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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長 分 享

在苦難的人群中

回應上帝愛的託付

親愛的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好朋友們：
：

繼2011年之後，我們祝福您擁有一
擁有一
一
個更美好、更喜樂、更平安的2012年。
年。
對世界展望會來說，2011年，是看
是看
看
見來自上帝豐盛恩典的一年，上帝的恩
帝的
的恩
典讓我們有更多的力量去回應世界苦難
界苦難
難
和需要的責任，這一年，我們不負您的
負您
您的
託付，我們完成了許多的工作，也在全
也在
在全
球正一步一步發揮了轉變的力量。
2011年，世界經歷了許多的苦難，
苦難
難，
其中包括日本東北太平洋沿岸發生芮氏規模9.0大地震後引發了海嘯，造
芮 氏規
氏規模9
模9 0 大地
大地震後
震後引發
引發了海
了海嘯，
嘯，造
造
成死傷慘重，產業經濟也嚴重受創；而東部非洲也遇到六十年來最嚴重
的糧荒，有1,300萬人受影響，50萬的兒童在生死邊緣掙扎…而在國內
外，貧窮所衍生出的問題仍然深深影響著每個兒童以及他們的家人、甚
至整個社區；而世界許多兒童仍然面臨著無辜或未知的風險…在危機發
生的頻率較以往頻繁的今日，無論是天然災害、資源的分配不均，所打
擊的不只是財產和生命，更是帶來整個世界與人心的惶恐與不安，也讓
我們痛心與不捨。
然而透過您和台灣許多愛心民眾對這個世界的愛與付出，使我們更
有效的投入救援和關懷，也幫助和陪伴了許多在傷痛中無助的心靈。在
這年的年報中，您將會讀到世界展望會在日本震災、東非糧荒、國內貧
困學子助學和急難家庭的關顧中，所發生的一個又一個生命轉變的感人
故事。此外，我們也從飢餓三十飢餓勇士大會師，一年又一年創新高的
參與人數中看見台灣的希望，當愈來愈多人一同投入對世界的關懷，台
灣之愛正逐年擴大對台灣、對世界的影響。
聖經哥林多前書中提到：「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
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每一個施與受的故事，都是一個個從愛帶來的
奇蹟，而世界展望會的使命，正在施與受之間搭起橋樑，傳遞著信心、
盼望和祝福，陪伴經歷苦難的人們找回心中最真實的平安。
謝謝您！與世界展望會一同站在世界最需要之處的朋友們，在新的
一年開始之際，我們藉由過去一年年度報告，讓我們表達誠摯的感謝，
來年，期盼繼續有您們的參與和支持，我們將能祝福更多的孩子，讓
愛，更無遠弗屆！

台灣世界展望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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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 分 享

回顧、感恩、繼續前行
2011年欣逢建國百年，是充滿祝福的一年！聖經有一首摩西作的詩中
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提
醒我們數算日子和智慧有關，而更讓我們思想，智慧也許不僅在頭腦中，
更是在心中。回顧去年的每一個腳步，不得不讓我深深的數算那每一
個走過的日子，無論是風和日麗的日子，還是風雨交加的日子，每
個日子都有許多恩典與感恩。

首先，要感謝的是守候著孩子們長大的每一位資助人，你們
對於國內外受助兒童的愛，是每一個孩子能夠克服困難，努力
成長的動力；還要感謝許許多多的捐款者，無論是幫助弱勢兒
童上學，或是援助國內外受創於天災的人，或是捐款協助兒童
保護相關方案，您的每一份捐款都燃起希望的火花。

感謝許多企業組織夥伴們一路走來的相伴與協助，我們不
但得到你們的協助，更向你們學習很多；感謝志工朋友們的支
持，無論是每週定時來到辦公室幫忙的每一位志工朋友，或是
特定活動方案中協助我們的志工，謝謝你們忠實的幫助，沒有
你們的參與，我們無法完成許多計畫；謝謝許多教會夥伴，在
方案的支持，議題的倡導，你們的代禱祝福是我們信心的來源。

還要感謝許多媒體夥伴、校園夥伴、代言人，和督導支持的政
府單位夥伴們，過去一年我們所走過的路上，因為有你們相伴，讓我
們有勇氣克服困難，讓我們有力量完成使命！

邁入2012年，在您的支持與祝福中，我們將繼續堅守我們的核心信
念，放大視野，勇敢前行。我們將延伸飢餓三十，開拓「世界公民」新平
台，邀請有志一同的夥伴們更多的參與；我們將提升我們資助計畫的橋
梁，以領航計畫，實驗新的數位媒體平台，讓資助人與受助兒童更加靠
近；我們將持續透過各種機會，與各夥伴之間更多的連結，一同為更好的
社會努力，並影響全世界；我們也將以全球兒童福祉效益指標為基礎，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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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踏實的做好最基層的服務工作，保持開放的心、靈敏的耳朵，聆聽您的
意見與指導，提升品質，確保對每一份愛心的承諾與責任。

願恩典與祝福充滿您新的一年的每個日子！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會長

讓孩子獲得豐盛的生命，是我們對每一個兒童的展
望，世界展望會致力讓全球兒童，尤其是最弱勢的兒童擁
有完善的健康、接受基本的教育，獲得照顧與保護，並能
感受到世界的關懷與愛。

孩子的生命因你而豐盛∼
實現兒童福祉效益
過去一年來，在您的支持及鼓勵下，台灣世界展望會
戮力朝此目標前進；未來一年，我們期望繼續與您攜手，
戮力朝此目標前進；未來 年
年，我們期望繼續與您攜手，
我們期望繼續與您攜手
共同為實現兒童福祉效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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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
國內事工經費支出表
經費項目/事工類別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資助兒童計畫

554,340,572

緊急救援計畫

635,016,554

發展型計畫

258,690,731

政府方案款

258,082,423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22,805,353

實物捐贈支出

12,456,916

合計

1,741,392,549

統計期間：2010年10月01日至2011年09月30日
資料提供：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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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據點

國內服務據點分布圖

總會 台北
■ 辦事處
北區辦事處

西區辦事處

中區辦事處

彰雲嘉辦事處

南區辦事處

東區辦事處

◎ 專案服務中心
113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基隆

台北市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台北市高風險◎

兒少緊急短期收容中心
台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中心

★總會 ◎兒少緊急短期收容中心
◎台北市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北區辦事處 ●台北
◎113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板橋●

● 服務中心

●桃園

台北 基隆 板橋 新店 桃園

西區辦事處■
●新竹

復興 新竹 五尖 苗栗 台中

●新店

●復興
●宜蘭一、二

▲竹東

都市家庭服務中心

●五尖

中濱 和平 南投 仁愛 信義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新營

●苗栗

六龜 高雄 岡山 旗山 那瑪夏

▲苗濱

屏東 屏南 恆春 禮納里 澎湖
宜蘭 花蓮 光復 玉里 萬榮

▲東勢

台東 關山 成功

■中區辦事處
●台中
▲霧社
●都市家庭服務中心

▲ 工作站
●彰化

竹東 苗濱 東勢 霧社 水里

■東區辦事處
●花蓮一、二

●仁愛

●南投

虎尾 嘉濱 阿里山 桃源

▲秀林

●和平

●中濱

▲壽豐
●萬榮

七美 秀林 壽豐 豐濱

●光復一、二

金崙 蘭嶼

▲豐濱

▲水里
▲虎尾
●信義

●澎湖

●雲林

■彰雲嘉辦事處
●嘉義

▲阿里山
●玉里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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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

南區辦事處■
●高雄

▲金崙
●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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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
●恆春

國 內 服 務

每

年，台灣有數以萬計的貧困孩子，因家庭經濟陷入困難，求學
之路斷斷續續。今年21歲，從國小開始就是台灣世界展望會資

助童的小駿(化名)，這一天，站在舞台上，用清澈響亮的歌聲，清唱
傳統原住民歌曲，把卑南族千年淳樸的文化傳遞給台下聽眾，讓現
場每一個人如癡如醉。

青春，不放棄
用愛，助他一臂之力
目前在表演藝術系大四的小駿，從小父母親因著個性不合離婚
後，便跟著媽媽一起到外公家生活。僅有臨時收入的母親，常因心
情不好酗酒打人，讓工作更加不穩定。她說，小時候對表演並非完
全是興趣，而是因為能夠透過表演，賺取微薄零用錢而投入，沒想
到在一次機會下，被台灣高山舞集文化藝術服務團隊挑選出來，跟
著台灣觀光協會到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地表演，在寬廣的視
野中漸漸開啟她對表演的熱忱，找到夢想中的舞台……。

十多年來，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助學金及關懷幫助她走過人生中
的各個階段。她說，很感謝幫助過她的每一個人，陪伴著她、讓她
不放棄。以前在她的心中，很難相信世界上有人會無緣無故幫助別
人。但是，經過這麼多年受到外界的幫助，還有遇到身邊的貴人給
她指點，讓她在愛裡逐漸改變。她說：「愛，讓我從逃家叛離的小
孩，回到家中，化解長期與媽媽之間的冷漠相待。」

愛，也讓年輕氣盛的小駿的心變得柔軟，更懂得體諒別人。在
一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大專青年返鄉服務中，小駿擔任活動主持人。
她發現，這些小朋友，由於家庭的因素，特別容易緊張害怕，但是
透過關心與問候，才發現小朋友原來跟她一樣活潑又開朗，只是他
們生活中有太多的不開心，讓真誠的自己被冷酷的外表包裝起來。
於是，她開始想出各種點子讓活動變得有趣，幫助他們敞開心胸接
6

