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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中穩固的盼望
後疫情時代，從全球經濟、社會、自然環境，到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工作
型態與消費方式，都在適應各種「新常態」。當您我試著擁抱改變，許多弱勢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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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臨複雜多樣的需要：糧價高漲使家庭買不起食物，學校停課加劇童工和童婚現

國內服務工作

象，飢餓、暴力衝突，成為這些孩子的「新常態」。
當脆弱地區和家庭因疫情更脆弱，我們明白此刻必須加快腳步，使孩子迫切的

12

需求可以即時得到回應。正如我們於全台三級警戒期間發起「遠距學習計畫」，為

國際服務工作

缺乏電腦、在家上課不便的孩子募集數位設備，並著手規劃數位素養方案，讓孩子
不只獲得電腦，也懂得如何運用電腦增進學習。因為展望會的服務工作不僅是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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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努力促成兒童生命、家庭景況、社區發展的全面轉變。

年度收支報告
在推動轉變的過程，謝謝您及每位資助人、捐款人的持續參與，台灣世界展望
會才能進到最脆弱的角落，陪伴孩子跨越一關關的挑戰，迎來生命的燦爛。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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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看見許多年輕朋友選擇透過展望會，開始關懷國內外兒童，在自己的需要之

回顧與感謝

外，扶持更需要幫助的人們，為台灣社會增添溫暖。
去年，台灣世界展望會開始強化團隊的敏捷力和數位能力，從聚焦我們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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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展望

兒童的需求開始，調整組織前進的步伐，期望在快速變動的時代，提供受助者和資
助人更適切的服務。例如藉由數位科技，我們有機會與南蘇丹古雷營養中心（Gurei
Nutrition Center）的受益婦女線上對談，使捐款人得以透過她的分享，聽見展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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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暨監察人介紹

如何協助一度營養不良、生命垂危的孩子，找回健康活力。即使相隔近萬里，那位
南蘇丹媽媽語氣裡的喜悅，仍使身處台灣的我們感動萬分。
每位資助人及捐款人的信任與託付，都是驅動台灣世界展望會堅定向前的動力。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當世界看似
動盪，您我攜手為弱勢兒童許下的承諾，將是孩子生命中穩固的盼望！

在快速變動的時代，持守對最弱勢兒童的承諾並非易事。

台灣世界展望會 董事長

然而，因著您的慷慨付出，許多困乏的孩子迎向豐盛、
無助的家庭遇見希望，黑暗中的生命，開始綻放光亮。
謝謝您，陪著台灣世界展望會一起走過 2021。
期盼新的一年，我們繼續攜手陪伴更多兒童，擁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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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

會長分享

見證生命最美的模樣
生命最美的模樣，就是當自己還在找尋出口、還有不足的時刻，仍願意拉身後的
人一把，好讓彼此都能往前邁進。這一年，我在台灣世界展望會資助人、捐款人和同
仁身上，看見這般美好的模樣。
全球經濟遭疫情衝擊，台灣也於去年 5 月一度進入三級警戒，各行各業都受到影
響。我們接到許多資助人來電說明因為失業或工作變動，只好暫停資助，語氣裡滿是
抱歉；當中有些資助人找到工作後，主動聯繫表達想恢復資助，因為他們實在看重與
資助童之間生命的承諾。這份承諾，帶給展望會全體同仁很大的支持力量。
與此同時，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工員在疫情嚴峻時刻，仍想方設法把物資送進需要
的家庭，無論是維持生活所需的白米和罐頭，或是能在家上課的筆電、平板等數位工
具，社工員冒著健康風險，努力照顧每一位孩子，使他們可以吃飽和學習。而在國外，
透過台灣民眾的愛心捐款，展望會投入印度疫情、阿富汗危機、委內瑞拉難民潮等救
援行動，前線工作人員更是在危急之中，仍致力保護兒童，甚至不幸因此喪命。

“

透過兒童資助計畫、發展型計畫與緊急救援計畫，

44,850 名國內兒童獲得穩定的支持與幫助，
411,705 人次的孩子及其家人獲得愛心協助
2021 年，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我在展望會同仁的付出中，看見

”

這份捨己的愛；我也在每位資助人和捐款人的行動中，看見台灣社會扶持彼此的愛。
在一場聖誕餐會裡，我遇到一位曾是展望會陪伴的視障青年，從小由阿嬤做資源

兒童資助計畫

回收的微薄收入，獨力撫養他長大，卻在高中罹患急性青光眼，一夕間失去視力。但

1,014,484,555 元（70.9%）

他感謝展望會一路關懷，讓他沒有倒下，也有了自己的家庭。這位青年分享，現在他
和女兒看到路旁做資源回收的人，總會買杯飲料給對方，因為他始終記得，童年同樣

政府方案款

有人為做資源回收的阿嬤送上一杯熱飲。

247,817,618 元（17.3%）

即使在黑暗中，青年仍為自己的生命找到出口，也開始拉著身後更需要的人。我
想，這就是世界展望會服務的價值：陪孩子從低谷挫敗中，重新站立，有能力拉著其
他人前進。謝謝每位支持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朋友，是您們與我們一同成就，無數生命
最美好的模樣。

2021國內事工
經費總支出
1,430,121,308 元

緊急救援計畫
76,045,729 元（5.4%）

發展型計畫
50,738,810 元（3.6%）

國內事工間接成本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會長

27,632,048 元（1.9%）

實物捐贈支出
13,402,548 元（0.9%）

2

統計期間：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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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服務據點

