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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說明】 

壹、 中信慈善基金會夢想：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辜仲諒董事長曾說：我們有個夢想，讓台灣的孩子免

於飢餓，有書念、有球打，更免於毒品的危害！ 

 

貳、 計畫願景： 

一、建置社區自主的兒少社會安全網絡。 

二、凝聚社區自主意識，滿足在地兒少需求。 

 

參、 計畫目的： 

一、補助社區發展協會協助周邊國小貧困及弱勢學童多元能力發展機會及餐食。 

二、增進社區中弱勢學童對社區的認同感。 

三、培養社區發展協會聯結資源，解決在地兒童問題 

四、運用社區志工，投入弱勢學童關懷與陪伴。 

 

肆、 計畫目標： 

一、補助社區發展協會提供國小弱勢兒童(含絕對弱勢、相對弱勢)安全據點與扶

助服務達 20個（金門馬祖除外，每縣市 1個）；培養弱勢兒童(含絕對弱勢、

相對弱勢)多元能力發展與自信，及提供健康餐食達 3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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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中弱勢學童對社區的認同感達 80%。 

三、社區發展協會具備資源連結及運用能力達 80%。 

四、投入弱勢學童關懷與陪伴之社區志工總人數達 300位；且社區居民對社區兒

少關懷意識提升 30%。 

 

伍、 計畫期程； 

一、【試辦期】：104年 11月 1日至 105年 5月 31日，計七個月 

二、【推動期】：為與點燃生命之火善款計畫執行期間，日趨一致，進度如下： 

(一)105年 6月 1日起至 106年 6月 30日，計 13個月(第一年) 

(二)106年 7月 1日起至 107年 6月 30日，計 12個月(第二年) 

三、【驗證期】：107年 7月 1日起至 108 年 6月 30日，計 12個月(第三年) 

 

陸、 計畫內容： 

一、甄選社區發展協會設置社區築夢基地辦理本計畫 

二、撰寫社區築夢基地辦理本計畫之工作手冊 

三、辦理社區築夢基地人員之教育訓練 

四、設計社區築夢基地執行計畫之記錄表單 

五、建置社區築夢基地執行計畫之評量指標 

六、辦理社區築夢基地之培力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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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量社區築夢基地執行成效 

八、辦理計畫成果發表會 

捌、工作團隊與角色分工： 

 

 

 

 

 

 

 

 

一、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主辦單位：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三、執行單位：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及其推薦之立案社區發展協會 

四、成立計畫核心工作小組 

玖、預期效益與評估計畫： 

一、滿足參與社區弱勢兒童成長期的生理需求 

二、增進參與社區弱勢兒童人格成長與社會技巧 

三、及時幫助參與社區家庭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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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進參與社區自主能力，滿足社區兒童及家庭的需求 

拾、其他相關課後照顧資源： 

一、教育部全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資訊網 

http://afterschool.moe.gov.tw/  

二、全國課後照顧資訊網 http://www.afterschool.org.tw/index.asp 

三、台灣社區照顧協會 http://www.elephants.org.tw/index.aspx  

四、伊甸基金會 象圈工程計畫 http://www.eden.org.tw/elephant/  

(課後輔導、課後陪讀暫不列入) 

 

拾壹：分年計畫執行期程規劃 

一、第一年 

 

工作項目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 修正工作手冊及記錄表單 V             

2 委託辨理培力輔導計畫 V             

3 修正基地執行評量指標 V             

4 辦理培力委員共識會議 V             

5 實地培力輔導  V V   V V       

6 基地執行成果評量          V V V  

http://afterschool.moe.gov.tw/
http://www.afterschool.org.tw/index.asp
http://www.elephants.org.tw/index.aspx
http://www.eden.org.tw/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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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明年度續案及新案評選           V   

8 辨理成果發表會            V  

9 年度執行成果檢討，修正文件            V V 

10 委託下年度培力輔導計畫             V 

11 辦理人員教育訓練             V 

拾貳：經費預算 

一、預算來源： 

由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自行籌措、點燃生命之火募款活動。 

二、預算支出項目： 

(一)補助 18 個社區發展協會設立社區築夢基地經費：每年每基地不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整(此項目由點燃生命之火募款活動捐贈)。 

(二)社區築夢基地培力輔導計畫經費 

(三)教育訓練經費 

(四)成果發表會經費 

(五)計畫推動行政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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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執行成效 

105年度共計贊助 18個社區發展協會執行本計畫，相關內容及成效說明如下： 

一、台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20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數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8 40 

身心障礙 2 10 

經濟弱勢家庭 5 25 

單親家庭 1 5 

隔代教養 1 5 

其他(一般生) 3 15 

總計 20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0 0 

二年級 3 15 

三年級 9 45 

四年級 6 30 

五年級 2 10 

六年級 0 0 

(三) 共計招募 12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廚房志工組 

1. 設計、規劃並實際提供基地兒童餐食點心 

2. 支援基地家事服務及趣味烘焙等課程活動進行 

3. 基地餐食與物資保存、採買及庫存管理工作 

4 

陪伴志工組 

1. 基地活動課程人力支援 

2. 陪伴基地兒童課輔、談心、給予心靈支持協助 

3. 規劃課前與餐前活動 

4. 彈性支援兒童交通接送 

6 

關懷訪視組 1. 配合專案人員及社工之兒童家戶關懷訪視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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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進行家戶拜訪並進行紀錄 

2. 兒童特殊狀況與家庭動力通報與轉介 

3. 參與基地所舉辦之家長會, 了解孩童在家庭成

長生活之情形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胡適國小家長會 

1. 學區內符合服務條件之學童及案家之推介 

2. 提供據點活動宣導機會 

3. 與學校建立戶外生態及鄉土文化教學的合作場域

串聯 

4. 鼓勵家長會志工可支援協會各項兒少服務的運作 

5. 親職教育師資的提供 

南港社福中心 

1. 做為本社區服務學童的服務後送與轉介協力機構 

2. 中心內符合服務條件之學童及案家之推介 

3. 社區兒童生活狀態與福利照顧需求之評估 

4. 配合社會局輔導服務模式與服務內容的再設計 

5. 擔任社區兒少志工訓練課程之講師 

南信青少年服務

中心 

1. 兒少團康活動帶領師資的支援 

2. 戶外體驗活動課程的師資結合與教學 

南港社區大學 
1. 有關兒童相關團體與教學課程的師資及內容規劃 

2. 戶外體驗導覽課程的教學與小小導員培訓之支援 

崇友文教基金會 

1. 有關戶外體驗課程與生態教學服務的規劃支援 

2. 提供部分基金會外展與出遊活動給本會服務的孩

童 

環保局延慧書

庫、東湖二手家

具中心 

1. 基地課桌椅與白板/收納櫃等設備之贊助 

2. 課後讀物捐贈 

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北基宜花金

馬分署 

1. 透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聘請照顧服務員協助推動

基地兒童照顧及課後陪伴輔導服務 

全聯福利中心 
1. 兒童相關大型活動之餐食點心或食材/物資的贊 

2. 兒童共餐服務之餐食與營養品贊助提供 

南港區農會 1. 兒童活動據點冷氣機/開飲機之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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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大型活動之餐食點心或食材的贊助 

一之鄉麵包店 1. 每月提供 2個八吋蛋糕供據點辦理慶生會使用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六 其他 

