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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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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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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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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擬定承接計畫之社區發展協會資格 

(二) 評選方式： 

1. 遴聘具兒少福利議題、兒童教育發展或社區組織經營經驗之專家 

及衛生福利部社工司同仁，組成評選委員會。 

2. 研擬評選內容及標準，由中信慈基金會同仁及評選委員擔任評審 

委員，與縣市社會處同仁陪同，至各社區實地評審。 

3. 由各縣市社會局處推薦資源缺乏地區有意願參與之社區發展協

會參加評選 

4. 召開評選會議，選定新年度續案及新案之社區 

(三) 基地應辦理之內容與項目： 

1. 扶助社區內至少 15 位國小弱勢或特殊家庭需求之學童課後照顧

服務，每週至少執行三天。 

2. 課後照顧服務包括：提供兒童多元課後陪伴方案及餐食 

3. 提供安全的照顧與學習環境。 

4. 增加孩子自信心及社區認同。 

5. 運用社區志工陪伴兒童。 

6. 其他有助於兒童正向成長之服務。 

(四) 經費補助： 

由基金會補助每單位每年上限新臺幣 100萬元整，實際撥款則依各單位

提出之計畫核定。 

 

二、撰寫社區築夢基地辦理本計畫之工作手冊： 

為協助社區築夢基地有效執行本計畫之兒童照顧服務事項，以達成計畫目標，

研訂「社區築夢基地執行兒少社區陪伴紮根計畫工作手冊」，其內容應包括以下

重點： 

(一) 執行本計晝應完成辦理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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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設計並提供課後多元學習陪伴方案，改善兒童學習技巧與提高學習

成就，加強兒童技藝及社區參與之能力。 

(三) 提供兒童課後餐飲，並注意食品安全衛生，加強兒童用餐禮儀與責任。 

(四) 招募社區志工投入兒童陪伴工作，培養兒童正向發展及對社區之認同 

(五) 連結及運用社會資源，滿足社區弱勢兒童及家庭的需求。 

(六) 打造一個兒童安全學習成長的環境 

(七) 其他應配合辦理之事務根據每年各基地執行的優點及培力委員的建議，

逐年檢討修正工作手冊內容。 

 

三、辦理社區築夢基地人員之教育訓練： 

(一) 依據工作手冊內容設計訓練課程。 

(二) 遴選具有兒少福利議題、兒童教育成長或社區組織經營等經驗之專家擔

任課程講師。 

(三) 訓練對象： 

1. 社區築夢基地之計畫執行人員及專案人員 

2. 各縣市社會局處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四) 訓練期程：於每年各基地執行計畫之前辦理 

(五) 收集受訓人員對課程的回饋與建議 

 

四、設計社區築夢基地執行計畫之記錄表單： 

(一) 依據工作手冊內容設計執行工作之記錄表單範例。 

(二) 製作表單填寫說明。 

(三) 社區築夢基地依表單範例設計合適在地使用之記錄表單 

(四) 定期收集並分析記錄表單之結果。 

(五) 收集基地優良記錄表單及培力委員建議，逐年增修記錄表單 

 

五、建置社區築夢基地執行計畫之評量指標： 

(一) 依據工作手冊內容設計項工作執行之成效評量指標 

(二) 明確定義每項評量指標之達成程度。 

(三) 各基地依評量指標定期自我評量各項工作之辨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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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據工作手冊修正內容、各基地評量結果及培力委員建議，逐年增修評

量指標 

 

六、辦理社區築夢基地之培力輔導： 

(一) 依據工作手冊內容及評量指標擬定培力輔導內容 

(二) 研訂培力輔導工作手冊 

(三) 遴聘具有兒少福利議題、兒童教育成長或社區組織經營等輔導經歷之學

者專家為培力委員，協助實地輔導基地 

(四) 每年應辨理二次以上實地培力輔導工作 

(五) 依據工作手冊修正內容、各基地評量結果及培力委員建議，逐年增修培

力輔導重點 

(六) 培力輔導工作得委託民間團體共同協助辦理 

 

七、評量社區築夢基地執行成效： 

(一) 依據評量指標之標準，評量各項指標之達成程度 

(二) 由培力委員擔任成效評量委員 

(三) 召開會議遴選績優之社區築夢基地，加以表揚鼓勵 

(四) 收集並分析各基地問卷、評量資料 

 

八、辦理計畫成果發表會： 

為呈現社區築夢基地年度執行社區兒童照顧服務之成效，辨理年度成果發表

會，以分享各基地之執行經驗與成果，並激勵更多社區組織投入本計畫之推動，

以提升計畫後續推動之成效，其內容應包括以下重點： 

(一) 推舉三家績優社區築夢基地分享執行經驗，並於會中予以頒獎表揚 

(二) 由該基地之培力委員擔任與談人，說明該基地之優點及創意，並提出具

體後續推動之建議 

(三) 由每一基地依其執行過程及成果製作成果海報，於發表會現場展示，並

向參加人員說明其特色與成果；與會人員依各海報製作之內容予以評比，

選出優良海報製作。 

(四) 規劃年度綜合討論，收集各基地對未來計晝執行之建議，邀請衛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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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官、計畫主持人、培力委員會召集人共同主持。 

 

柒、 工作團隊與角色分工： 

 

 

 

 

 

 

 

 

 

 

 

 

 

 

一、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責：整體政策規劃、諮詢與方向指導 

二、主辦單位：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主責：整體計畫執行督導與經費挹注：計畫經費補助審查(初審及複審)；

計畫執行品質監督(配合培力團進行期中、期末訪視)、確保經費穩

定挹注；連結其他企業資源，協助社區活動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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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縣市社區方案執行督導與輔導：定期探視社區方案進行現況，分享回饋、

反映社區執行困擾；協助社區方案進行中問題解決與處理，必要時協助

連結在地資源強化方案執行效能。 

(二) 各社區發展協會：依社區承諾計畫內容執行，確保方案穩定依進度執行

及兒童整體照顧安全。 

四、成立計畫核心工作小組 

為有效掌握計畫之進行及協調各成員之分工，籌組計畫核心工作小組，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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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重點如下： 

(一) 計晝內容之細部規劃及分工 

(二) 計晝執行進度之掌控 

(三) 計畫成員之協調溝通 

小組成員包括： 

(一) 計畫主持人 

(二) 衛生福利部社工司代表 

(三) 中信基金會同仁代表 

(四) 培力輔導計畫主持人 

(五) 培力輔導計畫委託單位專案人員 

 

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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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促進參與社區自主能力，滿足社區兒童及家庭的需求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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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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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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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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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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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年(本)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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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度基地執行資料分析 V V 
          

2 辦理培力委員共識會議 V            

3 實地培力輔導  
V V 

  
V V 

     

4 基地執行成果評量與分析         
V V 

  

5 明年度續案及新案評選          
V V 

 

6 辨理成果發表會           V  

7 年度執行成果檢討，修正文件          
V V 

 

9 委託下年度培力輔導計畫            V 

8 辦理人員教育訓練            V 

三、 第三年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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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度基地執行資料分析 V V 
          

2 辦理培力委員共識會議 V            

3 實地培力輔導  
V V 

  
V V 

     

4 基地執行成果評量與分析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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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執行成果檢討          
V V 

 

6 推動後續計畫之評估與方式       
V V V V 

  

7 辨理三年擴大成果發表會           V  

8 新三年計畫之新案評選          
V V 

 

壹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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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共補助 20個社區發展協會。 

(二) 社區築夢基地培力輔導計畫經費： 

1.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培力輔導計畫。 

2. 培力輔導委員出席費及交通費。 

3. 增加孩子自信心及社區認同。 

(三) 教育訓練經費 

1. 課程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 

2. 受訓人員餐點及住宿費用。 

3. 講議印製費用。 

4. 訓練場地費用 

(四) 成果發表會經費 

1. 經驗分享及與談人鐘點費與交通費 

2. 頒獎獎牌費用。 

3. 場地費及餐點費用。 

4. 發表會手冊及海報印製費 

(五) 計畫推動行政經費 

1. 核心工作小組開會會用 

2. 工作手冊印製費用 

3. 其他行政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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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成效評估 