基隆
北區辦事處

教育支持
247,646
共

人次受益

台北
總會

板橋
桃園

新店

總會
新竹

4 個辦事處

（化名）身穿新制服，與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工員分享喜訊。

五尖

57 個服務據點（含工作站

宜蘭

）

29 個資助型服務中心

苗栗

28 個綜合型服務中心

苗濱

「謝謝資助人和社工老師，我考上國立高職了！」阿星

復興

阿星的爸爸已屆七旬，家中經濟大多仰賴社福資源。由於國
中成績不佳，阿星一度對未來感到迷惘。當時社工員陪著他
思考生涯規劃，更見證他錄取國立高職美顏技術科的雀躍。
「我很喜歡現在學的東西，」阿星分享，第一學期要買的教

8 個政府合作案服務中心

材較多，「展望會每學期 7,500 元的助學金，剛好補足這塊

豐原

113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中心

北彰

新北市家處
台北市家處

南彰

新北市兒少服務中心

花蓮

埔里

南投

鳳林

水里

雲林

需要。」相信這份助學關懷，未來仍會陪伴阿星實現夢想！

東區辦事處

霧社

台中

台北市兒少服務中心
復興兒少服務中心

秀林

和平
中區辦事處

中濱

台北家庭寄養服務中心

信義

花蓮中心（政府案）

雲濱

4 個學生中心

嘉義

19 個青少年發展中心

阿里山

助學金補助

嘉濱
那瑪夏

新營

關山

六龜

澎湖

台南

旗山

課後照顧

72,293

人次

成功

桃源

課後輔導

86,031

玉里

人次

每學期提供資助童定額助學金，協助家庭支付孩子的學雜費、

提供個別或團體課輔，以增進孩子的學習動機與成效。另辦

學用品等教育開銷，使兒少能穩定成長與就學。

理團體課後照顧或陪讀，結合特色才藝或數位學習等活動，
使孩子放學不用獨自在家或在外遊蕩，能在安全空間裡學習

禮納里

岡山

與發展。

台東

屏北
南區辦事處
七美

學生中心

高雄

17,029

金崙
屏南

蘭嶼
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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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預備

72,293

人次

人次

為偏遠地區離鄉就學的兒少提供宿舍，由社工員及生活輔導

透過親子共學或動、靜態遊戲等方式，提升學齡前兒童之主

員 24 小時輪值陪伴，使青少年不再因求學路途遙遠而影響

要照顧者的教養觀念與技巧，增進親子互動，也促進幼兒身

學習，也能在團體生活中增進人際互動，並於生涯探索方案

心發展。並協助發展遲緩兒童連結早療服務，增進孩子的心

中認識自己、勾勒未來，為自立生活做好準備。

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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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
121,983
共

國內服務

兒少暨全人發展
77,958

人次受益

共

人次受益

自從爸爸罹患癌症，小云（化名）一家就失去主要生計

小萱（化名）從國中起參加展望會青少年培力方案，學

來源，只能仰賴社福補助和醫療保險金過活。台灣世界展望

習水電維修。一開始，害羞的她遇到不懂的地方總怯於發

會社工員為小云和姊姊申請送餐服務，希望讓姊妹倆吃得健

問，經過社工員持續鼓勵，現在小萱不僅能主動發問，更成

康些，也減輕家中開銷。社工員陪著小云一家人到超市選

為水電班的小老師，協助其他學員完成正確的配電配線。

購食材，同時分享飲食健康觀念，讓小云和媽媽明白如何

「學會水電技術，不只可以幫家裡修管線、換燈管，還能幫

挑選對身體有益的食材。小云的媽媽表示，現在她知道要選

鄰居維修，很有成就感！」目前高一的小萱，分享寒暑假參

100% 生乳的牛奶，也盡量不買有防腐劑的食物，「希望兩

與社區居家修繕志工服務的經驗，擁有一技之長，讓她對未

個女兒都能健康長大。」

來更有信心。

兒少關懷服務中心

醫療補助

41,001

1,801

人次

人次

為因傷病、突發意外導致經濟困難且面臨生存困境的兒童和家庭，提供每月 1,500 至 5,000 元不等的醫療補助，除穩定其就醫和

針對偏遠或公共建設缺乏的地區，設置下列三種服務據點，協助建構在地照顧網絡：

生活，亦減輕弱勢家庭面對生活中危機事件的焦慮和經濟壓力。

數位學習教室：結合教育、健康或休閒等素養學習，增進學童的數位工具使用及資訊辨識能力。
青少年發展中心：裝備青少年生涯規劃的知識與技能，協助其預備升學和自立生活。

衛生教育

87,268

社區 / 部落廚房：培力家長及當地居民增進烹調專業，為兒少提供穩定餐食。

送餐服務
人次

32,914

人次

綜合才藝學習

文化知能培養

19,821

17,136

針對服務家庭提供一般性的衛教宣導、保健教育、健康檢查

與在地友善店家、部落廚房合作，為營養不均衡、缺乏穩定

及早期篩檢，亦針對如新冠肺炎等特殊傳染疾病，進行衛教

餐食、或家長未能順利發揮照顧功能的弱勢兒少提供餐點或

宣導及發放防疫物資，以降低疾病的發生率。同時透過健康

補給品，補充孩子成長所需的營養素，使其 BMI 值能達該

舉辦繪畫、烏克麗麗、跆拳道等才藝課程，提供弱勢兒少多

結合社區據點或教會，舉辦族語、傳統歌謠、舞蹈或手工藝技

教室方案，為孩子及家庭舉辦體能體位、均衡飲食或營養補

年齡正常範圍。同時提供烹飪安全與衛生、加工食品與原型

元學習機會，協助孩子發展潛能與專長，也充實休閒生活，

法等課程與營會，帶領兒少認識和發揚在地特有藝術文化，並

充等系列講座，或連結家務指導人員為受助家庭提供家務整

食物、產品包裝成分及保存資訊辨識等宣導，強化孩子及其

同時透過團體課程，拓展正向同儕關係與互動模式，建構兒

連結地方資源，提供孩子安全學習的場域。亦舉辦文化成長班

理技巧，改善孩子的生活環境，以利兒少健全發展。

家人的飲食教育知能。

少健康自我形象及自我肯定能力。

或尋根之旅，邀請文化工作者分享或實地踏查部落據點，增進

人次

人次

孩子對自我族群文化的理解與認同，以及對其他文化的包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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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

