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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看見需要 樂意分享

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2016 年第三季底，我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共有 259,831

戶，約佔總人口 3.04%。以鄰近日韓貧窮線以下人口約佔其總人口 10~15% 的基準來看，

台灣則至少還有 160 萬人需要政府補助，這些人就是我們所謂的「社福邊緣戶」！

我曾 3 次參加「1919 愛走動單車環台」，走訪台灣各鄉鎮。儘管貧窮議題在媒體上時

有所聞，但親眼所見時，仍帶給我許多衝擊與省思。在世界各地、在台灣這片美麗的土地上，

還有許多需要被幫助的家庭及孤單的心靈。過去 18 年來，基督教救助協會為救助生活在最

底層的經濟弱勢家庭，陸續推動了四項救助方案－「1919 重大災難救助」、「1919 急難家

庭救助」、「1919 陪讀計畫」及「1919 食物銀行」。許多支持我們的夥伴，透過我們的服

務，看見弱勢家庭的需要，也因為捐款或參與志工活動，而使許多弱勢家庭得以紓困、溫飽，

並將盼望與愛帶到他們的生命當中。

美國教育家博巴（Michele Borba）在《時代雜誌》撰文提到，有許多父母親問她﹕「孩

子擁有什麼特質才會快樂和成功？」她的回答只有簡短的 3 個字―「同理心」。「同理使我

們看見，看見使我們同理！」

聖經中有個例子，「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

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路十：33-34）這個撒瑪利亞人「看見」了，便動了「慈

心」，然後就採取行動，這就是同理心！

聖經裡還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一個孩童分享了所帶的 5 個餅和 2 條魚。耶穌拿起餅和

魚來，祝謝了，就分給所有的人，最後使得 5 千人吃飽，並剩下 12 個籃子的零碎。這個孩

童沒有先估算自己所有的東西能餵飽多少人，他只是看到需要，就付出行動！「5 餅 2 魚」

的故事同時記載在四福音書中，似乎提醒著我們：不要小看自己所擁有的，只要看見需要、

憐憫他人、樂意分享，就能產生影響力！

我造訪過許多國家，深為台灣人的溫暖與慷慨感到與有榮焉。因為每次只要國際間有重

大災難中，我們的捐款總是不落人後。讓我們就從自己開始，分享手中的「5 餅 2 魚」，散

播愛心的種子，一起為台灣這片土地注入更多的盼望和溫暖，讓每個鄉鎮角落裡的飢渴身心

靈，都得以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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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長
的
話凡事豐盛

一轉眼，2016 年又成為過去，你會如何紀念 2016 年？

2016 年是令人難以遺忘的一年！

• 1 月 16 日，民進黨在總統及國會選舉中大勝，重新執政。

• 2 月 6 日凌晨 3 點，除夕前一天，南台灣發生 6.6 級強烈地震，台南永康區維冠大樓倒榻，造

成 115 人死亡。（本會多數同工在維冠陪同災民過年）

• 6 月 23 日，英國通過公投，決定脫離歐盟。

• 9 月 9 日，北韓進行第五次（2016 年的第二次）核爆試驗，引發緊張局勢。

• 11 月 8 日，毀譽參半的川普贏得大選，成為美國第 45 任總統。

• 12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實施一例一休。

• 12 月 9 日，韓國通過總統彈劾案，朴槿惠下台後遭收押。

對基督教救助協會來說，2016 年，我們可以數算的成果是：

• 1919 社區服務網絡：共有 1156 間服務中心，涵蓋 286 個鄉鎮市區。

• 參與重大災難救助：0206 南台地震、日本熊本地震、厄瓜多地震、0708 尼伯特台東風災、   

                             0729 國道火燒車、0914 莫蘭蒂台東風災。                                                                        

• 1919 急難救助計畫：發放救助金 17,482,000 元，協助 890 個急難家庭。

• 1919 陪讀計畫：共有國小陪讀班 166 班、2224 位國小兒童接受服務；有國中陪讀班 52 班、

                         480 位國中青少年接受服務。另有多元才藝班 71 班、1106 位兒童接受服務。

• 1919 食物銀行：共有 465 間分行，共發放 6 次、23,553 包食物包；並於新北市、桃園市設立

                         4 間實體食物銀行。

然而，2016 年也是我們募款比較吃力的一年（特別是陪讀班的募款）。

如果我們問：「100 萬美元可以做什麼？」1890 年，100 萬美元創辦了伊利諾理工學院；1925 年，

100 萬美元建築了第一間典雅豪華的希爾頓飯店；2016 年，100 萬美元可以供給 8 人團隊，以一年時

間開發一套電子遊戲；可以在芝加哥買一棟 5 個房間、125 坪的獨棟洋房；可以在川普總統就職時與

總統夫婦共進燭光晚餐。

對救助協會來說，100 萬美元可以資助 1,585 個急難家庭 ( 每個案 2 萬元 )；或支持 2,202 個弱

勢孩童 1 年的陪讀費；或送出 31,700 包 1919 食物包！

進入 2017 年，願我們進入豐盛的一年，事工豐盛、資源豐盛，也祝福你凡事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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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南台震災救助行動 2016/02/06-12/31

