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每一個兒童的展望是他們獲得豐盛的生命；
我們心中的禱告是我們要有意志去完成這一展望。
─世界展望會〈展望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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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分享

紀念這段
和世界兒童患難與共
的真摯情誼！
2009年八月9日，在台灣發生八八水災之後
第二天，一封來自中美洲海地世界展望會的關
懷email到達了台灣世界展望會工作人員的信箱
中，海地世界展望會會長特別來函告知，「為
了表達我們與台灣人民同在的心，我們將匯款
一千美元至台灣世界展望會，以提供您們運用在此次救災上的需求。」
海地，西半球最貧困國家之一，長年飽受政治不安及颶風成災的威脅，過去台灣資
助人的愛心亦一直灌溉與陪伴當地的孩子和其家人，而今日，在台灣人患難之際，他們率
先為「愛」做了最好的詮釋。而除了海地之外，千萬里外的愛與關懷，也在此次八八水災
後，正跨越國籍、文化、語言、能力的界限不斷地延展。
在災難之中，我們悲痛許多人失去了家園、家人，甚至過去所有美好的回憶；然而唯
有「愛」，在這份「患難中的真情」裡，讓我們學會珍惜、學會付出；身為世界地球村的
一員，過去，由於各位愛心人士不變的關懷與支持，與全球正身處苦難、困境中的兒童及
其家人患難與共，我們看見許多生命逐漸走出了憂傷，不僅擁有自身改變的力量，更進而
投身回饋助人的行列！
生命之愛的循環，從過去至今，不斷地在台灣世界展望會四十五年深耕台灣偏遠部落
的足跡中出現，也在全球各地持續進行著。
直至今日，當我們仍然看見，世界上有許多兒童在擁擠、髒亂的難民營中求生存，在
垃圾遍地的人行道裡睡去，在一枝鉛筆都難以擁有的學校裡求學……我們知道，這些兒童
們仍處於患難中，距離他們應有的權利和關懷之路尚遠，世界展望會必須持續下去，靠著
上帝的恩典與眾人的愛心，堅守著與世界兒童間的患難情誼。
在現今的世代中，更出現了許多考驗。全球經濟衰退、天災頻仍、大環境人心的變遷
……但這將不會影響我們對所有兒童、資助人、捐款人及志工的承諾。在一年的末了，謹
以此刊的出版，表達我們的感恩、我們的紀念，並非只是記得過去一年做了什麼，而是要
肯定未來的路，將會繼續站在世界最需要的地方，與貧苦有需要者，患難與共。
台灣世界展望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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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刊編輯時，適逢海地發生震災，亦藉此隅向所有海地受災
民眾致哀，願上帝恩典祝福，透過更多愛心協助海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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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分享

不平凡的年代，不平凡的愛
過去一年，在全世界、在台灣都發生了許多不平凡、卻令人心碎的事情：八八水災，
重創台灣！世界經濟在驚滔駭浪中總算恢復了些秩序，而國際又頻傳災難，我們的援助行
動未曾停歇。
撰寫這份報告的此刻，海地大地震震驚全世界。我們援助海地將近20年，成千上萬的
貧苦海地兒童和其家人，因台灣的愛心受益；此刻遭逢災難，台灣人的愛心透過世界展望
會全球物資儲備網絡迅速投入救援。我們衷心為每一位受苦者祈禱、祝福，並將陪伴他們
邁向重建之路！
2009年八月8日，許多人回家過父親節的日子，卻因莫拉克颱風而讓許多人回家路難
圓。半年多的努力，重建路仍艱難，但我們逐漸看見曙光，將繼續和部落攜手並肩、共建
家園，盼望不久後，看到原鄉部落美麗重現！
過去一年，我們在全台灣50多個服務據點，持續深耕社區，致力於兒童、青少年及其
家庭的健全發展計畫。在數百個地方為4萬5千多名在弱勢環境下勇敢成長的孩子們，完成
了課業輔導、生命品格教育等持續性的方案；透過助學計畫，協助他們順利就學、升學。
許多孩子在各項學業、技藝、運動方面表現優異，得到無數的肯定。社區與家庭的發展方
案，不但賦權家庭與社區的自主能力，也為孩子奠定更健康的成長環境。
此外，在兒童少年保護的工作，透過與政府合作，過去一年也成效顯著。我們建立了
專業諮詢平台，透過國際研討會連結國內外專業與經驗，增強在113保護熱線、高風險家
庭、寄養家庭，及其他兒少保護處遇、臨時庇護等服務的專業與實務能力。
在國際參與方面，台灣的愛心已遍及全球。我們在各洲區的40個國家、約78個計畫區
持續進行長期發展計畫，連同國內的資助兒童，已超過18萬名全球兒童受助。
台灣世界展望會是一個連結資源與愛心的平台。超過5萬名飢餓勇士在第20屆飢餓
三十系列活動中，在台灣各地發光發熱；而更有許多人透過持續的資助兒童計畫，成為孩
子一生的朋友。每一顆熱情的心都是社會價值觀轉化的關鍵；每一個捐助的行動，都在
世界的某個角落，讓一顆孩子的心受到鼓舞。我們的
見證是：社會上一個個默默行善的資助人或捐款者的
心，就像閃爍的星星一般，點亮了貧苦孩子的未來，
也點亮了整個夜空！
展望未來，我們將秉持核心價值，朝向願景繼續
努力。但這一切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您持續的鼓勵、
督促與支持，再一次謝謝您，祝福您新年的每個日
子，充滿力量與喜悅！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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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報告

2009年服務工作、收支結餘分析報告
在2009年，台灣世界展望會
在國外，幫助了54個國家/地區的貧困人們受益
在國內，幫助了2個直轄市及313鄉鎮市中的貧困家庭受到幫助
在全球，台灣愛心透過資助兒童計畫幫助了187,760位國內外貧困兒童
2009年收支結餘表

支出

(自2008年十月1日至2009年九月30日)

收入
捐款收入		

金額

(新台幣/元)

3,449,546,558

其他收入

6,412,644

收入合計

3,455,959,202

2009

4

(新台幣/元)

1,086,610,754

國外事工支出

1,151,929,967

行政費支出
募款成本支出

78,267,146
103,093,155

支出合計

2,419,901,022

本期結餘(短絀)

1,036,058,180

註 : 1.收入合計3,455,959,202元，其中含政府補助款203,931,017元。
2.本年度結餘係尚未支用之八八水災指定捐款，未來預計分四年計畫執行重建。
3.本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年度報告

金額

國內事工支出

分析報告

收入分析表

支出分析表

(自2008年十月1日至2009年九月30日)

(自2008年十月1日至2009年九月30日)

金額(新台幣/元)

金額

(新台幣/元)

國內資助兒童捐款

508,816,114

國內事工~一般支出

1,086,610,754

國外資助兒童捐款

1,019,263,756

國外事工~一般支出

1,151,929,967

緊急救援事工捐款

1,362,604,784

行政費支出

發展型事工捐款

274,680,784

未指定用途捐款

55,564,633

合

2,419,901,022

計

5,099,577

政府方案本會自籌款
其他收入

6,412,644

實物捐贈

19,585,893

計

103,093,155

募款成本支出

203,931,017

政府方案款

合

78,267,146

3,455,959,202

國內資助兒童捐款 14.7％
國外資助兒童捐款 29.5％
緊急救援事工捐款 39.4％
發展型事工捐款 8.0％
未指定用途捐款 1.6％
政府方案款 5.9％
政府方案本會自籌款 0.1％
其他收入 0.2％