16:30~ 

18:00 
課業輔導/談心時間/團體活動/點心餐食/閱讀角 

18:00~ 

19:15 

藝術好

好玩 

趣味生

活教室 

戲劇好

好玩 

親子共

讀樂 

四分溪生

態教室  

(每月 2次) 

家事訓練 

品格教育 

舞蹈競賽 

團康遊戲 

課外閱讀 

19:15~

20:00 
電影欣賞/舞蹈教學/親子互動/課業解惑 

20:00~ 接送賦歸 

 

2. 寒暑假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4:00~ 

16:00 

久如

生態

教室 

久如

生態

教室 

祖孫 

互動 

久如

生態

教室 

DVD

播放 

戶外

教學

日 

 

16:00~ 

18:00 

藝術

巧手

DIY 

弟子

規 

生活 

教室 

趣味 

團康 

趣味 

團康 
 

18:00~ 

19:00 

歡聚 

共餐 

歡聚 

共餐 

點心

DIY 

點心

DIY 

歡聚 

共餐 
 

19:00~ 

20:00 

談心 

陪伴 

談心 

陪伴 

談心 

陪伴 

談心 

陪伴 

談心 

陪伴 
 

(六) 服務成效摘要： 

1. 提供 20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時

光，共計服務 5,114人次。 

2. 提供 15 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4,020人次。 

3. 共計招募 12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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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連結 10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二、高雄市阿蓮區中路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9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數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1 5% 

中低收入戶家庭 1 5% 

單親家庭 3 16% 

特殊境遇家庭 10 53% 

一般生 4 21% 

總計 19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4 21% 

二年級 2 11% 

三年級 2 11% 

四年級 3 16% 

五年級 5 26% 

六年級 3 16% 

總計 19 100% 

(三) 共計招募 20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

數 

報告組 愛心媽媽 
帶領並維護學生安全到基

地，留心注意孩童狀況 

5 

課程規

劃組 
講師 

指導或協助學生學習基本技

能 

5 

青年組 青年志工 檢查與指導孩童作業 7 

儲備組 人力支援 協助基地臨時異動之工作 3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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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萬福宮 場地借用、人力支援；暑假有與據點耆老互動 

中路教會 參訪地點提供及解說地理環境歷史變遷 

高雄市社會局 輔導計畫進行、人力、物力支援 

阿蓮區公所 輔導計畫進行、人力、物力支援 

高雄市圖書館 輔導計畫進行、人力、物力支援 

百禾食品 了解港都歷史變遷、圖書館環境介紹與閱讀 

葡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助課程進行 

 沃德工程社 提供孩童健康訊息，推廣保健觀念 

銘義鐵工廠 參訪地點提供及解說地理環境歷史變遷 

中路國小 輔導計畫進行、人力、物力支援 

屏東科技大學 課程協助 

東方技術學院 大學生服務學習  課程指導服務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2:50~ 14:00 午休 

13:30~14:30 作業指導 繪本教學 作業指導 

15:30~16:00 閱讀分享 閱讀認證 閱讀分享 

16:30~17:00 可口餐點與作業指導 

17:00~18:00 異國文化 
小小 

張三豐 

多元化 

才藝 

中路 

小獅隊 
神來之筆 

 

2. 寒暑假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9:00~ 10:00 美味早餐與暑假作業指導 

10:00~12:00 閱讀與

分享 
代間學習 閱讀與分享 

12:00~14:00 美食 DIY與午休 

14:00~16:00 話劇排

演 

小小 

張三豐 

話劇排演 小小 

張三豐 

話劇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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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環境整理 

 

(六) 服務成效摘要： 

1. 提供 19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時

光，共計服務 4,600人次。 

2. 提供 20 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4,600人次。 

3. 共計招募 20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4. 共連結 12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三、屏東縣鹽埔鄉永隆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6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數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1 6.25% 

低收入戶家庭 6 37.5% 

中低收入戶家庭 10 62.5% 

單親家庭 4 25% 

隔代教養 1 6.25% 

總計 22(含重複身分別) 137.5%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0 0% 

二年級 5 31.25% 

三年級 5 31.25% 

四年級 0 0% 

五年級 5 31.25% 

六年級 1 6.25% 

總計 16 100% 

(三) 共計招募 15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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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餐食準備 協助準備餐點及食材採購 1 

交通導護 帶領並維護學生安全到基地，留心注意孩童狀況 2 

秩序維護 檢查與指導孩童作業、課堂秩序協助、陪伴 9 

學童接送 至學校接送孩子到基地 3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彭厝國小 協助招生、校內資源連結、社團課程合作等。 

中國信託公益園區 

中國信託公益園區為中信盃少棒賽專屬場

地，同時亦是全臺首座提供少棒隊移地訓練的

專屬球場，提供偏鄉棒球隊更豐富實戰的體

驗，也為偏鄉孩童帶來堅持夢想的力量。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協助計畫培力輔導。 

鹽埔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保護工作：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保護、老人

保護、身障者保護、性侵害、兒少性交易防制

等個案服務。 

區域服務網絡建構：連結在地資源，建立與教

育、警政、勞工、衛生、村里及民間團體整合

與溝通之平台。 

諮詢與宣導：提供諮詢、親職教育、輔導講座、

團體及相關福利法規宣導。 

經濟扶助：低收入戶扶助、弱勢家庭兒少緊急

生活扶助、物資銀行。 

勵馨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於屏東全區提供中輟、高關懷兒少

輔導工作之服務，於屏北區鹽埔國中、九如國

中、瑪家國中學校輔導室，提供定點定時駐校

服務，與學校合作陪伴青少年提升問題解決能

力、人際關係培養，同時也透過駐校服務發現

潛在個案，進行陪伴及關懷之個案工作。 

鹽埔鄉立圖書館/鹽埔

鄉數位機會中心 

設置開館於 98年 3月 28日，內部兒童書籍多

樣，可供學童借閱書籍。數位機會中心為本會

管理，可提供學童當作數位科技教育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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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可結合大仁科技大學相關科系學生，協助辦理

活動。 

財團法人兒童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屏東中心 

關懷弱勢兒童及其家庭的國際性非營利組

織，始終秉持為弱勢兒童、少年及家庭服務的

願景及使命。 

屏北區物資中心 

慧光文教基金會 

屏北區物資總站、城鄉紮根教育、社區關懷、

歲末關懷及冬令關懷等。 

社團法人 

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 

服務 18 歲以下的兒童及少年，及因貧困、單

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等，使兒童、少

年未獲適當照顧者，提供關懷輔導，連結相關

資源，協助改善家庭功能，維護兒童及少年的

權益。 

屏東科技大學 
結合屏東科技大學相關科系師生，協助辦理相

關課程活動。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利用暑期辦理海洋環境教育學習營計畫，參訪

國際級博物展館，體驗海洋生物之多樣性與生

態保育之重要性，拓展偏鄉弱勢兒少之視野。 

妙善堂 提供廟前空地供兒少平時活動及課程練習。 

鹽埔小衛星 學習活動交流、觀摩。 

林雨君 計畫整合、專案執行、講師聯繫及場地規劃。 

潘世皇 
社區理事長，負責計畫執行，動員社區關懷據

點志工。 

張見東 
社區總幹事，協助理事長處理社區事務、環境

管理。 

潘清祿 社區志工隊長，安排志工工作。 

劉俊良 社區文書，安排志工排班。 

張貴春 社區會計，協助計畫經費核銷。 

嚴宜均 
勵馨基金會社工員，親子團體帶領、執行親子

互動活動方案。 

陳雅雯 勵馨基金會社工，親自成長團體講師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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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3:00-14:00 午休時間 