• 震災發生後第一時間，協會即動員台南當地教會，前往醫院關

懷傷患，並發放慰問金。

• 於台南市立殯葬所設置 1919 服務站，並和公部門及慈濟合作，

陪伴關懷現場罹難者家屬。

• 與台南市義消搜救總隊和公部門建立合作連結，因應救災需求，

協助統一向協會平時合作的廠商募集或採購所需物資，以減少公

開募集物資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制性。

• 於 3/13 與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合作，於崑山國小舉辦「天

佑台南 - 震災祈福音樂晚會」，慰問鼓勵災區居民。

• 9/10 辦理「愛在八月天中秋感恩餐會」。

• 12/10 辦理「愛在十二月 Fun 心一日遊」。

日本熊本大地震 2016/04/16-05/13

捐款 1 萬美金，支持日本聖協團菅谷牧師和中澤牧師於熊本災區

進行救援。

厄瓜多大地震 2016/04/16-05/13

捐款 2 萬美金支持美國 Convoy of Hope 在厄瓜多重災區執行

救助工作。透過發放食物和飲用水等救助物資，幫助超過 500 戶

受災家庭。

先遣志工年度演練 2016/05/27-29

共 60 人報名參與演練（先遣志工 33 位、機構同工 27 位），訓

練內容為：

• 蘇迪勒風災及 0206 震災救助行動回顧。

• 指揮中心開設與實務工作坊。

• 指揮中心開設演練。

災難救助

2016
救助
大事記

尼伯特風災救助行動 2016/07/08-08/31

•  提供溫泉、濱茂等部落緊急生活物資。

•  提供受災教會申請修繕補助金。

•  提供受災家庭最高 3 萬元的急難救助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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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國道火燒車關懷 2016/07/20-07/24

7/19 國道火燒車事件，應桃園市社會局邀請，7/20-24 於桃園市

中壢殯儀館設置關懷服務站。提供罹難者家屬關懷服務，並設立

充電站，定點發放物資給媒體和警務人員等。總計動員協會工作

人員 30 人次、桃園區教會志工 49 人次。

莫蘭蒂風災 2016/09/14-09/25

• 提供台東愛國蒲部落災民生活物資。

• 資助紅葉村水管採購費，並協助恢復水源供應。

• 動員台東教會志工 41 位，於 9/24 前往紅葉村，協助清理受災

戶屋內土石污泥，並和長老教會合作災後部落環境復原工作。

1919 社服網絡 2016/01-12

2016 年 共 有 46 個 教 會 簽 約 成 為 1919 服 務 中 心。2002 至

2016/12，已於全台 286 個鄉鎮區成立 1156 間 1919 服務中心。

包括：北區 268 間、桃竹苗區 141 間、中區 194 間、南區 375 間、

花蓮區 101 間、台東區 77 間。

1919 志工訓練 2016/01-12

為增進 1919 志工的知能，並強化其社區服務能力，協會持續在

各區舉行「1919 志工訓練」。

1919 志工管理人月會 201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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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持續執行中。

1919 急難救助金 2016/01-12

透過 1919 志工探訪關懷全台急難家庭。2016/12 止，全台總計

有 400 間 1919 服務中心申請，救助 890 個急難家庭，共計發出

救助金 17,482,000 元。

第十五屆 1919 愛走動 - 急難家庭救助計畫 2016/09~2017/01

由本會創會與榮譽理事長孫越代言，透過電視短片、DM、廣播、

捷運燈箱等媒體，向社會大眾傳遞急難家庭的困境與需要，並呼

籲捐款支持。2016/09~2017/01 共募得 20,751,0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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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 1919 愛走動 - 救助挑戰營

2016/09/03 南投集集、2016/10/01 新北貢寮

於新北及南投各舉行一場，透過單車、健行、水上活動及解謎等

各項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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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隊 966 人（南投集集：32 隊 224 人。新

北貢寮：體驗組 68 隊共 476 人、勇士組 38 隊共 266 人）參加，

募得捐款 2,670,609 元。

第十五屆 1919 愛走動 -1919 單車環台募款 

2016/12/24-2017/01/07

單車環台 12 週年，38 位募款勇士環台 15 天 1300 公里。環台勇

士於 2016/9~2017/1 勸募期間共募得 7,494,232 元。

1919 陪讀計畫 - 國小班 2015/09-2016/08

104 學年度，資助 166 間國小陪讀班 2224 位孩童，免費接受課

業輔導、品格教育、才藝訓練、餐食、家庭關懷等服務。

1919 陪讀計畫 - 國中班 2015/09-2016/08

104 學年度，資助 52 所國中陪讀班 480 位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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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才藝班 2015/09-2016/08

104 學年度，資助多元才藝班 71 班。

第十五屆 1919 愛走動 - 四場陪騎 2016/11/26-12/24

共 舉 行 4 場 陪 騎，11/26 高 雄 800 人、12/03 台 南 708 人、

12/17 新竹 1059 人、12/24 台北 1700 人，總計有 4267 人參加。

第十五屆 1919 愛走動 -1919 幸福巴士 

2016/12/24-2017/01/07

幸福巴士首航，與環台募款勇士共同出發，透過 15 天環台，造

訪 29 間位於偏鄉的 1919 服務中心，免費提供 597 位弱勢朋友

剪髮、保暖衣褲、舒適鞋子、口腔保健、羊肉爐及伴手禮等。

陪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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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Run- 空英 1919 陪讀路跑 2016/10/29