受自己、也接受別人。

台灣世界展望會多年以來，透過資助兒童計畫、助學方案及多
元化的方案活動，提供經濟上及心靈上的雙重支持，不僅僅是給像
小駿一樣的孩子一個未來發展的機會，更是一份愛，讓他們找到一
個可貴的生命價值傳承下去。(撰文：區瑜容）

國 內 服 務

全人發展

台

灣世界展望會長期以來聚集社會的愛心與熱情，秉持以兒童為焦點、家庭為中心，社區
為基礎的服務模式，透過資助兒童計畫，於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幫助國內47,136

名貧困兒童及其家庭。主要針對教育支持、健康維護、生命品格、青少年輔導與家庭促進，提
供多面向的服務，使貧困家庭中的兒童們，獲得穩定的生活與發展所需的關顧。

教育支持
為幫助兒童不因經濟因素阻斷求學之路，台灣世界展望會在2011年度提供90,811人次的助
學金(上學期44,812人、下學期45,999人)，亦提供20,759人次交通住宿補助，讓遠離家鄉及住
在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的學子能夠順利就學。另外，在埔里及水里學生中心，提供41名青少年穩
定與安全的住宿空間，以及溫暖的照顧與陪伴，使其求學之路無後顧之憂。
為提供兒童合宜的讀書環境，並彌補偏遠地
地
區教育資源不足，台灣世界展望會辦理兒童課業
業
輔導與課後照顧方案，共有369,091人次參與。
。
而為培養大專生「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的
社會公民責任，每年暑假期間，辦理大專生返鄉
鄉
服務，今年提供75名大專生返鄉服務的機會，協
協
助台灣世界展望會舉辦暑期兒童營、課業輔
導等各項活動，並使其更了解社區的需要。

健康維護
除了確保兒童的受教權益，兒童健康亦是台灣世界展望會所關注的焦點。由於許多經濟貧
困的家庭，因著父母親就業不穩定，無力負擔健保費用或不符合中低收入戶健保費的補助標
準，無法加入全民健保，造成兒童就醫權益受到影響。因此，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貧童健保
補助方案」，幫助全台11,457人次的兒童加入全民健保，使兒童的健康獲得保障。
另外，為照顧正處於成長階段的兒童，獲得足夠營養，台灣世界展望會結合教會、社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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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廚房或課輔班，提供餐點或奶粉等營養品給三餐不繼
的幼兒及兒童，共有44,604人次受益。
針對因疾病、意外的醫療需求，本會亦提供醫療費
用、營養品、復健器材、諮商費用等多項補助，使弱勢
家庭也能獲得適切之健康照顧，受益共計4,233人次。此
外，在衛生教育宣導活動方面，協助受助家庭改善與維
護居家環境，增進衛生與保健知能，共有24,795人次參
與。

生命品格及青少年輔導
台灣世界展望會看重兒童身、心、靈三方面的平衡
發展，透過實際工作經驗了解，兒童之父母或主要照顧
者經常為生計奔波，缺乏時間關照兒童的人格發展。因
此，本會透過生命教育，協助31,421人次的兒童及青少
年，讓他們有機會探索生命的意義，建立正面積極的樂
觀態度；在品格教育上協助26,836人次的兒童青少年透
過活動的進行，讓他們思考並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及正
確的處事態度，進而提升人際關係的互動。
青少年是台灣世界展望會服務的主要族群之一，其又正值生理成長、身心變化最急遽的時
期，特別需要關懷及輔導。因此，本會特別針對青少年，辦理生涯規劃活動，協助其思考未來
方向；並辦理性別教育，協助其發展正向的自我概念，感受與了解不同性別間的差異並學習到
正確觀念及態度，也特別針對網路交友及安全性議題，輔導青少年有正確的交友管道與觀念，
共有13,511人次受益。

家庭促進
家庭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台灣世界展望會除了針對兒童個人給予協助之外，也擴及關
懷兒童的家庭。本會透過多元方案及適時的挹注各種資源，藉以滿足不同家庭的需要，包括針
對因經濟困難導致面臨生存困境之特殊景況家庭，提供現金補助，共有4,544人次受益；辦理親
職教育、親子活動、喘息服務、
家務指導、家庭資源管理等方
案，提供支持性服務，以增強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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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國內事工受益人次一覽表
項目

教育支持 青少年輔導 生命品格 家庭促進 健康維護

區辦事處

母或主要照顧者親職知能，強化

北區

81,217

919

1,716

3,503

3,394

家庭功能，共計服務22,036人次

西區

25,634

2,960

5,723

3,853

18,657

中區

182,059

2,804

6,858

4,101

12,995

彰雲嘉

22,621

1,010

1,969

1,933

23,269

提供受助家庭之失業成員以工代

南區

96,411

2,161

21,307

7,099

9,056

賑機會、人才培力訓練，以增加

東區

115,671

3,657

20,684

6,091

17,718

合計

523,613

13,511

58,257

26,580

85,089

的兒童與其家庭成員。另外，也

其就業機會，共有1,970人次受
益。

上述五項事工支出經費共計：503,847,410元
統計期間：2010年10月1日~2011年9月30日

資料提供：社工一處

國 內 服 務

寄養，用生命教育下一個生命
年，是台灣世界展望會承接台北市社會

媽媽經常忙於照顧哥哥，心裡頭總是對這個

局寄養家庭服務滿二十周年。二十年來

家感到不平衡。在加入寄養家庭後，當他遇

有997個家庭不健全的孩子，因為有這些寄

見其他「小蘿蔔頭」，不只開始懂得付出，

養家庭的無私付出，被再度擁抱在愛的臂膀

並自動提起一份責任感照顧他們，也自然而

裡。

然更愛這個家。

今

成為寄養媽媽的石黃素珠，十年來，接

寄養雖然不是永遠的陪伴，但做媽媽的

納11個失去依靠的孩子，給他們身心靈安

心從未改變。令石媽媽印象最深刻的，是第

穩的停靠。石媽媽自己有兩個兒子，大兒子

一次面臨與寄養童的分離。一對在石媽媽家

因難產導致腦性麻痺，在成長過程中，受到

住了五年的姊弟小佩和小宏，在得知他們要

社會上許多人的愛心幫助。因此，她希望，

返回原生家庭的前兩個月，石媽媽心裡頭相

有一天自己也能幫助其他有需要的孩子，於

當不捨。而這樣的難過，不只她一個人，

是，在兩個兒子長大後，便加入台灣世界展

更讓當時另一位寄養在家中的小怡，因著害

望會寄養家庭的行列。

怕少了姊姊與弟弟的陪伴而無故離家失蹤四
天，一連串的雪上加霜，讓石媽媽既擔心又

石媽媽說原本正值叛逆期的小兒子因著

沮喪，突如其來的帶狀泡疹反映出她疲憊的
身體。

石媽媽說，雖然加入寄養家庭也會
遇到困難，但感謝神，賜給她慈愛與智
慧，能為一個個寄養孩子的將來禱告。
「只要孩子在愛裡，他就不會害怕。」
石媽媽說，他們來到家裡就像是一家
人，「這些孩子也陪伴我們、彼此互相
學習成長，帶給我們很多的快樂。」

每一個寄養童，石媽媽都
記得清清楚楚，至今都還留
著他們的卡片和信件。在
愛裡，孩子重新得到了
溫暖，鼓足勇氣面對未
來；而母親的愛，永不
褪色，一段段短暫的相
遇，是寄養媽媽人生中
最美麗的印記。(撰文：
區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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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服 務

兒少保護

家

庭是增進兒童少年成長和福祉最自然的環境，讓兒少在充滿愛與安全
的家庭中成長，也是最適切的選擇。不過，家庭也常因為經濟、重大

變故及成員互動關係等各種因素，導致無法提供孩子完善的照顧。台灣世界
展望會即透過各種不同的服務方案，以提供兒少安全的成長環境及增進家庭
功能並進的方式，來達到積極保護兒少權益的目標與使命。

113保護專線
台灣世界展望會承接內政部所委
託的113保護專線，提供有關兒童少
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之諮
詢與通報。在2011年度，電話來電量
總共204,307通，其中有效諮詢電話為
155,228通，占75.97%，雜訊及無聲電
話則為49,079通。

在有效諮詢電話中，家庭暴力及兒
少保護事件通報件數共有22,099件，其
中以「兒少保護」之案件最高，共通報
11,671件，佔所有案件總通報數49.03%；
「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次之有
8,139件，佔34.19%。

為加強保護防治網絡服務的銜接順
暢，世界展望會特別舉辦兒少保護研討
會、分區個案研討會、防治網絡倡導工
作專家諮詢會議等方式，以增進服務網
絡之緊密連結，並凝聚專業共識，以期
對個案安全性評估更加一致，提供最適
切的保護。

高風險家庭服務
10

為積極地預防兒童疏忽或虐待之情
事發生，世界展望會積極投入辦理高風
險家庭服務，在14個縣市提供「高風
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在2011
年度共服務2,738戶家庭(5,280名兒童

國 內 服 務

少年)，進行27,138人次的面談訪
視，並針對個案家庭的需求，提供
各類協助，例如就學及課業輔導、經濟及物

原生家庭的兒童少年，世界展望會在台北、

資補助、家務及托育服務、親職活動等，總

高雄、屏東、南投四個地區，透過一般寄養

計71,143人次，期望藉此改善這些家庭的危

安置、親屬照顧、短期性機構照顧(展望家園)

機壓力，幫助其步入正軌。

等，在2011年度幫助463名兒童少年獲得照
顧，其中有199名兒少因返回原生家庭、寄養
家庭不適合、出養、滿16歲有獨立生活能力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
此外，為幫助受虐或被疏忽的兒童少年