14:00-16:00   街舞   

16:00-16:30 課業輔導 

16:30-16:50 點心時間 

16:50-17:00 多元活動 

17:00-18:00 探索遊戲 園藝 課後照顧 戀戀社區 鼓動永隆 

18:00-18:30 課業輔導 

18:30 放學囉！ 

 

2. 寒暑假課表(9:00-11:00) 

週次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週 

7/3-7/7 

基地環境 

改造自己

來 

永隆兒少 

愛跳舞 

基地環境 

改造自己

來 

基地環境 

改造自己

來 

基地環境 

改造自己

來 

7/8 10：00-15：30品格故事/英文故事 

第二週 

7/10-7/14 
補(7/8)休 

永隆兒少 

愛跳舞 

桌遊好好

玩 

桌遊好好

玩 

桌遊好好

玩 

第三週 

7/17-7/21 

回收物品 

大變身 

(自製樂

器) 

永隆兒少 

愛跳舞 

回收物品 

大變身 

(自製樂

器) 

回收物品 

大變身 

(自製樂

器) 

回收物品 

大變身 

(自製樂

器) 

第四週 

7/24-7/28 

生活技能

課程- 

木工坊 

永隆兒少 

愛跳舞 

生活技能

課程- 

木工坊 

生活技能

課程- 

木工坊 

生活技能

課程- 

木工坊 

第五週 

7/31-8/4 

強身健體 

合氣道 

永隆兒少 

愛跳舞 

強身健體 

合氣道 

強身健體 

合氣道 

強身健體 

合氣道 

第六週 

8/7-8/11 

傳統美食 

動手做 

永隆兒少 

愛跳舞 

傳統美食 

動手做 

傳統美食 

動手做 

傳統美食 

動手做 

第七週 

8/14-8/18 

回收物品 

打擊樂 

永隆兒少 

愛跳舞 

回收物品 

打擊樂 

回收物品 

打擊樂 

回收物品 

打擊樂 

第八週 

8/21-8/25 

基地環境 

改造自己

來 

永隆兒少 

愛跳舞 

基地環境 

改造自己

來 

基地環境 

改造自己

來 

基地環境 

改造自己

來 

about:blank


16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6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2,448人次。 

二、提供 16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4,16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15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22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四、澎湖縣七美鄉西湖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30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數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7 23.3% 

低收入戶家庭 5 16.7% 

中低收入戶家庭 1 3.3% 

單親家庭 5 16.7% 

隔代教養 2 6.7% 

其他 (請說明) 10 33.3% 

總計 30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3 10.0% 

二年級 6 20.0% 

三年級 10 33.3% 

四年級 8 26.7% 

五年級 3 10.0% 

六年級 0 0.0% 

總計 30 100% 

(三) 共計招募 21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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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培組 陪伴兒少上課 12 

講師組 導覽解說、舞蹈教學、涼傘教學、美食教學 4 

餐飲組 平日餐食、共餐 4 

交通組 學員接送 2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衛生福利部 

祖孫共餐/代間教育/以社區老人為講師教導學員節

令或農村田作技能、學員則幫老人量血壓及獨居老

人關懷 

澎湖縣政府 經費物資支援，計畫專案指導及協助 

七美鄉公所 經費物資支援，計畫專案指導及協助 

澎湖縣家庭中心 課程、社工師級學員輔導 

七美衛生所 衛生醫療講座、社區醫療健康檢查、營養師 

七美消防隊 防災講座及演練 

七美分駐所 交通、英文教學、法律講座 

七美國小 課程教學、人力協助、社區小學堂招生 

誠品書局 叢書捐助 

海洋公民基金會 書籍捐助、講師、活動協助 

清華大學國樂系 橫笛教學 

玉蓮寺 廚房無償使用 

社區大學 課程教學、人力協助 

樂齡學習中心 課程教學、人力協助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四 五 

09:00~12:00 - - 主題課程 涼傘 

12:00~13:00 - - 午餐 午餐 

13:00~14:30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涼傘 舞蹈 

14:30~15:00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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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7:00 手工藝教學 - 涼傘 舞蹈 

17:00~18:00 - - 涼傘 - 

 

2. 寒暑假課表(9:00-11:00) 

期數 課程內容 

第一期 

7/1~7/5 

團體輕旅行 4天 3夜。小朋友作導覽解說、涼傘表演、

舞蹈表演、DIY 美食、控土窯等服務、教學工作。 

第二期 

7/5 ~7/9 
高雄戶外教學，屏東長興天后宮遶境活動。 

第三期 

7/8、7/15、

7/22、7/29 

繪畫課程 

第四期 

7/13-7/24 
台大漁服暑期生活營(美語、羽球、彩繪社區) 

第五期 

7/16-7/20 
涼傘教學 

第六期 

7/10 
玉蓮寺廟會表演(涼傘、舞蹈)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30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4,314人次。 

二、提供 20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4,56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21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14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五、宜蘭縣南澳鄉東岳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9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數 占學童數百分比 

原住民子女 19 100% 

中低收入戶家庭 5 26% 

單親家庭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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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教養 3 16% 

總計 29(含重複身分別) 153%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4 20% 

二年級 7 35% 

三年級 5 25% 

四年級 1 5% 

五年級 2 10% 

六年級 0 0% 

總計 19 100% 

(三) 共計招募 12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講師組 課務行政 課程規劃與授課 4人 

助教組 照顧陪伴 課堂上陪伴兒童 6人 

餐飲組 餐食準備 兒童餐飲準備 2人 

接送組 交通接送 交通接送學童 2人 

關懷組 關懷訪視 家庭關懷訪視 3人 

行政組 行政庶務 行政資料處理 1人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提供戶外上課場地(射箭、獵人課場所)。 

東澳國小 提供場地、講師上課及活動表演。 

南澳數位機會中心 提供資訊課程給學童上及平板租借使用。 

巨匠電腦公司 提供資訊課程給學童上及平板租借使用。 

宜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 提供物資捐贈。 

誠品書局 提供二手書捐贈 

蜜兒薩露營區(志工經營) 提供游泳池場地給學童上課程。 

中華電信基金會 捐贈平板電腦 5台提供學童上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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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四 五 

16:00~17:00   

課業輔導

桌遊閱讀 

親職教育

文化認同

才藝課程 

 

17:00~18:00  晚餐 晚餐 晚餐  

18:00~19:00  
課業輔導

桌遊 

 
  

 

2. 寒暑假課表(9:00-11:00)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9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3,070人次。 

二、提供 20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3,12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12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
六 

週
日 

7/4 7/5 7/6 7/7 7/8 7/9 7/10 

  泰雅健康操  運動營   

  09:00~12:00  15:00~18:0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戶外教學  運動營   

  10:00~16:00  15:00~18:00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作業輔導 作業輔導 作業輔導 作業輔導    

09:00~12:00 09:00~12:00 09:00~12:00 09:00~12:00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桌遊夏令營 泰雅健康操 桌遊夏令營 泰雅健康操   

09:00~16:00 09:00~12:00 09:00~16:00 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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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連結 8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六、花蓮縣富里鎮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22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數 占學童數百分比 

