56,945

四年來，累計服務全台13,949戶(次)
經濟弱勢家庭

累計發放 70,225 份食物包

共執行 23,413 次的食物包發放

提供志工 46,925 項次的服務，含家事

協助、傾聽 /關懷 /祝福等

2014 年共動員 56,945 人次的志工進

行相關關懷行動 詳細報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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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約有 60 萬戶經濟弱勢家

庭被排除在社會救助法外，得

不到政府任何補助。它們是所

謂的「社福邊緣戶」，也是

1919 食物銀行的主要救助對

象。2014 年，1919 食物銀行

透過 419 個 1919 服務中心，

每兩個月送一次食物包，全年

共送出 25,200 包，關懷 4200

個弱勢家庭。

受助個案分析

依據《2014 年 1919 食物銀行年度分析報告》，受助個案資料

如下：

一、近四成案主 60 歲以上

年齡在 60 歲以上的案主，約佔總數的 37.76％。此類受助戶

多為獨居老人或隔代教養家庭，生活多倚靠外界補助，如低

收 / 中低收入戶補助金、老人年金或老農年金等，且多住在

原鄉部落或離島。

二、單親家庭佔四分之一

分析受助家庭的狀況，第一高為「單親家庭」25.6％；「身

心障礙」24.5％；「獨居老人」16.8％。

三、每戶每月超支近 7 千元

2014 年全台受助家庭每戶每月平均收入為 14,728 元（含所有

社福補助）。整體而言，所有受助家庭之月均收入仍遠低於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全台最低所得 20％的家庭每月所得 25,788

元。而受助家庭每戶每月平均支出為 21,681 元，每月平均超

支 6,9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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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原則

一、量表審核  減少爭議

基於責信，欲關懷的貧困家庭，均需通過「1919 食物銀行評估標準」（FB 量表）核定，以優先關懷

最有需要的家庭。並整合各界捐輸之物品，再視受助家庭需求配送發放。

二、親送到府  全人關懷

由受訓志工至各地集散點領取物資後，再親自將分裝好的「食物包」送至受助家庭。同時視受助家

庭需要，提供其他必要的服務，如協助獨居老人居家清理、陪同看病、陪伴等。

三、特殊需求  個別配給

「食物包」的內容設計，均以一般家庭日常基本必需品為主。但針對部分受助家庭會另外配送某些

特殊物資，如嬰幼兒奶粉、成人紙尿布等。

四、定期評估  避免浪費

「1919 食物銀行」志工定期關心經濟弱勢家庭，在每次發放後，均需填寫訪視記錄表，以評估受助

家庭景況，了解其是否需要持續被救助，好使食物包發揮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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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九口 靠老人年金過活

患重病的阿嬤和重聽的老伴，怎麼養得起四個兒

子和三個孫子？屏東來義鄉的薛阿嬤 ( 化名 )，

只會說排灣族話，自八八水災後所住的地方就成

了危險警戒區。「一家九口每個月就靠二份老人

年金，共一萬二千元生活，孫子的學費都付不出

來。」義林 1919 服務中心為他們申請食物包，

並同時申請紙尿布給行動不便的阿嬤。

「謝謝你們幫忙，真的很感激！」阿嬤每次收到

食物包，眼淚都忍不住流下來。自從有食物包，

孫子們吃得開心，阿嬤也跟著笑了。

（摘自 2014 年 3 月救助月刊）

單親無依 外配辛苦養子

住在嘉義東石的越南外配阿英 ( 化名 )，歷經家

暴、丈夫過世、被婆家趕出家，帶著兩個孩子在

外租屋，舉目無親。

阿英每天凌晨三點出門剝蚵，接著去餐廳工作到

下午，忙完回到家還要煮飯、照顧兩個兒子。瘦

弱的她，一天睡不到四個小時，常忍著頭痛騎機

車去工作。「我不能看醫生，也不敢休息，因為

休息一天就少一天的收入。」一個月收入一萬多

元，扣掉房租、孩子學費、日常基本生活後，根

本所剩無幾。

即使日子再怎麼苦，阿英都堅強以對。她感謝地

說：「還好有 1919 食物銀行幫助，讓我們一家

三口有三餐，可以再撐下去。」

（摘自 2014 年 3 月救助月刊）

食 物 銀 行 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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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全家展現愛心「食」力

1919 食物銀行第三年與全家便利商店合作，全

年共募 39,716 份救助協會套餐。

4.8 林美秀任愛心大使

藝人林美秀錄製廣播公益廣告，邀請民眾到全

家便利商店認購 300 元救助協會套餐。

7.15 全家愛心月餅

全家便利商店呼籲民眾認捐「愛心送餐－全家

中秋愛心禮盒」，送 1919 食物銀行個案，共

募到 4,339 份禮盒。

11.19~12.2 食物募集 幸福傳愛

全台 69 個家樂福門市會設置食物募集站，讓

民眾能來家樂福購物時，同時也捐贈物資。總

共 15 天募到 22 個棧板 (總重量達	5,981.5 公

斤 )的愛心物資。

12.18 冷藏車及冷藏室捐贈

法國家樂福總經理康柏德，代表捐贈 3.5 噸冷

藏車和冷藏室給 1919 時食物銀行。並率 60 位

員工參與包米服務，分裝 3,180 公斤的白米。

家樂福 幸福傳愛

全家救助協會套餐

食物銀行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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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TRAVELER 旅行者