或其他因素，而結束安置服務。

獲得應有的照顧並避免再次受暴，世界展望
會執行的「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方案，在

原鄉家庭暨婦女服務

2011年度共服務399戶兒少保護家庭(588名

世界展望會透過「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

兒少)。而透過各項處遇服務，今年度已有

務中心」，長期投入13個原鄉服務工作，

114戶兒少保護家庭（166名兒少）獲得足夠

針對原住民家庭、婦女、兒童、青少年及特

的照顧資源，風險因子降低而結案。

殊需求人口等，提供諮詢、宣導、服務及通
報等資源媒合，以改善原住民家庭遭遇生活
上、經濟上之困境。在2011年度共計服務

安置服務
為幫助遭遇家庭變故、暫時無法居住在

16,952人次。

國內兒少保護事工受益人次一覽表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服務

113保護專線諮詢服務總電話服務量

高風險家庭服務

提供全台14個縣市高風險家庭預防性、輔導性及支持性服務

兒少保護

關懷安置及短期收容中心

提供暫時性/短期庇護安置(展望家園)

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

在原住民鄉設置13個家婦中心，推動以家庭及婦女為主體之服務

資料提供：社工二處

399戶/588名兒少

屏東、花蓮)
提供家庭式照顧服務(台北、高雄、屏東、南投)

其他福利服務

204,307通
2738戶/5280名兒少

提供個別兒少保護家庭輔導處遇計畫(新北市、桃園、台中、高雄、

寄養安置

弱勢家庭外展服務

服務數/受益人數

社區兒童及少年照顧服務計劃(南投、台東、澎湖)
花蓮縣中途輟學/偏差行為學生追蹤輔導、花蓮縣國中畢業未升學未
就業少年職能培訓等
統計時間：2010年10月1日~2011年9月30日

342人
121人
10,453人
2,695人次
11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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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服 務

「 創 意 烘 焙 坊 」飄 香，
為禮納里部落社區產業打頭陣

2

010年年終，曾遭逢莫拉克颱風重創家園的南台灣原住民部落瑪家、大
社及好茶三個村的居民，因為能搬進新居禮納里部落而感到欣喜。在安

頓好自己的住所後，如何重新在平地找到新生活，是所有居民最關心的問
題，而協助部落居民發展自己的社區產業，也是台灣世界展望會繼住屋重建
題，而協助
後，另一項傾力以赴的工作。
後，
後，另一項

不論是作物的改良、各種職業訓練、技藝訓練，只要是符合
部落居民需要，居民也有意願投入，世界展望會均會提供經費、
技術上的各項協助。「創意烘焙坊」就是在與禮納里部落婦女的

這就

討論下誕生的。
鳳

」

是

劉

美最

喜歡的「香橙

火

山

取名
取名“創意”，烘焙坊的班長徐惠娟說：「希望能就地取材，利用禮納
里周邊生產的作物，做出有禮納里特色的糕點，進而能發展觀光產
業。」像是紅藜餅乾、南瓜馬芬，已成為烘焙坊的招牌糕點。馬英
九總統2011年8月初到禮納里時，部落就端出了烘培坊的糕點招待
愛吃甜食的馬總統，立即獲得青睞，之後總統府即下了訂單。

烘焙坊學員之一劉鳳美是來自大社村，談到加入烘培房的緣
由，她說：「住在禮納里很不錯，但不曉得未來的路怎麼走，能有
機會學個一技之長，有點額外的收入，覺得很不錯。」因此，她很
感謝台灣世界展望會提供這樣的機會，讓無法到工廠工作的年長婦
女，或者需要照顧家庭的婦女可以賺取一些收入，貼補家用。

已參加二期訓練課程的她，最拿手的糕點則是「香橙火山」，
因為「很難做，但味道很香，而且做出來很漂亮，我很喜歡。」

對烘焙已做出興趣的她說，目前最大的心願，也是所有烘培坊
學員最期待的是，2012年6月禮納里的公共建築落成，烘焙坊就有
固定的處所，不必再借用烘培老師的工作室了，如此，也有利於開
12

發附近學校或機關團體的訂單。

除了烘焙坊，也是禮納里部落管理委員會主委徐惠娟也期待部落擅長的
其他技藝都能獲得發展。她說：「部落有很多工匠師，只要能獲得外界的一
些資源，幫助他們在技術上更純熟，教他們如何做行銷通路，禮納里就可以
發展出自己的部落產業來，吸引觀光客的到來。」（ 撰文：王淑觀）

國 內 服 務

救援與重建

在

八八重建專案已興建完成之建築
屋別

2009年8月7日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人民生命及財產

興建地點

永久屋

極大損失，台灣世界展望會特別成立八八水災重建

戶數

台東縣

94

屏東縣

528

中繼屋

台東縣

64

專案，在台東、屏東、高雄及嘉義等縣市進行緊急救援及

青年會所

台東縣

1

重建工作。2011年度本專案之主要工作為家園重建與社

臨時教室

屏東縣

5

示範屋

屏東縣

2

區永續經營。截至2011年9月30日，本專案已完成701間

避難屋及避難
指揮中心

建築，其中供災民居住的有622戶永久屋、64戶中繼屋。
正在興建或即將興建的工程，還有永久屋172戶、教堂10
間，以及台東縣和屏東縣之公共建築，如部落文化綜合活

合計
統計期間2009/08/08∼2011/09/30

八八重建專案支出表
經費項目

除了家園重建硬體工程外，社區居民災後生活重建及

部落遷村或重建

生計永續經營也是年度工作重點。基於本會核心信念「尊

個案/社區服務
社區總體營造

重人的價值」，我們透過部落重建夥伴聯繫會報、社區組

社區產業發展

織人才培力來傾聽居民的聲音，以兒少關懷、心理培力

行政支出

與重建來恢復居民對生活的信心，並結合各類方案設計，
等，以期發展可永續經營之在地生計與社區產業。

701

資料提供：八八水災重建專案

動中心、部落休閒廣場、部落育樂教室等，共計13間。

如振興或改良在地作物、職業訓練、輔導傳統手工藝製作

7

高雄市

合計

單位：新台幣/元

金額
$1,143,283,029
92,574,694
7,821,255
4,434,871
11,442,338
1,259,556,187

資料提供：財務處、八八水災重建專案
統計期間2009/08/08∼2011/09/30

有鑑於台灣為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發生的高頻率地
區，平日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社區防災宣導，提升社區
居民對於災害預備之能力與災害發生之防範意識，強化
個人、家庭或社區災害來臨時的逃生或因應能力，共有
1,862人次參與相關的宣導訓練。
另外，本會針對意外災害發生導致家庭之房
舍、謀生工具、就學基本所需物品受損，提供災
損補助，以協助其住居復原、購置或修繕謀生工
具及就學物品，共有147人次受益。另外；對於災
害發生時而導致的糧食短缺，亦提供受災居民簡
易熱食與乾淨飲水，以滿足受災地區民眾基本生
活需求，共有230人次在危難中因而得著幫助。

2011年度國內緊急救援事工受益人次一覽表
事工項目
社區防災宣導及災害管理訓練

人數/人次
1,862人

社區儲糧計畫

230人

房屋毀損補助

43人次

家具毀損
資料提供：救援與重建事工處
統計期間2010/10/01∼2011/09/30

10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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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 服 務

國外服務

國外事工經費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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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88,349
53,562,252
644,729,451
8,828,670
27,300,042
1,749,608,764

統計期間：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資料提供：國際事工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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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 服 務

國外服務據點分布圖

亞洲

中東

非洲

拉丁美洲

印度

柬埔寨

阿富汗

馬利

莫三比克

多明尼加

斯里蘭卡

菲律賓

耶路薩冷/約旦

尼日

馬拉威

海地

緬甸

尼泊爾

河西岸/加薩

查德

盧安達

瓜地馬拉

印尼

東帝汶

巴基斯坦

獅子山共和國

肯亞

宏都拉斯

孟加拉

日本

約旦

迦納

衣索比亞

薩爾瓦多

烏干達

索馬利亞

尼加拉瓜

蒙古
北韓

東歐

剛果民主共和國

辛巴威

哥倫比亞

越南

喬治亞

安哥拉

北蘇丹

厄瓜多

中國

羅馬尼亞

南非

尚比亞

玻利維亞

寮國

波士尼亞

賴索托

東剛果

秘魯

泰國

亞美尼亞

史瓦濟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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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 服 務

上學的路更寬廣
年8歲的受助童桑巴巴（Zan Baba

上完一天的課，桑巴巴回到家以後就和

Diarra）走在高大的高粱田裡，準備

家裡的小羊玩及畫畫。每次收到資助人的來

去世界展望會蓋的學校上學，他現在就讀三

信與卡片，總是很開心，也很受到鼓勵，因

年級。他說：「我喜歡上學，因為可以學寫

為他知道有人關心他。桑巴巴看著手上的卡

字。」

片說：「我很高興擁有一個遠方的朋友。」

現

桑巴巴的父親沙悠（Sayo Diarra）回憶

桑巴巴晚上睡在蚊帳裡，世界展望會法

以前讓孩子上學非常不易，他說：「在世界

拉耶（Faladje）計畫區贈送蚊帳給計畫區所

展望會蓋學校以前，我們這裡很缺教室，所

有3,000名受助童，剩下的500頂則發給社區

以很多孩子無法上學，現在大家都可以上學

其他的兒童。

了。」
桑巴巴的父親是農夫，他在這裡住一輩
世界展望會在馬利的法拉耶（Faladje）

子了，親眼見證世界展望會如何幫助當地改

計畫區2011年一共興建了6間教室、1間辦公

善生活。現在桑巴巴和3個兄弟有機會就近上

室、和幾間廁所。為了鼓勵女生上學，特別

學，而且不再擔心喝了不乾淨的水而鬧肚子

提供獎項給6年級成績最好的女生。

痛。

桑巴巴有個鄰居小朋友蘇珊（Suzane），

全球有數千萬兒童因為家貧無法上學、

今年11歲，也是世界展望會的受助童，她

沒有乾淨的飲水而染病，世界展望會透過資

說：「我很高興可以上學，因為如果不上學

助兒童計畫，幫助像桑巴巴這樣的學齡兒

的話，我只能在家洗碗、田裡拔草。」

童，即使生活在非洲的馬利這樣的國家—有
六成以上人口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仍舊可