與空中英語教室合辦、TRAVELER 旅行者主要贊助，於新店碧

潭東岸廣場舉行，共有 3754 人參加（6 公里 2437 人、11 公里

1029 人、志工 288 人），扣除活動成本，共募得 1,669,327 元。

2016 聖誕鞋盒傳愛 2016/11/01-12/25

連續第 9 年舉行，號召 31 個企業團體參與認捐，為陪讀班與

1919 服務中心的孩子募集到 8,939 份聖誕禮物。

陪讀班支持性團體 2016/01-12

為提升各區 1919 陪讀班支持性團體之自助性，協會於各區舉辦

相關訓練。其中國小班共 30 場，736 班次 1004 人次 ; 國中班

12 場，120 班次 275 人次。期待透過陪讀班老師間的經驗分享、

知能學習，達到彼此交流、相互支持的目的。

食物銀行

                                                         2016/04/01-10/31

邀請藝人梁文音擔任年度代言人，向社會大眾傳遞弱勢家庭兒童

的困境與陪讀需要。勸募期間共募得 26,634,758 元。

1919 食物包發放 2016/01-12

共有 465 間教會參與 6 次的 1919 食物包發放，發放範圍分佈全

台 20 縣市，並擴及到離島（澎湖馬公、吉貝、七美及台東綠島）。

全年總計發出 23,553 份食物包（每份市值約 2000 ～ 2500 元）。

桃園安家實物銀行 2016/01-12

2015 年 12 月與桃園社會局簽約，於 2016 年起執行安家實物銀

行之實物給付實施計畫。承辦內容包含桃園安家實物銀行之倉儲

與物流，並將有中長期需求之個案轉介至 1919 食物銀行，落實

關懷陪伴。

蘆洲實體食物銀行 2016/01-12

2016 年起，1919 食物銀行在家樂福文教基金會支持下，在新北

市蘆洲開設第一間實體店面，接受更多元與即時性的物資，也提

供個案家庭更多樣性的服務。同時在店內開設「培力教室」，舉

辦一系列培力訓練，包括理財、諮商、債務協商等實用課程，期

盼能更具體給予受助戶心靈支持與技能培訓。

「午安 ‧ 陽光」年度公益勸募活動



10                          基督教救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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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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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個災難救助，包括 921 大地震、

日本 311 地震、高雄氣爆、0206 南台地震、尼

伯特風災、莫蘭蒂風災等。 更多救災故事，請掃 QRcode

10                          基督教救助協會

1999 ～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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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救助

協會在災難發生的第一時間，即刻動員台南地區 1919

志工，對送往醫院的受傷居民進行關懷慰助，並在永康維

冠大樓搜救現場開設禱告關懷站，關懷陪伴受難家屬與救

災人員。同時也協助台南市政府募集特殊救援物資，並於

台南殯儀館開設服務台，動員志工和政府合作，一同關懷

協助罹難者家屬。

在中長期重建上，於 3 月 13 日與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

會 20 位藝人共同舉辦｢天佑台南－南台震災祈福晚會」，

邀請維冠大樓受災戶和附近居民參與，安慰其受創的心

靈。另外也建立心理師和志工合作團隊，針對受災家庭定

期進行訪視慰問，長期關心其身心靈所需。

2016 年 0206 南台地震災民慰問金共計發放 85 案、

192 萬元整，並於台南永康成立行政辦公室，進行重大災

難關懷中、長期計畫。

此二強颱接連造訪台灣，造成台東與南部地區多處建物毀損。救助協會立即提供緊急

物資援助，並實地訪查受災戶受損狀況。經評估後撥款協助 25 間 1919 服務中心 ( 教會 )

進行緊急修繕。另提供發生土石流的愛國蒲部落物資援助，動員數 10 位志工協助紅葉部

落災戶清理家園，並支持修復自來水管線的材料費用。

「重大災難」泛指同一

時間發生、突然、不可抗

力而造成居民大量傷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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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所進行的救助行動。

災難救助

0206 南台地震

尼伯特、莫蘭蒂風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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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

17,482,000

6,745 6,744
發放 17,482,000 元救助金。

投入志工 6,745 人次，2,510
小時。平均對每個家庭投入

7.6個人次、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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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4 次。

急難救助   

透過全台 1919 服務中心的千餘名志工，關懷訪視所在社

區內，面臨各項急難、家庭問題、身心障礙及心靈憂傷的

個案，經評估審核後，提供必要之心靈慰助與急難救助金

（每月 5 千元，連續 4 個月）。

服務 890 個個案家庭。

12                          基督教救助協會

2016 年

年度急難家庭救助報告書，請掃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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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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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來連結全台1919服務中心（至

2016/12 止，1919 服務中心達 1,156 個，分布在全台 284 個鄉

鎮），以提供每月 5,000 元，連續 4 個月（共 2 萬元）的定額

生活費補助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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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2016/12，已累計資助超

過 10,096 個急難家庭。

14年來資助 10,096個急難家庭

急難家庭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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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濟弱勢家

庭收入少，平時或許還可

勉強度日，但一旦遇到天

災、重大傷病、失業等事

故意外，因不合於社會救

助法補助的標準，無法得

到公部門任何補助，生計

常陷入絕境，成為所謂的

「急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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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腿 撐一家