收入分析比例

實物捐贈 0.6％

國內事工~一般支出 44.9％
國外事工~一般支出 47.6％
行政費支出 3.2％
募款成本支出 4.3％

支出分析比例

資料提供 : 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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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關懷服務

國內關懷服務
國內
關懷服務
自2008年十月1日至2009年九月30日（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項目/事工類別

金額

□服務據點
總會 台北

資助兒童計畫

468,390,387

緊急救援計畫

114,311,775

■辦事處

發展型計畫

248,716,201

北區辦事處

政府方案款

217,380,049

西區辦事處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25,510,101

中區辦事處

實物捐贈支出

12,302,241

彰雲嘉辦事處

1,086,610,754

合計

南區辦事處
東區辦事處
○專案服務中心
台北市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兒少緊急短期收容中心
實物捐贈支出
1％
113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熱線中心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2％

台北市高風險

政府方案款 20％

●服務中心
23％
發展型計畫
台北 基隆 北縣 新烏 桃園

緊急救援計畫 11％

復興 新竹 五尖 苗栗 台中

資助兒童計畫 43％

都市家庭服務中心
中濱 和平 彰化 南投 仁愛
信義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實物捐贈支出 1％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2％

旗山 高縣 屏東 屏南 恆春
澎湖 宜蘭 花蓮 光復 玉里
台東 關山 成功

政府方案款 20％
發展型計畫 23％
緊急救援計畫 11％
資助兒童計畫 43％

▲工作站
竹東 苗濱 東勢 霧社 水里
虎尾 嘉濱 新營 天賜 三民
七美 秀林 壽豐 豐濱 萬榮
蘭嶼 金崙 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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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關懷服務

國內服務工作分佈圖

●基隆
台北市高風險●

■總會 ●兒少緊急短期收容中心
●台北市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北縣●

■北區辦事處
●113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熱線中心

●桃園

西區辦事處■
●新竹

●復興

●新烏
●宜蘭

▲竹東
●五尖
●苗栗

▲苗濱

▲東勢

▲秀林

●和平

●中濱

■中區辦事處

●台中
▲霧社
●都市家庭服務中心

●彰化

■東區辦事處
●花蓮

●仁愛

●南投

▲壽豐
▲萬榮
●光復

▲豐濱

▲水里
▲虎尾
●信義
●澎湖

●雲林

■彰雲嘉辦事處
●嘉義

●阿里山
●玉里

▲嘉濱
▲三民

▲新營

●成功

▲天賜

▲七美

●關山

●旗山

●台南

●台東
●高縣
●屏東

南區辦事處■
●高雄

▲金崙
●屏南

▲蘭嶼
●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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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關懷服務

發展
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關注國內兒童需要，透過資助兒童計畫，在2008年十月至2009年
九月間，共計幫助國內42,510位貧困兒童，並積極與社區夥伴合作，透過學校、教會的轉介
與協助，關心社區裡弱勢家庭中的孩子，並幫助其身心靈健全的發展。

助學關懷
「教育」，是幫助孩子遠離貧窮惡性循環的重要助力。
因著資助人與社會大眾的愛心捐款，截至2009年九月30日統
計資料顯示，台灣世界展望會在98學年上、下學期，共幫助
了86,884人次的兒童順利就學，讓因家庭經濟壓力而面臨中
輟、休學的學生比例，降至5％以下。
台灣世界展望會也提供與教育相關的資源，幫助兒童
能夠無憂無慮的上學。自20 08年十月至20 09年九月間，有
473,344人次兒童參與課業輔導/課後照顧、生命品格教育，
並於育樂教室中執行相關方案，讓孩子在課後有一個安全的
去處，不僅可以順利完成學校的作業，還可以增強其學習的樂趣與動機；而生命教育活動方
案，更讓孩子認識到生命的意義，用正確的眼光看自己，增強孩子對自我的接納，並且學習
如何正確、良善地與他人互動。針對國、高中學生，也幫助其藉由生涯探索活動，增強自身
能力及對職場的認識，以利其自我生涯規劃。
許多偏遠地區及貧困學子所憂慮的上學交通、住宿問題，亦因透過各界愛心援助，得以
解決。不僅減低學校與住家的交通往返時間，也讓學子可以安全、專心地就學。

家庭功能強化及社區發展
根據兒童局97年輔導的高風險家庭統計數據中，有16,168戶家庭接受高風險家庭關懷
服務，當中個案問題類型以經濟困難（23.12﹪）佔最多數，其次是照顧者婚姻關係不穩定
（10.60﹪）、就業問題（10.45﹪）、支持系統薄弱（10.45﹪）。
因此家庭功能的強化，將幫助兒童得以擁有更健全發展的身心環境。台灣世界展望會
透過親子活動、親職教育等方案，幫助了14,086人次的弱勢家庭成員增進親子間的良好互
動。
針對失業家庭，本會也提供經濟生活輔導及人才培力等關懷協助，幫助3,611人次的失
業者，重新回到職場中，以穩定其家庭經濟的功能發展。本會持續於9個原住民鄉部落協助
發展社區產業，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產業，透過改善社區經濟使貧困案家逐日脫離貧困
以達自立，共計330個家庭，11,091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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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關懷•他的故事

「資助人和世界展望會老師
的鼓勵、安慰，是我繼續
走下去的動力！」
家住新竹縣五峰鄉的趙志忠，今年24歲。出身單親家庭，全家
靠著母親辛勤工作勉強糊口，然而聾啞的母親工作不穩定，要維持
一家五口的生活實在不易。所幸在國小二年級時，志忠成為台灣世
界展望會的資助童，一路獲得資助人及社會各界的愛心幫助。

在社工員的眼中，志忠是個開朗、進取的孩子，他常跟社工員分享自己的夢想及志
向：「想要當一位老師，有一天能回到部落教書，讓更多孩子學會感恩。」然而志忠的心
願卻幾經周折，國中畢業後，他沒考上師專，卻考上警專，後來因視力的問題無法就讀，
最後只能就讀普通高中。在這段期間，志忠年輕的心難免沮喪、無助，除了心願無法達
成，也十分擔憂家中經濟問題。此時，世界展望會社工員時
時的陪伴與鼓勵，幫助他度過了這段日子。2004年，志忠順
利考上花蓮師範學院，大學四年期間，靠著世界展望會提供
的助學金及自己打工的薪資，他終於完成師院學業。
2008年十月，志忠如願回到自己部落進行教師實習，
他常和學生們分享自己成為世界展望會資助童的成長經驗，
「要時常記得幫助你的人及學習感恩。」在夢想成真之際，
志忠知道，這將是他所要傳遞給下一代的愛的故事。

