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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彼此相助的社會

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在別人缺乏時，即時伸出援手。

這是最溫馨的圖畫，也是人與人之間最和諧的關係。

聖經記載使徒保羅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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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5）這句話其實源自耶穌的教導：「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

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馬太福

音十：8）

我們的社會有許多有愛心又樂意助人者，而基督教救助協會所扮演的

角色，就是建構彼此相助的平台，將有餘與有心的人連結起來，成為一個

扶助軟弱、醫治安慰、扶貧濟窮的網絡。減少孤單，帶進友情；減少飢餓，

帶進飽足；減少貧乏，帶進希望；減少黑暗，帶進亮光。

感謝所有捐款的贊助者，因為有您們，我們的服務才得以延伸永續；

感謝所有參與救助的志工，因為有您們，我們的社會才能成為一彼此相助

的社會。

「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約翰一書四：19）

理
事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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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堅持

基督教救助協會有四個主軸工作：一、重大災難救助及防減災；二、

急難家庭救助；三、經濟弱勢家庭兒童課後陪讀；四、食物銀行。這四個

主軸工作都建構在一個救助網絡─「1919 服務中心」上。

社區福利化  福利社區化

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救助協會已經與全台 1,110 間教會合作建置

「1919 服務中心」，服務範圍涵蓋全台 278 個鄉鎮市區。這 1,110 個

1919 服務中心，依照各自特性與需求，有的參與急難家庭救助，有的設立

1919 陪讀班，有的承辦 1919 食物銀行。而每一個 1919 服務中心的關懷

志工，都需要接受「1919 志工訓練」。

若沒有這許多 1919 服務中心 ( 教會 )，救助協會就沒有服務平台；若

沒有歸屬於這許多 1919 服務中心的上萬名志工，救助協會就沒有服務工

作。救助協會自 1998 年成立至今，一直堅持不做直接服務，而只提供技術

支援、訓練、督導、資源，直接服務全由 1919 服務中心及所屬志工來承擔。

因為唯有這樣的堅持，「社區福利化、福利社區化」的理想才可能落實。

感謝「自家人」 持續陪伴弱勢

2015年，1919服務中心的設置已超過 1,100間，這是我們的新里程碑。

謹此感謝所有 1919 服務中心與志工夥伴。雖然服務中心也是救助協會

的一份子，自家人感謝自家人有點特別，但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救助協會，

所以就再一次特別地感謝所有的「自家人」吧！

當然，也必須感謝所有的捐款支持者，無論是教會、企

業或個人，無論是大額或小額。若沒有你們的奉獻支持，我

們就沒有資源，也就無法幫助許多需要的人。

2015 年過去了，然而我們的感恩不會過去；2015 年過

去了，然而我們陪伴、幫助弱勢群體的堅持，也不會過去！

秘
書
長
的
話



4                          基督教救助協會

2/4 復興航空基隆河空難

2015.02

2/4 復興航空於基隆河上空發生空難，本會災管部與北區辦事

處社工接受台北市社會局徵召，於空難事故現場進行罹難者家

屬慰問等服務。

4/25 尼泊爾地震

2015.04
4/25 尼泊爾發生 7.8 強震，死亡人數超過萬人，1.7 萬人受

傷，50 萬人失去家園。本會於 4 月 27 日，捐出 4 萬美金，分

別透過「希望護航」(Convoy of Hope)、「基督徒互援會」

(Christian Aid) 及「印度宣教士親屬事工促進會」(PBT) 等

合作夥伴，進行緊急物資發放。6 月又捐出 1.8 萬美金，透過

PBT 資助 6 間教會進行教堂重建。

8/8 蘇迪勒颱風

2015.08-09
8/8 蘇迪勒颱風來襲，造成北部山區多處災情，其中又以新店

龜山與烏來山區最為嚴重。本會災管部及北區辦事處社工於龜

山教會成立救助站，進行家戶清掃和消毒工作，總計執行3天，

清掃 4 戶受災家庭，消毒 60 戶。

受蘇迪勒颱風及連日豪大雨影響，9/2 桃園市復興區嘎色鬧部

落有 10 多戶民宅遭土石掩沒，居民被暫時安置在附近的獵人

學校。本會災管部會同桃竹苗區辦事處社工前往勘災後，於光

輝長老教會設救助站，於 9/9-9/10 兩天共動員志工 12 位，

協助 2 戶災戶清理家園。

先遣志工訓練

2015.01-05

2015 年第 4 屆先遣志工訓練，總計有 122 位志工完訓。

1/31 北區專業訓練，主題：「安心減壓團體」。

4/18 南區先遣專業訓練，主題：「悲傷輔導」。

4/25 花蓮區先遣專業訓練，主題：「器械保養」。

5/29-30 於南投迦南美地辦理先遣志工年度重災演練。

1919 災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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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急難救助