44 歲的英才（化名），12 歲時被砂

石車追撞，造成左腿截肢。與妻子淑瓊

（化名）育有四子，其中 3 歲和 5 歲兒

子均有發展遲緩問題。淑瓊照顧孩子，

全家就靠英才賣口香糖。為了能賣更多

口香糖，英才一家搬到市區租屋，可是

他們連買簡單傢俱與生活用品的錢都不夠，只得上網向救助協會求助。淑

瓊說：「救助金很及時，讓我們可以買日用品，繳孩子學雜費。」淑瓊樂

觀開朗，從不抱怨。英才只有一條腿，卻支撐了一個家；淑瓊雖然要照顧

4 個孩子、一個殘障的先生，但她很知足、很珍惜。

（摘自 2016 年 6 月救助月刊）

你是最帥的

8 歲丁丁（化名）是早產兒，患有罕

見疾病「克魯松氏症」，造成顱顏變型、

凸眼、前額突出，影響眼睛和腦部發展，

常被同學嘲笑「突眼怪」，讓他很難過。

丁丁爸媽育有三女一子，原經營機車店，

後來被合夥人詐欺，負債關門。丁丁爸

爸改做板模工，但日薪不到 1 千元。3

年前，丁丁開刀，手術費高達 140 萬，健保又不給付。「感謝醫院給予優

惠，加上教會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還有 1919 急難救助金，目前還剩 19

萬醫療費要分期攤還。感謝許多天使幫助，丁丁才有機會健康成長。」丁

丁爸爸感謝著說。

（摘自 2016 年 6 月救助月刊）

急 難 家 庭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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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個案量 補助金額

歷年救助金統計

2004/12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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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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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
17,482,000

89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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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許多走不下去的「家」，2016 年基督教教助協會與空中英語教室舉辦

「第十五屆 1919 愛走動」系列勸募活動，為急難家庭籌募救助金。

11 月 26 日

高雄楠梓自由車場，800 位車友參加。

12 月 03 日

台南林默娘公園，708 位車友參加。

12 月 17 日

新竹縣政府前廣場，1,059 位車友參加。

12 月 24 日

台北凱達格蘭大道，1,700 位車友參加。

「救助挑戰營」自 2007 年開辦，2016 年為第 10 年舉行，是個沒有冠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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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

關活動設計，鼓勵每一位參加者和同伴們一起挑戰未知的旅程。

每個隊伍在參加前，都要一起為急難家庭募款，2016 年分別在南投集集和新

北貢寮各舉行一場戶外救助體驗活動。

救助挑戰營 10 年來，已累計達 1076 隊、近 8 千多人次參加。2016 年北、

中 2 場共集結 1100 位參加者，共為急難家庭救助計畫募得 2,670,609 元救助金。

1919 愛 走 動

高雄

台南

新竹

台北

2016 挑戰營活動網站

活動網站

救助挑戰營

單車環台大串連 - 四場陪騎

2016 年 急難救助 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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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

2016 年為單車環台 12 週年，由 38 位募款勇士所組成的 1919 環台車

隊，自 12 月 24 日從台北啟行，以 15 天環台 100 個鄉鎮、1300 公里，

沿途拜訪 29 個 1919 服務中心，關心受助的急難家庭、1919 陪讀班的孩

子及 1919 食物銀行的受助戶。同時為急難庭籌募救助金，勸募期間共募

集了 7,027,613 元。

基督教救助協會自 2003 年起推行急難家庭救助計畫，14 年來累計服

務資助全台超過 10,096 個急難家庭。2016 年 1919 愛走動的募款目標為

3,847 萬元，含 1919 車隊所募得的，共計募得 34,817,100 元急難救助金。

2016 年環台加入新的生力軍-「1919 幸福巴士」，

由曾參與 7 年環台募款勇士，也是「TRAVELER 旅行者」

創辦人彭民雄先生所發起。1919 幸福巴士裝載 12 間

愛心企業的物資與專業，15 天造訪了 29 間位置偏遠的

1919 服務中心，共提供 597 位弱勢個案免費髮型設計、

口腔檢查、圍脖、保暖衣、外套、鞋襪，並贈送羊肉爐

與蛋糕。此活動為偏鄉注入一股暖流，也為弱勢朋友們

帶來從頭到腳、煥然一新的祝福！

1919 單車環台微電影

幸福巴士環台日誌

單車環台大串連 - 1919 單車環台募款

單車環台大串連 - 1919 幸福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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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國小班

166

2,224

3,945

補助 166 間國小陪讀班

服務 2,224 位國小學童

實際服務 3,945 位經濟弱勢家庭兒童

鐘點費：66.07%
餐點費：25.77%
教材費：4.48%
文  具：3.68%

經費運用
志    工：34.58%
專職人員：16.80%
兼職人員：16.35%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2.37%
服務學習學生：25.39%
其       他：4.51%

人力運用

2015.9 ～ 2016.8

18                          基督教救助協會

2016 年度陪讀報告書，請掃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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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國中小兒少，提供免費課業輔導、品格教

育、才藝訓練、家庭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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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陪讀班學生背景

在 全 台 166 間 國 小 1919 陪 讀 班、2,224 位

國小學童中，單親家庭佔 44.27%，隔代教養家

庭佔 2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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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9%。

陪讀班成效

一、作業完成情形

在陪讀老師一學期的陪伴、鼓勵下，能全數完

成作業的情況呈現正成長，成長率為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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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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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耐性」兩項成

長最多，成長率分別為 14.57% 與 12.59%。

伴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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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容易造成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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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來累

計資助超過 3 萬人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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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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480 653
補助 52 間國中陪讀班 服務 480 位國中生 實際服務 653 位國中生

2015.9 ～ 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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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報告書，請掃 QRcode

志    工：44.34%
兼職人員：25.76%
專職人員：20.49%
其    他：9.41%

人力運用

鐘點費：69.8%
餐點費：21.45%
教材費：4.98%
文  具：3.77%

經費運用

陪讀計畫

    國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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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青春期的陪伴