原住民子女 20 36% 

中低收入戶家庭 20 36% 

單親家庭 10 18% 

隔代教養 4 7% 

其他 (一般生) 2 3% 

總計 56(含重複身分別)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8 40% 

二年級 0 0% 

三年級 2 10% 

四年級 5 25% 

五年級 3 15% 

六年級 2 10% 

總計 20(含幼稚園二名) 100% 

(三) 共計招募 36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交通組 接送 7 

膳食組 膳食烹煮、菜單設計 6 

生活陪伴組 課程設計、課輔 15 

青年志工 陪伴學童 8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花蓮縣文化局 基地部分餐廚器皿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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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工業總會 

(花蓮文化局媒合) 
米餅機、磨粉機提供(兒少健康食品製作) 

原住民族委員會 基地瓦斯爐、排油煙機、冰箱、工作檯設備 

花蓮縣政原住民行政處 活動舞台燈光、排水系統、牆面油漆工程 

台北中山扶輪社 基地供水系統建置補助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研究

所李光中老師研究室 

捐兒童共餐有機米 

課程 

課程陪伴 

花蓮縣議會 

張智冠議員 

基地儲水塔 

計畫電腦設備 

花蓮縣教育處 基地教室設備(採購中) 

富里鄉消防隊 基地防災課程 

永豐國小 計畫宣導與說明 

嘎巴布劇團 協助傳統樂舞課程 

禮山人企業社 

戶外活動資金補助(待辦) 

學員及志工制服(設計階段) 

計畫宣傳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每週二、五、六) 

時間 二 五 六 

09:00~ 

15:00 
  

多元課程/ 

幸福農園 

17:00~ 

19:30 

多元課程/ 

記憶傳承 

多元課程/ 

幸福廚房 
 

※多元課程內容包含夢想寫作、手工藝製作、餐點製作、日托長者協助、傳統捕

魚技藝、音樂、桌球、慶生會等內容。 

2. 寒暑假課表(每週二、五、六) 

時間 二 五 六 

09:00~ 

15:00 
  

多元課程 

技藝傳承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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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19:30 

多元課程 

社區服務 

多元課程/ 

記憶傳承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22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3,592人次。 

二、提供 18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2,592 人次。 

三、共計招募 36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12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七、台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30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數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7 23% 

身心障礙家庭 1 3% 

低收入戶家庭 3 10% 

高風險家庭 2 7% 

單親家庭 2 7% 

隔代教養 4 13% 

其他 (寄養) 1 3% 

一般 10 34% 

總計 30 66%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7% 

二年級 4 13% 

三年級 6 20% 

四年級 6 20% 

五年級 8 27% 

六年級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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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0 100% 

(三) 共計招募 20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1 執行組 各項活動與規劃 6 

2 課程組 安排課程、邀請講師、布置 5 

3 餐食組 準備餐食 3 

4 接送組 接送陪同返家 4 

5 總務組 財務與核銷 2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新東國小 

協辦國小社團-扯鈴隊訓練 

課程討論(如：英文、多元課程) 

學童狀況通報與關懷機制 

生態課程(食農教育) 

各項學童對外表演承接 

社區合作社 
結餘回饋學童組織 

提供社區學童產業體驗 

社區廚房 
協辦學童餐食供應 

協助學童活動辦理 

區公所 

活動協助辦理 

器材支援與借用 

介紹資源連結 

社會局 

活動協助與建議 

專業能力講座和培養 

特殊案例協助處理和輔導 

社區民眾(家長) 

提供課程材料 

提供課程人力 

捐贈物資(食物、工具、教材等)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08:00      生態 

課程 

(室外)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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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生態 

課程 

(室內) 
11:00      

12:00      用餐 

13:00 

國小 

課輔 

國小 

課輔 

國小 

課輔 

國小 

課輔 

國小 

課輔 

休息 

14:00 扯鈴隊 

16:30 下課 

18:00  用餐   用餐  

19:20  
課後 

照顧 
  

課後 

照顧 
 

21:00  下課   下課  

 

2. 寒暑假課表(9:00-11:00)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09:00 扯鈴隊 扯鈴隊 扯鈴隊 扯鈴隊 扯鈴隊   

12:00 下課 下課 下課 下課 下課 用餐  

13:00      多元課程  

18:00  用餐   用餐 下課  

19:20 
多元 

課程 

課後 

照顧 

多元 

課程 

多元 

課程 

課後 

照顧 
  

21:00 下課 下課 下課 下課 下課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30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6,440人次。 

二、提供 30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5,04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20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6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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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嘉義縣水上鄉中庄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6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數 占學童數百分比 

原住民子女 2 12.5% 

新住民子女 1 6.25 

身心障礙家庭 2 12.5% 

低收入戶家庭 2 12.5% 

中低收入戶家庭 2 12.5% 

單親家庭 3 18.75% 

隔代教養 3 18.75% 

其他(請說明) 1 6.25% 

總計 16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1 6% 

二年級 0 0% 

三年級 2 12% 

四年級 5 32% 

五年級 5 32% 

六年級 3 18% 

總計 16 100% 

(三) 共計招募 21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1 餐食準備組 準備小朋友們的餐食 5 

2 照顧陪伴組 陪同小朋友寫功課及照顧伴讀 12 

3 交通接送組 下課後送小朋友平安回家 5 

4 課務行政組 電腦文書作業及資料彙整呈報 5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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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社會局 資源轉介、經費申請及輔導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 特殊個案轉介及輔導 

嘉義縣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報案專線 

嘉義縣保護少年服務網 報案專線 110及婦幼保護專線 113 

嘉義縣警察局中庄派出所 報案專線及巡邏 

嘉義縣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 特殊個案轉介及輔導 

水上鄉公所社會課 行政業務指導、各相關補助及物資 

水上鄉衛生所 提供衛生醫療及衛生宣導 

水上鄉農會 物資提供 

水上鄉忠和國小 
提供教室給台灣夢基地使用及各項設備

(含廚房)；提供校園師資及各項活動支援 

水上鄉中庄村忠興宮 食物捐贈 

水上鄉寛士村奉天宮 食物捐贈 

水上鄉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協助宣導台灣夢理念 

嘉義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協助宣導台灣夢理念 

嘉義家事服務中心 家事及家暴宣導 

白人牙膏觀光工廠 日常用品捐贈 

嘉義北回文化藝術基金會 學生服務社團及協助宣導台灣夢理念 

北回急難救助協會 學生服務社團及捐款 

蕙蘭獅子會 學生服務社團 

水上鄉中庄尚學書局 提供安全據點 

水上鄉中庄新萬益碾米廠 提供安全據點 

水上忠和村新興園餐廳 提供會議場地 

輔仁大學婦大嘉義校友會 捐款 

兒福聯盟 捐款(學校轉介) 

玉山銀行 捐款(學校轉介) 

九華山 捐款(學校轉介) 

信孚企業社 捐款(學校轉介) 

學產助學金 捐款(學校轉介) 

(五) 社區一週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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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2:30～

13:00 
  教室午休   

13:00～

15:00 
  伴讀   

15:00～

17:00 
  二胡   

17:00～

18:00 
美味晚餐  美味晚餐 美味晚餐 

森巴鼓 

 

團練 

18:00～

19:00 
才藝課程  陪伴作業 

家長分享

經驗 
 

2. 寒暑假課表(9:00-11:00)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

12：00 
國樂夏令營 

12：00～

13：00 
美味中餐 

13：00～

14：00 
足球夏令營 

14：00～

16：00 
美勞教學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6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1,950人次。 