2015.01-12

2015 年有 46 間教會簽約成為 1919 服務中心。總計自 2002

年到 2015 年 12 月底，已在全台 278 個鄉鎮區，建置了 1,111

間 1919 服務中心。包括：北區 263 間、桃竹苗區 128 間、中

區 188 間、南區 362 間、花蓮區 95 間及台東區 75 間。

2015.01-12
為增進 1919 志工的知能，並強化其社區服務能力，本會持續

在 6區舉行「1919 志工訓練」。全年共訓練 1919 志工 718人。

2015.01-12
透過志工管理人月會，強化各地 1919 服務中心志工管理人的

知能，全年共舉行 20 場。

2015.01-12

透過 1919志工探訪關懷全台 869個急難家庭，共發放 17,502,000 元

救助金。

第十四屆 1919 愛走動─富邦急難家庭救助計畫

2015.9-2016.01
由本會榮譽理事長孫越與富邦慈善基金會志工白秀雄代言，

透過電視、DM、廣播、捷運燈箱、網路等媒體，向社會傳遞

急難家庭的困境與需要，並呼籲捐款支持。2015/9 ～ 2016/1

募款期間共募得 23,198,991 元。

第十四屆 1919 愛走動─救助挑戰營

2015.09.12 中區日月潭   2015.10.03 北區

2015 年救助挑戰營在中區與北區各舉行一場。號召支持者組

隊挑戰，透過單車、健行、射箭、服務學習、闖關體驗等活動，

學習超越自我、增進團隊合作，同時籌募急難家庭救助金。總

共有 108 隊 948 人參加（中區 :52 隊 352 人。北區 : 體驗組

56 隊 386 人，勇士組 31 隊 210 人 )，募得 2,969,926 元。

1919 社服網絡

1919 志工訓練

1919 志工管理人月會

1919 急難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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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陪讀計畫 國小班

2014.09-2015.08
103 學年度 1919 陪讀計畫，共資助 169 間國小陪讀班 2,437

位國小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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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班

2014.09-2015.08
103 學年度 1919 陪讀計畫，共資助 42 間國中陪讀班 405 位國

中生，接受課業輔導、品格教育、生命教育、小組輔導等。

2015.06.01-10.31
2015 年 1919 陪讀計畫邀請田馥甄 H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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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39,639 元。

陪讀班支持性團體

2015.08.03-04
為提升各陪讀班支持性團體之自助性，縮小城鄉資源與專業人

力的差距，於 6 區舉辦支持性團體共 51 場。

Let’s Run   空英 1919 陪讀路跑

2015.10.17
與空中英語教室共同主辦，TRAVELER 旅行者主要贊助，在新店

第十四屆 1919 愛走動─單車環台大串連

2015.12.19-2016.01.02
本年為單車環台第 11 次舉行，透過 38 位募款勇士環台 15 天

1,400公里，2015/9～ 2016/1勸募期間共募得8,607,359元。

第十四屆 1919 愛走動─四場陪騎

2015.10.31-12.19
2015 年於全台共舉辦四場，10/31 高雄 870 人、11/21 台南 916

人、12/5新竹 773人、12/19台北 1,644人，總計4,203人參加。

1919 陪讀計畫

「午安‧喜樂」年度公益勸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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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食物銀行說明會

2015.01-12
於6區舉行6場1919食物銀行說明會，分享食物銀行的執行現況。

1919 食物包發放

2015.01-12
2015 年有 418 間 1919 服務中心 ( 教會 ) 參與全年 6 次的

1919 食物包發放 ( 每兩個月 1 次 )，發放區域分佈全台 20 縣

市，並遠及澎湖馬公、吉貝、七美及台東綠島等離島。共計

關懷 4,489 戶經濟弱勢家庭，發出 24,602 份 1919 食物包（每

份市值約 2000 ～ 2500 元），總受益人數 14,400 人。

2015 全家愛心送餐與月餅募集

2015.01-12
與全家便利商店連續第四年合作，在全台近 3000 間全家門市進行

「全家愛心送餐 300 元救助協會套餐」認購活動。並邀請藝人林

美秀公益代言，鼓勵民眾認購，全年累計募得 37,751 份套餐。並

於 7-8 月鼓勵民眾認購 1 盒 300 元的「全家愛心月餅」。累計募

得 4,642 盒月餅，於中秋節前發送給 1919 食物銀行的受助個案。

家樂福 555 食物募集與實體食物銀行

2015.10-12
家樂福文教基金會發起「555 食物募集大挑戰」行動，在全台

家樂福門市以 50 天號召全民一起捐出 50 噸食物。

2015.12.4

家樂福捐助1919食物銀行，於新北蘆洲成立第一間實體食物銀行。

碧潭東岸廣場舉行第二屆「Let's Run-空英1919 陪讀路跑」，

共計 3,754 人參加 (6 公里 2,394 人，11 公里 1,068 人、志

工 / 工作人員 392 人 )，扣除活動成本，共募得 1,951,810 元。

2015 聖誕鞋盒傳愛

2015.11.1-12.25
連續第 8 年舉行「聖誕鞋盒傳愛」，總共有 29 個單位認捐，

募集 8,102 份聖誕禮物，分送給全台 17 縣市及綠島等區的弱

勢家庭孩子。

1919 食物銀行



8                          基督教救助協會

1919
災難救助   
台灣常見的災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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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隊「先遣志工隊」。當有災