蘇珊將來想當老師，她的雙胞胎妹妹凱

以無憂的上學去，健康獲得照顧，更有來自

薩琳（Catherine）想當醫生。有了新學校，

遠方資助人的關心及鼓勵，溫暖他們年幼的

她們姊妹倆和其他許多學生才有學習的空

心靈。

間，以及實現夢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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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世界展望會2011年也在社區裡裝
了7座抽水幫浦的深水井，雙胞胎姊妹不論在
家裡或學校都有乾淨的水喝，也不會因為染
上腹瀉、痢疾、幾內亞線蟲等疾病而缺課。

國 外 服 務

社區發展

台

灣世界展望會將台灣人民
的愛心捐款，於2011年

度，透過資助兒童計畫，幫助位
於亞洲、中東東歐、非洲及拉丁
美洲40個國家中的88個 「區域發展計畫」（簡稱計畫區，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ADP）」
裡183,670位兒童，包含其家人及社區居民則有2,592,765人受益。其中包含在中國、寮國、緬
甸、印度、斯里蘭卡、馬拉威、賴索托、衣索比亞、多明尼加9個新計畫區的種子階段。
世界展望會以兒童為促進社區改變的動力，不僅是資助童獲得生活上的改變，他們所在的
家庭及社區亦經由動員、能力建造、社區支持團體的成立、夥伴網絡的建立、地方政府的重視
等漸漸強化自身發展的能力；也藉由對兒童，尤其最弱勢者的關注、照護與支持，使社區發展
有了永續性的盼望。
以兒童為中心的每個計畫區，四項兒童福祉效益目標（Child Well-being Outcomes,
CWBOs）：完善的健康（Enjoy good health）、生活教育（Educated for life）、經歷上帝及鄰
人的愛（Experience love of God and their neighbors）及獲得照顧、保護並有參與的權力（Cared
for, protected and participating）成為各項方案執行的重心，例如：教育、水資源衛生、營養、
糧食保障、經濟發展…等。方案內容亦包括多項議題的關懷，例如：兒童保護、環保、兩性平
權、和平建造等。
藉由「與世界的兒童做朋友」募款活動，亦協助24個夥伴國家執行針對其特殊需
求所設計的發展型方案，例如：波士尼亞透過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提供以提升弱勢族群
（吉普賽）的社會地位；非洲各國則經由強化教育設施及師資、兒童教育重要性的宣
導等以提升兒童受教機會及品質；亞洲的蒙古亦協助興建蒙古包，藉提供街頭遊童家
庭穩定的住所，進而發展自立能力；中國、尼日、莫三比克等國家因水資源衛生的
挑戰，透過供水設施（水井、管道）的興建或改善，及衛生知識的灌輸，以促進
兒童及社區整體的健康及降低水傳染病發生率；查德透過合宜的嬰幼兒餵食法
及採用社區管理嚴重營養不良模式以降低5歲以
下兒童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比例；玻利維亞
的兒童健康行動方案的執行，對國家不同層
級的政府於健康政策及作法上進行倡導，期待
政府提供適合環境促進兒童健康。總計共有26
個發展型方案，受益人數達2,195,447人。

國外資助兒童計畫受助國一覽表
洲別
亞洲區
中東東歐區
非洲區
拉丁美洲區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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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中國、印度、斯里蘭卡、蒙古、菲律賓、泰國、越南、寮國、尼泊爾、印尼、緬甸、孟加拉
羅馬尼亞、波士尼亞、亞美尼亞、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加薩
剛果、賴索托、馬拉威、莫三比克、尚比亞、史瓦濟蘭、南非、盧安達、衣索比亞、迦納、獅子山共和
國、查德、馬利、尼日
玻利維亞、秘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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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統計期間：2010年10月1日~2011年9月30日

資料提供：國際事工發展處

共資助183,670名兒童

國 外 服 務

兒童也能改變世界
年16歲的奈莎（Naiza Canete）在菲律

一開始她只是團員，後來成為指導員，

賓達沃計畫區設立的「兒童和平使者」

教導菲律賓各地的孩子和平的重要。2010

社團裡，聽到大家分享被歧視的經驗時，有

年的一場兒童和平使者團的活動中，奈莎分

感而發的說： 「為什麼大家總是想不通，

享說：「當一個社區的人們彼此開始瞭解、

不分族群彼此包容遠比相互排斥對大家更

互信，這個社區就有團結，但是和平也必須

好。」。

發自我們的內心，我相信我們小孩子也有力

今

量阻止衝突與戰爭發生。穆斯林、基督徒、
奈莎居住的民答那峨布斯塔曼德

魯馬族之間有很多互相歧視的情形，基督徒

（Bustamante）地區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

叫穆斯林炸彈客，穆斯林喊基督徒小偷，魯

種族衝突時有所聞，在這樣的環境成長，讓

馬族則被認為是骯髒的族群。就是這些族群

奈莎立志成為兒童和平使者。

間的偏見，導致民答那峨島許多地方爆發戰
爭。」

奈莎在2008年加入「兒童和平使者」社
團後，她遇到穆斯林、基督徒、原住民魯馬

奈莎承認她過去對自己和上帝都沒有信

族（Lumad）的孩子，彼此分享飽受歧視的經

心：「我曾經問上帝：為什麼把我帶到這個

驗，她說：「我對他們的孤立與痛苦感同身

世界？為什麼不幫助我？」

受。」慢慢地她成為積極的和平倡導者，鼓
吹孩子們彼此瞭解。

參加這個社團後幫助她培養自信，她
說：「我知道當我向別人倡導和平的重要，
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我要向我的父母證明，
雖然我只是個孩子，也能憑著小小的力量改
變這個世界，我要他們以我為榮。我也希望
讓其他孩子感受到我所感受的事，我要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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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知道，身為兒童和平使者，可以帶來很好
的結果。」

最後她說：「我很感謝世界展望會進入
我的生命，你們讓我有堅定的信念，有生命
的動力。」

國 外 服 務

倡導改變

世

界上有一些結構性、制度上的問題導致貧
窮，並持續造成不平等、不公義、人權被剝

奪，因此，世界展望會透過倡導方案，來改變國
家的公共政策、制度、施政與態度，以打破這些
結構與制度的問題。
2011年度起台灣世界展望會在其資助的玻利
維亞，投注80,000美元的經費，對玻國政府進行
兒童健康議題重要性的倡導，預期透過廣告、電
視、廣播等傳媒工具，搭配相關訓練與講座的辦
理，教導社會大眾確保兒童健康的基本知能，並
動員社區組織與居民，喚起政府、衛生機關、社
會大眾對兒童健康議題的覺察與重視，進而達到
相關法條與福利措施的修訂。此一方案將為期5年，預計影響玻國政
府頒布改善幼兒及媽媽健康的法令及增加相關健康福利措施預算。
同時，2011年度台灣世界展望會也持續在亞太區五國：柬埔寨、
寮國、緬甸、泰國、越南，針對大湄公河區域嚴重的人口販運議題，
推動人口販運防治方案。此一方案企圖透過傳媒的活動方式，例如：
防治看板的製作與懸
防治看板的製作與懸掛，喚起政府及社會大眾對人權的重視，以降低
個人、社區及制度面對人口販運的風險，強化社區保護機制；同時也
個人
、社區及
社 區及制度
制度面
面
透過相關生命教育課程的提供和支持性團體的組成，對人口販運受害
透過
過 相關生命教育
育課
人提供直接心理復健支持及保護，幫助其恢復原身心靈健康狀態，以
人提
人提供直
供直接心
接心理復
理復健
健
期達到一個讓人口販運受害者和弱勢族群可以獲得保護和福祉的正面
期達到一
期達
達 到一
到 個讓
個 讓 人口販
人口
政策環境。
在非洲地區，為延續資助計畫的深度與廣
度，世界展望會致力於兒童基本權益的倡導
工作。在尼日塔瓦計畫區(Tahoua ADP)透過廣
播、集會宣傳等方式倡導兒童出生證明的重要
性，並協助無出生證明的資助童重新辦理出生
證明文件；在馬利法拉耶計畫區(Faladje ADP)
透過社區型營養教室，集合婦女倡導兒童營養
的重要性，並由成功案例的婦女，分享如何運
用當地食材與正確的餵食方式；在盧安達盧沙
奇計畫區(Rushaki ADP)成立兒童文化舞蹈團，
透過慶典表演、戲劇等方式，一方面向社區倡
導愛滋與和平等議題，同時也讓兒童在過程中
發揮創意與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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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 服 務