在總經理彭民雄號召下，21 位同仁包米包了 2,025 公

斤米，並帶來 131,500 元的捐款。

5.26 圓剛、圓展科技

59 位大小朋友以 3小時分裝完 10,149 公斤白米，將愛

心分裝到弱勢家庭。

6.6 全家便利商店

全家便利商店除提供捐贈救助套餐平台，也發動 30 名

員工擔任包米志工，共包了 1,304 包米，近 4公噸。

6.7 英業達

70 名志工效率驚人，一上午完成近 10 公噸的白米分

裝。

7.21 台北信友堂英語部

頂著 35 度高溫，老中老外在兩小時內協力完成 2,745
公斤白米分裝。

8.6 台灣雅虎 Yahoo

台灣雅虎 5 個部門共 102 名志工，秉持「讓做好事成
為每一天的習慣」，包了 3,100 包米，共 9.3 公噸！

9.20 德盛安聯和美國運通

兩金融公司共 58 位志工包了 2,058 包米，合計 6,174
公斤。

9.27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櫃買中心業務委員吳靜娟率志工包米，同時代表捐贈
1,000 套全家套餐給 1919 食物銀行。

12.20 1919 愛走動單車環台勇士

45 位環台勇士於環台第一天下午擔任包米志工，並於
12/31 將米親送到台東案家。

企業志工包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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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志工受訓人數

2003～2005/11 6216

2006 711

2007 986

2008 377

2009 530

2010 434

2011 462

2012 394

2013 552

2014 776

總計 11,438

志1919 工 訓 練

自 200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2 月底止，救助協會與全台 278 個鄉鎮的教會合作，建立了 1,066 個

1919 服務中心，完成 11,438 名 1919 服務志工的訓練。當社區中有重大災難發生時，1919 服務中心

就發動受過訓練的 1919 志工進行災難救助，平時則在社區進行一般急難救助與家庭成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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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21,65
實物捐贈 22.4%

325,476
其他收入 0.2%

19,916,171
一般捐款 9.6%

36,602,443
1919 愛走動 17.6%

8,319,908
專案服務 4.0%

55,991,034
1919 陪讀計畫 26.9%

6,931,795
災難救助訓練 3.3%

33,277,970
1919 食物銀行 16.0%

8,514,242
行政費 4.1%

34,870,098
推廣費 16.8%

163,701,510
事工費 79.1%

財 務 收 報支 告

合計：208,086,447 元

合計：207,085,850 元

(單位 /元 )

( 單位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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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2014 款 分 析

捐
款
項
目

收入項目 金額 (元 ) 筆數 金額百分比 筆數百分比

一般捐款  17,843,180  6,499 11.74% 13.53%
災難救助  6,931,795  975 4.56% 2.03%

1919 愛走動  36,602,443  12,259 24.08% 25.53%
1919 陪讀計畫  55,991,034  13,830 36.83% 28.80%
1919 食物銀行  33,277,970  14,231 21.89% 29.64%

其他捐款  1,379,379  223 0.91% 0.46%
總計  152,025,801  48,017 100.00% 100.00%

捐
款
級
距

收入項目 金額 (元 ) 筆數 金額百分比 筆數百分比

1,000 以下  14,765,946  30,736 9.71% 64.01%
1,001-2,000  16,491,781  10,136 10.85% 21.11%
2,001-5,000  15,540,054  4,213 10.22% 8.77%

5,001-100,000  48,829,422  2,797 32.12% 5.83%
100,001 以上  56,398,598  135 37.10% 0.28%

總計  152,025,801  48,017 100.00% 100.00%

捐
款
區
域

收入項目 金額 (元 ) 筆數 金額百分比 筆數百分比

中區  12,660,687  6,790 8.33% 14.14%
北區  103,396,928  27,835 68.01% 57.97%
台東  176,993  83 0.12% 0.17%
花蓮  772,800  526 0.51% 1.10%
南區  14,643,741  6,412 9.63% 13.35%

桃竹苗區  17,064,528  6,340 11.22% 13.20%
海外  3,310,124  31 2.18% 0.06%
總計  152,025,801  48,017 100.00% 100.00%

收入 金額 (元 ) 百分比

捐款收入    146,214,000 70.72%
會費收入        100,000 0.05%
專案活動收入      7,222,000 3.49%
實物捐助收入     50,000,000 24.19%
利息收入        200,000 0.10%
以前年度節餘款      3,000,000 1.45%
合計    206,736,000 100%

支出 金額 (元 ) 百分比

行政費支出      8,627,460 4.17%
事工費支出    164,218,840 79.43%
推廣費支出     33,889,700 16.39%
支出合計    206,736,000 100%

* 另有物資捐贈總值：46,304,52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