災害救助與家庭援助
11,594
共

人次受益

國三的小齊（化名）和爸媽、姊姊四人住在親戚的老屋，
家中客廳就是臥室，好幾盞燈具年久失修，灰暗燈光讓小齊
和姊姊很難在家專心複習功課。台灣世界展望會協助小齊家
更換 LED 燈，提供姊弟倆燈光充足的讀書環境。當水電行
老闆安裝燈具時，小齊主動跟著學安裝方法，「下次家裡的
燈壞掉，我就知道怎麼修了！」

新冠肺炎疫情回應

9,450

人次

居家環境改善

共
協助服務家庭進行居家修繕，如更換水電管線、汰換耗能家

2021 年 5 月台灣疫情升溫，本會社工員第一時間全面啟動電

電、修補屋頂、更換老舊傢俱，以及房間、廚房、浴室改造

話訪視，了解弱勢兒少及其家庭的需要，提供急難救助、防疫

等，並搭配用電安全等知識宣導，提升弱勢家庭居住品質，

衛教資訊和線上學習資源等。並依據疫情變化，分階段發放紓

促進兒少及其家人生活的安全與健康。

困援助金，提供服務家庭最即時的幫助。
當全國學校因防疫停課，改為居家線上學習時，本會服務近半
數孩子沒有個人可使用的數位設備，影響其教育權益。因此連
結企業資源提供平板、筆電等數位學習設備，同時建置兒少遠
距數位學習資源資料庫，使弱勢孩子遠距學習不中斷。

社區防減災宣導

2,144

兒少保護教育

人次受益
社工員在定期關懷訪視兒少的同時，會依據各項檢視指標，
評估孩子生活照顧上可能的疏忽情境與居住風險，進而推動
兒少保護教育，強化孩子的自我保護意識、學習自我保護方

就讀高中二年級的小燕（化名）和媽媽、哥哥同住，媽

法與尊重他人生命安全，降低發生兒保事件的風險。台灣三

媽患有癌症，僅能從事臨時工賺取微薄收入，小燕也會利用

級警戒期間，也製作兒少網路安全宣導教材，讓長時間使用

假日打工補貼家用。青春期的她和同儕一樣，常透過網路和

網路在家學習的孩子，能增進網路安全相關知識。

朋友互動與認識新朋友，透過展望會舉辦的兒少保護教育宣
導活動，小燕學會如何在網路世界保護自己，並與朋友建立
人次

辦理兒童及社區防減災宣導講座，讓經濟弱勢家庭和孩子能
各項實體方案亦改為遠距進行，透過線上親子方案，緩解家長

學習火災逃生、天然災害因應、節能減碳等科普知識，強化

因長時間陪伴孩子的親職壓力。隨著疫情趨緩，社工員除媒合

其防減災意識與能力。並推動自主防災社區據點，在易受災

資源、拓展家庭生計機會，也持續線上訪視、進行疫苗注射衛

且公部門較難深入的社區或部落，培力居民制定防災地圖與

教與兒少保護宣導，陪伴服務家庭適應疫情後的新常態。

災害應變計畫，充實社區回應天災的自主能力。

8

兒少保護
38,638

正向互動，遠離可能傷害自己的危險情境，「以後在網路上
和別人聊天會特別注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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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服務

家庭發展暨社區培力
39
4,611
290
推動
共

政府合作方案
250,971

項培力專案

人次、逾

共

人次受益

戶家庭受益

兒童少年暨婦女保護熱線（113 保護專線）

104,599

自從先生過世後，小秋（化名）獨力照顧一對兒女和年
邁的婆婆，為了拓展家庭生計，小秋加入都蘭手作培力專

通有效諮詢電話量

提供全國有關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老人與身心障礙保護案件之通報、緊急救援、諮詢及轉介服務。

案，學習編織。身為排灣族，小秋只曾看過母親用鉤針編織，
自己從未做過，她從左右手不知如何使用鉤針棒的初學者，

兒童及少年寄養服務
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委由親屬照顧服務

一點一滴學習與累積，進而發掘自身對編織的潛能與興趣。
現在小秋已學會多種編織法，她的作品也是編織班最細緻

2,548

人次

的，「小時候看著媽媽編織，沒想到現在我也能獨立完成編

為協助因家庭變故或遭受身心迫害、暫無法居住在原生家庭的兒少，本會於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屏東縣辦理寄養

織作品。」小秋期待運用這項手藝，陪伴孩子們平安長大。

安置服務，亦於新北市、台中縣、屏東縣、花蓮縣提供親屬安置服務。同時提供家庭訪視、個別或團體輔導、個案研討、早期療育、
陪同出庭等服務，與寄養家庭一起關懷失依孩童。

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服務
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服務

38,931

人次

於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屏東縣及花蓮縣承接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追蹤輔導與家庭處遇服務，透過家庭訪視、
電話會談、家庭扶助及福利服務、寄養家庭訪視、安置機構訪視，協助受虐或被疏忽的孩子獲得應有照顧，避免再次受暴。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本會服務家庭的經濟收入，造成家庭生活困乏。本會連結在地資源，培力家長發展技能，並建立支
持團體，協助經濟弱勢家庭穩定生活，逐步拓展收入機會。

縣承接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民國 110 年配合修正名稱為家庭增能服務），協助有兒少照顧風險的家庭，提升親職功能與親子關係、