2009年度國內發展型事工項目與受益人次一覽表

項目
區辦事處

課後照顧
課業輔導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助學金及交
通住宿補助

北區

73,544

18,166

475

9,651

西區

32,582

24,622

848

16,401

中區

60,588

55,295

834

24,949

彰雲嘉

4,298

2,999

827

12,512

南區

86,751

10,032

1,236

22,049

東區

82,096

22,371

1,634

24,047

合計

339,859

133,485

5,854

109,609

上述四項補助金額共計：588,807元
資料提供：社工一處(截至2009年九月30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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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
面對突發的天災及意外，台灣世界展望會提供緊
急救援、災害救助，及醫療急難服務。
除了在突如其來的災難中進行緊急救助服務外，
平日也透過社區防災宣導，推動加強社區居民的防災
概念及備災機制；並舉辦「災民安置管理及火災消防
逃生的災害管理訓練」，強化居民在面對災害時的救
援因應及能力。此外，亦在國內17個偏遠及易受天災
影響之地區進行社區儲糧計畫，透過平日儲糧規劃，
因應突發天災所需。社區儲糧計畫亦於2009年八月莫
拉克颱風侵襲台灣，造成中、南部及台東地區重大災
害時發揮極大功效，救助許多八八水災中忽逢交通中
斷或缺水、缺糧地區獲得幫助。
八八水災的災區多為本會長期關心之原住民鄉
地區，本會亦於第一時間進行緊急救援工作，並成立
八八水災重建專案，與受災居民同心規劃未來的重建
工作。(八八水災工作完整報告請見本刊第26-28頁)
此外，也針對突逢災變的家庭，透過提供立即性
的急難救助金，包含緊急生活扶助或喪葬補助金，協
助因遭受意外傷害或家庭變故之清寒家庭/主要生計負
擔者，紓解家庭急迫性的經濟需求。

2009年度國內緊急救援工作簡介與受益人次一覽表
工作內容
醫療急難
緊急救援
災害救助

醫療服務、衛生教育、兒童健保補助、醫療救助補助、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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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60人次

急難救助補助、特殊景況家庭生活扶助
社區防災宣導及災害管理訓練、社區儲糧計畫

1,913人數

民生物資救助、第一時間急難慰問金、緊急生活扶助、

1,201人次

救援物品、房屋毀損補助

資料提供：社工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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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數∕次

黑暗中的溫暖光芒

您的關懷•他的故事

八八水災發生時，位於此次受災嚴重的台灣南部及台東等災區，都有台灣世界展望會
的工作站及中心。面臨斷路、斷電、斷水的危機時，社工員依據平時救災訓練的知識，很
快冷靜下來，並對當下的情勢做出判斷與處理。
斷電，讓外界無法在短時間內知道這裡的情形；斷路，也讓救援物資不容易在兩天內
到達！於是，社工員馬上檢查設置在此地的儲糧點，並迅速搶救未被災害影響的物資。兩
天後，由於對外道路仍無法搶通，社工員馬上通知當地的村長、里長到辦公室，並協助物
資的發放。
當罐頭、礦泉水、家庭防災包等物資透過村、里長送到居民手上時，大家都十分感
動，還有居民流著淚說，這是他們的救命糧！在斷電一片漆黑的深夜裡，世界展望會發放
的家庭防災包中小小手電筒照射出來的光芒，溫暖了所有居民的心。
被困在當地多天，世界展望會社工員與居民一起
吃罐頭、一起修理故障的無線電設備，真正經歷到「同
甘共苦」。在大家同心的努力下，無線電器材恢復了通
話，讓許多災區的災情開始被外界得知。直昇機進來
了，關懷與救援也進來了，但居民永遠不會忘記，在最
艱困的前三天，世界展望會社工員的陪伴與支持，給予
他們不放棄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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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關懷服務

倡導
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第二條中明示著：「兒童必須受到特
別的保護，並應用健康、正常的方法以及在自由、尊嚴的狀況
下，獲得身體上、知能上、道德上、精神上以及社會上的成長機
會。」
然而近年來，經濟全球化以及金融海嘯造成國內就業市場
結構性的巨大改變，產業的變遷與工廠關閉導致失業率上升，
許多家庭因失去主要收入而發生經濟危機。在家庭遭逢困境
時，兒童常成為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對象，台灣世界展望會亦
因此呼籲國人皆能成為兒童關懷網絡的一員，共同來重視國內
兒童的被保護權及發展權。

兒童必須受到特別的保護
家庭的經濟危機常使得家庭中的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容易
發生情緒困擾、憂鬱、家庭衝突、離家、自殺、犯罪及家暴或兒
虐……等危機事件。台灣世界展望會除了提供這些家庭傳統的
經濟補助外，更因應社會多元化需求，與政府合作在全國積極推
動兒少保護三級預防與倡導工作，希望為國內兒童青少年打造
一個安全的成長環境，能健康地長大，並獲得豐盛的生命。工作
內容包括：
●

一級預防：於各服務據點辦理社區兒少保護宣導工作、弱勢家
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5個據點）

●

二級預防：高風險家庭關懷（18個據點）

●

三級預防：提供113保護專線服務（全國通報專線）、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4個據點）、
寄養、安置服務（6個據點）等方案
有鑑於國內高風險家庭（註）的功能缺乏與資源不足，本會於98年將高風險家庭關懷服

務擴增到18個服務據點，平均每月服務約1,000多戶高風險家庭（約2,000名兒少個案）
，提供
的服務包括經濟與物資補助、心理諮商輔導、情緒關懷與支持、就業輔導、就學輔導、連結
福利資源……等，並透過親子團體活動加強兒保宣導，期待透過宣導的一級預防以及直接
服務的二級預防，提升高風險家庭的經濟、情緒支持與親職功能，以達到降低家庭危機，預
防兒童虐待的發生。
註：「高風險家庭」係指該家庭因為主要照顧者遭逢變故或家庭功能不全而有可能影響家庭內
兒童及少年受照顧狀況及身心正常發展。(資料來源：內政部兒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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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心靈的陰霾

小品今年國中三年級，在她小學時母親因病逝世，自此她與父親相依為命。小品父親原
為成功的生意人，兩年前卻遭友人惡意倒帳，在處理債務問題時，也因牽連其他家人，使他
無顏再見親友，自此封閉自我，至今也一直無法有穩定工作。
家中遭逢巨變，又適逢青春期，小品無法排解心中情緒，竟與同伴相約自殺，所幸學校
老師發現緊急送醫後獲救，並因此將小品轉介台灣世界展望會高風險家庭關懷處遇服務進
行輔導。本會社工員與小品的家庭接觸，積極投入關懷，包括：提供學費、生活費補助，協
助、鼓勵小品的父親求職，邀請小品及父親參與親子活動，也固定探訪陪伴小品等。
經過了一年多的陪伴，小品的心靈逐漸走出陰霾，她開始
主動關心班上人際關係不佳的同學，更開始能體諒家中經濟困
難，學習金錢的運用與管理，不造成父親的困擾。她現在也開
始計畫著未來，希望能考取建教合作的學校，培養一技之長，將
來不只可以減輕家中的經濟壓力，更能夠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
人。

(為保護個案隱私權，本報導以化名呈現)

兒童應獲得身體上、知能上、道德上、精神上以及社會上的成長機會
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關顧國內貧困弱勢兒童，發現許多兒童擁有音樂、繪畫、運動等特
殊天分，卻因為家庭經濟因素，失去發展潛能的機會。在2009年，特別成立「台灣兒童合唱
團」，集結長期合作之學校及社區合唱團，讓兒童除原學習之傳統技藝外，亦可獲得更多的
音樂、舞蹈學習機會，以激發出更多潛能。本團成立後，除有計畫地訓練外，並於4月份舉辦
「小小夢想·幸福天堂」音樂會，讓219位兒童開始走上舞台，實現小小夢想。未來亦期待透
過訓練、不同表演活動與交流，讓兒童得以擁有更寬廣的學習空間。