巨變之後，重見生機

去

(2011)年3月11日發生在日本的大地震重創日本東北部，不僅造成死傷慘重，人民無家可
歸，許多產業也受到影響，尤其是漁業受到的衝擊更是劇烈。

漁業是日本東北部沿岸地區的經濟命脈，在日本地震海嘯
海嘯
發生前，就有4,500人受僱於捕魚業及其他相關產業，但地震
地震
及其隨之而來的海嘯，損毀了95%的漁業生產各類設備。氣
氣
仙沼市漁會幹部熊谷博之說：「海嘯之後，地區的漁業活動
動
停擺了超過3個月。」
在世界展望會的幫助下，氣仙沼市地區的漁業活動逐
漸恢復了生機!
日本世界展望會生計產業團隊負責人望月里歐說：
「就兒童福祉而言，幫助父母有穩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藉由協助漁業
藉
藉由協助漁業
恢復運作，我們同時也幫助了兒童。」
世界展望會提供經費修復氣仙沼市漁會的冷凍設備，
可以冷凍60噸的魚、冷藏3,000噸的魚。
熊谷說：「世界展望會的幫助，讓整個產業得以重建，
並在今(2011)年11月底全面復甦。」
不只經濟上的援助，世界展望會也幫助漁會為這個產業
業
注入新生命!
在海嘯之前，漁業已漸式微。熊谷說：「年輕人不喜歡海上的工作，很多人搬到別的地方
歡海上的工作，很多人搬到別的地方
從事其他工作。需出海捕魚的漁民中，年輕人比例不斷下降。」
世界展望會協助振興漁業的計畫內容之一，還包括向青少年宣導漁業對此地區的重要性。
20

日本世界展望會緊急救援主任木內麻里子說：「把災難當成是一種轉機。世界展望會和漁
會成員一起努力為這項地區產業注入新活力。我們到高中宣廣，告訴學生漁業對地區產業的重
要，鼓勵他們加入，不要外移，一起加入活化漁業生命的工作。」
一場地震雖然帶給日本人民難以抹滅的傷痛，卻也激發出他們共同維護珍貴資產的決心。

國 外 服 務

緊急救援

在

2011年度，全球各地天災人禍頻傳。
在拉丁美洲的海地、非洲的烏干達、

北蘇丹、肯亞、衣索比亞、索馬利亞、東
剛果、尚比亞、辛巴威、賴索托、查德、
尼日及亞洲的北韓等地，因天災、乾旱、氣
候變遷、疾病及戰亂等因素，數千萬人糧食
短缺，面臨飢餓的痛苦，甚至死亡。世界展
望會在以上地區，與當地政府或聯合國糧食
計劃署合作，藉由糧食發放及營養方案的執
行，以挽救生命或改善健康。

另外無情的天災，如地震，海嘯、水
災、颱風、土石流等，在日本、薩爾瓦多、
海地、斯里蘭卡、中國、寮國、泰國、緬
甸、印尼、菲律賓、安哥拉等地奪走數萬人
的生命，也造成數百萬人無
家可歸。世界展望會除
了在第一時間展開救

在災難頻仍的地方，世界展望會籌劃災

援，發放糧食、水、

難應變及準備措施，包括設置「災難預警系

民生物資及收容災民

統」、進行防災演練、培訓救災人員、儲備

外，也持續幫助災民

緊急救援物資等。藉由提高災民的防災意

復原及重建家園及生

識，以降低災難所造成的損失。

計，同時也特別關懷
兒童的需要，設立兒童

除了突發性的災難外，在愛滋病蔓延的

關懷中心(Child Friendly

莫三比克、馬拉威、印度等地，也持續照

Space)，提供受災兒童穩

顧、宣導、預防及孤兒關顧的工作。特別值

定安全的環境，透過仔細設

得一提的是，雖然戰爭已結束，展望會在斯

計規劃過的遊戲及活動，幫

里蘭卡、阿富汗、東帝汶等戰區的重建及難

助兒童走出災難的陰霾。

民的照顧未曾停止。

2011年度國外緊急救援受益人數一覽表
計畫類別
糧食短缺
天災

國家

受益人數

海地、烏干達、北蘇丹、肯亞、東剛果、尚比亞、辛巴威、賴索托、查

4,235,413

德、尼日、北韓、衣索比亞、索馬利亞
薩爾瓦多、海地、斯里蘭卡、中國、寮國、泰國、緬甸、印尼、菲律賓、

500,169

安哥拉、日本

愛滋防治/愛滋遺孤照顧

莫三比克、馬拉威、印度

戰火兒童/戰後重建

斯里蘭卡、阿富汗、東帝汶、約旦（伊拉克難民）

總計受益人數
統計時間：2010年10月1日~2011年9月30日

10,870
30,870
4,777,322人
資料提供：國際事工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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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之旅
世界展望會帶給孩子的，不僅是
食物、是住屋、是健康，還有更多體
驗世界的機會，邀請您一起進入孩子
們的豐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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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夢想帶來大大改變
台灣兒童合唱團讓兒童找到自我
，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透過歌聲傳

經展望

遞出來的愛，常給人巨大的震撼與感

會的社工探

動。平時受到台灣資助人愛心幫助，一群來

訪了解，小

自國內偏遠地區的孩子，因為享受唱歌、喜

馨有兩個妹

歡音樂，2009年在台灣世界展望會的籌畫下

妹，原本與

成立「台灣兒童合唱團」。三年來，透過音

父母親相依

樂的薰陶，孩子們除了找到自己的興趣外，

生活，多年

更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學習如何關懷同伴、

前因著母親

彼此成長，並利用寒暑假期間進行集訓，進

酗酒後對她

一步爭取榮譽。他們平均年齡不超過11歲，

們施以拳腳，

看似一無所有的小小身軀，卻擁有最強的武

與父親發生嚴重

器—用愛感動所有的人。

衝突後離家出走，

愛

小馨便隨著父親搬到

音樂，陪伴她走過生命低谷
小馨(化名)在音樂會的後台一下子與台灣
兒童合唱團的同伴們一同嬉戲、歡笑；一下
子又像個大姊姊般的照顧比她年紀還小的小

奶奶家住。母親出走
後，小馨受到身心雙面的
挫折，生活的波瀾讓小馨開
始變得孤僻、冷漠。

小團員；上台的前一刻，她又一本正經的像
個專業歌手，凝聚精神準備蓄勢待發。

一開始，社工員注意到小馨總是不太說
話，也常一人躲在角落不與其他小朋友互

八歲的小馨來自阿里山鄒族，現今是台
灣兒童合唱團的團員之一。眼前這個活潑俏
皮又懂得完成自己本分的孩子，很難想像，
之前曾經飽受家庭暴力與父母離異壓力，總
是沒有自信、低著頭沉默的坐在角落。

動。為了能讓小馨融入團隊生活，小馨的社
工員，除了常常去家中陪小馨讀書、遊戲，
讓她漸漸習慣接受他人的關懷外，因為知道
小馨喜歡唱歌，所以社工員也積極鼓勵她參
加台灣兒童合唱團的團隊活動。

漸漸的，小馨害怕與人互動的
情況開始改善，並且開始把團隊的
榮譽視為自己的責任。有一次，小
馨在外宿的音樂冬令營集訓期間感
冒，導致喉嚨一度沒有辦法發聲，
但她仍堅持參加比賽。她說：「我
知道這樣唱歌不好聽，但是我很希
望跟大家一起上台完成比賽。」這
句話，讓長期關懷小馨的社工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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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感動，知道小馨開始願意展現出自我，而

後，除了挖掘出她對音樂、藝術潛在的天

且懂得替他人著想。

分，也讓她了解自身的優點，進而建立起自
信，「我很喜歡唱歌，也很喜歡社工老師帶

小馨藉著音樂的陪伴走過生命的低谷，

著我們一起學手工藝。」小玲因為表現優

也透過音樂的薰陶影響性格的表現。現在，

秀，有很多的機會參與對外的活動演出。她

她感受到愛，自己並不孤單，她也期許自己

也對自己有了期許，「希望有一天，我自己

未來能當一名歌手，勇敢在未來的道路上一

有能力可以讓外婆不用這麼辛苦。」

步步邁進。

未經琢磨的寶石
發掘潛藏天分 展現自信

為世界點亮光芒

無數兒童擁有音樂、繪畫、運動等方面

12歲的小玲(化名)與妹妹是一對雙胞胎，

的特殊天分，卻往往因為家庭經濟因素，讓

由於媽媽是在非婚姻的狀況下生下她們，因

孩子失去發展潛能的機會。為了鼓勵孩子們

此小玲與妹妹對於父親一無所知。年輕的媽

在困境中仍不放棄自己，台灣世界展望會從

媽無力撫養，便將兩姐妹交給外婆，不久即

早期在全台各原鄉部落成立兒童文化隊，提

離開家鄉，自求發展。從此，小玲與妹妹便

供兒童學習其傳統歌謠、文化的機會，至

跟著從事資源回收工作的外婆一起過生活。

2009年成立「台灣兒童合唱團」，尋找具音

雖然資源回收的收入微薄，小玲卻很感謝外

樂潛能的兒童，進一步培訓、發揮所長。

婆的照顧，只要一有空，她都會幫助外婆一
起收集回收物，並且不以為苦，很高興自己
能幫上忙。

台灣世界展望會聘請台北愛樂合唱團駐
團指揮悟朗為音樂藝術總監，利用寒暑假為
兒童進行特別訓練，也不定期前往各地區團

在資助人的幫助之下，小玲可以安心上

隊進行指導。除了提供專業音樂教育，也積

學，參加課業輔導、文化隊等活動。原本個

極培養兒童正確價值觀，課程內容融合樂

性內向害羞的小玲，在參加台灣兒童合唱團

理、合唱訓練、聲樂訓練及生命教育。

經過三年來的培訓，台灣兒童合唱團多
24

次為社會愛心獻唱，用歌聲撫慰關懷有需要
的人，並獲得與總統夫人周美青及知名歌手
王力宏等人合唱錄製專輯的難得機會。這一
群孩子，不只願意付出他們僅有的一份能
力，更用音樂轉變了他們自己的生命。（撰
文：楊朝涵、區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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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灣資助人陪伴走過艱辛歲月
5個計畫區完成發展目標，迎向自立新旅程
看著資助人告別的影片，
接受台灣資助人幫助超過10
年的羅馬尼亞兒童佩托妮拉
（Petronela Budeanu）流著淚、