目前點燃生命之火經費共計贊助全台 20 個社區發展協會成立臺灣夢社區築夢基

地，統計期間自 106.7.1-107.6.30。截至統計日止，共提供 380位社區學童參與多

元陪伴課程及活動，共計服務 75,724 人次；共提供 391 位社區弱勢學童營養餐

食，70,426人次；共招募 419位志工投入基地服務工作；共連結 291個外部資源，

一同支持社區兒少照顧。 

一、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4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14% 

二年級 2 14% 

三年級 3 22% 

四年級 2 14% 

五年級 4 29% 

六年級 1 7%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家庭背景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4 29%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原住民子女 3 22% 

新住民子女 3 21% 

單親家庭 1 7% 

隔代教養 0 0% 

一般生 3 21% 

總計 14 100% 

雙重身份人數：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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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15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 

活動組 
活動規劃、開會時

間安排 

3 陳文標、王清秀、李霞 

照顧陪伴組 
作業指導、情緒管

理教導陪伴、家訪 

5 周騰一、周黃政、劉碧梧、張淑

美、張佩雲 

餐食組 
每日晚餐、維護廚

房整潔 

3 莊碧梧、謝牡丹、翁美雲 

課務行政組 文書處理 2 余淑宮、林雅玲 

財務組長 帳務整理 2 蘇金鳳、呂紫萱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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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貝爾烘焙坊 每週三提供麵包餐點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

福利基金會 
 

24,000 

基督教會百福之家 協辦美語夏令營、贊助報名費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5.6.1-106.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說明 

A. 專案人員費 448,255 514,080 年終、三節 

B. 講師鐘點費 65,400 80,000 柔力球停課、非洲鼓改

隔週上課 C. 業務費   

(1) 水電、網路、瓦斯費  48,000  

(2) 伙食費 209,455 289,800  

(3) 保險 6,696 4,500  

(4) 雜支 216,898 42,000  

(5) 差旅費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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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材料費  12,000  

(7) 廚工 62,940   

總計 $1,009,644 1,000,380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5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480小時 

2.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400-1430 同樂時光 同樂時光 同樂時光 同樂時光 同樂時光 

1430-1530 作業時間 作業時間 作業時間 作業時間 作業時間 

1530-154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540-1630 舞蹈課程 戶外活動 非洲鼓 小小美食家 音樂饗宴 

1630-164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640-1730 舞蹈課程 戶外活動 非洲鼓 小小美食家 音樂饗宴 

1730-1800 晚餐時光 晚餐時光 晚餐時光 晚餐時光 晚餐時光 

1800-1820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3.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245-1300   放學時間   

1300-1400   寫作業   

1400-1430   點心時刻   

1430-1500   自由時間   

1500-1600 放學時間 放學時間 非洲鼓/禪繞畫 放學時間 放學時間 

1600-161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610-1700 生命教育 團康活動 非洲鼓/禪繞畫 音樂饗宴 親子代間 

1700-1800 寫作業 寫作業 寫作業 寫作業 寫作業 

1800-1840 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1840-1900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打掃時間 

二、 台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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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21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0 0% 

二年級 1 0% 

三年級 3 14% 

四年級 10 48% 

五年級 4 19% 

六年級 3 14%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家庭背景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3 14% 

身心障礙家庭 2 10% 

特殊境遇家庭 1 4%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8 38% 

單親家庭 3 14% 

隔代教養 2 4% 

一般生 2 10% 

總計 21 100% 

雙重身份人數：4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16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 

廚房志工組 廚房志工 

(1) 設計/規劃並實際提供基

地兒童餐食點心服務 

6 鄧甘月蘭組長 

黎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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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援基地家事服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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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金連 

羅秀英 

李林秀妹 

黃莉婷 

陪伴志工組 
愛心陪伴 

志工 

(1) 基地活動人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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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康遊戲活動帶領 

(5) 彈性支援交通接送 

6 李昌蔭組長 

施曉穎 

黃明霆 

蕭名舜 

闕秀足 

劉春蓮 

關懷訪視組 關懷志工 

(1) 配合專案人員及社工之

兒童家戶關懷訪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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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協助規劃執行親師座談

會 

4 戴靜宜組長 

呂瑞娟 

劉春蓮 

蕭遺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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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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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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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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小時 

中華科技大學 

1. 課指組學生服務社團進駐服務(課

後陪伴與課後輔導) 

2. 基地親善社區活動之規劃帶領 

3. 校園活動提供基地兒少參與 

213小時 

南信青少年服務中心 

1. 兒少團康活動帶領師資的支援 

2. 戶外體驗活動課程師資結合與教

學 

35小時 

家扶南港服務中心 

1. 地方兒少權益促進網絡之建立 

2. 有關地方兒少家暴防治之教育訓練 

3. 兒少寄養家庭關懷服務 

2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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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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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小時 

環保局延慧書庫與東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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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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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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全聯福利中心 

1. 兒童相關大型活動之餐食點心或

食材/物資的贊助 

2. 兒童共餐服務之餐食與營養品贊

助提供 

5,250 

南港區農會 

1. 兒童活動據點冷氣機/開飲機之贊

助 

2. 相關大型活動之餐食點心或食材

的贊助 

8,600 

一之軒麵包店 
1.每月提供 2個八吋蛋糕及 1次免費麵

包甜點供據點辦理慶生會使用 

25,000 

南港復生教會食物銀行 
1.特殊境遇兒童之物資冬令救濟及日

常生活用品贊助提供 

18,500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7.1-107.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A. 專案人員費 390,000 390,000 37% 含年終獎金 

B. 專案負責人費 0 0 0% 專案負責人本會

採義務職,不支領

相關費用 

B. 講師鐘點費 152,500 148,767 14%  

C. 業務費 483,934 461,233 45%  

(1) 共餐費用 225,000 225,000 21% 計算基準 3750人

次=50 週*3次*25

人(含學童及老

師、家長、志工)/ 

3750 人次*60元 

(2) 志工費用 55,200 53,680 5% 含廚務志工/陪伴

志工及訪視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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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備費/教具費 72,582 60,000 7%  

(4) 場地清潔費 24,000 24,000 2%  

(5) 材料費 48,580 47,000 5% 課程運作所需使

用之材料費用 

(6)其他雜項 58,572 51,553 6% 含印刷費/文具費/

車旅費/編輯費/雜

項支出等 

(7)其他自籌款 37,900 0 4% 含夏令營/四分溪

尖兵社團/戶外觀

摩等費用 

總計 1,064,334 1,000,000 100%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4門課(暑假為 7 門)，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389小時 

2.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00~12:00 我是食農 

小食神 

基地開放 

閱讀時間 

夏日蚊子 

電影院 

我是烘焙

小達人 

基地開放 

閱讀時間 

四分溪生

態小尖兵

社團 

14:00~16:00 趣味團康 

競賽 

勁歌熱舞 

Show 

我是家事 

小達人 

勁歌熱舞 

Show 

蚊子 

電影院 

 

16:00~18:00 理財圓夢

教室/生

態妙妙妙 

趣味生活 

教室 

久如社區

達人秀 

久如親子

閱讀書房 

  

18:00~19:00 歡樂共餐 

時光 

歡樂共餐 

時光 

歡樂共餐 

時光 

歡樂共餐 

時光 

  

3.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6:30~17:00 課後陪伴 課後陪伴 課後陪伴 課後陪伴 家庭日 四分溪生



19 

 

陪讀 陪讀 陪讀 陪讀 態小尖兵

社團 

17:00~17:40 家事訓練 家事訓練 家事訓練 團康趣味 

遊戲 

 

17:40~18:10 歡樂共餐 

時光 

歡樂共餐 

時光 

食農教育 

趣味共食 

歡樂共餐 

時光 

 

18:10~19:30 理財圓夢

教室/生

態妙妙妙 

趣味生活 

教室 

久如社區

達人秀 

久如親子

閱讀書房 

 

19:30~20:00 勁歌熱舞 

Show 

自由時光 勁歌熱舞 

Show 

  

(六) 志工分組：目前共招募 16位志工。 

志工組別 任務 人數 備註 

廚房志工

組 

(1) 設計/規劃並實際提供基地

兒童餐食點心服務 

(2) 支援基地家事服務以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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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中一位志工擔任廚房