二、提供 16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2,52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21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28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九、台東縣大武鄉尚武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20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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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原住民子女 11 55% 

新住民子女 3 15% 

身心障礙家庭 4 20% 

低收入戶家庭 5 25% 

單親家庭 15 75% 

隔代教養 2 10% 

總計 4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4 20% 

二年級 3 15% 

三年級 5 25% 

四年級 2 10% 

五年級 4 20% 

六年級 2 10% 

總計 20 100% 

(三) 共計招募 19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餐飲烹調組 廚工 採買、烹飪、菜單討論 3 

餐飲服務組 社區志工 用餐協助 2 

行政組 總幹事/會計 行政資料整理、課程、經費核銷 2 

兒童陪伴組 青年志工 課程陪伴、課程協助 5 

修繕組 社區志工 物品修繕、用品準備 2 

環境整理組 樂齡志工 環境清理協助 2 

交通接送 社區志工 交通接送 2 

課業指導組 學校志工 作業指導 1 

機動活動組 全體志工 活動協助 4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30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尚武國小 場地提供、學童狀況交流、英文品格學院 

大武 DOC 電腦教室場地提供、數位器材使用 

台東縣政府 物資與食材供給、計劃經費申請 

大武鄉公所 用品提供、計劃經費申請、活動協助 

鄉民代表會 視聽需求品提供、活動協助 

花蓮東華大學資訊社志工 電腦資訊課程 

遠東科技大學學生志工 電腦資訊課程 

長庚科技大學幼幼社  寒、暑假成長營、孩童陪伴 

尚武天后宮 活動結合、食材供給 

生命教會 音樂舞蹈戲劇品格生活營 

南迴線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親子 DIY、家庭需求評估及協助、關懷 

社區志工 兒少陪伴、協助環境清潔、活動展演規劃 

樂齡中心 代間課程、培養社區關懷理念 

大武分局 教育宣導（防暴、防詐、防霸凌） 

阿朗壹資源中心 部落體驗、原民菜餚實作、社區聯合活動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1200 作業時間 

手工藝

DIY 

(增加孩

子手指靈

巧度、手

腦並用、

顏色敏感

度與成就

感提升) 

小書堂時

間 

(課外閱

讀、我來

講故事、

心得分享

與討論) 

作業時間 自主課程 

1200~1230 午餐 

1230~1330 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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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30 生活技能 舞蹈時間 

(原住民

舞蹈、流

行舞蹈) 

80以前大

休閒(爸

媽的童

玩) 

舞蹈時間 

(原住民

舞蹈、流

行舞蹈) 

運動課程 

1630~1730 團康、分組活動 

1730~1830 晚餐時間 

2. 平日課表  

時間 三 五 六 

09:00~09:50   社區關懷服務 

10:00~12:00   

生活技能、手工藝品創作、繪畫與

樂器教學、技藝傳承；資訊課程，

社區資源調查、小小解說員培訓、

森林藝術深耕及團康活動。 

12:00~12:30   午餐 

12:30~13:20 午休 午休 午休 

13:30~14:30 作業指導 作業指導 作業指導 

14:30~17:30 

書法、美

術繪畫、

團康活動 

足球運

動、美術

繪畫、團

康活動 

生活技能、手工藝品創作、繪畫與

樂器教學、技藝傳承；資訊課程，

社區資源調查、小小解說員培訓、

森林藝術深耕及團康活動。 

17:30~18:00 晚餐 

晚餐 

(邀家長

共享) 

晚餐 

18:00~19:00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20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3,420人次。 

二、提供 20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4,52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19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15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十、新北市三芝區福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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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共計服務 12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原住民子女 1 8% 

新住民子女 1 8% 

中低收入戶家庭 3 25% 

高風險家庭 2 17% 

單親家庭 4 33% 

特殊境遇家庭 1 8% 

隔代教養 1 8% 

總計 12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1 8% 

二年級 3 25% 

三年級 1 8% 

四年級 4 33% 

五年級 3 25% 

六年級 0 0% 

總計 12 100% 

(三) 共計招募 23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餐食服務組 餐食準備、廚房庶務 6 

課程指導組 
陪伴學童、檢查作業 

環境清潔督導 
8 

課程規劃組 
定期會議檢討、課程內容調整 

活動規劃修正 
7 

活動攝影組 協助社區活動及課程紀錄 2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共 43個)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新北市社會局 

三芝區公所 ; 北海社福 

個案通報、資源轉介與連結、專業諮詢、

教育訓練、物資、人力、課程合作、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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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防治中心 

警察局 ; 消防局 

  

三芝圖書館 教育訓練、課程合作 

衛生所 營養餐食、教育訓練、專業諮詢、課程合

作 

三芝遊客旅遊中心 場地、活動策劃 

三芝國小 
個案通報、資源轉介、專業諮詢、教育訓

練 

興華國小 ; 橫山國小 場地、活動策劃、課程合作 

三芝國中 個案轉介、通報、教育訓練 

馬偕護校 

聖約翰科技大學 
場地、活動策劃、課程合作、大專生志工 

市立三芝幼兒園 場地、活動策劃 

李天祿布袋戲 布袋戲技藝、場地、活動策劃、課程合作 

新生活促進會北家扶-好巢 
個案通報、資源轉介、專業諮詢、教育訓

練、課程合作 

智成堂文武廟 人力、場地、活動合作、代間活動 

三芝關懷協會 
人力、農村再造經驗交流、場地、活動策

劃、課程合作 

青年和平團 
人力、青年志工、國際志工、場地、活動

策劃、課程合作 

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個案通報、專業諮詢 

福成媽祖廟 物資、人力、場地、活動合作、代間活動 

三芝智成忠義宮 

錫習板智成堂 
人力、場地、活動合作、代間活動 

水口民主公王 太鼓課程交流傳授 

芝蘭社區發展協會 

有恆社區發展協會 
人力、場地、活動合作 

共榮社區發展協會 人力、農村造在經驗、場地 

樂天社區發展協會 
人力、農村造在經驗、場地、活動合作、

課後陪伴拓點交流 

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安康社區發展協會 
人力、農村造在經驗、場地、活動合作 

八連溪 ; 福德水車園區 

三生步道 
戶外教學觀摩、活動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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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公王水車園區 

媽祖節 

櫻花節 ; 筊白筍節 
活動規劃參與與合作 

二號倉庫 場地、活動合作 

三芝農會 場地、活動策劃、課程合作 

解析度設計有限公司 行政作業、活動策劃、課程規劃合作 

龍巖集團 物資、課程活動合作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09:15 律動時間 律動時間 

戶外

教學

日 

律動時間 律動時間 

09:15~09:55 生活英文 生活英文 生活英文 生活英文 

10:00~10:55 課堂發想 課堂發想 課堂發想 課堂發想 

11:00~11:55 創意製作 創意製作 創意製作 創意製作 

12:00~12:30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親子共餐 

2.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四 五 

16:00~16:30 用餐時間 

16:30~17:30 作業指導時間 

(如功課寫完則從事服務活動 or靜態的創作活動) 

17:30~18:30 
環遊世界夢想

講座 

紙的藝術 

染紙、摺紙 
生活設計發想 

桌球 

團康 

自選課程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2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3,780人次。 