2004 年起，基督教救助

協會開始投入 1919 陪讀班計

畫。多年來，許多孩子陸續升

上國中。有鑑於青少年更需要

人陪伴、引領，以度過青春的

身心狂飆期，2009 年開始成

立國中陪讀班。

因弱勢家庭孩子從小處在

低自尊環境中，較不易看見自

己的長處，因此如何透過多元

智能的課程、體驗教育、服務

學習等活動，讓孩子們重新看

見自我價值，建立自信心，是

國中陪讀班的重要課題。

陪讀班學生背景

全台 52 間國中陪讀班、480 位學生中，單親家庭佔 57%，家有多重特殊狀況者 ( 如

家暴、失業、酗酒、入獄、吸毒等 )，高達 62%。

陪讀班成效

學生來源以學校轉介佔 37% 最多，近半數屬自發性想參加陪讀班。其中 84% 的學

生能穩定出席。

近半數在「學習動機」和「學習態度」上表現良好。國中生相較於國小生，已開始

具獨立思考能力，更需提昇自主學習的動機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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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

有 71 間 1919 服務中心參與。

提供孩子多元學習管道、團體互動機會，激發其潛

能，達到多元智能開發的目的。

3,201
執行 3,201 次課程

38,716

5,745.5
服務 38,716 人次學生

服務總時數達 5,745.5 小時

2015.9 ～ 2016.8

2016 年多元才藝紀錄片，請掃 QRcode

多元陪伴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本會有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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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基督教救助協會

鐘點費：87.83%
教材費：9.42%
器  材：2.75%

經費運用

陪讀計畫

  多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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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回  家

國小二年級的小宏（化名）和 3 個姊姊住在高雄茂林區萬山村。爸爸在外工作，媽媽

已離家好長一段時間。姊弟 4 人就由阿嬤照顧。每當小宏想念媽媽時，就會去找阿嬤抱抱。

小宏與 3 個姊姊都是安萬山 1919 陪讀班的孩子，他的學習力比一般

同年級的孩子遲緩，寫功課對他來說是一件苦差事，一開始都要姊姊連哄

帶騙，他才肯來陪讀班。

「我們今天有煮綠豆湯，你要來喝喔！」關心他的駱秋香老師常煮好

吃的吸引他來。有了陪讀班後，孩子們下課有老師陪做功課，還有晚餐

可吃。家長們看到孩子有人照顧，功課與品性變好了，回家還會幫忙家

事，都感到安慰。

「還好有 1919 陪讀班，小宏現在不僅不會翹課，還會寫功課。」就像其他在部落的老

人家，小宏的阿嬤再苦也要守著家園，守著孫兒們。而阿嬤做不到的，如課業輔導、多元

才藝等，就由 1919 陪讀班來幫忙了。

2016 年 1919 陪讀班紀錄片故事

多元才藝課程

16 間：說唱英文、黏土捏製、合唱等。

 5 間：客家山歌、書法、舞蹈等。

14 間：手工藝、打鼓、戲劇等。

21 間：創意手工、合唱團、街舞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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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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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故事，請搜尋 午安．陽光

午 安 ． 陽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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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23

1.30

1.31

沛特斯助弱兒  買一瓶捐 5 元

旭九貿易長期關注台灣弱勢兒童的課後教育與陪

伴，持續第 4 年舉行沛特斯洗髮精「買一瓶捐 5

元」活動，資助 1919 陪讀計畫。

123 自由日  六零幫為愛陪讀

六零幫樂團長期支持救助協會公益活動，於 1/23

晚上 7 點以「123 自由日 ‧ 為愛陪讀」為主題，

在台北西門町河岸留言開唱。台下 300 多個座位

座無虛席，每張票公益價 1200 元，扣除成本後，

全數資助 1919 陪讀計畫。

學學彩繪  陪讀學童猴感動

為了讓孩子擁有更多美感創意，學學文化創意基

金會特邀請台南和順 1919 陪讀班 30 多位國中小

學童到高雄市立美術館，參觀「感動猴」高雄兒

童彩繪特展。觀賞完後，安排美感老師教孩子彩

繪小猴。充滿童趣的無限創意，讓現場歡笑不斷。

開元捐鮮奶  關懷陪伴弱兒成長

開元食品關心陪讀班孩子的營養攝取，持續第 2

年捐助戀職人鮮奶給全台 92 間 1919 陪讀班，共

累計捐贈 38,586 瓶。

2016 年 陪讀 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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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計畫

5.14

5.30

5.31

6.24

樂揚建設請看電影 學習尊重生命

樂揚建設於台北松山文創園區誠品電影院及信義

威秀電影院公益包場，邀請 1919 陪讀班共 200

多位小朋友欣賞《讓我回家》紀錄片，鼓勵孩子

關懷生命、愛護動物，學習尊重物種的生命權，

並體認「人要先被愛，才能愛別人。」

梁文音代言 1919 陪讀 當志工

歌手梁文音受邀擔任 2016「午安．陽光－ 1919

陪讀計畫」代言人，5/30 回到家鄉高雄茂林區擔

任陪讀志工，並拍攝陪讀紀錄片，為 1919 陪讀

計畫製作年度主題曲「還原」。

震旦傳善 「你留言、我來買」葡萄乾送甜蜜

為讓弱勢家庭的孩子能享用甜美又營養的葡萄

乾，震旦集團特別舉辦「你留言、我來買─愛

盲基金會葡萄乾」公益活動。短短 15 天，收到

1100 包葡萄乾訂單，全數捐給 169 間 1919 陪讀

班孩子享用。

特力 570 志工  愛心修繕 21 陪讀班

特力集團在年度志工日，動員逾 570 名員工為全

台最需要修繕的 21 間 1919 陪讀班進行修繕改

造。包括裝設新置物櫃、舊燈具汰換成 LED 燈、

粉刷天花板、廚房設置爐檯、安裝新電扇等，給

孩子們一個明亮又安全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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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7.15