2009年度國內兒童保護事工項目與受益人次一覽表
保護諮詢服務
兒童及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總電話服務量
（113保護專線）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
弱勢家庭社區照顧服務

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計畫
兒少保追蹤輔導
總服務量
推動原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直接服務工作
總服務個案數

寄養服務

結束寄養∕安置（返回原生家庭．寄養∕安置家庭不適
合．出養至國外．滿16歲有獨立生活能力．其他因素）

關懷安置及短期收容中
家暴．性侵害個案安置
心(展望家園)

255,260通
30,874人次
335人(個案數)
8,540人次
19件
293人(個案數)
77人(個案數)
3,939人次

資料提供：社工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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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關懷服務

國外關懷服務
國外
關懷服務

自2008年十月1日至2009年九月30日（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項目/事工類別
資助兒童計畫
發展型計畫
緊急救援計畫
實物捐贈
國外事工間接成本
合計

金額
942,230,684
31,130,729
145,263,293
5,630,051
27,675,210
1,151,929,967

國外事工間接成本 2.4％
實物捐贈 0.5％
緊急救援計畫 12.6％
發展型計畫 2.7％
資助兒童計劃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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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務工作分佈圖

拉丁美洲

東歐

非洲

多明尼加

喬治亞

馬利

莫三比克

海地

羅馬尼亞

尼日

馬拉威

瓜地馬拉

波士尼亞

查德

盧安達

宏都拉斯

亞美尼亞

獅子山共和國

肯亞

亞洲

越南

迦納

衣索比亞

印度

中國
寮國

薩爾瓦多
尼加拉瓜

中東

烏干達

索馬利亞

斯里蘭卡

哥倫比亞

阿富汗

剛果民主共和國

辛巴威

緬甸

泰國

厄瓜多

耶路撒冷/約旦

安哥拉

南蘇丹

印尼

柬埔寨

玻利維亞

河西岸/加薩

南非

北蘇丹

孟加拉

菲律賓
尼泊爾
東帝汶

祕魯

巴基斯坦

賴索托

尚比亞

蒙古

約旦

史瓦濟蘭

東剛果

北韓

15

2009

年度報告

國外關懷服務

發展
在2008年十月至2009年九月間，本會在全球
透過資助兒童計畫，共幫助了40個國家、78個「區
域發展計畫」
（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ADP，
簡稱計畫區），共資助了145,250位兒童，並使兒童
及其家人，與所在的社區之居民共計2,008,131人
受益。其中包括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東
歐中14個國家的15個新計畫區的種子階段。
世界 展 望 會 運 用 國 人 愛 心，不只協 助 資 助
童個人基本需求的滿足，更致力於資助童家庭經濟改善及其所居住的社區整體環境提升，
以確保資助童的福祉。在其中，亦期望受助社區被組織、動員、賦予能力，及當地的人力、
物力及財務資源被集結起來為社區的整體發展效力，才能締造社區真正的永續發展能力
(Sustainability)。
每個計畫區中除了執行教育、醫療衛生、水資源、經濟、社區賦權……等主要的方案類
型計畫外，也交叉進行以下議題關懷，如：兩性平權、環保、兒童保護、和平建造、基督信仰
等。另外，一些計畫區也會執行因應當地特殊需求的活動，如：在位於族群衝突的社區執行
「心靈重建」或「社會心理」
（Psycho-social）方案。
針對其國內有特別需求議題的國家，台灣世界展望會亦透過「與世界的兒童做朋友」行
動募集款項，幫助全球20個國家共32個發展型方案，從事教育硬體、醫療設施、水資源及衛
生系統、農業及經濟發展、住屋、基礎建設等專案工作，如亞洲
區為印度的街頭遊童提供保護及收容中心，協助其恢復社會能
力；針對殘障兒童有受教育及職業訓練的機會，以享有正常人
同等的權利等，目前已使773,620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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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計畫區自立
走向關懷新里程

您的關懷•他的故事

拉 丁 美 洲 薩 爾 瓦 多 的 婁 斯 納 朗 荷 斯 計 畫 區（L o s N a r a n j o s A r e a
Development Program），已在2009年九月正式自立，這代表了經過世界展望
會14年來的陪伴與耕耘後，社區組織已經可以自主，居民們擁有自立的技能
和條件，社區居民奇哈達（Quijada）先生說：「我們衷心感謝世界展望會與所
有資助人陪我們一同走過！」
在世界展望會還沒進入婁斯納朗荷斯計畫區前，奇哈達一家人就和村裡
其他家庭一樣，貧窮弱勢、基本生活需求都無法滿足。奇哈達先生務農，太太
為專職主婦，過去他們再怎麼努力，仍然無法餵飽全家五口人。自1995年世界
展望會在當地成立計畫區，工作人員即開始透過各種發展方案，經由各種技
能的增進，讓居民生活獲得重大改善。
奇哈達先生參加世界展望會推廣的經濟方案訓練，學習改種經濟效益高
的蔬果，因為技術提升、農產增加，收入也因此增加。他也參加了計畫區裡的
養雞計畫，不但協助他們搭蓋雞舍，並傳授養殖技巧，由最初的100隻雞發展
到今天有400隻雞。奇哈達太太感到十分驕傲，她說：「養雞計畫最直接受益的是孩子們，我
可以常常烹煮雞肉幫他們補充營養，另外，我們也可以賣品質好又便宜的雞給村民們。」
奇哈達夫婦也參與世界展望會舉辦的健康課程，並於訓練結束後成為醫療計畫的志工。
奇哈達太太也到計畫區成立的藥局幫忙，這個藥局除處理基本急救，更提供低價藥品以服務
有需要的村民。他們的大女兒耶西卡（Yessica）是世界展望會資助童，她參與了教育方案所
成立的合唱團，曾代表薩爾瓦多來台灣參加「與世界的兒童做朋友」音樂會，這對耶西卡來
說更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計畫區即將自立，大家都很依依不捨，但14年來世界展望會與社區的共同努力的過程卻
深植在居民們心中，奇哈達先生也表示：「我們還有許多夢想要實現，我希望延續世界展望
會所有的工作，讓更多村民受益，也祈求上帝守護台灣的每一位資助人，因為我們深信，你
們將會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地方。」

國外資助兒童計畫及發展型方案受助國一覽表
洲別

國家

非洲區

剛果、賴索托、馬拉威、莫三比克、史瓦濟蘭、南非共和國、尚比亞、
盧安達、衣索比亞、迦納、獅子山共和國、查德、馬利、尼日

亞洲區

中國大陸、印度、斯里蘭卡、蒙古、菲律賓、泰國、越南、寮國、印
尼、緬甸、尼泊爾、孟加拉、柬埔寨

拉丁美洲區

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多明尼加、厄瓜多、海地、宏都拉斯、薩爾瓦
多、瓜地馬拉、祕魯、尼加拉瓜