二、提供 20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4,725 人次。 

三、共計招募 23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43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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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新竹市香山區香山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6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1 6% 

低收入戶家庭 2 13% 

單親家庭 4 25% 

隔代教養 8 50% 

其他 (請說明) 1 6% 

總計 16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12.50% 

二年級 6 37.50% 

三年級 8 50% 

四年級 0 0 

五年級 0 0 

六年級 0 0 

總計 16 100% 

(三) 共計招募 14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餐飲組 採購烹調 午餐.點心 5 

交通組 司機 接送 4 

陪伴組 志工 兒少陪伴 5 

活動組 團康 手語遊戲 4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大庄國小 學生來源、兒少潛能開發上課地點 

新竹教育大學 潛能開發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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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湖國小 蟹蟹您有您真好 

客雅溪水資源回收中心 戶外教學參觀 

新竹市國際米粉觀光工廠 戶外教學參觀 

香山高中 志工服務 

玄奘大學同圓社 彩繪魔法精靈營 

玄奘大學社工系 文書、陪伴、團體帶領 

香山衛生所 衛生健康宣導 

竹松社區大學 親子繪本班 

築夢歌仔戲 社區敬老故事歌仔戲劇教學(成果展) 

大同磁器 戶外教學參觀 

東園國小 生活科學營 

社區耆老 生命故事 

香大志工隊 陪伴、餐食 

香山聯里巡守隊 安全維護 

曾蘭香神鼓隊 打鼓教學 

風城獅子會 關懷兒少 

元培醫事大學 打球趣 

社區長輩 教曬越瓜、認識破布子、製作三角頭巾 

朝山消防隊 消防安全宣導及演練 

香山里長辦公室 個案來源 

大庄里長辦公室 個案來源 

新竹市育成中心 指導及協助接送兒少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 代間共融-奉茶感恩活動 

新竹市社區治安輔導團隊 安全宣導 

新竹市社會處婦幼科 表演活動 

慈濟大愛媽媽 品德教育說故事 

新竹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個案通報 

彩虹故事媽媽 繪本賞析 

新竹市社會處 邀請社區、兒少活動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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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香山區公所 協助社區設備添加 

風城獅子會全體獅兄 2017 年送社區白米 500斤、關懷兒少 

全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弱勢族群、低收入戶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0 角落時間 

09:00~11:00 彩繪營 自然科學 生活教育 
繪本賞

析、創作 

繪本賞

析、創作 

11:00~11:30 學習回饋分享 

11:30~12:30 午餐時間吃飽飽 

12:30~13:30 午休時間睡飽飽 

13:30~15:00 彩繪營 體育課 我是快樂 
手作課﹑

桌遊 
音樂團康 

15:00~15:30 健康動一動 

15:30~16:10 下午茶點心時間 

16:10~16:30 整理環境 

2.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三 五 

12:30~13:00 

集合與簽到 

(到學校接小朋友

來社區活動中心) 

集合與簽到 

(到學校接小朋友

來社區活動中心) 

集合與簽到 

(到學校接小朋友

來社區活動中心) 

13:00~13:30 午休 午休 午休 

13:30~14:30 作業指導 作業指導 作業指導 

14:30~15:00 

角落時間: 

塗鴉角 

益智角 

圖書角 

角落時間: 

塗鴉角 

益智角 

圖書角 

角落時間: 

塗鴉角 

益智角 

圖書角 

幸福罐 

15:00~16:30 

小故事大道裡 

繪本賞析 

心輔團康 

我是小廚師 

方案課程 

有愛大聲說 

書法藝術 

手作 DIY 

繪本創作 

16:30~17:00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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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6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3,240人次。 

二、提供 16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3,24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14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34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十二、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8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原住民子女 5 28% 

新住民子女 1 6% 

身心障礙家庭 0 0% 

低收入戶家庭 2 11% 

中低收入戶家庭 0 0% 

單親家庭 4 22% 

隔代教養 1 6% 

其他 (清寒) 4 22% 

一般生 1 6% 

總計 18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3 17% 

二年級 4 22% 

三年級 4 22% 

四年級 2 11% 

五年級 2 11% 

六年級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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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8 100% 

(三) 共計招募 12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活動組 戶外活動 2 

陪伴組 接送學生 2 

餐食組 餐食整理 2 

行政組 對外安排 1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基隆市政府.區公所 計畫執行輔導及督導,協助外部資源連結 

七堵衛生所 課程及活動資料 

堵南國小 學童狀況聯繫 

七堵家扶中心 高風險通報轉介活動參與 

廠商(合邦) 場地參觀職業課程介紹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4:00 綜合複習 綜合複習 好書分享 動一動 音樂欣賞 

15:00 身體力行 益智遊戲 非洲鼓 綜合複習 腦力激盪 

16:00 腦力激盪 桌球 非洲鼓 羽球 身體力行 

17:00 書法練習 放鬆時間 非洲鼓 知識加油站 比手畫腳 

18:00 晚餐時間 

2. 平日課表  

時間 三 五 六   

15:30-16:00 寫功課 寫功課 點心時間 寫功課 寫功課 

16: 00-17:00 寫功課 寫功課 寫功課 寫功課 寫功課 

17: 00 -18:00 學校放學 學校放學 寫功課 學校放學 學校放學 

18:00-18:20 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18:20-19:20 品格教育 體育課程 音樂課程 音樂課程 親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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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 

童言童

語) 

(太極柔

力球) 

(非洲鼓)/

隔週上英

文繪本) 

(唱唱跳

跳饗宴) 

點心烹飪 

19:20-19:30 值日生打

掃環境 

值日生打

掃環境 

值日生打

掃環境 

值日生打

掃環境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21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5,460人次。 

二、提供 21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5,46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12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6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十三、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7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原住民子女 1 6% 

新住民子女 7 41% 

身心障礙家庭 2 12% 

低收入戶家庭 1 6% 

特殊境遇 5 29% 

一般生 1 6% 

總計 17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12% 

二年級 1 6% 

三年級 3 17% 

四年級 7 41% 

五年級 2 12% 

六年級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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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7 100% 

(三) 共計招募 16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行政組 行政事項 4 

教學組 課程教學 4 

餐食組 餐食服務 4 

陪件組 課程陪伴 4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桃園市社會局 業務輔導及師資人力支援 

龍潭區公所 協助社區資源聯結及物力資助 

高原里辦公室 地區資源協調 

高原國小 學生課業及臨時志工、師資支援 

三元宮 物資支援 

丞毅公司 社區大門各式金屬掛牌 

渴望園區 物資支援 

友達公司 物資支援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 老人有約 社區植物 打掃 有氧拳擊 老人有約 

11:30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14:00 暑假作業 環境教育 藝術人文 客語相聲 客語相聲 

17:00 放學 放學 放學 放學 放學 

2.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3:00 課業陪伴  課業陪伴 課業陪伴 課業陪伴 

16:00 課業陪伴 課業陪伴 太極拳 課業陪伴 課業陪伴 

17:30 晚餐 晚餐 放學 晚餐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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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基礎英文 
環保手工

藝、繪畫 
 藝術人文 客語相聲 

19:00 放學 放學  放學 放學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7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3,520人次。 

二、提供 16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5,72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16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8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十四、 台中市大安區海墘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9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7 37% 