難發生時，即立即啟動救災 ( 助 ) 機制，投入

救災行動。

122

39

已訓練 6 區共 122 位重大災難先遣志

工，形成一機動、互助的救助網。

已參與國內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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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地震等。 更多救災故事，請參閱

8                          基督教救助協會

1999 ～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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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救助

2015 年的父親節不太平靜，中颱蘇迪勒在 8 月 7 日晚間直撲台灣，造成 9 人死亡 15

人失蹤，1 萬多人撤離，逾 400 萬戶停電。而其中又以新北市新店地區最為嚴重，信賢、

廣興、龜山里及烏來老街，滿目瘡痍，許多房屋被土石侵入、車輛被翻覆，水力電力多日

未回復，災民苦不堪言。

救助協會於 8 月 9 日起，在龜山里的喜樂龜山 1919 服務中心（新店龜山教會）設置

1919 救助站，除了共徵召 80 人次的志工協助清理、消毒外，也提供物資，同時啟動 1919

急難救助金予以支援。

喜樂龜山 1919 服務中心的李振賢牧師，6 年前曾參與莫

拉克風災那瑪夏救援行動，他說：「住在龜山里三代的居民

都說，從來沒有遇到這麼大的風災，大家根本措手不及！龜

山國小幾乎全毀，周邊民宅十多戶遭掩埋，光是清理就花了

半個多月。」

由於龜山國小的教職員宿舍急需清理，救助協會派出了

10 位同工和來自 5 間教會 19 位的志工及多位 1919 志工前

往接力清理，更有愛心民眾捐贈二手傢俱。

除了協助災民清理家園，1919 志工也為龜山里 60 戶家

戶進行消毒工作。喜樂龜山 1919 救助站於 8 月 15 日完成階

段性任務後撤站。後續關懷交由喜樂龜山 1919 服務中心以

急難救助金與 1919 食物包方式，持續關心蘇迪勒受災民眾。

「重大災難」泛指：同一時間發

生、突然、不可抗力、造成受影響之居

民大量傷亡、基本民生需求無法於短期

內回復之災難。而「重大災難救助」乃

是針對此類受災者及處理災難現場之

相關人員所提供之救助行動。

為因應重大災難救助，多年來基

督教救助協會已在全台 6 區建立 6 支

先遣志工團隊。並常態性舉行「教會 /

社區地震疏散避難演練」、「教會 / 社

區防減災研習會」等訓練，以形成一機

動、互助的重大災難救助網。

災難救助

蘇迪勒風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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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

17,502,000

2,273 3,038
發放 17,502,000 元救助金。

投入志工 2,273 人次，5,117
小時，平均對每個家庭投入

2.6個人次、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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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8 次。

1919
急難救助   

透過全台 1919 服務中心的上萬名志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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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元，1~4 個月）。

服務 869 個個案家庭。

10                          基督教救助協會

2015 年

更多急難報告書，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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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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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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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來連結全台 1919 服務中心

（至 2015 年 12 月止，1919 服務中心達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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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已累積資助超過 9,206 個急難家庭。

13 年來資助 9,206 個急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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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風雨飄搖的家

73 歲的黎阿公左眼失明，又有過敏性氣喘。和患有嚴重糖尿病與高血壓的

妻子，辛苦撐起一家 7 口的生計。

黎阿公女兒重度智能障礙，兒子入獄，家裡還有三個孫子女。黎阿公夫婦倆

靠老人津貼、女兒的身心障礙補助及 3 個孫子女的受助津貼過活。扣除水電房租

等固定支出後，全家每月剩不到 1 萬元。

為了不成為阿公與阿嬷的負擔，小如和妹妹利用課餘在超市工作，弟弟是餐

飲科的建教生，白天工作，晚上讀書。「弟弟下課回家會幫忙家裡，有時晚上 9

點下課，還去腳底按摩店工作，順便學按摩技術。」不只小如和妹妹努力，弟弟

也一起上進。

小如成績好，高職畢業本想繼續升學，但因爸爸坐牢，阿公阿嬤年紀又大，

家裡實在很需要人支持，所以選擇先工作。「以後我一定會繼續升學，能讀書真

的好幸福！但現在我得工作。」

家雖飄搖，但這一家人正在盡最大的努力守護它！

（摘自 2015 年 10 月救助月刊）

急 難 家 庭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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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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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2,000 元

16,163,000 元

904 件

890 件

878 件

865 件

869 件

857 件

521 件

513 件

452 件

797 件

733 件

2013/1-12

2014/1-12

2015/1-12

個案量 補助金額

歷年救助金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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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環台大串連─ 1919 單車環台募款