中東東歐區

羅馬尼亞、波士尼亞、亞美尼亞、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加薩、喬治亞

資料提供：國外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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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
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飢餓三十活動，結合國內外資源迅速回應全球30個國家超過200
萬人緊急需求（受益人數統計：2,033,781人），並協助進入重建發展階段，而處於相對弱勢
的婦女及兒童為計畫方案的焦點。
2009年，本會於糧食嚴重不足的東、南非洲，結合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 WFP）及我國農糧署等機構，透過營養餵食、糧食發放、以工代賑方案等改善受益
者，尤其是婦女、兒童的健康營養狀態及家庭生計保障。
而針對受愛滋病影響甚鉅的國家及社區，如史瓦濟蘭（26%盛行率）、南非（570萬愛滋
患者）等，提供生活技能、教育等訓練以增進預防知識及能力，並與社區組織合作加強社區
及個人對愛滋病及患者的認知、支持及照護，協助社區領袖及政府單位，在兒童及婦女權
利的保護與相關法案的執行。
水災、風災、雪災、地震等天災，對貧困的亞、非國家所在的環境、社會及經濟狀況造成
嚴重的衝擊。本會除了第一時間回應及時需求，對長年受災地區，則協助社區重建、社區備
災/減災計畫及生計保障，並提供個人/環境衛生教育宣導、水資源保護、疾病防治等措施。
而處於地震後重建階段的中國四川省汶川等地區，醫療中心、學校及住屋的蓋置，使災民
的生活及兒童學習環境能快速回歸正常。
而對身處東非、中東、中亞的大批難民，本會除協助糧食及非糧食物資（N o n- F o o d
Item, NFI）的發放，如乾淨用水、衛生用品或臨時安置所等，亦提供經濟發展能力訓練、協助
生計恢復、社區重建等以改善難民的生活品質及貧乏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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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的新家

2008年五月發生中國汶川大地震，各界
愛心齊聚幫助當地重建。一年後，四川省廣元
市花石小學的三年級學生小燕十分感謝各地愛
心，陪伴她和她的家人們度過最艱難的一年。
回憶起當時的景況，小燕仍然餘悸猶存：「我
覺得好像什麼大風在吹一樣，把地抖動了，老
師就叫我們飛快跑下樓，當時我很害怕、很害
怕……」她十分慶幸當時她能及時逃出。
現在小燕住在活動板房(註：組合屋)宿舍裡，世界展望會也為同學們提供棉被和太陽
能熱水器。小燕和同學們也都在活動板房教室裡上課，小燕很高興自己在災後還能繼續上
學，但她相信未來會有更好的新校舍。「我希望以後的學校很大，又有許多乒乓桌，還有
一片遼闊的操場。」其實世界展望會即將實現小燕的夢想，
在花石小學舊址援建新的教舍，設計圖已完成，在經過政府
審批程序後，便會立即施工。
小燕的家在地震時倒塌了，平日她由奶奶照顧，父母
長期在新疆打工，地震後他們回來，看見自己的家變成頹垣
敗瓦，十分難過。後來得到世界展望會「援建民房計劃」一
萬元人民幣的幫助，他們可以買建材，展開修建新房子的工
程，成為民房重建專案中第一批受惠家庭。「新房子比較
好，又新，住上新房子十分舒服。重建過後，世界展望會給
我們很大的幫助，謝謝你們的愛心！」小燕的爸爸說。 (為保護個案隱私權，本報導以化名呈現)

國外緊急救援受助國一覽表
工作項目

國 家

糧食短缺

北韓、寮國、賴索托、東剛果、烏干達、索馬利亞、肯
亞、南蘇丹、北蘇丹、尚比亞、辛巴威、史瓦濟蘭

天災救援

莫三比克、安哥拉、印尼、蒙古、泰國、中國大陸、薩
爾瓦多、亞美尼亞

愛滋防治/愛滋遺孤照顧

衣索比亞、盧安達、史瓦濟蘭、賴索托、馬拉威、莫三
比克、南非共和國

戰火兒童/戰後重建

斯里蘭卡、東帝汶、巴基斯坦、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加
薩、阿富汗、約旦

資料提供：國外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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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
2009年適逢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頒布屆滿二十周年。1989年通過的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各國
政府保障兒童能獲得基本的生活需
求，能自由表達他們的想法，而且能
被尊重與實現。然而在今日的世界
上，仍有許多兒童的基本人權沒有被
滿足，甚至遭到嚴重剝奪。
2009年，本會致力於亞太及中
東/東歐洲區的九個國家（包含：柬
埔寨、寮國、緬甸、泰國、越南、羅
馬尼亞、喬治亞、波士尼亞及約旦），執行了6個倡導的計劃/方案，呼籲各國人民及其政
府，甚至國際應共同來重視兒童人權相關議題，如：兒童保護、人口販運、吉普賽人教育
與工作權、伊拉克難民生計與就業……等。
倡導計劃（或方案）旨在解決一些議題較深層且根源的部分，並「充權」(empower)
社區針對不公義的結構、制度、問題……等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並從各個層面（國際、
國家、社區、個人）執行、形成合作網絡、集結資源並帶來影響，甚至帶來制度面的改
革，如：對人口販子的罪行加重判刑、人口販運受害者的保護法令。因此，參與此行動計
畫者廣及聯合國機構、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政府單位、宗教團體、企業、社區、個人……
等，在2009年，已有超過60萬人參與
國家/地區

工作內容

柬埔寨

終止兒童性觀光產業方案

亞太區

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及
越南五國人口販運防治方案

羅馬尼亞

伊希省兒童希望計畫區(Iasi ADP)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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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05人）。
為了有明確的方案結果與具體的
產出，倡導工作通常是至少三年以上

人口販運防治方案

的連續性方案，並結合其他類型之工

喬治亞

人口販運倡導暨防治方案

作如：吉普賽人權益倡導結合教育與

波士尼亞

吉普賽教育暨生計改善方案

生計發展之方案內容、伊拉克難民權

約旦

伊拉克難民謀生能力培育計劃

益倡導結合生計與就業……等。

資料提供：國外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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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人口販運迫害，
倡導青少年自我保護！

根據羅馬尼亞反人口販運局的資料顯示，2008年間，因人口販運被迫從事勞動的被害
人之中，有60%來自鄉村地區，而因人口販運而被迫行乞的被害人也有三分之二來自鄉村
地區。
世界展望會正試圖預防人口販運的現象在羅馬尼亞蔓延。其中受害者似乎主要來自於
伊希省，因此，世界展望會在伊希省，與5個鄉村社區合作，期能讓當地青少年和居民深
刻意識到這種現代奴隸制度的危險與影響。
2008年，伊希省查貝尼塔（Ceplenita）社區中180位兒童和青少年，在學校參加反人
口販運的課程，這個活動是由世界展望會結合了教師、社工員及其他社區領袖之力，共同
推動反人口販運領航計畫的一部份。因查貝尼塔社區執行的良好成效，世界展望會也將此
套課程複製到伊希省的其他地區。
在查貝尼塔地區進行的領航計畫，希望能讓兒童青少年瞭解人口販運的危險性，並建
立一個穩定、持續的地區組織，未來在計畫結束後可以持續運作。因此成立了一個由2位
年輕志工主導的青少年團體，除了繼續在查貝尼塔進行反人口販運課程之外，並和其它鄉
村社區的青少年分享他們的經驗。
這個青少年團體開創了一個以戲劇表演的方式，來傳遞世界展望會反人口販運課程所
提供的資訊。在2009年，他們還
不斷修改腳本，讓戲劇演出的效
果更上一層樓，並為來自其它地
區的青少年表演。在過去的8個
月裡，超過300位12至18歲之間
的青少年，獲得反人口販運的寶
貴資訊，並學習如何辨認嫌疑人
口販子，以及如何保護自己免於
成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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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界愛心參與
謹記下2008年十月1日至2009年九月30日的日子，您與我們一同
投入關懷的歲月……