低收入戶家庭 5 26% 

中低收入戶家庭 2 11% 

單親家庭 3 15% 

一般生 2 11% 

總計 19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11% 

二年級 4 21% 

三年級 2 11% 

四年級 2 11% 

五年級 3 15% 

六年級 6 31% 

總計 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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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計招募 16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家庭關懷組 協助活動辦理、安全維護、交通接送 4 

餐飲組 協助餐食準備 4 

課程陪伴組 
協助學童課後照顧、完成學生課業上的

問題、定期紀錄學生狀況 
15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大甲家庭中心 志工訓練課程、輔導諮詢 

大安區公所 
每年編列 4萬元經費修繕活動中心 

個案經濟補助 

海墘里辦公處 協助計畫推動 

大安農會 白米捐贈 

海墘分駐所 治安安全 ADE設置 

食物銀行 

(大安分站) 
不定期提供優質牛乳 

教育局 DOC 計畫，電腦使用 

大安衛生所 健康、醫療、衛生協助 

李綜合醫院 醫療、健康、營養餐食規劃 

我愛大甲 兒少需求物資 

生態協會導覽 生態講師 

羽皇工作室 布袋戲介紹，小配件教學 

慶安宮、和安宮 在地文化傳承 

海墘國小 課程進行協助、上課場所提供、講師 

大甲高工 課程進行協助、講師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時間 三 四 五 

9:00~10:00  服務學習 自主學習 

10:00~12:00  課程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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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午餐 午餐 

16:00~17:00 自主學習   

17:00~18:00 晚餐   

18:00~20:00 課程   

2. 平日課表  

時間 三 六 日 

9:00~10:00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10:00~12:00  

1.社區營造服務 

2.電腦美編 

3.回收藝術 

4.協助食物銀行

物資發放 

5.熱舞教學 

6.在地食農體驗 

1.布袋戲 

2.家庭訪視 

3.社區關懷 

4.海洋生態解說 

5.手工藝課程 

16:00~17:00 課業輔導   

18:00~20:00 

1.矻硌板 

2.烏克麗麗 

3.繪本 

4.線雕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9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4,095人次。 

二、提供 19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2,698 人次。 

三、共計招募 23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17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十五、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39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7 14% 

身心障礙家庭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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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戶家庭 7 14% 

單親家庭 3 8.6% 

隔代教養 4 11.4% 

專注力稍嫌不足 1 3% 

一般生 16 46% 

總計 39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5% 

二年級 7 18% 

三年級 9 23% 

四年級 6 15% 

五年級 7 18% 

六年級 6 15% 

總計 39 100% 

 

 

(三) 共計招募 33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陪伴組 指導學童 14 

總務活動組 採購基地物品 2 

餐點組 管理點心分配 2 

文書組 資料建檔、規檔 2 

導護組 交通指揮 3 

機動組 負責活動規劃、餐食教導、海報製作 10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彰化縣埤頭鄉農會 

四健會指導糯米種植及包裝/ 福菜種植

及醃製 

家政班指導社區媽媽再由社區媽媽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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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製作餐食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經費支援及轉介可利用資源 

彰化縣埤頭鄉公所 經費支援及轉介可利用資源 

彰化縣埤頭戶政事務所 協助社區內學童就讀資訊 

彰化縣二林 

家庭福利中心 
辦理志工特殊訓練 

歐都納(股)公司 贊助社區桌球經費 

興中台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贊助 

台盛信實業(股)公司 活動贊助 

史特龍有限公司 活動贊助 

東杭畜產有限公司 活動贊助 

中興米(股)公司 活動贊助 

彰工獅子會 贊助營隊經費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國小 
全校教職員擔任社區學生管理顧問/護士

協助量測學童生理數據及護理工作 

彰化縣童軍團 辦理童軍營隊 

中華醫事科大 異國美食料理課程 

彰化縣湖埔社大 轉介生態解說師資 

埤頭鄉若愚書法協會 書法師資推薦/活動贊 助/毛筆贊助 

彰化縣二林基督教醫院 學童營養宣導工作/社區健康營造 

埤頭鄉綜祐診所 流感疫苗資訊/正確用藥資訊 

彰化縣埤頭衛生所 流感疫苗資訊/正確用藥資訊 

縣議員辦公室 活動贊助 

鄉民代表辦公室 活動贊助 

村長辦公室 活動贊助／尋求經費 

仁德宮﹑廣興宮 慶典提供學童表演舞台 

佛光山員林教師分會 雲水書車及志工老師支援導讀 

彰化旌旗教會 辦理聖誕節派對 

綠寶禾農園 提供農園做食農教育與農作體驗 

劉先生友善農耕 提供農園做食農教育與農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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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七月 13:30-17:50) 

一 二 三 四 五 

    1 

學習之旅 

4 

生活美語夏令

營 3 

5 

生活美語夏

令營 3 

6 

生活美語夏

令營 3 

7 

生活美語夏

令營 3 

8 

生活美語夏

令營 3 

11 

暑假作業指導 

英語 2 

12 

農事服務 1 

美勞時間 2 

13 

閱讀時間 1 

慶生會 2 

14 

閱讀時間 1 

英語 2 

15 

社區打掃 1 

籃球時間 2 

18 

暑假作業指導

英語 2 

19 

農事服務 1 

美勞時間 2 

20 

閱讀時間 1 

築夢講座 2 

21 

閱讀時間 1 

英語 2 

22 

社區打掃 1 

籃球時間 2 

25 

暑假作業指導 

英語 2 

26 

農事服務 1 

美勞時間 2 

27 

閱讀時間 1 

農事服務 2 

28 

閱讀時間 1 

英語 2 

29 

社區打掃 1 

籃球時間 2 

(八月 13:30-17:5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暑假作業

指導 

英語 

2 

農事服務

美勞時間 

3 

閱讀時間

農事服務 

4 

閱讀時間 

英語 

5 

社區打掃 

籃球時間 

6 

8 

領袖成長

營 

9 

領袖成長

營 

10 

 

11 

機器人夏

令營 

12 

機器人夏

令營 

13 

機器人夏

令營 

15 

籃球夏令

營 

16 

籃球夏令

營 

17 

籃球夏令

營 

18 

籃球夏令

營 

19 

籃球夏令

營 

20 

22 

暑假作業

指導 

英語 

23 

農事服務 

美勞時間

2 

24 

農事服務

築夢講座 

25 

閱讀時間 

英語 

 

26 

社區打掃 

籃球時間 

 

27 

29 

暑假作業

指導 

英語 

30 

農事服務 

美勞時間 

31 

閱讀時間 

農事服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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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日課表  

時間 三 六 日 

13:30~14:10 作業時間  作業指導 

14:20~15:00 閱讀時間  作業指導 

15:10~15:50 客語時間  武術 

16:00~16:40 客語時間 作業時間 武術 

16:40~17:00 點心時間 作業時間 點心時間 

17:00~17:40 生活美語 閱讀時間 彈性 

17:40~18:30 生活美語 讀經 彈性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39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7,951次。 

二、提供 44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6,732 人次。 

三、共計招募 33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29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十六、 南投縣草屯鎮平林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6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4 25% 

身心障礙 3 19% 

低收入戶家庭 6 38% 

中低收入戶家庭 2 13% 

高風險 2 13% 

單親家庭 3 19% 

特殊境遇 3 19% 

隔代教養 7 44% 

其他(學習遲緩)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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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6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12.5% 