班班長職務 

陪伴志工

組 

(1) 基地活動人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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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性支援交通接送 

6 

 

其中陪伴志工還包括與

中華科大康輔社、餐飲

管理系以及台北醫學大

學、信義南港青少年服

務中心等單位合作，運

用學生擔任志願服務陪

伴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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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關懷訪視組志工與定期

和協會社工師進行在職

訓練與家庭動力探索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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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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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新北市三芝區福成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共計照顧 15 位社區弱勢學童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1 6.7% 

二年級 3 20% 

三年級 1 6.7% 

四年級 2 13.3% 

五年級 5 33.3% 

六年級 3 20% 

2.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家庭背景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6 40%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1 7% 

原住民子女 1 7% 

新住民子女 2 13% 

單親家庭 4 26% 

隔代教養 0 0% 

一般生 1 7% 

總計 15 100% 

雙重身份人數：3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29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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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服務組 雁飛廚娘 
餐食準備 

廚房庶務 
8 

吳麗惠（組長） 

江姮儀（家長） 

康淑芬、陳美玲 

郭玉霜、鄭江寶英 

黃淑茵（家長） 

陳思婷（家長） 

課程指導組 課輔老師 

陪伴學童 

檢查作業 

環境清潔督導 

9 

楊來春（組長） 

廖韋齊（青年） 

陳育暄（大專生） 

李玥瑩（大專生） 

詹蘭英、董香蘭 

吳美萱、塗水清 

課程規劃組 計畫督導 

定期會議檢討 

課程內容調整 

活動規劃修正 

10 

許玉霞（組長） 

鄭國賢（理事長） 

黃富隆（青年） 

羅美榆（理事） 

周素珍（會計） 

王生中（理事） 

周佳儀（青年） 

劉桂貞、盧玉珍 

活動攝影組 活動執行 
協助社區活動幫忙

及課程紀錄 
2 

施天保（組長） 

鍾萬發（理事） 

(三) 社區資源連結：如宮廟、學校、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等。 

資源類型 資源/單位名稱 可提供資源 

公部門 

新北市社會局 

三芝區公所 

北海社福 

家暴防治中心 

警察局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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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芝圖書館 教育訓練、課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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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所 
營養餐食、教育訓練、專業諮詢、課程

合作、量身高體重 

教育部青年署 暑期工讀生計畫 

教育單位 

三芝國小 
個案通報、資源轉介、專業諮詢、教育

訓練 

興華國小 
場地、活動策劃、課程合作、課後陪伴

服務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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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 4位大專志工） 

市立三芝幼兒園 場地、活動策劃 

陽明大學 課程規劃與合作、社區營造、活動策劃 

非營利單位 

誠品文教基金會 漂書計畫據點、五箱書籍 

中信文教基金會 活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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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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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卡片 1050 1050 

教學印章 500 500 

獎勵姓名貼紙 600 

影印紙 379 

畫本 482 

字典＋水彩筆 1138 1138 

乾操花 1000 

影印紙 698 

材料費 2000 

講師費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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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費 428 

影印紙 379 
 

小基隆福成宮 
物資、人力、場地、活動合作、代間活

動、急難救助金 

三芝智成忠義宮 

錫習板智成堂 人力、場地、活動合作、共餐代間活動 

水口民主公王 客家文化、太鼓課程交流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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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空間/自

然資源 

八連溪 

福德水車園區 

三生步道 

民主公王水車園區 

戶外教學觀摩、活動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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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6.1-107.6.30) 

項目 目前支出

金額 

計畫預算

數 

百分比 說明 

A. 專案人事費 482386 432000 111% 

 (包含暑期工讀生勞

健保費用) 

因為誤將去年度的薪

水作為今年的薪水額

度，加上今年申請到暑

期工讀生因此勞保的

部分有超額的情況，會

於下次計畫執行時進

行檢討。 

B. 講師鐘點費 196700 187200 104% 

由於暑假期間從服務

兩個小時增至六小

時，因此造成鐘點費有

非營利

單位 



24 

 

超支的狀況，會於下次

計畫執行時進行檢討。 

C. 業務費  

(1)餐費 
179582 192000 77% 

 

(2)車資 13000 20000 94%  

(3) 保險費 2823 3000 94%  

(4) 印刷費 1963 2000 98%  

(5) 教材費 11254 19200 94%  

(6) 成果製作費 5625 6000 62%  

(8) 志工車馬費 47400 76800 72%  

(9) 差旅郵資費 8737 9000 92%  

(10) 網路電話費 15419 18000 93%  

(12) 雜費 34767 34800 99%  

總計 999,656 100萬 99% 剩餘 950 元(留用雜支) 

(五) 一週課表：基地目前共開設：四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410小時 

1. 暑期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9:00~11:00 太鼓課程 

羅美榆、盧玉

珍老師 

DIY手作課 

社區志工老師 

太鼓課程 

羅美榆、盧玉

珍老師 

太鼓課程 

羅美榆、盧玉

珍老師 

11:00~11:30 環境整理與休

息 

食材採買 環境整理與休

息 

環境整理與休

息 

11:30~12:30 午餐時間 準備午餐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12:30~13:30 社區服務時間 午餐時間 社區服務時間 社區服務時間 

13:30~15:00 作業指導與社

區改造 

烏克麗麗 

劉啟文老師 

作業指導與社

區改造 

電影欣賞 

2. 寒假課表 

週一 週二 週四 週五 

  
1/25  1/26  

  

複習曲子 認識樂

譜  節奏練習 (獅

鼓)  

扭蛋機製作  

1/29  1/3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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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曲子 認識樂

譜節奏練習(獅鼓)  

洗衫窟仔牆面彩

繪，歡迎家長一同

參加 

複習曲子 認識樂

譜節奏練習(獅鼓) 
扭蛋機布置  

2/5  2/6  2/8  2/9  

複習曲子 認識樂

譜節奏練習(獅鼓)  

洗衫窟仔牆面彩

繪，歡迎家長一同

參加 

獅鼓 : 成果發表 

(歡迎家長前來觀

賞)  

扭蛋機內容物製

作設計  

2/12  2/13    

打掃除，歡迎家長

一同參加 

洗衫窟仔牆面彩

繪，歡迎家長一同

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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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麗麗 藝術設計 生活自理及發想 

桌球 

環境維護 

18:30 回家 

四、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8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11.11 

二年級 2 11.11 

三年級 2 11.11 

四年級 4 22.22 

五年級 6 33.33 

六年級 2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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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家庭背景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0 0% 

身心障礙家庭 3 17% 

特殊境遇家庭 1 6% 

原住民子女 2 12% 

新住民子女 8 44% 

單親家庭 3 17% 

隔代教養 0 0% 

一般生 1 6% 

總計 18 100% 

雙重身份人數：4人 

(二) 志工： 

3.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21人 

4. 志工分組：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組長 

行政組 行政事項 4 黃玉琴 

教學組 課程教學 4 黃月賢 

餐食組 餐食服務 4 黃桂琴 

陪伴組 課程陪伴 9 張正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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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潭家庭服務中心 協助輔導資源與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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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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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園區 物資支援 

友達公司 物資支援 

蔬禾有機農場 物資支援 

良山有機農場 物資支援 

凌雲有機農場 物資支援 

大蕓有機農場 物資支援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7.1-107.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百分比 說明 

A.專案人事費 420000 456000 92.1  

B.講師鐘點費 265560 283200 94.84  

C.業務費 355113 427600 83.04  

1.餐費 191872 203100 94.47  

2.參訪費 28521 103500 27.55  

3.場地保險費 2666 9000 29.62  

4.課程材料費 123370 50000 246.74  

5.雜費 8684 62000 14  

總計 1,040,673元 1,166,800元 89.19 自籌 40673元 

(五) 課表 

1. 社區一週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300 遊戲  課業陪伴 遊戲 運動 

1600 課業陪伴 課業陪伴 太極拳 課業陪伴 課業陪伴 

1730 晚餐 晚餐 點心、放學 晚餐 晚餐 

1800 繪畫 桌遊  藝術人文 客語相聲 

1900 放學 放學  放學 放學 

2. 暑假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 繪畫 社區植物 餅乾烘焙 造型麵包 陶藝捏陶 