2008年十月十二月
■一份關懷，一份重視，讓孩子遠離三種傷害：愛心藝人大小S擔
任本會兒童少年保護代言人，並擔任一日志工訪視寄養家庭及
拍攝宣導廣告，向大眾宣導「兒童權益」、兒童少年自我保護
的觀念與技巧，及正確保護兒童少年的知識，讓大家共同維護
兒童少年的安全與權益，以減少虐待事件的發生。
■富邦文教基金會莫三比克義診：組成醫療團至台灣世界展望會
於莫三比克長期投入之計畫區進行義診和訪視。
■寄養家庭新書發表會：為支持寄養家庭默默付出，一路陪伴許
多兒童、少年度過最艱辛的日子，台灣世界展望會亦特別為所
有寄養家庭成立支持性團體，並且開辦「寄養父母成長寫作
班」，一群充滿愛心和耐心的寄養爸爸、媽媽們，終於寫出了
他們歡笑與淚水夾雜的心情，台灣世界展望會特為其發行《袋
愛到我家》筆記書，讓大家分享寄養家庭的辛酸與感動。

2009年一月二月
■「消費有愛，急難不在」各界捐出消費券，支持國內急難家庭
救助方案：愛心藝人及各企業領袖首先響應，包括：美商英特
爾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台灣百勝肯德基股份有限公
司、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富邦金控集團等響應支持。
■「用愛點亮台灣，為急難家庭充電」：台灣電力公司與本會合
作，企業響應及呼籲員工捐款，關懷國內高風險暨急難家庭。
■愛心企業合作案及捐款：與國內知名企業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英華
達股份有限公司、奇思企業有限公司(Top Girl)、台灣百勝肯德
基股份有限公司、鼎鼎聯合行銷公司等企業合作案，廣邀媒體
及社會善心人士一同關懷國內外貧童。
Tar get香港商太吉採購服務公司、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灣康
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亦全年度投入本會助學行動
關懷，透過捐款贊助及育樂教室等行動嘉惠學子。
■台中「行在愛中·走出快樂」萬人義走活動：大台中地區基督教
界與台灣世界展望會舉辦祝福台中快樂義走活動，邀請社會
大眾一同參與，體會愛的真諦，呼籲各界一同重視國內兒童保
護權，打造快樂城市。
■愛的麵包助學行動：愛心藝人S.H.E實地走訪宜蘭與資助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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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與探訪案家，並義賣親手設計的T恤，呼籲各界投入關懷國
內貧童助學。

2009年四月六月
■與世界的兒童做朋友：愛心藝人潘瑋柏成為本會「與世界的兒
童做朋友」愛· 希望大使，除蒐集明道中學同學的祝福，啟程前
往宏都拉斯計畫區外，並透過於台北西華飯店舉辦的返國記者
會上的影片分享當地需求，呼籲民眾持續加入資助人及支持禮
物型錄。在高雄世運郵展期間，亦發行公益郵摺，號召社會大
眾購買郵摺做愛心。
■「讓愛介入· 跨越恐懼」兒童少年保護國際研討會：面對日益嚴
重的兒童保護問題，台灣世界展望會特別邀請長期從事兒童保
護工作的專業人士及國內社工專業人士，透過舉辦「讓愛介入·
跨越恐懼」兒童少年保護國際研討會，共同分享經驗及研討兒
童保護之工作方向。更舉辦歡迎會，邀請國內兒童發聲，提出
小朋友的觀點，並分享其對於兒童少年保護的意見。
■台灣兒童合唱團「小小夢想 幸福天堂」音樂會：於四月18日舉
辦台灣兒童合唱團音樂會，呼籲民眾加入助學行列。活動當天
邀請知名歌手張惠妹參與音樂會演出，總統夫人周美青女士亦
出席為兒童們加油打氣。
■阿密特圓夢獎助學金計畫：歌壇天后張惠妹(阿妹)以自己原住
民名字「阿密特」(A-M i t)為名與本會合作，發起阿密特圓夢助
學獎學金計畫，並率先捐款50萬元，幫助國內貧困學子圓夢。

2009年七月九月
■第20屆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各界一同投入參與飢餓體驗
D I Y活動及飢餓勇士大會師，同心關懷國內外天災、飢餓、疾
病、戰火兒童。(更多飢餓三十活動報導，請見本刊第24-26頁)
■「打開旅行箱，為世界難民兒童發聲」：呼籲大眾關懷全世界各
角落的難民，並於誠品書店舉辦四場公開座談會，分別邀請自
立個案、主播及節目主持人主講。
■人文關懷小記者前進薩爾瓦多行：在2009年七月初，透過12位
人文關懷小記者經歷長途旅行、拜訪薩爾瓦多計畫區的實際體
驗，而他們的感動與成長，都用鏡頭、文字和大家分享。
■八八水災緊急救援工作：在八八水災過後半個月，本會針對緊
急救援期間服務工作，及未來將進行之救援關懷向社會大眾進
行報告，也特別將重點放在災後兒童心靈關懷及受災民眾家園
重建的部份，並呼籲各界一同關切。
礙於版面篇幅，我們無法完整記錄下您與我們同度的每一個活動，謹
在此衷心感謝122,241位資助人、321,014位捐款人，及284個企業、9,242
位志工，與我們一同投入國內外兒童關懷工作，讓國內外貧童雖然身處
困境，仍能獲得改變的希望！(以上資料為截至2009/09/30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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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特輯

飢餓三十20年 台灣愛心關懷不變

飢餓三十體驗活動，20年來呈現
創意豐富多元的參與型態，包括飢餓
三十體驗營會、飢餓環島列車、兒童
飢餓營會等，自第17屆起，更呼籲全
台民眾除成為飢餓營友，更可擔任營
長號召親友和同學、同事組隊參與飢
餓體驗DIY。飢餓體驗DIY及飢餓勇士
20 09年，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在台灣已
邁入了第20年。

大會師活動的舉辦，使更多人可以跨越時空一
同響應、支持飢餓三十。

台灣世界展望會自1990年開始，舉辦「飢

第20屆飢餓三十亦獲各界熱烈迴響，截至

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而這一年，也是台灣從

2009年十二月底已有58,830人、550隊上網報名

長期接受國外援助的國家，轉而募款幫助遭受

參與飢餓體驗DIY。

天災、飢餓、疾病所苦兒童的開始。
每一年，台灣世界展望會匯聚國人的愛心
捐款，二十年來，幫助約80個國家的緊急災難，

希望不滅 守護家園
飢餓勇士為飢餓發聲、為台灣加油

如：台灣九二一震災、賀伯風災、蒙古雪災、中

當八月8日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台灣世

國汶川震災、南亞海嘯、南部非洲糧荒……等，

界展望會透過第20屆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

救援對象近5千萬人，援助金額達新台幣35億元

所募得款項，展開緊急安置、物資發放、家園

以上。

清 理等工作，並開始長 期陪 伴受災民眾 重 建

2009年台灣發生八八水災，國人愛心更迅

家園。而在八月15、16日，由多年來合作企業

速匯集，為飢餓三十20載救援史再添新頁。

7-ELE VEN與本會合辦的第20屆飢餓三十飢餓

飢餓體驗豐富多元 全民投入飢餓關懷

連線及電話募款晚會等關懷活動，1萬6千名營

勇士大會師，更因應救災議題，加入災區現場
20年來，飢餓三十運用國人的愛心捐款，援

友相聚林口綜合體育館的三十小時飢餓體驗

助國內外急迫需要，幫助在天災、糧荒、戰火等

中，除了呼籲關懷全球飢餓兒童之外，更即時

困境中的苦難生靈，為其帶來新生的盼望。

投入八八水災救援與重建的關懷，以幫助受災

此外，更透過三十小時飢餓體驗，讓國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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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度過難關。