救助挑戰營

為了幫助許多走不下去的家，2015 年本會持續與富邦慈善基金會、空中英

語教室發起「第十四屆 1919 愛走動」，為急難家庭籌募急難救助金。

2015 年為單車環台 11 週年，由 38 位募款勇士所組成的 1919 環

台車隊，沿途拜訪了 21 個 1919 服務中心。透過 1919 志工及個案的

分享，實地了解全台各地急難家庭的需要。12 月 19 日從台北啟行，

以 15 天環台 100 個鄉鎮、1400 公里，到 2016 年 1 月 31 日止，共募

得 8,607,359 元救助金。

基督教救助協會自 2003 年起推行急難家庭救助計畫，13 年來累

計服務資助全台超過 9,206 個急難家庭。2015 年 1919 愛走動的募款

目標為 3,800 萬元，全年共募得 32,674,684 元急難救助金。

「救助挑戰營」已連續第 9 年舉行，是一個沒有冠軍、沒有競爭，

只有相互扶持、堅持到底的非競賽型戶外活動，透過同理急難家庭的活

動路線設計，鼓勵每一位參加者和同伴一起挑戰未知的旅程。

救助挑戰營自 2007 年舉辦以來，總計已有 970 隊、7 千多人次參

加。2015 年分別在中區日月潭和北區各舉行一場，有 948 位參加，募

得 2,969,926 元急難救助金。

1919 愛走動

環台

挑戰營

2015 挑戰營

環台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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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單車環台大串連－四場陪騎

10/31 高雄澄清湖棒球場旁廣場，870 位車友參加。

11/21 台南林默娘公園，916 位車友參加。

12/5  新竹縣政府前廣場，773 位車友參加。  　　

12/19 台北凱達格蘭大道，1,644 位車友參加。

陪騎 高雄

台南

新竹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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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陪讀計畫

    國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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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

提供免費課業輔導、品格教育、才

藝訓練、餐點與家庭般的關懷。

167

2,424

4,013

補助 167 間國小陪讀班

服務 2,424 位國小學童

實際服務 4,013 位經濟弱勢家庭兒童

鐘點費：68.14%
餐點費：25.64%
教材費：3.87%
文  具：2.28%
交通費：0.06%

經費運用

志    工：53.7%
專職人員：24.4%
兼職人員：21.9%

人力運用

2014.9 ～ 2015.8

16                          基督教救助協會

詳細年度報告書，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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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陪讀班學生背景
依據《103 學年度陪讀班成果報告》，在 167 間

國小陪讀班 2,424 位學童中，單親家庭佔 43.63%，隔

代教養家庭佔 25.96%。除經濟弱勢外，家有多重特殊

狀況者 ( 如家暴、失業、酗酒、入獄、吸毒等 )，達

37.07%。

陪讀班成效
一、作業完成情形

期末共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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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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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從

期初至期末，整體態度行為表現皆有成長情況。其中

以「勇於面對困難」、「樂於助人」此兩項成長最多，

其成長率分別為 4.22% 與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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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所給予的日常照顧，更沒有能力

供給他們參加安親班或課輔班，容易

造成孩子在學業表現及生活適應等方

面的弱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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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延伸到對其家庭的關懷，12

年來累計資助 2.6 萬人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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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陪讀計畫

    國中班

青春期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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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時間和才藝等。

42
398 580

補助 42 間國中陪讀班

服務 398 位國中生 實際服務 580 位國中生

2014.9 ～ 2015.8

鐘點費：  67%
餐點費：24.9%
教材費： 5.1%
文  具： 2.9%
交通費： 0.1%

經費運用

18                          基督教救助協會

志    工：52.5%
專職人員：  28%
兼職人員：19.5%

人力運用

詳細年度報告書，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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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狂飆的青春
2004 年起，基督

教救助協會開始投入

1919 陪讀班計畫。推動

11 年來，許多孩子陸續

升上國中。有鑑於進入

青春期的青少年更需要

人有陪伴與引領，以度

過身心的狂飆期，因此

2009 年起成立國中陪讀

班。

陪讀班學生背景
依據《103 學年度國中陪讀班成果報告》，在

42 間國中陪讀班 398 位學生中，55% 來自單親家

庭，家有多重特殊狀況者，高達 65%。

陪讀班成效
學生的來源以學校轉介佔 26% 為多，近半數屬

自發性想參加陪讀班。有 88％的學生可穩定出席，

與去年同期成長約 10％。

近半數學生在「學習動機」和「學習態度」表

現良好。國中生相較於國小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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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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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看不見自己的長

處或優勢，因此如何透過多元智能的課程、體驗教

育、桌遊結合服務學習等活動，讓孩子重新看見自

我價值、建立自信心，是 1919 陪讀班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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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