台

灣世界展望會於1997年開始資助羅馬尼亞
伊希計畫區(Iasi ADP)時，正值共產體制結

束，工業也瓦解，失業率嚴重，許多家庭經濟陷
入困境，孩子學業無以為繼，紛紛輟學，且因糧
食不足，兒童營養不良的情況嚴重，醫療與衛生
環境更是惡化。

回憶第一次與資助人相見的情
形：「我一見到他，心裡就有

羅馬尼亞伊希計劃區見證人心的改變

一股熟悉感，畢竟他是我唯一

但經過世界展望會與社區居民14年的戮力合

的資助人，從我幼稚園開始就

作，透過資助兒童計畫及教育、健康、經濟等多

資助我，我真心謝謝他！希望

項社區發展方案，共有3,000名資助兒童直接受

我的表現沒有讓他失望，但想

益，其兄弟姊妹約5,600名兒童間接受益；600位

到計畫區已經結束工作，心裡
也有一絲難過。我希望他不
要忘記我，也希望還能保持聯
」
絡。」

小農接受訓練，成立農業發展協會、取得歐盟制
訂的資格認證，獲得生計發展。另外清寒學生獎
學金讓貧窮的孩子有機會可以就讀大學。

目前就讀大學觀光系二年級、
連續4年領取展望會獎學金的尤麗雅
連
（Iulia
Hergheligiu）說：「我初中
（
畢業班有16個同學，只有我一人唸大
畢
學，其他同學不是去外地打工賺錢，
學
就是早早結婚生小孩，因為我們的父
母供不起。上了大學讓我更有知識，視
母供
野也因此不同。畢業以後我想要回鄉服
野也
務，為改善家鄉教育盡一點力。
」
務，

雖然世界展望會已結束在
伊希計畫區的工作，但經由過
伊
去14年來，傳達給伊希居民
社區發展意識，打下良好的根
社
基。在進入轉型自立的最後2
基
年，社區已開始連結更多合作
年
夥伴，並撰寫計畫書爭取其他
夥
機構的補助經費。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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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50歲的幼稚園校長，也是科斯圖雷尼鄉(Costuleni)的社區發展協會主席
瑪麗安娜（Mariana Lupu）分享和世界展望會並肩合作的感想：「世界展望會教
我們不要放棄，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想法，就要堅持下去。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
是見證人心的改變！從一開始的一盤散沙，意見紛歧，如今每個人找到自己最合
適的位置，在團體中各自投入最擅長的事，憑著毅力堅持下去。」

就如同伊希計畫區一樣，在2011年同樣轉型自立的計畫區，還有海地顧安計
畫區(Gouin ADP)、宏都拉斯波特錫昂計畫區( Proteccion ADP)及菲律賓蘇利高計
畫區(Surigao ADP)及達沃計畫區(Davao ADP)。依照同樣的社區發展理念，世界展
望會在進入這些社區時，以凝聚社區向心力、建立社區發展共識為首要工作，並
培養社區意見領袖、建立社區組織，形成社區與
世界展望會、地方政府合作的運作方式，來共同
改善社區中教育、健康、衛生、生計等貧困社區常見的問題。

海地顧安計畫區 提升教育的質與量
1998年台灣世界展望會開始資助的海地顧安計畫區， 距
離首都太子港約211公里，是一個鄉村型社區，居民多以務農
維生。當地常發生乾旱造成糧食短缺，使得兒童營養不良的比
率高達50%；教育不普及，平均只有50%的兒童在就學年齡上
學，而就學的孩童也不是每一天都上學。
世界展望會透過教育方案，改善兒童的就學率，使得6-11
歲兒童的入學率提升至89.4%，同時也建立職業訓練中心，讓
青少年可以學習一技之長；成立兒童才藝班，幫助孩子發展他
們的才能，增強他們的自信。整體而言，已大幅提升計畫區內
教育的質與量。
目前正在就讀大學護理系的德露絲瑪(Thelusma)說出內心的感謝：「如果不是世界展望會
的幫助，我不可能有機會讀到大學。我的夢想是在家鄉成立至少一個健康中心，改變很多人因
為沒有就醫的管道而死亡的情況。」
能讓孩子獲得良好照顧、接受教育的主
要條件為穩定的家庭收入，因此世界展望
會也積極幫助社區提高農業產量，增加農民
收益。計畫區引進改良種的羊隻及種馬提高家
26

畜品質及產量，並開辦經濟作物種植、產銷課
程、小型企業經營等課程。
海地是一個經常受到颶風威脅的地區，因
此，社區也著力在風險及災害管理，透過建立
防災網絡，進行減災備災等相關應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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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都拉斯波特錫昂計畫區 改善兒童營養健康
宏都拉斯波特錫昂計畫區位於宏國西部，居民大都務農，但由於
政府無法提供完善的產銷制度，大大影響農民的生產力及生計，最明
顯的狀況即是反映在兒童營養不良及高死亡率。在計畫區開始之初，
70%的5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90%的家庭沒有乾淨的飲用水，他們收
集雨水或到附近的溪流取水；78%的家庭沒有廁所，他們需至戶外排
泄，造成傳染病的滋生。
為改善兒童健康問題，計畫區實施了糧食保障計畫，推動家庭菜
園生產多元化農產品，並教導家庭運用當地高營養價值的食材，讓兒
童營養不良比例降至30%。此外，展望會與地方政府合作下，協助建
造給水系統及儲水槽、廁所、修繕房屋，80%的家庭居住環境獲得改
善，兒童的死亡率也大幅降低。

菲律賓蘇利高及達沃計畫區 讓居民有一個安全的家
家
菲律賓蘇利高及達沃計畫區均屬於都會型的計畫區，居民面
民面
臨最大的難題是住屋問題及高失業率。即使在都會邊緣，房屋
房屋
價格仍舊高昂，多數人只能住在違章建築。而成年人的高失業
失業
率，也迫使很多孩童為了填飽肚子、幫助家人存活，需到處撿
處撿
拾塑膠瓶、廢棄金屬及可再利用的垃圾，甚至流落街頭乞討。
。
世界展望會在計畫區的工作重點即是增加受助家庭收入、
入、
改善住屋環境、發展優質教育，以改善兒童生活處境。
達沃計畫區在與社區經過11年的共同努力，已獲得了實質的改善。在教育方面，藉由提供
實質的改善。在教育方面，藉由提供
學費、學用品及制服，幫助3,078名兒童順利上學；協助25間學校改善學校設備，使約15,000
間學校改善學校設備 使約15 000
名學童受益。另外，也幫助103戶住在違章建築及危險地區的家庭興建自己的住屋。
在蘇利高計畫區，世界展望會10年來已協助3,237名資助童教育費用，另外，也提供營養
午餐、興建5所校舍、整修15所教室，提供教材書籍、購置遊樂設施等，改善教育品質，使得
小學和中學的就學率及畢業率都提高。此外，也從根本幫助家庭提高收入，透過提供各種職業
訓練，包括餐飲、食品加工、按摩、美容、編織地毯等，讓社區居民就業機會增多。
世界展望會透過資助兒童計畫，匯集資助人的愛心，在貧困的社區執行區域發展計畫(Area
Development Program)，不僅只是投入經費改善社區的硬體設施，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更是透
過社區的組織發展，讓居民建立自己的能力，其最終的目標就是讓社區能自給自足，10-15年的
發展成果，不因世界展望會的離開而終止，而是能不斷的綿延下去，並且更加的蓬勃，終結世代
貧窮的宿命，不僅讓這一代兒童，而是讓每一代的兒童都能受益。（撰文：王淑觀、卓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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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鏡頭看到改變，帶來希望
小小的雙手拿著數位相機，斗大好奇的雙眼窺視著觀景
景
窗外的世界，明明是自己土生土長的熟悉環境，換個角度，
，
「喀嚓」一聲，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

這

是2011年3月台灣世界展望會所舉辦的

有的人拍下在貧

「我的生命因你而豐盛－世界兒童攝影

困物資缺乏時

展」，邀請來自歐、亞、非、拉丁美洲等25

刻、老祖母教

個國家（包括台灣在內）、百餘名由台灣愛

導孩子用米粒

心人士所資助關懷的貧童，親手用相機拍下

來取代漿糊粘

他們的生活故事。這一群透過台灣世界展望

是
貼的智慧，或是

會「資助兒童計畫」所幫助的兒童，其中許

父親在礦區工作

多是第一次接觸相機，抱著好奇與興奮拍出

的勞苦艱辛；拍

首張處女作，並將自己平日眼中所見的生活

她一套美麗衣物的喜悅，或是
下資助人贈送她一套美麗衣物的喜悅，或是

景況，記錄下來。

天災後僅存少數的獎牌；更有拍下在各種不
同宗教中相處的和平概念。

一個鏡頭

勝過千言萬語

世界兒童攝影展實體展出近150幅攝影

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在參與兒童

作品與台灣民眾分享，透過「改變」這個角

攝影展時表示，「資助兒童計畫」讓每個人

度記錄他們生活中的點滴，更透過鏡頭，訴

都有機會參與世界上某個角落孩子的生命歷

說在貧困、艱難中成長的孩子看待世界的角

程與感動，親眼看見他們奠定基礎、有發展

度。

方向，然後一步步成長。透過攝影作品，我
們看到外面的環境歷經苦難，生命也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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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幅的照片宛如一個小小世界，孩子