新北市 烏來珠蔥

南投縣 武界雞隻養殖

高雄市 旗山縫紉

花蓮縣 卓溪生態旅遊 2.0

新竹縣 尖石水蜜桃

南投縣 埔里筊白筍

高雄市 美濃小番茄

花蓮縣 紅葉家事清潔

新竹縣 五尖雜糧

南投縣 信義雙龍蔬菜

宜蘭縣 大同農產加工

台東縣 都蘭婦女手作

新竹縣 新竹手工藝

雲林縣 雲林居家清潔

宜蘭縣 南澳蝸牛養殖

台東縣 成功食品加工

台中市 和平甜柿

嘉義縣 嘉義縫紉

宜蘭縣 宜蘭原鄉農作

台東縣 美肌保養品原物料

台中市 東勢木製品

嘉義縣 嘉義縫紉二

花蓮縣 崇德疫起加油

台東縣 太麻里兒童食堂

台中市 豐原居家清潔

嘉義縣 嘉濱雜糧

花蓮縣 花市媽媽廚房

台東縣 蘭嶼手工皂

台中市 大甲藺編

嘉義縣 嘉濱竹編

花蓮縣 吉安烘焙 2.0

台東縣 蘭嶼涼台上織女

台中市 沙鹿糕餅

嘉義縣 阿里山鄉蔬菜加工

花蓮縣 烏豐田食品加工（水餃）

台東縣 蘭嶼烘焙

高雄市 岡山清潔

人次

為因應政府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本會於台北市、新北市、南投縣、彰化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

2021 國內社區培力專案

台中市 台中居家清潔

20,106

脆弱家庭多元服務
家庭增能服務

花蓮縣 春日無毒米

強化兒少自我保護能力，陪伴家庭健全成長。

其他政府合作方案

39,656

人次

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輔導方案

花蓮縣少年社區服務據點

未成年性侵害行為人服務計畫

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與提升兒少參與公共事務

兒少拒毒預防個案輔導及家長親職教育計畫

高雄市單親家庭服務據點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建構福利台東─台東縣政府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計畫蘭嶼工作站

花蓮縣、台東縣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勞動部弱勢青少年職涯準備計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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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台灣世界展望會協助

國際服務

85 個社區、

國際
服務據點

3,359,194 人次兒童及居民邁向永續發展，
脆弱地區 11,732,554 人次獲得糧食等緊

”

急援助。

2021 國際事工
經費總支出
1,995,359,623 元

兒童資助計畫

1,149,156,709 元（57.6%）

緊急救援計畫

577,315,692 元（28.9%）

發展型計畫

103,864,822 元（5.2%）

實物捐贈

100,530,000 元（5.0%）

社區希望計畫

43,378,650 元（2.2%）

國際事工間接成本

21,113,750 元（1.1%）

統計期間：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
12

元

拉丁美洲

中東 / 東歐

非洲

亞洲

玻利維亞

衣索比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

坦尚尼亞

亞美尼亞

阿富汗

柬埔寨

尼泊爾

瓜地馬拉

烏干達

馬利

安哥拉

波士尼亞

伊拉克

中國

斯里蘭卡

宏都拉斯

賴索托

尼日

索馬利亞

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

緬甸

寮國

海地

莫三比克

獅子山共和國

肯亞

羅馬尼亞

越南

蒙古

尼加拉瓜

馬拉威

查德

茅利塔尼亞

黎巴嫩

孟加拉

祕魯

史瓦帝尼

蘇丹

迦納

葉門

印尼

薩爾瓦多

尚比亞

南蘇丹

中非共和國

敘利亞

印度

委內瑞拉
13

2021年度報告 Annual Report 2021

教育
652,340
約

國際服務

營養與健康
1,171,925

人次受益

約

人次受益

9 歲的坎哈（Kanha）分享她加入柬埔寨奇坤計畫區閱讀營之前，父母

在寮國帕歐社區，22 歲的喜安菲（Siamphai）從懷孕期間就開始煩惱如

並不重視孩子的教育，「爸媽覺得幫忙家務比讀書更重要。」世界展望會與

何養育孩子，「這是我的第一胎，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才能讓孩子安全、

地方政府及社區夥伴合作，培力社區閱讀推動員、提供 600 本故事書，並於

健康長大。」世界展望會培訓的健康志工定期拜訪喜安菲，提醒她要完成四

閱讀營舉辦識字歌曲、講故事、繪本創作等活動，同時向家長說明閱讀和教

次產檢，也教她在孕期該怎麼吃、如何放鬆心情，讓寶寶健康發育。

育的重要，強化計畫區的閱讀風氣。
產後，喜安菲帶孩子定期接種疫苗，也依循健康志工的建議，親餵母乳
現在，坎哈的媽媽很高興看到女兒的閱讀能力變好，「即使學校在疫情

和預備營養的副食品。「我的孩子從未生病發燒，也沒有營養不良，」喜安

期間關閉，坎哈仍能繼續學習，我也會幫助她讀書。」坎哈非常積極參加閱

種子教師培訓

讀營，也在營會裡學到個人衛生、兒童保護等生活知識，「我會努力學習，
作一名優秀的學生，希望將來可以成為其他孩子、我的家人和整個社區的榜
樣！」

菲高興地說，「他的身高體重都符合健康標準！」此外，健康志工還教她要
喝煮過的開水來預防疾病，「以前我們家不會喝煮過的水，所以常拉肚子或
生病，現在我們很少腹瀉了。」