7.05

7.07

忠孝復興陽光快閃 梁文音 x 1919 陪讀班

2016「午安．陽光－ 1919 陪讀計畫」代言人梁

文音，於 7/3 與安萬山、安茂林、惠林 1919 陪

讀班共 50 名孩子，一起進行街頭快閃演出，合

唱特別為陪讀班量身訂做主題歌曲《還原》，呼

籲大眾一起關心支持 1919 陪讀計畫。

「午安．陽光」勸募起跑 梁文音代言

2016「午安．陽光－1919 陪讀計畫」舉辦記者會，

正式宣佈勸募起跑。邀請萬山陪讀班駱秋香老師、

代言人梁文音、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及空中英語教室

的彭蒙惠老師，一同呼籲民眾捐款支持 1919 陪讀

計畫。

「音樂．愛．台灣」  巡演分享音樂

由一群國、高中生組成的「台大親子樂團」，為

鼓勵陪讀班孩子培養音樂美感，特在新北市、竹

東及彰化 3 間 1919 陪讀班，舉辦「音樂．愛．台」

巡演，以弦樂與愛陪伴孩子們過暑假！

簡單車坊「多騎一公里 傳愛零距離」

簡單車坊於開幕日舉行自行車義賣捐助陪讀，並

展開「多騎一公里，傳愛零距離」活動，號召車

友們組隊「騎進」陪讀班做愛心志工。用說故事、

玩遊戲、騎自行車等方式，豐富孩子們的視野，

激發他們對生命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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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8.16

8.17

漂亮全壘打 洪老典邀孩子看棒球

洪老典文教基金會邀請北區 4 個陪讀班共 80 位

師生觀賞中華職棒明星賽事。希望透過到球場看

球，讓孩子們感受戶外運動的氛圍，擴展學習的

視野。

來厚道 FISH-One for One 

Hi-Q 中華海洋生技公司「 來厚道」，展開為期

3年的「FISH-One for One企業責任厚道專案」，

以賣一條魚就捐一條魚的方式，每月送出 2000

尾海紅鯛，為 1919 陪讀班等公益團體的孩子們

營養加分！

學學文創 我和色彩有個約

學學文創文化基金會邀請內湖 SA1919 陪讀班參

加彩繪小猴美學初體驗，透過圖片等輔助增加孩

子對色彩的敏銳度，鼓勵孩子發揮創意，成為小

小調色師！

8.31
午安陽光 梁文音邀點擊傳愛

2016「午安．陽光－ 1919 陪讀計畫」發起「午

安陽光 點擊傳愛」網路公益活動，邀請網友在 FB

點擊觀看梁文音《回家》記錄片，每一人次觀看

影片，TRAVELER 旅行者就捐出 10 元給「1919

陪讀計畫」，截至 8/31 共號召逾 58 萬人次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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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9.08

10.29

11.16

資承新世代 關懷新世代

資承新世代企業家慈善協會一行 7 人，在理事長趙

文嘉率領下，到宜蘭方舟 1919 陪讀班探訪，為孩

子們帶來美味點心，陪伴他們打籃球、跳繩、賽跑，

並捐款認領陪讀班。

遠航 x 一之鄉 中秋送愛陪讀班

遠東航空為了給孩子一個甜蜜的中秋節，特別結

合知名糕餅公司「一之鄉」，捐贈 120 盒中秋禮

盒給嘉義水上、民雄、過溝 3 個 1919 陪讀班。看

到美麗的空服員姊姊送上蛋糕、玩具，孩子們各

個都好開心！

Let's Run 跑出陽光跑出愛

救助協會、空中英語教室、TRAVELER 旅行者連續第

3 年共同舉辦「2016 LET'S RUN －空英 1919 陪讀路

跑」，號召 3500 位跑友參加。在前總統馬英九、代

言人梁文音、空中英語教室創辦人彭蒙惠、救助協會

秘書長夏忠堅及 TRAVELER 總經理彭民雄鳴槍後開

跑，報名費扣除成本後捐助 1919 陪讀計畫。

學學文化 創意美學體驗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邀請基隆百福 1919 陪讀班

20 位師生，觀賞「搞笑插畫入侵—魯卡斯．李維

頓插畫影像展」，並體驗「秋木呢喃：軟木塞大

翻身」，讓孩子們透過藝術創意課程，感受玩色

彩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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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12.15

12.24

勞倫斯 x 台灣賓士 用運動翻轉孩子未來

世界知名的勞倫斯基金會致力幫助弱勢兒童用運動翻

轉生命，與台灣賓士、基督教救助協會合作，發起「台

灣勞倫斯體育公益計畫」，為 7 班、114 名的 1919

國中陪讀學生，展開至少 3 年的假日體育班，幫助弱

勢青少年透過運動，跨越情緒、肢體暴力、人際關係

等問題。

PRADA 聖誕慈善酒會 當日銷售 20% 助陪讀

時尚精品 PRADA 為支持 1919 陪讀計畫，連續

第 2 年在台北 101 旗艦店舉行聖誕慈善酒會。現

場邀集多位知名藝人與時尚名媛共襄盛舉，並捐

出當日銷售所得 20% 支持 1919 陪讀計畫。

2016 鞋盒傳愛 31 企業團體 8939 份禮物

為了讓陪讀班孩子也能擁有一份聖誕禮物，本會

持續第 9 年舉辦「鞋盒傳愛」的活動，號召 31

個企業團體響應，共募得 8939 份禮物，送至包

含澎湖與綠島在內的全台 234 個陪讀班，另有多

家企業團體參與親送，給孩子面對面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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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0