有 69 間 1919 服務中心參與。

1919 陪讀計畫

  多元課程

提供孩子多元學習管道、團體互動的機會，激發其潛能，

達到多元智能、才藝開發的目的。

3,566
執行 3,566 次課程

40,814

6,639.5
服務 40,814 人次學生

服務總時數達 6,639.5 小時

2014.9 ～ 2015.8

鐘點費：86.1%
教材費：11.7%
器  材：2.2%

經費運用

詳細年度報告書，請參閱

多元陪伴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本會有 69 間 1919 服務中心參與「弱勢家庭兒童課後

陪讀 - 多元課程」計畫。共進行 9 類多元才藝課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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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20                          基督教救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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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只要我長大

住在基隆暖暖的小嘉，一下課就背著書包，和推著

資源回收車的阿嬤，一起在社區撿拾資源回收，一個月

賺 3 千多元貼補家用。一家六口，只靠阿嬤一人賺錢，

實在入不敷出，小嘉還曾營養不良昏倒。雖是如此，祖

孫倆推著回收車的背影，卻是社區中最溫暖的風景。

我家對面的「家」

小靜、小佑和小豪三姊弟，家就住在陪讀班的對面

舊公寓裡。小佑來陪讀班之前，都會倚著家裡的窗口，

羡慕的聽著樓下陪讀班快樂的唱歌及遊戲聲音。三姊弟

的父母離異後，由姑姑接手照顧，姑姑和阿嬤辛苦的在

夜市賣著蔥餅，尋求一家溫飽。

阿公的心願

小正、小義的阿公一心想把兩個孫子送進陪讀班。

但當地陪讀班的孩子已經多到坐到講台上，陪讀班老師

只好一再地拒絕阿公。在一次禱告裡，陪讀班的邱牧師

彷彿聽見上帝說：「如果是我拜託你收呢？」於是牧師

破例收了兩兄弟。只是想不到，2 個月後一心牽掛孫子

的阿公竟突然離世了，送孫子倆來陪讀班，成了阿公最

後的心願。

2015 年 1919 陪讀班紀錄片故事

「午安．喜樂」

多元才藝課程

15 間：說唱英文、黏土捏製、合唱等。

 6 間：客家山歌、書法、舞蹈等。

13 間：手工藝、打鼓、戲劇等。

19 間：創意手工、合唱團、街舞等。

 9 間：原住民舞蹈與歌謠、烘焙、母語教唱等。

 7 間：電腦、烏克麗麗、吉他等。

桃竹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花 蓮

台 東

www.ccra.org.tw21                          

* 以上影片故事，請上         搜尋  午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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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14

2.10

2.14

荒漠甘泉 助弱兒實現夢想

繼 2014 年起，荒漠甘泉音樂音響主題餐廳開始捐

出客人消費金額的十分之一給「1919 陪讀計畫」

認領 1919 陪讀班。2015 年又再增加認領 2 個班，

總共支持 4 班 60 名孩子。

樂天書城 樂．善．好．書

為鼓勵 1919 陪讀班孩子愛讀書，「樂天書城」舉

辦「樂•善•好•書」公益募書活動，40 天募書，

共募集超過 2,500 本的優良讀物、28 套數位教材

DVD。

廣達熱情送暖 給出幸福給出愛

為幫助弱勢孩童樂於學習，廣達集團與敦煌書局

合作舉辦「給出幸福給出愛．廣達熱情送暖來」

活動，號召廣達員工為陪讀班孩子認購文具及童

書。15 天募集了 6,237 件文具，讓孩子不必愁煩

開學所需文具。

學學文創 善．美．義特展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舉辦「小小羊兒彩繪─善．

美．義特展」，邀請台東 8 個 1919 陪讀班百位學

童一同參觀展覽，讓孩子體驗彩繪外，也欣賞到

藝術大師作品與花東師生們的彩繪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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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3.31

4.01

4.03

5.05

有你真好 美國運通集愛心

美國運通舉辦「有你真好」積分捐公益計畫，鼓

勵美國運通卡會員捐出消費累積的酬賓積分，支

持 1919 陪讀計畫。達一定金額者，還可免費參加

2015 空英 1919 陪讀路跑，獲廣大迴響。

基隆二信 為孩子圓夢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連結 15 間分社，於 4/1 至

5/31 期間，鼓勵民眾捐出二手書，響應支持救助

協會的「捐書陪讀」。

阿迪達斯 偏鄉送愛

台灣阿迪達斯（adidas）為鼓勵陪讀班孩子從事

正當休閒運動，捐贈價值 50 萬元運動用品 ( 包括

104 套全新球衣、球褲和 30 雙球鞋 )，分送花蓮

7 間 1919 國中陪讀班。

Hang Ten 衣＋1愛心

知名休閒服飾品牌 Hang Ten歡慶 55 周年，舉辦

「衣 +1 愛心捐贈計畫」公益活動，邀請藝人歐陽

妮妮擔任愛心大使，鼓勵民眾以公益優惠價選購

新衣，贈送給 1919 陪讀計畫受助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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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7.01