培訓社區健康志工

針對教育單位相關人員和學校教師進

由健康志工定期家訪孕婦和有新生兒

行培訓，使教育從業人員能實施以學

的家長，傳遞孕期照護、嬰幼兒餵養、

生為焦點的教學方式，確保教學內容

疫苗接種等知識。

符合各年齡層學童的需要。

模範媽媽營養教室
提升學童閱讀
培力社區裡善於照顧孩子的媽媽，使
培力社區閱讀推動員、成立閱讀營並

她們能與其他媽媽分享營養和育兒知

舉辦促進閱讀的活動，同時與社區夥

識，藉由同儕力量增進兒童健康。

伴合作，發展當地語言的閱讀材料，
也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參加，提升社
區整體的閱讀習慣。

急性營養不良治療
針對因營養不良而過瘦的孩子，提供

居家學習材料提供

營養餐等及時治療措施，使孩子有機
會恢復健康。

2021 年，全球許多國家仍受新冠肺炎
第二波和第三波疫情影響，學校被迫
關閉。世界展望會提供學習包，讓缺

推動健康與防疫宣導

乏遠距學習資源的孩子，仍能繼續受
教育。

與在地信仰領袖合作，舉辦健康與防
疫宣導活動，增進居民們的健康知識，
減少疾病傳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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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服務

水資源暨衛生
506,672
約

兒童保護
714,634

人次受益

約

人次受益

在馬拉威坎培薩社區，迪內絲（Dinesi）是兩個男孩的母親，也是村莊

班傑明．恩佐卡（Benjamin Njoka）是馬拉威奇蒙佐村（Chimonjo）兒

唯一一所幼兒園的園長。由於村莊缺乏乾淨水源，幼兒園也只有一間用茅草

保委員會的主席，當他接到一位 14 歲女孩險遭性侵的通報，且聽說村莊酋

和土牆搭成的廁所，迪內絲說，每逢雨季幼兒園就得關閉，「因為廁所很潮

長想大事化小，他馬上介入處理。「這位女孩外出取水時，遇到同村一位

濕，又沒有水可以洗手，許多孩子因此常生病，我不希望這裡變成孩子們的

17 歲的少年，原本少年說可以護送女孩取水後回家，但在回程路上，少年

死亡陷阱。」

突然攻擊女孩，幸好路人經過救了她。」

透過世界展望會的水資源培訓，迪內絲認識了「窄口式廁所」，「這種
廁所持久耐用，而且對環境友善，不會產生臭味。」迪內絲興奮地說，她決

70 美元的罰款就好，但我和兒保委員會成員們受過世界展望會的培訓，知
道少年必須面對司法正義。」班傑明很高興能與政府兒保工作者及警察一起

透過公民倡議與培訓，提升社區對兒

從探勘初期就與社區居民密切討論，

處理這次事件，「有他們支持兒保委員會的行動，能讓社區更明白兒童保護

虐、童工、童婚等兒童保護議題的重

針對每個社區不同的需求和環境，因

的重要。」

視，並協助社區建立或強化兒保事件

定和展望會合作，在幼兒園蓋一間窄口式廁所，「希望將來，孩子們不再因
為水或衛生環境而生病。」

發展社區兒保機制

班傑明將這名少年帶到警察局，現在他已被起訴，「酋長本想判少年付

興建供水及衛生設備

地制宜興建幫浦水井、太陽能抽水井、

的通報及轉介機制，逐步打造社區成

水塔等供水設施，以及家戶或公用廁

為孩子能安心長大的環境。

所，提供基礎供水及衛生設備。

培力兒童社團
組織社區水資源
管理委員會
協助社區建立水資源管理委員會，負
責供水及衛生設備的維護和修繕，強
化社區的自主管理能力，達到永續經

與學校、社區或當地政府的教育單位
合作成立兒童社團，讓孩子在其中學
習兒童權利知識，明白如何保護自己、
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營的目標。

歡慶家庭
衛生觀念倡導
透過同儕小組及培訓課程，鼓勵家長

16

持續培訓社區居民養成良好衛生習慣，

採取正向的教養模式，避免體罰等不

包括勤洗手、避免露天便溺、社區垃圾

當方式，讓孩子在充滿愛與安全的環

集中處理等，逐步改善當地衛生環境。

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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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服務

生計與韌力
572,096
約

緊急救援
44

人次受益

執行

項人道救援計畫，共

11,732,554

奧雲澤澤（Oyuntsetseg）和丈夫、兩個孩子住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她

2021 年，全球社會與經濟仍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日

一直想為家裡多存些錢，但家中生計全靠丈夫擔任卡車司機的收入，每到冬季

益劇烈的極端氣候，更加重各國對乾淨飲水、可耕種土地等

又因寒冷無法開車，生活總是左支右絀。透過社區希望計畫的服務工作，奧雲

自然資源的需求，甚至為爭奪有限資源而爆發武裝衝突，許

澤澤加入儲蓄團體，學習理財知識，並在定期聚會中慢慢存錢，「對於每個月

多兒童及人民被迫流離失所，或遭遇糧食短缺、面臨飢餓。

收入不多的我們家來說，儲蓄團體分享的知識真的很有用。」
奧雲澤澤也加入展望會的職業縫紉培訓課程，學會成衣縫製技術，工作人

協助赤貧家庭
改善生計

員協助奧雲澤澤及三位婦女承接服飾品牌的代工，她開始靠著自己的力量，為

為貧窮線下（每人每日生活費低於 1.9

家庭增添收入。「以前我沒有一技之長、沒有朋友，」奧雲澤澤說，現在她可

美元）的家庭提供農務或畜牧設備，

以為孩子買營養品，增強他們的免疫力，「我還為兒子買了一輛自行車，他非

以及牛、羊、雞、豬等家畜家禽，輔

常開心！」

以農耕或畜牧培訓，幫助最弱勢家庭

人次受益

糧食援助

2,817,071

在海地、剛果、坦尚尼亞、蘇丹、南蘇丹、緬甸、安哥拉、
台灣世界展望會持續與聯合國各組織及當地政府合作，
進行下列服務工作，也針對兒童保護、教育和生計提供適切
援助。