57,505 23,553

全台受助家庭總計 5,040 戶，

受益總人數達 15,883 人。

提供 57,505 人次志工服務，共計服

務 7678,38 分鐘
全台 465 間 1919 服務中心共執行

23,553 次的食物包發送。

2011 年 4 月，基督教救助協會為關懷八八水災的災民，開辦「1919

食物銀行」。每兩個月一次，以志工親送到府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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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在新北市蘆洲開第一間實體店面。

2016 年食物銀行報告書，請掃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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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食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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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家庭分析
依據《2016 年 1919 食物銀行年度分析報告》：

一、2016 年受助戶達 5,040 戶

受益總人數達 15,883 人，較 2012 年 3397 戶 10,068 人，

5 年增長率達 57.76%。發放的食物包份數，也從 2012 年的

17,810 份增長至 2016 年的 23,553 份，5 年增長率達 32.25%。

二、73% 的受助戶為社福邊緣戶

5,040 戶經濟弱勢家庭中，有 876 戶 (17.38%) 屬於政府冊

列的「低收入戶」、502 戶 (9.96%) 屬「中低收入戶」，其餘 3,662

戶 (72.66%) 均不符社會救助法規，無法獲得任何政府補助。

三、12.74% 為身心障礙

受助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佔 9.43%，有重大傷病卡者佔

2.32%；兩者皆有者，約 0.99%。顯示受助戶中，約 12.74% 因

身心狀況的限制，造成相對弱勢。

三、服務全台 1.64% 獨居長者

2016 年底台灣 65 歲以上的長者，有 310 萬 6,105 人，其

中獨居有 4 萬 7,662 人 ( 佔 1.53%)。在 1919 食物銀行服務的家

庭中，有 781 戶是獨居長者，等於服務了全台 1.64% 的獨居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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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所謂

「社福邊緣戶」，也是 1919 食

物銀行主要的救助對象。2016

年，1919 食物銀行透過 465 個

1919 服務中心，每兩個月送一

次食物包，全年共送出 23,553

包，關懷了 5,040 個弱勢家庭。

參與發放的 1919 服務中心，也

從 2012 年 的 259 間 增 至 2016

年 底 的 465 間，5 年 增 長 率 達

79.54%。

食在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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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服務形態

2016 實體食物銀行

在家樂福文教基金會支持下，2015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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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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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總計服務 127 戶，發放物資達 128

萬餘元。

2016 年承辦桃園市政府的「桃園市安家

實物銀行」方案，協助「桃園市安家實物銀行」

進行短期發放作業。創下台灣公、私部門食物

銀行合作之先河，2016 全年總計服務了 28 戶

安家個案，協助由短期轉為中長期服務關懷。

6 年來總計服務 26,412 戶次的經濟弱勢家庭，發出 121,680 包食物

包。發放物資種類超過 1305 種，總市值超過 2 億 8490 萬元。

2015 年 12 月開設 1919 食物銀行第一間區域型實體食物銀行－新

北蘆洲服務中心，每月約可提供 100 個受助戶更多元與即時性的物

資。同時開設培力教室，具體給予受助戶心靈支持與技能培訓。

2016 年起，在桃園試辦 3 間社區型 1919 實體食物銀行。平均每間

每月約服務 10-30 戶經濟弱勢家庭。

2017年 3月在台中啟用全台首座融合「惜食 5環」5大功能的「1919

食物銀行 - 台中園區」，以擴大食物銀行的服務能量。

親送型

社區型

區域型

園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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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心肝頭

87 歲的秀如阿嬤（化名）獨自住在綠島。兩

個兒子已相繼罹癌過世，90 歲的先生 8 年前

因病臥床，為了醫療考量搬到台東市和菲籍媳

婦、孫女一起租屋居住。從此，阿嬤就一個人

守著綠島的家。雜貨店不到一百公尺的距離，

她得走上 10 分鐘。自從綠島 1919 服務中心

翁福文與黃素秋牧師夫婦前去關心，阿嬤才開

始有了笑容…。

指望

住綠島的 40 多歲美珍（化名）靠打掃旅館房

間維生，和先生志鴻育有 7 名子女。全家住

在陰暗發霉的破舊租屋裡，窗戶連塊擋風的玻

璃都沒有，只用一塊布遮著。志鴻前年被檢查

得了下咽惡性腫瘤，他的眼神顯得落寞，笑著

說 :「我對孩子只希望他們不要做壞事就好，

我沒有指望他們要為我做什麼…。」

我們比別人還幸福

賽德克族的月娥阿嬤（化名），住在南投仁

愛鄉春陽村小山坡上的鐵皮屋內。因長期糖尿

病，加上脊椎滑脫壓迫神經長出骨刺，常痛到

無法挺直腰，只能整天癱躺在陰暗的屋內。老

來喪子的阿嬤和患糖尿病的先生帶著讀國中的

孫子小國，靠身心障礙補助和老農津貼過活。

鐵皮屋冬冷夏熱，讓人難熬，而 1919 食物包

就像春日暖陽，陪伴一家三口挺過冷冽的寒

食 物 銀 行 故 事

* 更多個案故事，請上         搜尋  1919 食物銀行

（摘自 2016 年 3月救助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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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大使 侯昌明 x 吳怡霈