7.13

7.14

盛曉玫慈善音樂會

福音歌手盛曉玫關懷偏鄉弱勢兒童，特於花蓮舉

辦「2015 好心情盛曉玫慈善音樂會」。以捐款贈

票的方式支持 1919 陪讀計畫，當晚所有收入扣除

支出，加上現場奉獻，共收到 280,000 元，全數

捐予 1919 陪讀計畫。

林書豪青年勵志之夜

由 GOOD TV 好消息電視台主辦的「2015 林書豪青

年勵志之夜」，在台大綜合體育館舉行，以捐款

100 元贈送一張票的方式，鼓勵青年人參與。當

天共有近 5 千人到場，捐款所得全數捐給 1919 陪

讀計畫。

學學文創 盒而為一立體設計工作坊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邀請屏東大鵬灣陪讀班師生

共 42 名，一同欣賞「築 ‧ 趣 黃文暉個展」，並

參與「盒而為一立體設計工作坊」美感種子課程，

帶領孩子在色彩中找到真我。

2015「午安 ‧ 喜樂一 1919 陪讀計畫」公益勸募

2015「1919 陪讀計畫」邀請田馥甄 Hebe 擔任

公益代言人，並拍攝《阿公的心願》微電影，

並出席記者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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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39,6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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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7.14

8.03

8.12

8.27

2015「點擊成 10 －喜樂多一點」網路公益活動

救助協會與 TRAVELER 旅行者共同發起「午安 ‧

喜樂 - 喜樂多一點」網路公益活動，號召民眾上

網參與「點擊」，企業就捐出 10 元，共逾 29 萬

人次參與。

音樂愛台灣 台大 EMBA 親子樂團

台大 EMBA 親子樂團「音樂．愛．台灣」今年再

度出發巡演，分別於 8/3 宜蘭、8/4-5 花蓮，下

鄉拜訪當地 1919 陪讀班，帶給孩子們最愛的卡

通組曲！

adidas Originals  讓愛多更多

台灣 adidas Originals「Supershellproject 創

意傳遞」活動，邀庾澄慶、吳建豪等 15 位台灣各

界藝術創作者為「Superstar」的鞋頭創作，並

由台灣阿迪斯用一雙 2 萬元認購，全數捐出資助

1919 陪讀計畫多元才藝班。

洪老典基金會 陪孩子 Fun 暑假

洪老典基金會 7 位志工，陪伴中平 1919 陪讀班

35 位孩子到台北天文館、科教館體驗多元科學活

動，啟發孩子們對科學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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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10.17

10.26

10.30

萊雅科學營 I Feel Good to Do Good

萊雅科學營於 10-12 月開辦。萊雅集團特別結合交

通大學光電所和英文系的師生，為五尖與竹東聖潔

1919 陪讀班的孩子們上英文及科學知識的課程。

Let’s Run- 空英 1919 陪讀路跑

與空中英語教室共同主辦，TRAVELER 旅行者主要

贊助，在新店碧潭東岸廣場舉行第二屆「Let's 

Run- 空英 1919 陪讀路跑」，共計 3,754 人參加。

扣除活動成本，共募得 1,951,810 元。

台塑企業 照明環境改善計畫

台塑企業「公益信託王詹樣社會福利基金」，發

起「弱勢兒童陪讀班照明環境改善計畫」，採購

南亞光電 LED 燈具，為 48 間 1919 陪讀班教室安

裝 LED 燈，使各班節省 33% 至 50% 電費。

特力集團 修繕總動員

特力集團號召全台 600 位員工，為全台 21 個

1919 陪讀班進行修繕服務，包括修理破損屋頂、

窗戶，也裝設 LED 燈管、清理水池等，並捐贈全

新桌椅和層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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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11.13

11.20

12.17

12.23

歐德傳星願 星星圓夢計畫

歐德傢俱於 11 月啟動「星星圓夢計畫」，提撥消

費者選購簽約金的 1% 捐助 1919 陪讀計畫。盼望能

結合消費者力量，把愛傳遞到需要的孩子身上，讓

孩子能在充滿愛的環境中夢想起飛。

摩曼頓 400 球鞋送暖

摩曼頓11/20-12/10聖誕節前夕發起「童心鞋力．

傳遞幸福」活動，只要消費者購買任一鞋款，摩

曼頓即提撥 50元成為 1919 陪讀班孩子購鞋基金。

20 天共募到 400 雙、總值百萬元的新球鞋，全數

捐贈 28 個 1919 陪讀班的 400 位孩童。

PRADA 獨家經典聖誕樹 捐助陪讀

時尚品牌 PRADA 結合公益，舉行 2015 聖誕慈善

酒會，安排獨家經典聖誕樹的投單競標義賣，拍

賣所得全數捐助 1919 陪讀計畫。

聖誕鞋盒傳愛

「聖誕鞋盒傳愛」活動，自 2008 年起已連續舉

辦 8 年，累計送出 47,377 份聖誕鞋盒。2015 年

共有 29 個單位熱情參與，共募到 8,102 份聖誕

禮物，分送全台 17 縣市的 1919 陪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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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9