中非共和國、烏干達、伊拉克、阿富汗、肯亞、查德等面臨
武裝衝突和蝗災、乾旱等天災頻繁地區，透過糧食發放、提
供糧食券或現金等方式，為兒童及人民提供維生所需的食物。

健康與營養

172,744

開始建立生計。

建立儲蓄團體

人次

人次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索馬利亞等地，為急性營養不
良的孩子提供即時治療與營養補充，改善脆弱兒童健康與營

定期聚集社區居民，分享理財和儲蓄

養狀況。

知識，並藉由同儕力量讓居民養成儲
蓄習慣。團體存下的公基金除可借貸
給成員，也能幫助社區其他急難家庭。

強化社區產銷能力
為社區居民開辦生計訓練和產銷課程，
並協助居民組成農會、商會等團體，增

水資源暨衛生

85,730

人次

在蘇丹、阿富汗、衣索比亞等地區，提供難民營或社區供水
及衛生設施，並發放牙刷、肥皂等衛生用品，使居住條件不
佳的孩子及家庭，能擁有基本飲水和衛生環境。

進整體社區對市場議價和銷售的能力。

培力社區
對抗氣候變遷
發展保育性農業和再生農法，復育環境

18

緊急回應

8,656,029

人次

同時增進地利，使農民能兼顧環保和生

2021 年針對葉門人道危機、委內瑞拉難民危機、東非飢荒、

計。同時推動防減災訓練，讓社區知道

阿富汗糧荒、緬甸政變、海地強震、印度與尼泊爾第二波疫

天災發生時如何應變。

情等緊急狀態，提供第一時間人道救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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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收支表

3,834,290,787 元，
支出 3,666,947,677 元 ，
本期結餘（短絀）167,343,110 元 。
收入

2021 年度
收入分析表
3,834,290,787 元

”

國內兒童資助捐款

1,114,801,452 元（29.1%）

國外兒童資助捐款

1,428,740,507 元（37.3%）

緊急救援事工捐款

709,815,424 元（18.5%）

政府方案款

240,342,045 元（6.3%）

發展型事工捐款
實物捐贈

175,170,006 元（4.6%）

115,132,767 元（3.0%）

政府方案本會自籌款
未指定用途捐款

在異鄉找回溫飽

其他收入

23,425,979 元（0.6%）

21,511,754 元（0.5%）

5,350,853 元（0.1%）

小學二年級的亞歷（Alejandro）喜歡通心麵煎餅和牛奶，每到用餐時間，他總是家中第一個坐到餐桌前的人——
只是這張餐桌不在家裡，而在距離亞歷家鄉 250 多公里的供餐站。幾個月前，亞歷的爸爸喬尼（Johnny）帶著全家從
委內瑞拉瓜里科州搬到米蘭達州，只為尋求較穩定的生活。
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豐富的石油資源，曾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國家。2014 年全球油價暴跌，委內瑞拉出口收益大
減，更衝擊高度仰賴出口貿易的國內經濟，導致通貨膨脹。後續又因國內憲政危機引發國際制裁，委內瑞拉通膨益發
嚴重，法定貨幣變得一文不值，無數家庭買不起食物和民生用品，只能離開家鄉求生。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21 年 12
月統計，約 590 萬委內瑞拉人流離境外，多數前往哥倫比亞、厄瓜多等鄰近拉丁美洲國家，同時有數百萬人像喬尼一
樣，在委內瑞拉境內居無定所。
「我原本是農夫，雖然收入不多，但我很努力養活一家五口。」喬尼說，嚴重通膨迫使他搬到有較多資源的城市

2021 年度
支出分析表
3,666,947,677 元

國內事工一般支出

1,430,121,308 元（39.0%）

國外事工一般支出

1,995,359,623 元（54.4%）

行政費支出

邊陲，希望讓家人至少能吃飽。

136,407,969 元（3.7%）

募款成本支出

105,058,777 元（2.9%）

台灣世界展望會透過飢餓三十募款，投入委內瑞拉米蘭達州的救援行動，為喬尼家等脆弱家庭提供糧食、衛生物
資、學習教材等。喬尼一家人每天造訪世界展望會與在地夥伴共同營運的供餐站，亞歷和兩個妹妹也收到展望會提供
的學習包，讓他們在疫情停課期間可以在家學習。
喬尼表示，以往他和太太得挨餓，省下食物優先給孩子吃，「感謝上帝，我的家人在這裡獲得溫飽，填補生活的
不足，孩子們再也不用餓著肚子入睡。」

20

資料提供：財務處
統計期間：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
本會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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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回顧與感謝

水資源行動為孩子帶來乾淨飲水
• 海迪股份有限公司響應「水資源行動」，捐贈 250 只美國
HYDY 兩用隨行杯保溫杯，以及 50 組美國 HYDY 環保餐
具組作為捐款滿額贈品，俾使募款活動順利進行，共募得

10,844,700 元。此外，HYDY 提撥營業額部分比例捐款
157,410 元，投入苗栗地區愛心送餐計畫。

感謝各界響應兒童資助計畫

•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信星集團愛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資助 203 名國內兒童。

金會資助花東 20 名兒少，投入東區課後照顧方案、越

• 廷順企業資助 138 名國外兒童，並每月 8,400 元支持寮國社區希望計畫。

南安平社區水資源方案及柬埔寨社區水井方案，共捐款

• 益登科技資助 100 名國內兒童。

1,721,500 元。

• 富邦集團旗下富邦人壽、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富邦綜合證券、富邦產物保險共同資助 100 名斯里蘭卡兒童。
• 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資助 100 名國外兒童。
• 財團法人搭理舖慈善基金會長期支持國外兒童資助計畫及蒙古社區希望計畫，共捐款 3,630,000 元。