1130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1400 暑期作業 環境教育 藝術人文 客語相聲 暑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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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放學 放學 放學 放學 放學 

3.寒假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 繪畫 手工藝 餅乾烘焙 服務學習 寒期作業 

1130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中餐 

1400 造型麵包 音樂 品格教育 客語相聲 桌遊 

1700 放學 放學 放學 放學 放學 

五、 新竹市香山區香山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 19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3 16% 

二年級 2 10% 

三年級 5 26% 

四年級 6 32% 

五年級 3 16% 

六年級 0 0%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家庭背景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2 10%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3 16% 

單親家庭 5 27% 

隔代教養 7 37% 

一般生 2 10% 

總計 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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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身份人數：2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 19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活動陪伴 

文書 

志工 

 

活動帶領.兒少

陪伴.資料整理 

7 組長~鄭碧娥 

組員~李素霞.李瑞娟.劉魏

水治.陳盈璇.黃意

文.洪秀佩 

餐飲組 
採購烹調

志工 
午餐.點心 

7 組長~任月娥 

組員~呂吳阿純.陳魏秀豔.

謝碧瑩.林真好.林秀

春.吳葉美英 

交通組 志工 接送 
3 組長~邱美華 

組員~林麗芳.李瑞娟 

維護組 志工 器材維修 
2 組長~王平東 

組員~郭清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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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個案來源.協助會務財務 12小時 

新竹市政府-民政處 參與活動 6小時 

新竹市政府-人事處 參與活動 6小時 

新竹市政府-婦女兒童少

年福利科 
個案來源.物資.參與活動 12小時 

香山衛生所 物資 物資 

香山社區發展協會 場地.導覽.活動… 240小時 

香山社區發展協會-理監

事 
個案來源.參與活動.物資.會務… 40小時 

香山里里長辦公處 個案來源.參與活動 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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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里里長辦公處 個案來源.參與活動 6小時 

新竹市育成培力中心 協助會務.參與活動 20小時 

香大志工隊 陪伴.餐食.參與活動… 240小時 

竹塹築夢歌劇團 戲劇指導 10小時 

朝山消防隊 參與活動.宣導演練 4小時 

大庄國小 個案來源.參與活動 10小時 

香山高中 協助活動辦理.營養諮詢 10小時 

玄奘大學 規劃參與活動.物資.協助會務 30小時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活動帶領 6小時 

新康藥妝生活館 物資 物資 

安麗慈善基金會 活動帶領 9小時 

南方田園有限公司 快樂小廚師 12小時 

香山社區里民-長輩 活動帶領.生活體驗.種菜 12小時 

長春園藝 園藝體驗 2小時 

國際米粉有限公司 生活體驗.導覽 2小時 

大愛媽媽 心靈環保課程 20小時 

個人工作室 捲紙.摺紙 20小時 

新龍興麵包坊 物資 物資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5.6.1-106.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小

太

陽

的

微

笑 

1 專職人員 388,800 388,800 100%  

2 雇主負擔勞健保 48,642 62,400 78%  

3 專案負責人費 36,000 36,000 100%  

4 志工培力 2,400 2,400 100%  

5 參訓人員交通費 7,273 18,000 40%  

6 交通費 29,000 28,800 101%  

7 場地險 2,666 7,000 38%  

8 雜支 48,060 48,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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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具 26,382 20,000 132%  

10 印刷費 16,752 10,000 168%  

11 講師費 36,800 19,200 192%  

12 DIY手工藝術課 881 3,600 24%  

13 我是小廚師 34,682 12,000 289%  

第

一

階

段 

1 活動帶領 25,600 25,600 100%  

2 志工車馬費 12,800 12,800 100%  

3 餐費-點心 36,544 56,320 65%  

4 午餐費 24,019 35,200 68%  

5 餐點設備費 3,070 4,000 77%  

第

二

階

段 

1 活動帶領 25,600 25,600 100%  

2 志工車馬費 13,300 12,800 104%  

3 餐費-點心 62,315 56,320 111%  

4 餐點設備費 4,200 4,000 105%  

第

三

階

段 

1 活動帶領 25,600 25,600 100%  

2 志工車馬費 12,800 12,800 100%  

3 餐費-點心 60,122 56,320 107%  

4 餐點設備費 3,020 4,000 76%  

5 成果展 5,385 12,440 43%  

延

續 

1 微電影 40,000 20,000 200%  

2 團服 10,800 12,000 90%  

3 戶外教學 4,200 15,713 27%  

總計 1,047,713 1,047,713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七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140小時 

2.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30 角落時間/暑假作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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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0:30 書法藝術/寫作課/音樂課程 

10:30~12:00 我是小廚師 

12:00~13:00 午餐吃飽飽 

13:00~13:30 午休睡飽飽 

13:30~14:00 健康動一動 

14:00~15:20 品德生活教育/捲紙藝術 

15:20~15:40 下午茶點心時間 

15:40~16:00 環境整理 

16:00~ 歸賦 

3. 平日課表 

時間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六 

12:30~13:00 
集合與簽到 集合與簽到 集合與簽到 9:00~12:00 

親子活動 

 

到校載小朋友 到校載小朋友 到校載小朋友 

13:00~13:30 午休 午休 午休 

13:30~14:30 寫作業 寫作業 寫作業 

14:30~15:00 

角落時間: 角落時間: 角落時間: 

塗鴉角 塗鴉角 塗鴉角 

益智角 益智角 益智角 

圖書角 圖書角 圖書角 

    幸福罐 

15:00~16:30 
捲紙創意 書法藝術 品格教育 

手做 DIY   

16:30~17:00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17:00~    歸賦 歸賦 歸賦 

六、 新竹縣湖口鄉湖南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3 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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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3 23% 

二年級 0 0% 

三年級 3 23% 

四年級 4 31% 

五年級 3 23% 

六年級 0 0%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家庭背景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3 23%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1 8% 

原住民子女 1 8% 

新住民子女 6 46% 

單親家庭 0 0% 

隔代教養 2 15% 

一般生 0 0% 

總計 13 100% 

雙重身份人數：6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 7人(僅列出兒少志工不含機動組) 

2. 志工分組：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陪伴組 陪伴服務 5 

陪伴組長:劉鳳琴 

陪伴組員:湯美玉/葉金蓮 

林秀英/林礫英 

餐食組 餐食服務 6 

餐食組長:葉斯墊 

餐食組員:湯美玉/葉金蓮 

林秀英/劉鳳琴/羅賢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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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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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提供營養師餐食規劃 每月 1次 

永順福商行 不定期提供愛心食材 每週 1次 

木盒子手感烘焙 每週三週五固定提供新鮮麵包 
每次價值 

約 1000元上下 

哈比屋烤布蕾 不定期提供點心給予孩童 
每次價值 

約 1000元上下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5.6.1-106.6.30)106.05.01~107.0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A1專案人員費 

585357 693732 84.38% 

含年終 

A2專案人員勞健保費  

B1 專案負責人費  

B2講師鐘點費  

C 業務費-餐費 165673 144000 115.05%  

交通費 42286 36000 117.46% 
含培力及

遊覽車 

印刷 7586 10000 75.86%  

文具 22374 70200 31.87%  

雜費 28705 20000 143.53%  

教材費 54203 184000 29.46%  

水電 670 20000 3.35%  

設備費 59000 50000 118%  

保險費 4060 20000 20.3%  

總計 969914 1247932 77.72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3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120小時 

2.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8:00~10:00 戶外活動 

活力帶動唱 
 

戶外活動 

活力帶動唱 
 

戶外活動 

活力帶動唱 

10:00~12:00 品格故事屋  品格故事屋  品格故事屋 

12:00~13:30 午餐&午休  午餐&午休  午餐&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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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30 暑期作業陪伴  暑期作業陪伴  暑期作業陪伴 