常，但孩子們心底的希望，卻是可以恆常，

們雖然處在戰爭、天災、貧困等困境中，仍

資助人的愛仍是支持改變與成長的重要力

然用屬於他們特有的高度來看待這個世界。

量。

豐 盛 之 旅

愛無遠弗屆

一趟「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

展覽期間，台灣世界展望會也特別邀請14位國外
小小攝影師遠渡重洋來到台灣。來自非洲盧安達的賈
姬（Jackie Umugwaneza），首次出國旅行、首次與台
灣相遇，對於機場和高樓印象十分深刻。除了和家鄉
風情截然不同的台北讓她難忘外，心裡頭更是充滿期
待能與資助她近兩年的資助人相遇。

在她臨行
前，媽媽為她
打包了當地手
工編織的籃子，打算送給資助人禮物，賈姬自己也預
工編
備了一頂帽子當作見面禮；賈姬說，她十分感謝她的
備了
資助人，如果不是她的幫助，恐怕自己還在貧病和種
資助
族歧視的傷害中過活，「我希望能大大的擁抱她五個
族
小時(象徵很久、很久之意)，跟她親自道謝，並且要
小
告訴她，我將來也要學她一樣，能夠分享和幫助別
告
人！」賈姬說。
人
！」賈

而過去曾經重病、經世界展望會協助醫療才得以重生的尚(Jean Tshenge)，來自非洲剛果，
對於能夠健康的來到台灣覺得十分可貴。他還帶了自己所在的基哥馬(Kigoma)計畫區村民們所
買、有著剛果國土形狀的紀念品，打算送給他的資助人。

這一群天真無邪的孩子除了滿心期待藉此機會表達對台灣資助人的感謝外，更要讓全台灣
民眾認識自己所愛家鄉裡的人事物。像是來自嘉義阿里山鄉來吉部落的石璿，拍下了名聞國際
的阿里山日出之美。阿里山雖然經歷八八風災後山河變色，但他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家鄉的美
麗，並特別記錄下他的家人生活，和大家分享他對家人的愛。

一幅影像，代表孩子們想呈現的內心世界。遠遠看著這個世界或是讓距離拉近，相機裡的
zoom in、zoom out，開啟了他們的視野，也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資助兒童計畫」讓世界
需要幫助的孩子有機會發展出更多的生命潛能，也讓他們的生命因為你伸出友誼的手而豐盛！
(撰文：區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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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收支分析報告

2011年度收支表
項目

資料提供：財務處
統計期間：2010年10月01日~2011年9月30日
本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收入

3,724,960,760

支出

3,677,543,891

本期結餘(短絀)

2011年度收入分析表

收入項目
國內資助兒童捐款

569,763,969

國外資助兒童捐款

1,258,513,301

緊急救援事工捐款

1,181,667,290

發展型事工捐款

358,314,634

未指定用途捐款

50,800,223

政府方案款
政府方案本會自籌款
30

收入金額 (新台幣元)

260,287,113
20,361,960

其他收入

5,466,634

實物捐贈

19,785,636

合

計

3,724,960,760

金額 (新台幣/元)

47,416,869

回 顧 與 感 謝

2011年度支出分析表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新台幣元)

國內事工-一般支出

1,741,392,549

國外事工-一般支出

1,749,608,764

行政費支出
募款成本支出
合

計

83,326,116
103,216,462
3,677,54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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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豐盛與感謝

2010年10-12月
馬總統夫婦與資助童聚餐同樂

位名人及藝術家一同響應彩

愛心送餐募款行動，除於全

繪木鞋創作。荷蘭辦事處也

台門市設置捐款箱及DM，並

提供36只小木鞋予本會位於

邀請民眾至本會官網線上捐

茂林、霧台的八八災童進行

款，至2011年9月底共募得

彩繪。所有木鞋藝術作品並

4,978,252元，幫助貧困兒童

於11月6日至12月12日在「台

三餐獲得飽足。

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荷蘭花
園展出。木鞋公益拍賣所得

滾石30快樂天堂演唱會呼籲

全數捐入本會助學行動。

捐款助學
滾石唱片在台灣成立30

馬英九總統與夫人周美
青女士邀請資助多年的國內

年，特別舉辦「 快樂天堂-

花蓮老友同遊花博

滾石30演唱會」，並與台灣

兒童，和他們的兄弟姊妹及

張艾嘉在感恩節前夕，

世界展望會合作，在演唱會

同學，分別從全台各地到台

重返花蓮，和睽違近一年的

中播放助學影片呼籲捐款、

北總統官邸聚餐同樂。此

當地婦女及兒童一起共享感

發放捐款單張、在節目單放

外，在2011年1月開學前夕，

恩節大餐。看到其支持推動

置國內助學計畫廣告，讓聽

周美青女士南下屏東佳德谷

的「兒童送餐服務」及「婦

眾在回味每首經典歌曲的同

農場和87位來自牡丹鄉以

女培力方案」為他們所帶來

時，國內貧困學童也能尋找

及獅子鄉的學童一起聚餐同

的改變，令張艾嘉甚為欣

到屬於他們的快樂天堂。

樂，也分享新年新希望，並

喜。在2010年12月，張艾嘉

代表贈送這些學童台灣世界

偕同張小燕、鄭元暢及其愛

台灣肯德基「2010肯定是你

展望會的助學金。

子奧斯卡與這群花蓮豐濱的

搶救飢餓給予希望！」

好朋友同遊花博，花蓮婦女

台灣肯德基與台灣世界

創意彩繪荷蘭木鞋為八八災

們也特別帶來事先準備的原

展望會攜手合作，第四年舉

童助學

住民傳統美食「阿里鳳鳳」

辦「肯定是你！搶救飢餓給

與大家分享。

予希望」活動，透過門市10

台灣世界展望會、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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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艾嘉花蓮豐濱關懷行並邀

元捐並義賣「2011搶救飢

貿易暨投資辦事處與台南市
政府合作舉辦「荷蘭木鞋藝

IKEA 宜家家居「愛心送餐」

餓給予希望桌曆」，共募得

術創作公

到偏遠地區

3,543,842元，投入支持亞美

益拍賣活

IKEA宜家家居響應台灣

尼亞-糧食保障方案。桌曆內

動」，邀

世界展望會偏遠地區送餐服

的精彩畫作是由台灣世界展

請近70

務行動，自2010年10月發起

望會28個國家48個計畫區所

回 顧 與 感 謝

資助的小朋友創作中精選而

在聖誕節前夕發行「Forever

失依兒童付出的寄養家庭，

出。

X’mas 夢想禮盒」，內含單

特別於12月4日舉辦99年度

曲CD與一只橘手環。另外，

台北市績優寄養家庭表揚大

蕭亞軒等13組藝人為兒童健

好萊塢巨星傑米•福克斯

會。大會中除了表揚績優寄

康獻唱《讓每天都是聖誕節》

(Jamie Foxx)則透過影片呼籲

養家庭，亦特別頒發終身成

民眾響應，並率先捐款表達

就獎、年資鼓勵獎等項目，

支持。

藉以感謝所有寄養家庭對弱
勢兒童的無私奉獻。

誠品支持本會「兒童健康立
刻行動」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自
2009年起與本會合作兒童

為了喚起大眾對全球兒
童健康的關心，在蕭亞軒的

告別八八傷痛 禮納里(瑪家農
場)永久屋居民聖誕節歡喜迎
新生

健康立刻行動募款活動，自

歷經一年多的努力，台

2010年10月起至2011年9

灣世界展望會在聖誕夜當

月止，透過誠品全台門市設

天，為屏東瑪家農場永久屋

置零錢箱，共計募得新台幣

居民舉辦入住典禮，與各界

1,392,898元。

一同分享入住的喜悅，馬英

帶動下，包括吳建豪、徐熙

九總統也蒞臨祝賀。此外，

娣（小S）、楊謹華、張芸

99年度台北市績優寄養家庭

在居民投票通過下，為瑪家

京、房祖名等13組愛心藝

表揚大會

農場取了新名字─RINARI(禮

人共同錄製公益聖誕單曲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與台

《讓每天都是聖誕節》，並

灣世界展望會為鼓勵默默為

2011年1-3月

貧童上學去。總計募得捐款

納里)，取其廣納各種族之鄰
里的美好意義。

15,161,861元，幫助4,070名
台灣高鐵發起「高速傳愛 助

學童得以繼續就學。

學計畫」
台灣高鐵從2011年1月
到3月透過車上設置高速傳

7-ELEVEN 新春福袋給予台
灣急難家庭幫助

愛捐款信封、車站捐款箱

台 灣 世 界 展 望 會 與

等，讓全台民眾在搭乘高鐵

7-ELEVEN攜手發起「OPEN

的同時，亦能投身公益，助

你的祝福 救急不難—幫助急
難家庭過好年」活動，民眾
捐款1萬元幫助國內急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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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7-ELEVEN就加碼贈送急
難家庭「OPEN新春福袋」，