52,154

24,602
全台受助家庭總計 4,489 戶，

受益總人數達 14,400 人。

除發食物包，志工共提供 52,154 項次

的服務，含家事協助、關懷等服務。

全台 441 間 1919 服務中心共執行

24, 602 次的食物包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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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19 志工親送食物包到府的方式，關懷慰助災

民。2012 年起，服務擴大到全台各縣市。2013 年擴及至

澎湖離島，2014 年擴及至台東綠島，2015 年在新北市蘆

洲開設第一間實體店面。累計至 2015 年 12 月底已服務

全台 17,410 戶次家庭，發出 94,211 包食物包。

詳細年度報告書，請參閱

28                          基督教救助協會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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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

受助家庭分析
依據《2015 年 1919 食物銀行年度分析報告》：

一、71% 是社福邊緣戶

4,489 戶受助家庭中，831 戶屬於政府所冊列的

低收入補助戶，471 屬於政府所冊列的中 / 低收入補

助戶，其餘 3,187 戶屬於無法請領政府相關補助的

「社福邊緣戶」，佔所有受助家庭的 71％。

二、服務全台 1.8% 的獨居老人

根據衛福部社家署的統計，截至 2015 年 6 月為

止，台灣 65 歲以上的長輩共有 286 萬 8163 人，其

中獨居長者有 4 萬 7716 人，而在 1919 食物銀行服

務的 4,489 戶家庭中，有 869 戶是屬於「獨居老人」

( 佔 19.3%)。

三、受助家庭多重弱勢

受助家庭中，以「身心殘障」所佔的比例最高，

達到 23.4％；其次為「單親家庭」，佔 23.3％。絕

大多數受助家庭屬於多重弱勢，如身心障礙者的單

親家庭等。

全台估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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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

所謂的「社福邊緣戶」，

也是 1919 食物銀行的主

要救助對象。

食力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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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原則

2015 實體食物銀行

1
量表審核 減少爭議

「1919 食物銀行評

估標準」核定，以

優先關懷最有需要

的家庭，再視受助

家庭需求配送發放。

在家樂福文教基金會支持下，2015 年 12 月 4 日在新北市蘆洲開設了第一間

實體店面「1919 食物銀行─新北蘆洲服務中心」。提供個案家庭更即時、多樣性

的服務。並為協助經濟弱勢家庭自立，特在店內開設「培力教室」，開設一系列

的培力訓練，包括理財、諮商、債務協商等課程。

2015 年起，桃園市政府的「桃園市安家實物銀行」委託 1919 食物銀行建立

倉儲、物流機制，協助「桃園市安家實物銀行」進行短期發放作業。創台灣公、

私部門食物銀行合作之先河。

2
親送到府 全人關懷

由受訓的 1919 志工

至各地集散點領取

「食物包」後，再

親自送至受助家庭。

4
定期評估 避免浪費

1919 志工定期關心

經濟弱勢家庭，填

寫訪視記錄表，以

評估受助家庭景況。

3
特殊需求 個別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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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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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

12 年前，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從此改變阿春（化名）全家的命運！那天，

阿春的先生載女兒宜真（化名）到學校註冊，回程中被撞飛，從此下半身癱瘓，

腦力也退化成三歲小孩。宜真也因劇烈撞擊，骨盆、大腿粉碎性骨折。經長期

復健，好不容易才擺脫助步器的束縛。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那天我一定會用盡全力，不讓先生和女兒出門。」

阿春含淚談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十多年來，她一個人扛起養家重擔，為了照顧

家人，阿春只好打臨時工，凌晨出門摘荖葉，或到石場搬花崗石。

關心他們一家的台東恩典 1919 服務中心陳素芬師母，為他們申請了 1919

食物銀行。她說：「阿春省吃儉用，一天只花 20 塊錢吃早餐，工作場所發的

便當也捨不得吃，都帶回去給先生和宜真當晚餐。有時全家一個月吃不到一口

肉，只能用泡麵的肉燥包解饞，一家人就這樣過了十多年。」1919 食物銀行

和 1919 志工們的支持關心，讓一度想帶全家走上絕路的阿春，笑容變多了。

食 物 銀 行 故 事

* 更多個案故事，請上         搜尋  1919 食物銀行

（摘自 2015 年 3月救助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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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10.16-12.08