14:30~15:30 角落時間 

運動時間 
 

角落時間 

運動時間 
 

角落時間 

運動時間 

15:30~17:30 多元課程  多元課程  多元課程 

17:30~18:00 晚餐&賦歸  晚餐&賦歸  晚餐&賦歸 

3.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3:00~13:30 午休  午休  午休 

13:30~14:30 作業陪伴  作業陪伴  作業陪伴 

14:30~16:00 
角落時間 

運動時間 
 

角落時間 

運動時間 
 

角落時間 

運動時間 

16:00~17:30 多元課程  多元課程  多元課程 

17:30~18:00 晚餐&賦歸  晚餐&賦歸  晚餐&賦歸 

七、 苗栗縣竹南鎮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 17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4 24% 

二年級 3 18% 

三年級 3 18% 

四年級 1 5% 

五年級 6 35% 

六年級 0 0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家庭背景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0 0%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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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4 24% 

單親家庭 0 0% 

隔代教養 13 76% 

一般生 0 0% 

總計 17 100% 

雙重身份人數：0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 21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召集人 理事長 督導計畫之執行 1 廖雪美 

統籌組 總幹事 
計畫之執行與協

調 
1 張鳳蘭 

體育組 志工 
活動內容規劃與

設計 
3 

葉國輝組長、葉添貴、 

田振烟 

兒少組 志工 
活動內容規劃與

設計 
3 

蔡杏花組長、莊寶雀、 

郭簡芳 

生態組 志工 
活動執行與講師

接洽 
2 施金來組長、蕭景昌 

才藝組 志工 
社區據點親子活

動規劃 
2 葉源興組長、賴秀芬 

餐飲組 志工 
風味餐設計、食

材採買及烹製 
5 

王寶珠組長、林翠琴、 

吳繡金、張淑嬌、檀慧敏 

導護組 志工 
活動安全維護及

保險 
3 

葉正森組長、葉宏瑞、 

葉秋恆 

財務組 會計 財務管理及核銷 1 葉梅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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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德勝宮 

宮廟提供廣場及廚房，供計畫使

用。大型廟會文化活動，邀請孩

子參與演出。 

 

海口國小 
與海口國小有密切聯繫，協助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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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國小 
新南國小老師，至社區為孩子上

課-口說藝術課程。 
 

清華大學 寒暑假至社區辦理營隊活動。  

東海大學 
寒暑假至社區辦理營隊活動，協

助塭內繪本製作。 
 

苗栗縣政府 
兒少科不定期提供資源，供社區

孩子使用，如籃球…。 
 

竹南鎮公所 社會科資源提供。  

台灣產基服務基金會 捐贈太陽能模型及太陽能模型車  

1多點鐘錶行 
至協會教導孩子鐘錶相關知識，

DIY教學體驗活動。 
 

喜鵲雞蛋 
不定期提供優質無毒雞蛋，供孩

子食用。 
 

四方牧場 
每月提供新鮮營養牛奶、優酪

乳，供孩子食用，增加孩子營養。 
 

苗栗縣自閉症協進會 
不定期提供會內孩子製作的麵

包，供孩子食用。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6.1-107.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A. 專案人員人事費 443,831 451,992 98%  

1.專案人事費 360,750 337,500  
從督導費勻

入 25,000元。 

2.專案-退休金 14,626 18,144   

3.專案-勞保費 19,874 22,644   

4.專案-健保費 13,581 13,704   

5.督導費用 35,000 60,000  

勻出 25,000

元至專案人

事費 

C. 講師鐘點費 157,600 161,400 98%  

D. 志工教育訓練費 0 33,700 0  

E. 促進親子活動及

戶外教學費用 
0 36,988 0  

F. 參加教育訓練費

用 
11,550 11,550 78%  

G. 業務費 217,774 301,200 72%  

1.水電費 0 12,000  
1.勻 152元至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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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勻出 1,066

元至雜支。 

3.勻出 1,215

元至印刷費。 

2.食材費 46,225 124,800   

3.設備器材費 106,964 100,000   

4.印刷費 16,215 15,000  

1.超支 1,215

元，從水電費

勻入。 

5.教材費 31,152 33,400 93%  

6.保險費 11,152 11,000 101% 

1.超支 152

元，從水電費

勻入。 

7.雜支 6,066 5,000 121% 

1.超支 1,066

元，從水電費

勻入。 

總計 830,755 1,000,000 83%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七月課表 

時間 
日 

8:30-12:00 

二 

8:30-12:00 

五 

8:30-12:00 

第一週 繪本故事/繪圖 桌遊活動 桌遊活動 

第二週 認識籃球 父親節卡片製作 認識籃球 

第三週 繪本故事/繪圖 
生態保育再現蝶豆花

-繪我社區 
桌遊活動 

第四週 

繪本故事+彩繪-挖

土機年年作響、彩

繪我想要的家園 

金銀紙工廠踏查 認識籃球 

第五週 
塭內生態探索趣-紫

斑蝶探索 

生態保育再現蝶豆花

-繪我社區 
塭內生態探索趣 

2. 平日課表(9-12月) 

時間 二 三 時間 日 

13:00-14:00  課業指導 08:30-10:00 
Make創客初

體驗 

14:00-15:00  手工藝製作 10:00-11:30 
桌遊/打籃球/

彈性活動 

15:00-15:30  點心時間 11:30-12:00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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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00 點心時間 才藝課程   

16:00-17:00 課業指導 才藝課程   

17:00-18:00 跳跳動動 放學   

3. 寒假課表 

(1)1/26-1/28 冬令營「紫金傳說」活動      

(2)1/29-2/2，2/5-2/9 辦理「口說藝術營」活動。 

4. 平日課表(1-6月) 

時間 週二 週三 周五 

13:00 - 14:00  課業指導 課業指導 

14:00 - 15:00  食育教育/ 

繪本故事/ 

生態探索/ 

創客體驗/ 

回收藝術 

桌遊/打籃球 

彈性活動 

15:00 - 15:30  點心時間 

15:30 - 16:00  彈性 

16:00–17:00 
戲劇課/體育活

動 
點心時間 

舞蹈律動 

17:00 -18:00 
點心時間 

課業指導 
放學 

八、 台中市大安區海墘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9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1 5% 

二年級 2 10% 

三年級 4 20% 

四年級 5 27.5% 

五年級 2 10% 

六年級 5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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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9 100%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家庭背景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7 37%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7 37% 

單親家庭 3 16% 

隔代教養 0 0% 

一般生 2 10% 

總計 19 100% 

雙重身份人數：12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23 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第一組 家庭關懷組 

協助活動辦理 .

安全維護. 

交通接送  

5人 組長：王勝宗 

組員： 

王莊碧珍，黃秋如 

王秭屏，王思涵 

第二組 課程陪伴組 

協助學童課業照

顧及 

完成學生課業上

的問題 

學期中定期紀錄

學生狀況 

13人 組長：倪秀靜 

組員： 

李焜鎮.凃進興 

王俊元.黃吳碧于 

許玉枝.羅玉雲.莊麗美.吳

陳月嬌.林玉惠.黃玉茹. 

曾秀束.李玉呅. 