家門市同步封館半小時，讓21

共增送1,200 份福袋，讓正處

戶急難家庭成為店內的VIP，

困厄的家庭過好年。此外，

孩子們可以自由挑選過年禮

7-ELEVEN也在1月26日全台七

物，過一個快樂的新年。

回 顧 與 感 謝

資助兒童計畫代言人何潤東

會」，並有15家主要電視台

張鈞甯越南關懷之旅

網路媒體同步轉播。企業愛

愛心藝人何潤東、張鈞

心不落人後，皆主動捐款投

甯2月25日抵達越南中部廣南

入日本災後重建，響應企業

省山區的府桑計畫區，進行

如下：采醫集團、Dior 、綺

六天五夜關懷之旅，了解弱

麗珠寶暨台東紅珊瑚股份有

勢兒童的生活環境及需求，

出至7月31日。特別感謝愛心

限公司、圓神出版集團、台

並揹著相機拍下他們所見所

夥伴Canon、YAHOO！奇摩拍

積電、美商摩根大通銀行、

感的越南映象，返國後還選

賣、New Balance及台灣肯德

宏達電 、長生電力、台灣康

出精采照片參加3月份舉辦的

基贊助支持本次活動。

寧、台灣禮來 、富邦慈善基

世界兒童攝影展。

金會、7-ELEVEN 、統一星巴
送愛到日本，日本災區關懷行

克 、OK超商 、UNIQLO 、全

日本311地震重創日本東

虹通信 、鼎鼎聯合行銷、台

北，台灣世界展望會立即展

新銀行…等。台灣世界展望

開募款，參與世界展望會在

會並在5月與藝人翁倩玉、媒

日本的國際援助行動，並在

體記者前往日本災區訪視，

3月17日與中華民國電視協

關懷住在收容中心的災民及

會、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

兒童關懷中心的兒童，此行

「我的生命因你而豐盛」世

事業商業同業公會共同籌辦

亦將重慶國小師生的愛心關

界兒童攝影展在華山藝文特

「送愛到日本311賑災募款晚

懷帶到日本。

區舉辦
來自歐、亞、非、拉丁
美洲25個世界各個國家的資
助童，3月19日∼26日於全台
七個縣市展出其攝影作品，
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並於
統一星巴克全台17個門市展

2011年4-6月

5月15日為國際家庭日。
F.I.R.、吳建豪、范瑋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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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星希望–統一星巴克與
台灣世界展望會攜手助學

515國際家庭日 活力台灣 幸

建州、鄭元暢、潘瑋柏八位

統一星巴克與台灣世界

福家庭 快樂義走活動

藝人，共同代言由台灣幸福

展望會長期合作「原住星希

家庭推動聯盟、台灣

望」募款活動，今年邁入第

世界展望會主辦的

13年，在四月服務月時，同

「活力台灣 幸福家庭

時也在其全國門市推動「原

快樂義走」活動，在

住星希望」募款活動、義賣

全台七縣市義走，呼

愛心商品。今年還特別開辦

籲大家更重視家庭與

「星希望小學堂」，透過教

經營家庭關係。

導原住民母語、歌謠、舞蹈

回 顧 與 感 謝

等方式，讓一般民眾有機會

2011年7-9月

更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

威剛科技邀各國網友擊掌接力

台灣再美麗100年」為飢餓
體驗活動焦點，並共同關注

英華達「助學急時 有愛扶持」

氣候變遷及糧荒為世界所帶

幫助台東蘭嶼青年學子

來的影響。來自全台各地

關懷印度街頭遊童與非洲家庭

英華達持續關懷國內貧

15,000名飢餓勇士齊聚林口

透過威剛科技活動網

童教育參與助學行動， 2011

體育館，挑戰30小時不進食

站，將愛心訊息透過個人社

年將觸角鎖定台東、蘭嶼近

固體食物，用飢餓的力量凝

群網站分享出去，威剛科技

千名高中、大專莘莘學子。

也幫助印度孟買的街頭遊

在企業捐款、員工募款以及

童，為這些小小年紀卻無家

社會大眾捐款的支持下，總

可歸的孩子提供收容中心、

計募得新台幣 6,866,981元。

安置、教育、生活輔導等服
務；也幫助非洲的尼日整修

阿密特（張惠妹）為助學行

供水設備，讓他們有乾淨的

動拍攝公益廣告

水可飲用。
聚台灣之愛，為國內外兒童
第22屆飢餓三十代言人盧廣

投入希望。感謝聯合主辦單

仲、陳綺貞史瓦濟蘭關懷之旅

位7-ELEVEN及愛心夥伴企

第22屆飢餓三十代言人

業：金車大塚寶礦力水得、

創作歌手盧廣仲、陳綺貞，

立頓、新北市食品餐盒商業

前往非洲史瓦濟蘭，關懷飢

同業公會、新光保全&誼光

餓兒童及其家庭、社區，透

原住民名字為「古歷

保全、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過音樂跨越了種族、國界和

來•阿密特」的歌壇天后張

院、統一捷盟物流，贊助生

語言的隔閡，分享來自台灣

惠妹，除了與台灣世界展望

命糧、解飢粥及飢餓三十大

的愛心。關懷行程結束之

會合作設立「阿密特圓夢獎

會師所需資源。

後，盧廣仲表示他將會更徹

助學金」，今年7月更回到

底力行環保生活，而恰巧在

她的家鄉台東，為本會拍攝

賽德克巴萊 原住民助學行動

助學公益廣告。與阿密特合

公益合作記者會

拍廣告的資助童小恩特別興

熱門電影《賽德克•巴

奮，自彈自唱創作一首感謝

萊》響應台灣世界展望會助

曲：「感謝妳今天來到這，

學行動，將《賽德克•巴

讓我的生活不一樣，讓我的

萊》片中之戲服進行愛心義

世界更明亮......」讓阿密特驚

賣，拍賣所得全數捐予台灣

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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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度過生日的陳綺
貞表示，今年的生日很不一
樣。

第22屆飢餓三十大會師
第22屆飢餓三十飢餓勇
士大會師於2011年7月30、
31日舉辦，以「珍愛地球 讓

回 顧 與 感 謝

世界展望會助學行動。導演

澳盛銀行助學行動

打球，並代表 adidas贈送球

魏德聖以及演員共同召開公

澳盛銀行與台灣世界展

衣、球鞋給這些小球員。在

益合作記者會，呼籲幫助原

望會合作舉辦「歡樂學園•

未來3年內，adidas將捐贈兩

住民貧困學子上學。感謝果

快樂上學去—愛心助學嘉年

百萬元的球衣、球鞋給八八

子電影有限公司、中影電影

華」公益募款活動，為大台

災區的兒童，鼓勵孩子發揮

股份有限公司、Vizio Inc.、

北與大高雄地區弱勢學子募

他們的運動秉賦。羅斯也提

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款助學；長期資助台灣世界

供親筆簽名球鞋在Yahoo!奇

Yahoo!奇摩拍賣、遠流出版

展望會兒童的藝人哈林也受

摩拍賣進行公益競標，所得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輝盟國

邀擔任公益大使，為都市地

全數投入台灣世界展望會

際股份有限公司愛心響應。

區弱勢學子發聲。本年度透

「投資豐盛生命」計畫。

過企業與員工愛心捐款、大
世界展望會亞洲論壇首度在台

眾募款、助學嘉年華活動，

周美青、王力宏首次合作，

舉辦，為亞洲兒童勾畫新願景

共募得180餘萬元，將投入大

為東非及台灣兒童錄唱

台北及大高雄地區高中職學
子之助學金。

由於東非三國肯亞、衣
索比亞、索馬利亞經歷六十
年來最嚴重糧荒，為呼籲台

NBA球星羅斯與八八水災受

灣民眾投入關懷東非飢餓兒

災區孩童尬球，代表adidas贈

童及台灣貧困兒童，總統夫

球鞋、球衣

人周美青女士首次進錄音

NBA球星羅斯（Derrick

室，和愛心藝人王力宏及台

Rose）8月28日來台與高雄市

灣兒童合唱團合唱錄製〈手

那瑪夏區布農族小球員一起

牽手〉一曲，該歌曲已收錄

世界展望會2011年亞洲

在台灣世界展望會2011年11

論壇(Asia Forum)於8月23~25

月發行的《Famine No More─

日首度在台灣舉辦。會中特

救援東非•關懷台灣》音樂

別邀請身為台灣世界展望會

專輯。

資助人的馬英九總統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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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親身參與愛心經驗分享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長期關懷

中華民國在亞洲的新角色。

東區助學及育樂教室

而世界展望會國際總裁任開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今年

文(Kevin Jenkins)與來自全

捐款新台幣1,353,719元，持

球30國世界展望會領袖共同

續提供東區3間育樂教室(璞

討論未來十年亞太地區兒童

石、古楓、樂合)在硬體及課

關懷工作之方向及願景，同

程相關的經費、贊助45名兒

時邀請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執

童助學金，並於2011年11月

行董事汪慧玲、台灣康寧董

19日進行年度參訪行程，深

事長余智敦(Alan T. Eusden)

入了解當地狀況及關懷當地

分享與展望會的長期夥伴關

兒童需求。

係。

台灣世界展望會董事會董事暨監察人
董事長 / 龔天行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 伊慶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董

事 / 余漢儀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董

事 / 林思伶

輔仁大學學術副校長

董

事 / 周聯華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董事長

董

事 / 徐光宇

台灣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

事 / 黃台芬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董

事 / 童春發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董

事 / 曾建次

天主教花蓮教區輔理主教

董

事 / 鄒開蓮

雅虎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董

事 / 戴克

世界展望會東亞洲區領導人

監察人 / 徐顯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中心教授

監察人 / 黃文宏

恆諾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監察人 / 黃敏靈

迦美神經內科及預防醫學診所院長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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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