刻體會飢餓者的需要，每一年感動數萬人參與

參加大會師的人數已創歷年新高紀錄，而

體驗，難能可貴的是，有無數營友「一次參與，

包括總統夫人周美青女士、第20屆飢餓三十代

永遠支持」。

言人王力宏、藝人楊宗緯、陳建州……等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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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參與三十小時飢餓體驗；資深志工孫越、張

呼籲各界一同關懷支援，也紛紛表示對生命有

艾嘉及許多藝人、主播等也來到現場加油打氣；

了更深層的省思。

大家不分年齡、身份，一起為飢餓的遠方朋友
獻上祝福。

總統夫人周美青女士曾與台灣世界展望會
走訪許多國內受災地區，她鼓勵年輕朋友，和

此外，飢餓營友更把祝福化為積極行動。

她一樣常把一句話放在心中：「我能為他們做

大 會 師 活 動 首日，台 灣 世界 展 望 會與 台 灣 電

什麼？」當大家有想法的時候，也請守住承諾，

視公司、非凡電 視合辦「希望不滅．守 護 家園

因為災後重建之路漫長，需要持續做下去，才

八八賑災總動員」電視募款活動，許多藝人與

能幫助受災民眾走出悲傷。

企業界人士加入接聽捐款電話行列。募款活動

擔任第20 屆飢 餓 三十代言人 的王 力宏表

自晚上六點到八點於台視頻道現場轉播，獲得

示，當他和台灣世界展望會出訪受助國，對他自

各界踴躍迴響。舞台上，捐款電話不停湧入，不

己影響很大，也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個目標，能夠

時傳出捐款數字新高，而台下營友也用小零錢

為世界貧童服務。

匯聚大愛心，兩小時內共募得47,167,866元。
活動另有第二現場在屏東佳冬農校安置中
心，受災民眾和現場營友連線，訴說親眼看見
自己家園被淹沒的傷痛，面對災後一無所有、
隔代教養及公共衛生等問題，他們的無助與期
望，全台民眾感同身受。

台灣之愛 傳遍世界
自立個案 分享感恩
飢餓三十在過去二十年中，所匯集的台灣
愛心，足跡已達國內外許多受災地區。台灣世
界展望會今年更邀請知名藝人、主播重返衣索

而長期投入世界展望會關懷工作的資深志

匹亞、盧安達、獅子山國等重大災難現場，回顧

工張艾嘉，則提到自己在九二一震災時，曾聽到

多年來台灣愛心為當地帶來的改變，更邀請三

一個小女孩說：「我知道你就只來一次啦，不會

位受飢餓三十愛心幫助的自立個案遠渡重洋，

再來了。」讓她決定「愛心不只是一時的，更是

現身分享如何在台灣愛心幫助下，成功自立、轉

長久的責任。」她說，「飢餓三十小時其實並不

變人生。

難，真正處在飢餓中的人們，永遠有聽不完的

童 年 經 歷 盧 安 達 大 屠 殺 的亞 歷 斯（A l e x
G a higi），所幸獲得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幫助，加

飢餓鑼聲，飢餓體驗，是讓我們重新體會、安靜
了解飢荒感受的開始。」

入職業訓練習得一技之長，生活才有了改變。
他特別分享了參加大會師活動的感動：「你們為

關懷飢餓再出發 飢餓之愛永不息

陌生人犧牲，太不可思議了！……我真希望我的

誠如張艾嘉女士所說，30小時的飢餓體驗

同胞也能來到活動現場，親眼看看這裡的人如

終有盡時，然而世界各地身處飢餓、災難中的人

何餓著肚子為我們祈禱。」

們，卻仍有許多數不盡的夜晚，在苦難中輾轉
難眠。

名人參與 改變自己 改變世界

第20屆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亦於2009年

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20年來，也吸引許

九月30日落幕，而當每次宣告體驗三十小時成功

多愛心藝人及名人投入，在與世界展望會一同

的鳴鑼聲響，並非是飢餓之愛的終點，乃是台灣

走訪國內外有需求地區之際，除了運用影響力

愛心的持續再出發，奔往未來更多關懷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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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重創家園 義不容辭重建原鄉
緊急安置
家園損毀、財物失去，是所有天災後受災
民眾首當其衝面臨的困境，許多民眾在災難來
襲前匆忙逃難，日常用品根本無法帶出，而災區
物資缺乏，也有很多民眾在災後月餘都以泡麵
裹腹。在緊急救援時期，世界展望會運用在地
社工人力，迅速投入救災工作，協助提供民眾
緊急安置服務，包含：關懷慰問、日用品、熱食、
飲用水、防災包等等，盡力提供災後民眾需求。
在救災第一階段於各受災地區的46個政府
所設之安置中心內，提供緊急救援物資發放，
包括：乾糧、熱食，與發放「家庭防災包」、「健
康包」，協助因家園受損，必須住在短期安置中
20 0 9年八月8日，這是許多台灣人心中永

心之兒童及家長，能夠獲得供應。隨著安置地

遠難忘的日子，一夕之間，台灣由旱轉澇。一場

點於九月中旬逐漸轉移至各地軍營，世界展望

五十年來最大的水災，許多令人心碎的故事不

會社工人員亦隨之協助安置駐點服務。

斷在媒體上播放，值此同時，各界愛心人士正投

而基於人權尊嚴的考量，也提供受災民眾

入捐款及人力、物力，透過世界展望會的關懷工

由愛心社團捐贈之緊急庇護帳(Shel ter B ox)及

作，為受災民眾縫補破碎的心。

淨水避難箱(Water Survival Boxes)，讓受災戶獲

經由本會評估調查發現，整個災區涵蓋28
個鄉，56個村落，人數 約20萬。災害影 響主要

得隱私權維護的安置，不須再受限於安置中心
中無隱私空間的生活現況。

為：人命傷亡、房屋損失、無家可歸、農田土地
流失，影響生計及糧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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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靈與教育關懷