第三組 
餐飲組 

及庶務組 

 

協助餐食準備 

5人 組長：陳淑寶 

黃葉染鳳.黃徐秀麵 

李張貴美.張家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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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臺中市政府社局 

大甲區家庭 

福利服務中心 
志工專業課程訓練、輔導諮詢 

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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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萬元 

海墘里辦公處 協助計畫推動 24小時 

大安農會 白米捐贈 7200元 

海墘分駐所 治安安全 ADE設置 24小時 

海墘國小 生態教室使用 12小時 

食物銀行(大安分站) 不定期提供優質牛乳 1萬元 

教育局 DOC 計畫，電腦使用 24小時 

大安衛生所 健康、醫療、衛生協助 24小時 

李綜合醫院 醫療、健康、營養餐食規劃 12小時 

生態協會導覽 生態講師 48小時 

慶安宮、和安宮 在地文化傳承 20小時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07.01~107.0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

額 

計畫預算

數 

總額% 說明 

A. 專案人員費 401,250 398,664 39% 專任人員薪資 106年 7

月至 107 年 6月 

B. 專案負責人費 5,000 5000 0.5% 專案督導費 

B. 講師鐘點費 94,000 141,200 10% 
講師費(15人) 

C. 業務費     

(1)餐費 

214,680 275,330 21% 學童 19人+講師 1人+

專任人員 1人+廚工 1

人+志工 3 人(共 28人

/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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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地食農 7,915 36,000 0.8% 在地食農體驗課程 

(3)廚媽人事費  70,320 75,360 6% 廚工 1人 

(4) 材料費 54,106 51,525 5% 各項才藝課程教材費 

(5)水電費 13,335 13,000 1% 基地水電費支出 

(6)公共意外 

責任險 
5,458 15,000 0.6% 基地志工、學童意外險 

(7)專任人員 

勞健保+勞退 
78,336 7,8336 7.3% 專任人員勞健保費 

(8)雜支 79,739 59,570 8% 基地雜項支出 

(9)獎學金 8,000 0 0.8% 鐘隆吉獎學金 

總計 1,032,139 1,148,985 100% (自籌款 24,132)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10  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 336  小時 

2.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00~10:00      服務學習 

10:00~12:00      課程 

12:00~13:00      午餐 

16:00~17:00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17:00~18:00     晚餐    晚餐  

18:00~20:00   課程  課程  

3.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00~10:00      服務學習 

10:00~12:00      課程 

12:00~13:00      午餐 

16:00~17:00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17:00~18:00     晚餐    晚餐  

18:00~20:00   課程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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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36 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3 8.3% 

二年級 2 
5.6% 

三年級 7 
19.5% 

四年級 9 
25.0% 

五年級 7 
19.5% 

六年級 8 
21.1%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7 19.3% 

身心障礙家庭  2 5.5% 

特殊境遇家庭 0 0%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6 17.0% 

單親家庭 2 5.5% 

隔代教養 3 8.3% 

其他 (注意力不集中) 1 2.8% 

一般生 15 41.6% 

總計 36 100% 

雙重身分人數：3人 

(二) 志工：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34 人，志工分組如下： 

組別 編組目的 工作內容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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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 

負責記錄所有課後輔導班之動

態、靜態的課程活動，並於學期

結束前做出照片檔案集。 

 記錄學生出缺狀況 

 協助製作成果檔案 

 協助拍照、建檔 

8人 

導護組 
負責放學交通安全及交通學生狀

況。 
 負責基地放學交通安全 3人 

會計組 負責基地帳務處理 
 基地經費支出付款及審

核。 
1人 

   總務

活動組 

負責基地內所需物資採買及管

理，拍攝課程活動。 

 負責基地內所需物資採買

及管理。 
4人 

餐食組 
負責點心時間，教導學生自製點

心。 

 點心時間學生管理 

 點心安排及衛生管理 

 餐後環境整理及監督 

 負責教導學生備料與製作

點心 

4人 

陪伴組 

負責基地之學生，課業照顧及協

助完成學生課業上的問題，於學

期中定期紀錄學生狀況。 

 管理學生教室秩序 

 記錄學生學習狀況 

 協助任課教師課程進行 

 協助拍攝課程照片 

16人 

活動支

援組 

志工休假時，互相代班、活動支

援。 

 活動與課程需要人力時，

到場支援。 
20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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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內容(經費/數量) 

彰化縣政府 106年偏鄉兒少擊鼓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6年機關王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6年活力射手籃球營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6年偏鄉兒少美語營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青少年創意 3D 20,000 元 

埤頭鄉公所 中秋晚會 20,000 元 

埤頭鄉公所 祖父母節 20,000 元 

埤頭鄉公所 益智遊戲 30,000 元 

埤頭鄉農會 插秧樂 10,000 元 

埤頭鄉農會 志工人力 2小時*30 人=60小時 

埤頭鄉農會 中秋晚會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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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頭鄉農會 志工人力 3小時*50 人=150小時 

佛光山 

員林講堂 
雲水書車 1輛與５名志工 

提供書車與志工人力 

2.5小時*5 人*4次=50 

時 

佛光會 

竹塘分會 

志工 1名結緣教授童玩 

 

2 小時 

*1人*2 次=4小時 

佛光山 

員林講堂 
築夢講座-家庭經濟與我 

講座人力 2人 

1小時*2 人= 2 小時 

農園 職業分享-消防達人 1小時*1 人=1小時 

家庭福利 

中心 
饗樂 party~ 

基地學生、家長與志工 

30人 

家庭福利 

中心 
饗樂 party~社工人數 

8人*9小時=72小時 

家庭福利 

中心 
大手拉小手~親子共廚趣 

2人*3小時*3次 

= 27小時 

彰化縣政府 106年社區歲末控窯同樂活動 20,000 元 

台盛信實業

有限公司 
106 年社區歲末控窯同樂活動瓶裝水 

120 瓶 

興中台股有

限公司 

106年社區歲末控窯同樂活動 

肉品提供 

200 台斤 

埤頭鄉公所 106年社區歲末控窯同樂活動 

志工人力 10名 

10人*4小時*1次 

=40 小時 

   

彰化縣政府 偏鄉兒少古城文化巡禮暨社區成果展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6年兒童暑期美語話劇營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7年偏鄉兒童滑冰活動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7年兒童客家舞蹈 1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6年兒童書法班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7年兒童書法班 20,000 元 

彰化縣政府 107年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志工人力 8名 

8人*3小時*1次=24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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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頭衛生所 均衡飲食體重,BMI,電子菸宣導活動 
志工人力 2名 

2人*1小時*1次=2小時 

社區有愛 

人士 
贈送聖誕節餅乾 

50盒 

榮豐農牧場 贈送生雞蛋 2箱 

中路社區 贈送黃金番茄 2箱 

綠寶禾農園 農作體驗與教學 
志工人力 2人 

2人*3小時*1次=6小時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7.1-107.6.30)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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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日課表 106 年 9月 4日開課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2:40-13:20 午休時間  午休時間 午休時間 午休時間 

13:30-14:10 美術時間  
作業指導 

(作業老師) 

客家舞蹈 

(社團) 
作業指導 

14:20-15:00 美術時間  閱讀時間 
客家舞蹈 

(社團) 
閱讀時間 

15:10-15:50 
客語時間 

(志工老師) 
 

生態解說/

書法(社團) 
作業指導 閱讀時間 

16:00-16:40 閱讀時間 作業指導 生態解說/ 代間活動 籃球/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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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老師) 書法(社團) 美學(社團) 

16:40~17:00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17:10-17:50 
生活美語 

(社團) 

作業指導 

(作業老師) 
彈性 

生活美語 

(社團) 

籃球/開心

農場 

17:50- 放學/雲水書車一個月一次/機器人課程一個月一次/築夢講座一個

月一次/才藝表演一個月一次/餐食製作一個月一次 

3. 寒假課表 

 

 

 

 

 

 

 

 

 

 

 

 

 

 

 

4. 下學期平日課表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2:40-13:20 午休時間  午休時間 午休時間 午休時間 

13 : 30-14:20 美術時間  作業指導 

(作業老師) 

客家舞蹈 

(社團) 

作業指導 

14:20-15:00 美術時間  閱讀時間 客家舞蹈 

(社團) 

閱讀時間 

15:10-15:50 客語時間 

(志工老師) 

 生態解說/

書法(社團) 

作業指導 閱讀時間 

16:00-16:40 閱讀時間 作業指導 

(作業老師) 

生態解說/

書法(社團) 

代間活動 籃球 /手作

美學(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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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 

17:10-17:50 生活美語 

(社團) 

作業指導 

(作業老師) 

彈性 生活美語 

(社團) 

籃球/開心

農場 

17:50 放學/雲水書車一個月一次/機器人課程一個月一次/築夢講座一個

月一次/才藝表演一個月一次/餐食製作一個月一次 

十、 南投縣南投市營南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9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3 16% 

二年級 0 0 

三年級 6 32% 

四年級 5 26% 

五年級 5 26% 

六年級 0 0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4 21% 

身心障礙家庭  1 5% 

特殊境遇家庭 0 0%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1 5% 

單親家庭 4 21% 

隔代教養 5 27% 

一般生 4 21% 

總計 19 100% 

雙重身分人數：1人 

(二) 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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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17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服務內容 
人