支持水資源服務工作

• 班友公益慈善基金會資助 50 名花蓮兒童，並捐款支持鳳林音樂班 / 籃球班方案、防疫生活扶助金，共計 1,700,000 元。

吳登興先生長期資助國外兒童，為「Awash in Hope」水資源

• 輝容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及粟明德董事長持續資助 38 名國內兒童，共捐款 1,519,800 元。

暨衛生服務工作捐款 1,000,000 元。

2020

10

12

月

2021
月

1

月

台塑企業旗下公益信託慶寶社會
福利基金

關懷台灣兒童

支持國內助學行動

趙吉裕先生新增資助 5 名台灣兒童 8 年，

• 財團法人大成文教基金會支持台南市永

台塑企業年度捐贈 280,000 台斤白米，

並於春節和資助童生日時給予禮金和信件

價值 6,650,000 元，幫助經濟弱勢家庭

祝福，亦支持本會遠距學習計畫，共捐款

獲得溫飽。

1,019,400 元。

寶可夢有限公司

台灣肯德基持續與本會合作「一塊轉動愛

（The Pokémon Company 株式

社ポケモ

讓愛樂無窮」活動，透過全台門市捐款箱

ン）捐款 7,432,000 元，投入國內助學

與號召員工捐款，共募得 2,134,081 元，

及課輔班方案。

投入本會營養扶助金。更推出「分饗希望
隨食有愛」，號召消費者認購百元愛心餐

關懷非洲水資源需要

券贈予本會，共募得 20,205 張。

月

月

4

月

財團法人感恩聖仁
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康區、柳營區 67 名學童兩學年助學金，

成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及愛心消費群支持

感恩聖仁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支持南投、嘉義、屏東、花蓮等地的部落廚房及兒童送餐服務，

共捐款 2,000,000 元。

馬拉威坎培薩社區的水資源暨衛生改善方

以及南部特況家庭扶助金，並資助 68 名兒童，共捐款 2,511,200 元。

案，共捐款 1,600,000 元，於當地興建

事業基金會支持宜蘭縣大同及南澳部落

4 座水井及成立水資源管理委員會，幫助
817 位兒童及居民擁有乾淨飲用水。

•

3

成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及愛心消費群

•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經訓社會福利慈善

肯德基一塊轉動愛

經日本世界展望會協助，寶可夢有限公司

2

41 名學童助學金、5 處課後輔導班年
度經費，共捐款 1,310,500 元。
金蘭食品支持 80 名高中職及大專學子
助學金，共捐款 1,200,000 元。

• 金台北清溪扶輪社支持桃園市復興區

104 名學童助學金，以及綜合才藝、
課 後 照 顧 及 課 輔 班 方 案 經 費， 共 捐 款

2,000,000 元。

張志宏先生長期關心非洲水資源與兒童健
康 衛 生， 為 剛 果 水 資 源 暨 衛 生 方 案 捐 款

1,000,000 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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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志工夥伴大力支持
2021 年度共有 344 人參與志工服務，共

豐邑機構馳援印度抗疫

陪伴台灣學童遠距學習不中斷

全家募集村里平安箱

豐邑機構在印度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時

•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勤仲

全家便利商店發起「您的愛心 全家傳遞」公益活動，8/11~8/31 於全台店鋪為特況家庭募集村

服務內容包括行政庶務、活動、中英翻譯、

間， 回 應 本 會 印 度 抗 疫 募 款 行 動， 捐 款

企業有限公司、金永佳有限公司、立凱電能科技，捐款支持「國內貧童遠距

里平安箱食物卡，共計為 717 戶特況家庭及兒童募得食物、日用品等生活物資，助其度過難關。

線上服務等，成為本會事工的重要支援。

1,000,000 元為當地提供醫療與防護裝備。

學習計畫」，協助缺乏資源的學童順利在家上課。

濱海小學堂

富邦集團傳愛世界

本會與城邦基金會、華中、華城、樂城扶輪社等夥伴單位合作「濱海小學堂」視訊伴讀計畫，

富邦文教基金會、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

已邁入第 11 年，由志工每週一對一視訊陪伴雲林、嘉義、彰化濱海地區的學童閱讀。

基金、台灣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協會共同

•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時雨行善協會捐贈電腦。

原住星希望—大步未來

•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捐贈平板，邀請民眾響應「一人一平板 停課不停學」
活動。

星巴克與本會合作「原住星希望」邁入第
23 年，透過全台星巴克門市捐款、購買義
賣品，以及購買 LINE 貼圖與本會官網線上
捐款，共募得

元，支持部落

孩子上學並參與生涯培力發展方案。

2021

5

月

1,324 服務人次，服務時數達 5,276 小時，

支持廣州小青苗流動兒童社區中心方案、

女孩圓夢計畫

莫三比克穆尼巴與穆基瓦計畫區太陽能水

台灣女董事協會與本會合作展開「女孩圓夢計畫」，透過女性領袖的正向楷模

新希望基金會（新店行道會）

影響力，關懷支持 20 位女孩勇敢逐夢，獲得自我實現的機會。

新店行道會會友及新希望基金會奉獻支持海地地震和阿富汗緊急救援工作，共捐款 2,000,000 元。

6

7

月

月

8

資源方案、亞美尼亞生物燃料製造方案，

9

月

傳愛國內外脆弱兒童

7- ELEVEN 匯集民眾愛心

• 富邦金控持續協辦「第 32 屆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邀請民眾於疫情期間自發體驗飢餓，傳愛國內外脆弱兒童。