侯昌明及吳怡霈擔任「食在幸福．因為有愛－認

購 300 元救助協會套餐」公益勸募的愛心大使，

呼籲民眾到全家便利商店認捐救助協會套餐，兩

人更至個案家探訪，進行好男好女一日志工體驗。

家樂福志工日

家樂福總部 70 位員工在總經理貝賀銘及家樂福

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吳柏毅親自領軍下，前往八里

倉庫擔任包米志工。3 小時共分裝 2706 公斤白

米。

台灣戴爾 DELL x 輝達 NVIDIA

台灣戴爾與合作夥伴台灣輝達，共 40 名員工外

加 21 位小朋友，前往八里倉庫擔任包米志工，3

個多小時共分裝 1,821 公斤白米。

食物募集‧幸福傳愛

為呼籲民眾支持弱勢家庭需要，家樂福連續 3

年在全台 90 多個賣場設置花車募集物資，捐贈

1919 食物銀行等單位。11-12 月，共有 13 間

1919 服務中心的志工利用周末前往北部與中壢地

區 13 間家樂福，進行食物募集的推廣。

全家 救助協會套餐

家樂福 食物募集大挑戰

企業志工包米

2016 年 食物銀行 公益活動

5.11

10.14

4.30

11.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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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投信

安聯投信的 29位大人與 10位孩子前往八里倉庫，

揮汗包米 2,049 公斤，為弱勢家庭揮別飢餓而努

力。

震旦行 - 互盛公司

震旦行旗下子企業互盛公司的 22 位員工帶著 3

位小孩，頂著 40 度高溫，進行白米分裝的志工

服務。2 小時內共完成 2,259 公斤的白米分裝。

TRAVELER 旅行者 ＆ 天欣扶輪社

TRAVELER 與天欣扶輪社的 55 位志工共分裝

2967 公斤白米，TRAVELER 總經理彭民雄更加碼

捐出 10 萬元。

DELL 

Dell 的 40 位大人小孩一起分裝了 4,500 公斤白

米。這是 1919 食物銀行包米活動有史以來，最

多小孩參與的一次。

6.25

7.30

9.10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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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5/11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6

2015

總計：12,444人

為提供弱勢家庭更全面的服務，本會長期號召有愛心與使

命感的夥伴進行 1919 關懷志工訓練，提供 1919 志工服務的

基本知能與技巧。

1919 志工訓練內容包含：志願服務精神、志工倫理、救

助協會各項服務介紹、家庭關懷訪視技巧，以及如何使用訪視

材料。自 2003 年至 2016 年 12 月，1919 志工訓練人數已超

過 12,000 人。

志工訓練   

394人

552人

776人

718人

288人

986人

377人

530人

434人

462人

711人

62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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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專案募款達成率

2016 收入分析 270,315,359元

財務報告   

100%

0%

50%

1919
愛走動

90.50% 96.14% 96.69% 90.83%

64.01%

153.08%

1919
陪讀計畫

1919
食物銀行
（捐款）

1919
食物銀行
（物資）

災難救助訓練 一般行政

一般捐款 1919愛走動災難救助訓練 1919陪讀計畫

1919食物銀行 實物捐助政府補助款 專案＋其他收入

MILK

18,724,439元

6.93%

1,920,324元

0.71%

34,946,100元

12.93%

55,467,190元

20.52%

7,152,345元

2.65%

92,398,289元

34.18%

1,532,615元

0.57%

58,174,057元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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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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4,439  7,075 10.97% 12.89%

災難救助  1,920,324  640 1.12% 1.17%

1919 愛走動  34,946,100  11,864 20.46% 21.61%

1919 陪讀計畫  55,467,190  13,943 32.48% 25.40%

1919 食物銀行  58,174,057  21,367 34.07% 38.93%

專案收入  1,532,615  3 0.90% 0.01%

總計  170,764,725  54,892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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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7,701  36,566 10.85% 66.61%

1,001-2,000  16,560,403  10,046 9.70% 18.30%

2,001-5,000  17,704,046  4,845 10.37% 8.83%

5,001-100,000  57,600,039  3,291 33.73% 6.00%

100,001 以上  60,372,536  144 35.35% 0.26%

總計  170,764,725  54,892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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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68,239  31,482 67.21% 57.35%

桃竹苗區  17,736,931  7,578 10.39% 13.81%

中區  14,413,437  6,923 8.44% 12.61%

南區  16,612,182  8,053 9.73% 14.67%

花蓮  1,015,338  627 0.59% 1.14%

台東  458,410  117 0.27% 0.21%

海外  5,760,188  112 3.37% 0.20%

總計  170,764,725  54,892 100% 100%

收    入 金    額 ( 元 ) 百  分  比

捐款收入    166,668,000 66.75%

政府補助款        2,400,000 0.96%

會費收入        180,000 0.07%

專案活動收入      6,252,000 2.5%

實物捐助收入     70,000,000 28.03%

利息收入       200,000 0.08%

以前年度節餘款      4,000,000 1.6%

合計    249,700,000 100%

支    出 金    額 ( 元 ) 百  分  比

行政費支出      8,597,600 3.44%

事工費支出    205,477,800 82.29%

推廣費支出     35,624,600 14.27%

支出合計    249,700,000 100%

2016 捐款分析

2017 預算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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