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課程規劃組 規畫課程 4 
陳素梅(組長)、蔡育民、吳麗

芳、林學梅 

學童接送組 接送學童至社區 6 
林美慧(組長)、莊秀柑、陳月

珍、簡秀秦、王富美、許秀雲 

餐食組 餐食準備及烹飪 5 
蕭淑芬(組長)、吳安、洪金梅、

宋泳有、蘇美后 

機動組 協助社區臨時異動狀況 2 莊榮智(組長)、廖靜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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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政府 督導會議、研習課程安排提供、資源連結 

南投市公所 督導會議、研習課程安排提供、資源連結 

南投縣立營盤國小 協助活動、課程建議及規劃 

營南里辦公處 協助活動進行 

南投縣育苗協會 協助食農教育活動進行 

寶南宮 活動場地提供、文化傳承、贊助經費 

衛福部草屯療養院 協助志工培訓課程 

南投縣救國團工青隊 協助活動進行、活動人力支援 

南投市各社區發展協會 互相協助活動 

社團法人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提供社區物資 

南投慈善宮 贊助經費 

大村慈聖功德慈善會 贊助經費 

正瑩書院 協助課程規劃及執行 

阿堯菜店 提供社區當季新鮮蔬果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5.6.1-10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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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說明 

A. 專案人員費 366,400 445,500  (含年終一個月) 

B. 廚工 41,097 62,244 時薪 133*309 小時 

B. 講師鐘點費 106,060 93,600 含扯鈴、戰鼓、社區

故事繪本、課後陪伴 

B. 生活輔導 6,000 6,000 志工訪視及家務指

導 

B. 志工培訓講師 3,200 9,600 志工培訓課程 

C. 業務費    

(6) 保費 53,480 72,000 專案人員勞健保含

勞退(12個月) 

(7) 場地費 9,400 18,000 修繕活動中心內燈

具 

(8) 食材費 100,371 218,400  

(9) 設備費 47,489 50,000  

(10) 活動費 32,958 30,000 彰化溪湖親子一日

遊 

(11) 其他費用(差旅

交通費/雜項支出

等) 

55,931 100,500  

總計 822,386 1,105,844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  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   小時 

2. 暑期課表 

日期 

時間 

7/4(二) 7/5(三) 7/7(五)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體育-攻佔跑壘 

才藝訓練-直笛、

創課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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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00 休息   

16:00~16:40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家庭作業完成 

16:40~16:50 休息 放學 休息 

16:50~18:30 認識社區、介紹社區

概況 

 志工老師說故事及

介紹台灣高山 

18:3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星期 

時間 

7/11(二) 7/12(三) 7/14(五)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非讀 BOOK1(英文夏

令營活動) 

電影萬花筒(樂高

英文電影欣賞) 

大地遊戲(英文夏令

營活動) 

15:50~16:00  休息   

16:00~17:40 家庭作業完成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家庭作業完成 

17:40~17:50 休息 放學 休息 

17:50~18:30 教孩童製作番茄冰沙  芋頭糕製做 

18:3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日期 

時間 

7/18(二) 7/19(三) 7/21(五)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體育 

才藝訓練-直笛、

創課積木 

音樂-直笛教學 15:50~16:00 休息 

16:00~16:40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16:40~16:50 休息 放學 休息 

16:50~18:30 社區彩繪達人教畫畫  社區文化巡禮 

18:3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日期 

時間 

7/25(二) 7/26(三) 7/28(五)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體育-益智遊戲 才藝訓練-直笛、創

課積木 

體與 

15:50~16:00 休息   

16:00~16:40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品德教養 

16:40~16:50 休息 放學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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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8:30 農事體驗(稻米種植

過程) 

 影集欣賞 

18:3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日期 

時間 

8/1(二) 8/2(三) 8/4(五)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才藝訓練-直笛、創

課積木 

 

15:50~16:00  休息   

16:10~17:40 家庭作業完成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家庭作業完成 

17:40~17:50 休息 放學 休息 

17:50~18:30 包水餃  小小導覽員-社區生

態介紹(一) 

18:3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星期 

時間 

8/8(二) 8/9(三) 8/11(五)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才藝訓練-直笛、創

課積木 

 

15:50~16:00  休息   

16:10~17:40 家庭作業完成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家庭作業完成 

17:40~17:50 休息 放學 休息 

17:50~18:30 動動腦-七巧板  小小導覽員-社區生

態介紹(二) 

18:3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日期 

時間 

8/15(二) 8/16(三) 8/18(五)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才藝訓練-直笛、創

課積木 

 

15:50~16:00  休息   

16:10~17:40 家庭作業完成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家庭作業完成 

17:40~17:50 休息 放學 休息 

17:50~18:30 摺衣服教學  小小導覽員-社區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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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寒假課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30~12：00 創意年畫 體育課 寫春聯 
鞭炮存錢

筒製作 

社區服務-

寶南宮清屯 

12：00~13：00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13：00~17：00 創意饅頭 冰棒拼圖 紙熱帶魚 古早童玩 
動物餅乾製

作 

    4.平日課表 

時間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蟲介紹 

18:3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日期 

時間 

8/22(二) 8/23(三) 8/25(五)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才藝訓練-直笛、創

課積木 

 

15:50~16:00  休息   

16:10~17:40 家庭作業完成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家庭作業完成 

17:40~17:50 休息 放學 休息 

17:50~18:30 蒸碗粿  小小導覽員-社區生

物介紹 

18:3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日期 

時間 

8/29(二) 8/20(三)  

13:00~15:00  家庭作業指導   

15:00~15:50  才藝訓練-直笛、創

課積木 

 

15:50~16:00  休息   

16:10~17:40 家庭作業完成 學童簡易家務指
導及用餐 

 

17:40~17:50 休息 放學  

17:50~18:30 烤餅乾   

18:30~19:00 用餐.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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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家庭作業指導 家庭作業指導 家庭作業指導 

17:30~18:00 晚餐時間 ＊13:00開始分高年級

組愛迪生計劃及低年

級組音樂教室或扯鈴

教室 

晚餐時間 

18:00~19:00 說故事 齊天戰鼓 

19:00~ 

下課 
下課 

十一、 雲林縣元長鄉五塊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 21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10% 

二年級 3 14% 

三年級 4 19% 

四年級 3 14% 

五年級 6 29% 

六年級 3 14%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2 9.5%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1 4.7%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4 19% 

單親家庭 3 14% 

隔代教養 7 33% 

一般生 4 19% 

總計 21 100% 

雙重身分人數：8人 

(二) 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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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17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課程輔導諮詢 
志工培訓、課程

規劃諮詢 

3 組長:黃瑪莉 

楊世承、李信昌、 

陪伴照顧 學童陪伴、輔導 

6 吳永修、李芊妏、黃書

冠、黃瑪莉、吳老世、林

曉珊(組長) 

行政文書 協助文書作業 1 組長:吳家榮 

餐飲準備 協助準備餐食 

7 組長:湯玉美 

黃錦、李吳秋桂、吳素

玉、蔡李咸、李吳水玉、

蔡吳孔雀 

3. 接學童到社區家長志工 : 3 位家長志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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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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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長分駐所 紀念品 20個 

幸福專車司機 礦泉水一箱 

元長奇恩堂 便當 36個 / 英語營 

雲林縣政府 觀摩社區費用 2萬元 

元長鄉公所 幸福專車提供接送學童 

元長消防隊 消防救護宣導 

porter 包包 16個 

元長衛生所 均衡營養宣導 

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 提供課程、米、醬油、食材費用 

元長國小 招生 

元長鄉公所 活動中心設備一批 

衛生福利部 小提燈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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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慧珠 現金 1200 

吳阿雪 現金 1200 

廖津邇 現金 1200 

雲林縣政府 幫忙申請農糧署白米260公斤 

 申請食物銀行物資一批 

南投縣水土保持局 食農計畫課程 

文珠寺 食材一批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6.1-107.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

額 

計畫預算

數 

總額% 說明 

A.    專案人事

費 
360,000 360,000 100% 

 

B.    講師鐘點

費 
62,200 84,800 73.3% 

 

C.    業務費      

(1)餐費 242,562 280,800 86.4% 水果、牛奶、食材 

(2)廚工費 120,000 120,000 100%  

(3)材料費 
9,953 32,400 31% 

課程教材、書籍、教具、

材料. 