7.22-8.31

12.04

12.04

林美秀連續兩年擔任愛心大使，以年輕時的飢餓

經歷，呼籲社會大眾到全家便利商店，認購 300

元救助套餐，支持 1919 食物銀行。

家樂福文教基金會發起「555 食物募集大挑戰」

行動，在全台家樂福門市以 50 天號召全民一起捐

出 50 噸食物，所得物資捐給 1919 食物銀行等 25

個食物銀行。同時呼籲 50 萬人一起參與網路食物

募集活動，並率先捐出 500 萬。

延續去年，全家便利商店再接再厲推出愛心月餅

認購，民眾只要至全家認購一盒月餅，全家就代

捐給1919食物銀行。總計50天共募到4,642盒！

救助協會與家樂福文教基金會攜手合作，在新北

市蘆洲設立 1919 食物銀行第一間實體店面。初期

以設籍蘆洲區的個案，由志工家訪評估狀況後，

才會給予換物點數，一人基本點數為 500 點，每

戶多一人就多 300 點，每戶以 2000 點為上限。

未來將陸續開放三重、五股等地區的個案申請。

家樂福 52 位志工到救協八里倉庫，分裝將發放

給 1919 食物銀行個案的白米，不到 3 小時共完

成 6,600 公斤。

愛心大使林美秀

家樂福「555食物募集大挑戰」

全家愛心月餅

蘆洲實體食物銀行開幕

家樂福包米

全家 愛心送餐

家樂福 食物募集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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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

4.18
31 位大人小孩以 2.5 小時分裝完 3,000 公斤白

米，將愛送到 1919 食物銀行的個案家庭。

圓剛科技

5.09
英葉達 69 位志工以超高效率在一個上午完成

7,038 公斤的白米分裝。

英業達

5.16
南山雖然僅有 13 位志工，卻快速地在 3 小時內完

成 2,160 公斤的白米分裝。

南山慈善基金會

5.22
文向教育基金會動員 39 位同仁完成 2,250 公斤的

白米分裝。

文向教育基金會

6.06
台北榮耀堂 29 位大小志工完成 2,370 公斤的白米

分裝。

台北榮耀堂

6.12
安聯投信連續第二年參與白米分裝，32 位志工共

完成 1,830 公斤。

安聯投信

6.27
TRAVELER 連續第二年由總經理彭民雄帶領，60 名

同仁在 1.5 小時內完成 4,084 公斤的白米分裝。

TRAVELER 旅行者

8.29
石牌信友堂 35 位大小志工，完成 1,635 公斤的白

米分裝。

石牌信友堂

企業志工包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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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5/11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718人

776人

552人

394人

462人

434人

530人

377人

986人

711人

6216人 總計：12,156人

本會為大量運用志工的單位，為提供有需要家庭更全面性

的服務，各地區辦公室每年均透過辦理 1919 關懷志工訓練，

建立志工服務的基本知能與技巧。

志工訓練內容包含：志願服務精神、志工倫理、本會各項

服務介紹、家庭關懷訪視技巧，以及自行編寫的訪視材料。本

會自 2003 年至 2015 年 12 月，接受過志工訓練的人數已超

過 12,000 人。

1919 志工訓練人次表

1919
志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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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支出分析

2015 收入分析

231,569,236元

224,978,904元

9,804,164

4.2%

行政費

37,671,741

16.3%

推廣費

184,093,331

79.5%

事工費

一般捐款 8.50%

19,134,128

1919 陪讀計畫 23.41%

52,658,308

實物捐助 33.47%

75,310,223

災難救助訓練 1.77%

3,972,233

1919 食物銀行 13.60%

30,587,831

專案服務 2.76%

6,219,174

( 單位 / 元 )

( 單位 / 元 )

1919 愛走動 15.71%

35,349,175

政府補助款 0.65%

1,457,517

其他收入 0.13%

290,315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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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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4,128  6,907 13.37% 13.06%

災難救助  3,972,233  1,012 2.77% 1.91%

1919 愛走動  35,349,175  11,731 24.69% 22.18%

1919 陪讀計畫  52,658,308  18,231 36.78% 34.47%

1919 食物銀行  30,587,831  15,013 21.37% 28.38%

其他捐款  1,457,517  2 1.02% 0.004%

總計  143,159,192  52,89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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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9,604  36,450 13.46% 68.91%

1,001-2,000  15,502,573  9,525 10.83% 18.01%

2,001-5,000  15,259,377  4,153 10.66% 7.85%

5,001-100,000  46,685,274  2,668 32.61% 5.04%

100,001 以上  46,442,364  100 32.44% 0.19%

總計  143,159,192  52,89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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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93,313,906  30,406 65.18% 57.48%

桃竹苗區  19,349,890  7,278 13.52% 13.76%

中區  11,105,279  7,223 7.76% 13.66%

南區  13,973,884  7,176 9.76% 13.57%

花蓮 1,248,812  679 0.87% 1.28%

台東 1,197,900  108 0.84% 0.20%

海外 2,969,521  26 2.07% 0.05%

總計  143,159,192  52,896 100.00% 100.00%

收    入 金    額 ( 元 ) 百  分  比

捐款收入    148,675,000 67.58%

會費收入        180,000 0.08%

專案活動收入      6,945,000 3.16%

實物捐助收入     60,000,000 27.27%

利息收入       200,000 0.09%

以前年度節餘款      4,000,000 1.82%

合計    220,000,000 100%

支    出 金    額 ( 元 ) 百  分  比

行政費支出      8,425,140 3.83%

事工費支出    176,879,660 80.40%

推廣費支出     34,695,200 15.77%

支出合計    220,000,000 100%

2015 捐款分析

2016 預算彙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