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深耕國內原鄉部落，

遭受天災打擊，對兒童、青少年、成人都會

與原住民有著極深的友誼，而會內許多在第一

造成心理、人際關係上的衝擊。越早給予社會

線服務的社工員本身也是原住民，他們說著與

心靈關懷，越能及早發現並降低心理創傷的強

受災民眾同樣的語言、擁有同樣的文化，甚至許

度，減輕心理上的憂傷，並強化面對未來的復

多社工員自己家裡也受災，最能感同身受，也

原力。幾乎所有遭逢災變的兒童、青少年，初期

最能稱職扮演他們和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因

都會出現心理憂傷的症狀，包括一直回想起災

此參與八八水災的重建工作，對台灣世界展望

難發生的經過、做惡夢、退縮、注意力不集中，

會而言是「義不容辭」的工作，自災

或其他的徵狀。

難發生時緊急救援時期，到受災

因此，在 一 個安 全 的空間，

民眾住屋安置時期，乃至未來生

提供仔細設計、幫助兒童恢復正

活重建與社區永續經營時期，台

常生活與能量的活動，可以使大

灣世界展望會在任何階段皆不缺

部分兒童受傷的心靈逐漸復原。

席，全心全力陪伴受災民眾共渡

世界展望會在全球許多天災後，

難關。

都設 立「兒 童關懷中心」
（C h i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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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能力。災後，世界展望會已逐步於受
災嚴重的台東縣、屏東縣等地規劃興建中繼屋
或永久屋，為受災居民們解決安居問題，更進
一步規劃部落重建計畫。
由於 此 次 受 災地 區中有9 0 %位 於 原住 民
鄉，本會以長期深耕原鄉四十餘年基礎，及過
去曾有之九二一大地震、艾利風災等原鄉重建
經 驗，首先提 供「以中繼 屋 到永久 屋」，取代
「傳統組合屋到永久屋」之觀念，為居民興建
尊重大自然為思考的環保綠建築。
Friendly Space, CFS），這是一個特別為受災兒

重建工程的營造，由來自各方、具豐富營

童設置的空間，通常是天災或戰爭後，提供一

建經驗之建築團隊協助，透過協力造屋及志工

個穩定安全的環境，幫助兒童處理身心方面的

人力運用，與建築師原有工班成員執行搭建，

問題。此次在八八水災中，世界展望會亦在受

並獲各界愛心企業提供建材及內部陳設傢俱，

災嚴重的台東、屏東、高雄等地區成立10個兒童

第一批中繼屋已於2009年十二月17日於台東縣

關懷中心，由專業社工員陪伴受災兒童透過繪

金峰鄉介達段舉行災後住屋重建竣工感恩禮拜

畫、遊戲、閱讀方式，共同抒發心中的恐懼和心

暨交屋儀式，第一批完工共計50戶，提供當地

聲，走過天災所帶來的不適應。此外，也透過兒

受災居民開始嶄新的生活。

童閱讀車，至許多偏遠受災部落，以鼓勵及陪
伴兒童閱讀方式，關懷兒童身心靈需求。

生活重建與社區永續經營

隨著國小兒童新學期開學日來到，兒童關

當災難發生，台灣世界展望會除協助緊急

懷中心也由日間全天候關懷逐步轉型為受災地

救援安置外，社工員亦即時深入災區訪視受災

區兒童課後關懷，提供其全人發展的方案活動

家庭及進行災情資料彙整，也為後續的災後工

（包含日常生活適應、人際適應、情緒適應、生

作需求評估立下基礎。

涯發展、文化鄉土環境教育、兒童自我保護、防

2009年十月底，台灣世界展望會正式成立

災教育等），社工人員及志工亦將持續協助受

「八八水災重建專案」，「八八水災重建專案」

災兒童身心靈關懷工作。

內並分別設有社工服務組、部落總體營造組、
營建工程組與行政組，持續服務災區需求及重

住屋重建與協力造屋

建工作。
未來仍將秉持以下原則進行重建工作：

一旦 基 本生存 需 求 獲 得 滿 足，恢 復 安 全
感，在家庭、社區、人際關係之間都有繼續往前
走的力量，大多數受災兒童、青少年就能擁有正

●

以受災民眾之身心安全考量為出發
世界展望會根據天災後緊急救援及重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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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豐富經驗，
緊 急救 援

深 知在 天 災後 所從事之

民眾之文化傳承、發展考量，務求其意願可充份

安置工作，需審慎考量

獲得表達及尊重，作為重建工作及興建中繼屋、

受災民眾之身
心 靈 安

永久屋之執行依歸。
●

使受災民眾得以參與規劃及重建
世界展 望 會 的 重 建 計畫 中 不只 興 建中 繼

屋，也計畫建造永久屋。以嘉蘭部落介達段為
例，興建中繼屋是為了讓居民有充裕的時間對
於永久遷村進行更完整的規劃與思考，特別是
文化與部落產業的考慮。而且在中繼屋的建造
過程中，居民組隊以工代賑、協力造屋，部落社
區意識與凝聚不中斷，更是打造了許多「走過
風雨、攜手重建」的故事。
此外，目前台東縣大武鄉、屏東縣瑪家鄉等
地，適合建造永久屋的土地已溝通確認，且距離
原居地也不遠，在經過與居民溝通、討論後，將
直接為居民興建能長久居住的房子，設計、興
建過程住民也得以參與其中，進行社區營造、住
屋設計規劃，讓部落文化得以保存下來，在參與
的過程中也是幫助其身心靈重
全，否則未來整個社會將付出

建的開始。

更大成本，例如在天災後可能

天災過後，重建希望

產 生的自殺 潮、文化破 碎、自

由胡德夫先生演唱的〈美

我認知分離等現象，其對後代

麗島〉一歌中提到，「我們這裡

之影響亦難以預料。
因此在此次規劃重建過程

有勇敢的人 民，篳 路藍 縷、以

中，亦特別強調災後安置須以

啟山林，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

災民生命安全為前題，並細部

命……」部落重建的成功與否，

規劃如何使災民獲得有尊嚴的安置，以求其文

在於居民的生命主體是否已牽繫其中，不再只

化、生活習慣得以獲尊重，進而開始穩健邁出重

是外界的施予或餽贈，而是由其本身所重新創

建的腳步。

造的生命故事，好讓未來子子孫孫都能得知，家

●

以受災民眾文化發展及意願為依歸
在世界展望會過去於九二一大地震、艾利風

災等投入原鄉重建的經驗，得知原住民與其祖
先土地、文化密切不分的關係，應是整個重建過

園雖曾經歷天災創痛，但透過流汗、流淚、團結
努力，仍得以站起並重建出希望未來。
八月8日至今，勇敢的生命已然呈現於台灣
各個角落！

程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重建中所建的房屋
都只是重建工程的一部份，唯有透過部落文化

註：台灣世界展望會八八水災重建募款，自2009

與家庭價值延續，才能永續發展完整的重建工

年八月8日起至十二月8日止，本會已收得272,302

程。

筆捐款，共計 1,242,000,178元。感謝各界關懷
因此，我們期望能提供受災民眾多一點時

間，使其得以完整表達意願，重建工程並非一蹴
可及，需要審慎規劃及思考，世界展望會以受災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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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重建之路仍漫長，懇請各界愛心不中斷，
持續關懷支持災區重建工作。

台灣世界展望會董事暨監察人

董事長 黃台芬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董事

伊慶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董事

賀迪恩 世界展望會國際總裁

董事

余漢儀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董事

周聯華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董事長

董事

陳永正 NBA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

董事

陳宇嘉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副教授

董事

童春發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

董事

黃文宏 恆諾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董事

黃敏靈 迦美神經內科及預防醫學診所院長

董事

龔天行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監察人 武自珍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監察人 張

菁 香奈兒精品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資訊暨行政部總經理

監察人 鄒開蓮 雅虎亞洲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世界展望會國際總裁賀迪恩(Dean Hirsch)先生已於2009年九月底卸任，國際總裁一職由曾任加拿大世
界展望會董事會副主席及加拿大投資公司總經理任開文(Kevin Jenkins)先生接續，在此特別感謝賀迪恩
先生十五年來的辛勞，未來，他亦將擔任世界展望會全球大使，繼續為倡導世界兒童福祉而努力。

www.worldvis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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