7-ELEVEN 透過門市 ibon 便利生活站，邀請民眾捐款投入本會送餐服務，共募得 7,783,494

• 台灣康匠旗下品牌「天天防護口罩」為飢餓三十設計兩款聯名公益口罩，無償贊助 7 萬餘片價值百萬元的公益口罩，並於電商平台推出口罩

元。8~9 月則與本會合作「海地地震救援」緊急募款活動，藉由

月

台灣之愛救援世界脆弱角落
線上捐款

的即時性及 ibon 便利生活站的便利性，共募得 2,847,152 元。

義賣活動，募得 136,380 元。

共捐款 3,867,064 元。

• 富邦集團響應印度抗疫救援行動，捐款

15,000,000 元。
• 江子翠行道會會友奉獻 1,000,000 元助
印 度對抗疫情、奉獻 200,000 元支持海

•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隔離衣 4,000 件，美德向邦股份有限公司捐贈隔離衣與防護面罩 1,000 組件，助弱勢家庭及本會社工員防疫。

地地震救災。

•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助 40 名國內兒童及捐款支持國內特況家庭，共計 1,110,000 元。

華碩及滙豐合作深耕台灣偏鄉數位教育
微型保險為弱勢家庭
提供安全保障

• 貴格會合一堂會友支持印度尼泊爾抗疫、

本會與華碩文教基金會、滙豐（台灣）商業銀行共同發起「深耕台灣偏鄉數位教育」公益活動，

海地地震救災、阿富汗緊急救援，共捐款

由滙豐捐款投入方案、華碩提供電腦優惠價響應公益，為 250 名資源匱乏的孩子提供電腦。

1,155,006 元。

華碩亦捐贈 128 台電腦予本會服務據點，改善偏鄉數位落差問題。

富邦人壽與本會合作微型保險，提供 4,474
位被保人一年之傷害險；國泰人壽則提供

4,421 位被保人一年之意外險及身障險，
協助弱勢家庭獲得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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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展望

守護台灣兒少保護網絡
本會將持續落實兒保三級預防的服務架構，續辦衛福部委託的「113 保護專線」，即時回應電話那端受暴邊緣孩子的求助。
同時擴大招募寄養家庭，為家庭無法提供照護功能的兒少，建造一座溫暖的避風港。
另外，本會將持續承接兒保 家處 後追方案，並與中央及地方政府合作，擴展中離生（高中職中途離開學校的學生） 曝
險少年輔導與服務，使孩子無論身處什麼樣的景況，都有機會被接住與保護，重新找回希望。

倡議兒少權利、關注氣候變遷
身為兒童關顧機構，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培力資助童及花蓮、宜蘭等縣市的青少年諮詢代表，鼓勵孩子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新的一年將持續培力兒少和本會自立青年為兒童權利發聲，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參與權和表意權的展現。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台灣無法置身事外。本會預計透過社區防減災宣導、推動自主防災社區，以及深化家庭培力服務工作，
協助經濟弱勢家庭與偏鄉地區提升應對極端氣候的韌性。

2022 展望

“

“

現在我在東部的國中擔任體育老師，用自己的故事鼓勵孩子。

”

珊珊，台灣世界展望會自立青年

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 2022 年國內外服務工作重點，以及
兩位曾經受助、如今自立青年的話，一同展望未來，願
您我的攜手合作，能轉變更多孩子的生命。

展望會舉辦的生涯培力工作坊，陪著我找到方向：當一位有影響力的老師。

”

國內服務工作重點

國際服務工作重點
後疫情時代服務推動
世界展望會預計透過向服務社區的居民傳遞疫苗正確資訊、向政府倡議確保服務社區獲得疫苗分配、協助地方政府動員居民
進行疫苗接種等方式，推動新冠肺炎疫苗在弱勢社區的順利施打。同時持續推動家庭生計復原方案，回應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

強化社區韌力
深化專業服務內容

在世界展望會服務的社區，由於資源已屬匱乏，極端氣候對家庭生計、社區環境的衝擊更甚其他地區。展望會將持續推動重
視環境復育觀念的農耕技術、協助社區農民建立作物多樣性、培力社區建置防災預警與救援機制，強化弱勢社區的韌力，更能調

本會將持續設立青少年發展中心，使這群身心快速成長、對未來生涯規劃有高度需求的大孩子們，可以在健康、安全的休閒

適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

環境裡，參與學涯及職涯探索等活動。並引導學習意願較低、有中輟或休學之虞的青少年建立健康自我形象，增進其問題解決和
生活自立能力，使他們在未來道路上走得更穩。
此外，本會持續致力提升經濟弱勢家庭的生計發展，協助家庭有機會脫離貧窮循環，開創自立生活。也將整合各縣市在地企
業、教會等夥伴單位的力量，擴大志工招募培訓，盼藉由志工朋友們的愛心投入，深化服務價值。

強化緊急救援能力
新冠疫情讓我們看見當今災害型態的多變，明白台灣世界展望會必須更強化緊急救援能力，方能更敏捷回應兒童及家庭的需
要，提供急難醫療、醫療補助、特況家庭扶助、災害救助等適切服務，盡量減少災害對經濟弱勢家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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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回應地區的長期發展
面對長期處於動亂局勢的地區，世界展望會預計將一般型緊急救援轉換成中長期複合式救援，透過資源整合，協助當地社區
或難民群體建立較穩定的生活，發展長期生計活動，使他們在動盪中仍保有尊嚴和盼望。

“

因為家裡窮，我到 17 歲都還沒上過學。直到我加入展望會開辦的縫紉培
訓班，學會技術並考取證照，成為培訓中心的訓練專員，終於有能力照顧
自己，也讓弟弟妹妹可以讀書。

”

拉達，來自台灣資助、2021 甫自立的剛果碧多萊計畫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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