二年級 0 0% 

三年級 6 37.5% 

四年級 3 18.8% 

五年級 2 12.5% 

六年級 3 18.8% 

總計 16 100% 

 

(三) 共計招募 16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家庭關懷組 協助活動辦理、安全維護、交通接送 4 

餐飲組 協助餐食準備 4 

課程陪伴組 
協助學童課後照顧、完成學生課業上的

問題、定期紀錄學生狀況 
15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國立手工藝研發中心 

-九九峰藝術生態園區 

楊彧專案助理 

校外參訪行政安排 

南投縣政府 王榮義科長、呂建蒼社工員 

各項政府補助申請協助、行政協助 

南投縣議員 李洲忠、林永鴻、簡峻廷議員 

各項行政協助 

草屯鎮公所 簡永捷課長、李淯瑜課員 

各項行政協助 

平林國小 黃春華校長、謝主任、高主任 

各項行政協助、學童狀況即時會報、校園與社區

連結 

福榮造景 邱慶安董事長 

參訪行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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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繡美術館 徐子涵、胡文翠、呂宛儒老師 

參訪行政安排 

平林里辦公處 謝瑞棋里長 

場地與各項行政協助 

平林永安宮管理員會 藍榮彬主任管理委員 

場地與各項行政協助 

平林老人會 藍金木會長 

場地與各項行政協助，老人與學童課程相互結合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三 五 

12:40-13:30  回家功課  

13:30-15:30  律動課程  

15:30-16:00 午茶時間 午茶時間 午茶時間 

16:00-17:00 回家功課 多元課程 

烘焙/講座/ 

影片/美術/其他 

 

17:00-18:00 
彈性課程 

桌遊/影片 

彈性課程/ 

校園運動 

18:00-18:40 幸福晚餐 幸福晚餐 幸福晚餐 

18:40-19:00 整理環境/回家 整理環境/回家 整理環境/回家 

2.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2:00-12:4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2:40-13:3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30-14:30 暑期功課 游泳 暑期功課 暑期功課 游泳 

14:30-15:30 彈性課程 游泳 彈性課程 彈性課程 游泳 

15:30-16:00 
整理環境/ 

放學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6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2,688人次。 

二、提供 16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2,68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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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計招募 16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10個外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十七、 雲林縣元長鄉五塊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6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5 31% 

身心障礙家庭  2 12.5% 

低收入戶家庭 5 31% 

單親家庭 4 25% 

隔代教養 3 19% 

總計 16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3 19% 

二年級 1 6% 

三年級 4 25% 

四年級 4 25% 

五年級 2 13% 

六年級 2 13% 

總計 16 100% 

(三) 共計招募 17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課程輔導諮詢 志工培訓、課程規劃諮詢 4 

陪伴照顧 學童陪伴、輔導 6 

行政文書 協助文書作業 2 

餐飲準備 協助準備餐食 7 

(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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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長消防隊 防火及逃生、CPR 宣導 

元長派出所 犯罪預防及交通宣導 

高雄師範大學 社區彩繪 

私立敏惠護校 拼布包義賣 

雲林同鄉會 雲林忘年會並提供車輛及餐點 

元長鄉衛生所 健康講座 

元長鄉公所 
吊扇 6座，鐵櫃 8座，簡易卡拉 OK一組，

筆電一台 

雲林縣政府 一盤一烤加發酵箱烤箱一台 

崙背功德會 電影票 30張 

台灣人壽 健走活動、提供車輛及物資 

幔室布緹織品窗簾家飾 抱枕 4個、媒體宣傳 

新北市李婉玉議員 聖誕鞋盒 20個 

大埔社區發展協會 邀請學童手作披薩及帶動唱 

雲林縣肉品市場 豬肉 30斤 

古典音樂台 媒體宣傳 

紙風車劇團 CD一組 

雲林縣婦幼科 台灣燈會氣墊床免費門票 30張 

 小提燈 40個 

 幫忙申請農糧署白米 210 公斤 

 申請食物銀行物資-奶粉 

吳源昌(南合合作農場) 白米 200公斤 

信義國小 場地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三 五 

12:00-13:30 午休 

13:30-16:00    

16:00-16:15 點心 點心 點心 

16:15-18:20 陪伴、功課 才藝課程 才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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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 家長接送 

2. 暑期課表(08:00-12: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7/16 7/17 

     

彩繪 

遇上美

食 

彩繪 

遇上美

食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健康飲

食 
春仔花 

Pizza製

作 
春仔花 

故事箱

製作 
 

彩繪 

遇上美

食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烏克麗

麗 

兒童律

動 
自由日 

彩繪 

遇上美

食 

揭牌   

     8/6 8/7 

     
湖山社

區聯誼 

彩繪 

遇上美

食 

8/8 8/9 8/10 8/11 8/12 8/13 8/14 

健康飲

食 

健康飲

食 

健康飲

食 

健康飲

食 

故事箱 

製作 
 

彩繪 

遇上美

食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提升自

我能力

課程 

提升自

我能力

課程 

提升自

我能力

課程 

提升自

我能力

課程 

提升自

我能力

課程 

 
拍攝 

微電影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社區聯

誼 

 

(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6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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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共計服務 2,208人次。 

二、提供 16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2,208 人次。 

三、共計招募 17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19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十八、 嘉義市西區鳳梨會社社區發展協會 

(一) 共計服務 14位國小學童，其家庭背景分布如下： 

家庭背景 人次 占學童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1 7.2% 

經濟弱勢 3 21.4% 

單親家庭 5 35.7% 

隔代教養 2 14.3% 

其他(一般生) 3 21.4% 

總計 14 100% 

(二) 學童年級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0 0% 

二年級 0 0% 

三年級 0 0% 

四年級 6 42.8% 

五年級 4 28.6% 

六年級 4 28.6% 

總計 14 100% 

(三) 共計招募 24位在地志工協助基地活動進行。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課程陪伴組 輔導學童課業 8 

餐食服務組 烹飪 8 

家庭關懷組 關懷 4 

庶務組 總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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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嘉義市垂楊國小 場地借用、資源共享 

中正大學社工系  課程規劃、活動帶領 

聖馬爾定醫院 營養諮詢、相關衛教 

嚴昔志藥局 傷患立即處理 

嘉義市西區家庭福利中心 個案發覺、完整通報 

鄰里長辦公室 個案發覺、完整通報 

嘉義市政府 計畫相關事宜 

配南宮 廚房借用 

堯天宮 物資提供 

福安宮 活動規劃、課程配合 

逗陣社會企業社 課程規劃、活動帶領 

天主教教會 活動帶領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12:40-13:30   課輔時間  

16:00-17:00 課輔時間 課輔時間  課輔時間 

17:00-17:30 用餐 

17:30-19:00 
桌遊 

生活與人文 
非洲鼓 

桌球 

太極拳 

烹飪、手工藝 

圍棋 

2. 暑期課表(08:00-12:00)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8:5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08:50~10:20 桌遊 桌球 非洲鼓 桌球 籃球營 

10:30~12:00 桌遊 
手工藝 

DIY 
科學童玩 捏塑課 繪畫課 

12:00~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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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服務成效摘要： 

一、提供 14 名基地弱勢學童參與多元陪伴課程及活動，陪伴其課後

時光，共計服務 3,120人次。 

二、提供 14名基地弱勢學童營養餐食，共計服務 4,160 人次。 

三、共計招募 24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 

四、共連結 12部資源，增加其對於社區兒少照顧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