(4) 雜費 

208,409 122,000 170.8% 

勞健保費、礦泉水、文具
紙張、電腦耗材、保險費、
照片沖洗、色帶、禮卷、
紅布條、郵資、紙張、成
果資料製冊 

總計 1,003,124 1,000,000 100.3%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暑期課表 

  7/3(一) 7/4(二) 7/5(三) 7/6(四) 7/7(五) 

8:30-12:00 成長紀錄 

-影像設計 

社區大掃除 戶外教學-

他里霧 

成長紀錄 

-影像設計 

成長紀錄 

-影像設計 

  7/10(一) 7/11(二) 7/12(三) 7/13(四) 7/14(五) 

8:30-12:00 成長紀錄 

-影像設計 

自我能力提

升進階版 

成長紀錄 

-影像設計 

自我能力提

升進階版 

實在健康-

飲食系列 

  7/17(一) 7/18(二) 7/19(三) 7/20(四) 7/21(五) 

8:30-12:00 實在健康- 自我能力提 實在健康- 自我能力提 崙背-千巧



58 

 

飲食系列 升進階版 飲食系列 升進階版 古一遊 

  7/24(一) 7/25(二) 7/26(三) 7/27(四) 7/28(五) 

8:30~12:00 實在健康-

飲食系列 

自我能力提

升進階版 

實在健康-

飲食系列 

自我能力提

升進階版 

反毒宣導-

元長分駐所 

2.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00-12:00      才藝課程 

12:00-13:00 午休  午餐 

13:30-16:00      才藝課程 

16:00-16:15 點心 點心  點心  點心/放學 

16:15-18:20 陪伴、功課 陪伴、功課  陪伴、功課   

18:2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 家長接送   

 

時間 課程 說明 

9月-10月 武術課程 傳統國術，增進學童體能，促進身心發展。 

11-12月 親子烹飪課程 藉由烹飪過程中，培養親子間的聯繫情感。 

12-3月 數位影像課程 利用數位相機來記錄社區，並創作不一樣的影

像紀錄。 

3-6月 表演藝術課程 由老師創作一首歌來代表台灣夢的呈現，由學

童來練習並能出去代表五塊基地演出，增進學

童的成就感以及自信心。 

4-6月 食農教育課程 讓學童了解現在食安問題，並自己去種出蔬

菜，體驗農夫的辛苦，在採收時自己去做出美

食品嘗，瞭解由產地到餐桌的過程。 

5-6月 粘土創作課程 由老師帶領學童去 DIY出自己的創作。 

2-6月 攝影技術課程 了解數位相機的功能，並知道有那些攝影的技

巧，讓學童拍出作品去參加比賽。 

十二、 嘉義市西區鳳梨會社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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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童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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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 

四年級 3 20% 

五年級 6 40% 

六年級 3 20%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4 26.7%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0 0% 

單親家庭 7 46.7% 

隔代教養 3 20% 

一般生 1 6.6% 

總計 15 100% 

雙重身分人數：7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 20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課後陪伴組 
課後陪伴

志工 

陪伴學童     

寫家課 

6 詹論(組長)、李富美、蔡秋

鶯、蔡素華、林金環、李

春紅 

餐食服務組 餐食志工 烹飪基地餐食 6 何妙珠(組長)、黃弘伶、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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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惠、方淑慧、楊瀅靜、

董軒 

家庭關懷組 
家庭關懷

志工 

基地學童     

家庭關懷 

4 黃琮榮(組長)、林慶福、董

軒、林玉花 

多元學習 

 陪伴組 

多元學習

志工 
多元課程陪伴 

5 李敏賢(組長)、蔡素華、陳

秋慧、蔡秋鶯、蕭品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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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楊國小 場地借用、學童轉介、資源共享 

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學童關懷及轉介、課程規劃支援 

紅十字會 白米、麵、餅乾等物資提供 

嘉義市政府 經費補助、活動指導與支援 

垂楊里辦公處 物資支援、招生支援 

聖馬爾定醫院 營養諮詢、相關衛教 

嘉義市消防局 消防宣導與演練 

嚴昔志藥局 傷患立即處理 

天主教教會 活動帶領 

逗陣社會企業社 課程規劃、活動帶領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7.1-107.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A. 專案人員費 345,818 353,016 98%  

B. 課後陪伴(教材

費) 

21,129 15,000 141%  

C.餐食服務 188,451 273,120 70%  

 (1)食材費  188,451 261,120 72%  

 (2)雜費 0 12,000 0%  

D.多元學習 236,497 299,700 79%  

 (1)講師費 129,865 172,8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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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材料費 65,673 82,500 80%  

 (3)參訪車資 15,000 12,000 125%  

 (4)參訪費用 25,959 32,400 80%  

E.志工相關費用 10,113 15,000 67%  

 (1)培力講師費 1,600 10,000 16% 市府補助 

 (2)交通費 8,513 5,000 170%  

F.行政管理費 70,523 44,164 159%  

 (1)保險費 13,136 15,000 88%  

 (2)場地費 41,467 12,000 347% 新廚房的

線路、鐵

門維護費 

 (3)雜支 15,713 17,164 92%  

G.設備 78,981    -   

 (1)冷氣機 69,001    -   

 (2)電風扇 1,980    -   

 (3)鐵櫃 4,000    -   

 (4)辦公椅 4,000    -   

總計 951,512 1,000,000 95% 餘絀

48,488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12  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507   小時 

2. 暑期課表(7/10～8/11，週一～週五，上午 8;00-12:00，共 5 週)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8:00～8:2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8:30～

10:00 

非洲鼓 捏塑陶藝 街舞 繪畫 律動 

10:00～

12:00 

科學童玩 彈性時間 手工藝 彈性時間 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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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放學      

3.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六 

16:00～17:00 課後陪伴 課後陪伴 12:30~13:30 

午休(寫功課) 

13:30~15:00 

手工藝 

15:00~17:00 

烹飪課 

17:00~19:30 

用餐 

8:30~10:30 

早餐烹飪 

10:30~11:00 

場地整理 

11:00~ 

家長接送 

17:00～17:30 用餐 用餐 

17:30～19:00 繪畫 

 

閱讀 

十三、 嘉義縣水上鄉中庄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23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0 0 

二年級 3 13% 

三年級 3 13% 

四年級 6 27% 

五年級 7 30% 

六年級 4 17%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5 21% 

身心障礙家庭  2 9% 

特殊境遇家庭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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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6 26% 

單親家庭 6 26% 

隔代教養 3 13% 

一般生 1 5% 

總計 23 100% 

雙重身分人數：8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21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1 餐食準備組 

準備小朋友們

的餐食 

5 王素霞、黃馨、張津 

鍾小娟及李秀玉 

2 照顧陪伴組 

陪同小朋友寫

功課及照顧伴

讀 

12 張新德、王素霞、黃美華， 

石卯秀媛、黃月雲、楊琇雯，李

秀玉、陳秀英、黃馨、張津、盧

進得及傅素雯等共 12 人 

（每人按表排班執勤） 

3 交通接送組 

下課後送小朋

友平安回家 

5 傅素雯、簡碧霞 

盧進得、江冉妹、張新德 

4 課務行政組 

電腦文書作業

及資料彙整呈

5 王麗珍、張津、梁艾琪 

梁維慶及傅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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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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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及時數 

嘉義縣社會局 資源轉介、經費申請及輔導 24小時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 特殊個案轉介及輔導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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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時 

水上鄉公所社會課 
行政業務指導、各相關補助 
及物資 

18小時 

水上鄉衛生所 提供衛生醫療及衛生宣導 1小時 

水上鄉農會 物資提供 3,000元 

水上鄉忠和國小 
1. 提供教室給台灣夢基地使用及

各項設備（含廚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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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小時 

嘉義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協助宣導台灣夢理念 ２小時 

嘉義家事服務中心 家事及家暴宣導 ２小時 

白人牙膏觀光工廠 日常用品捐贈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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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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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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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資（學校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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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助學金 捐款（學校轉介）  

騰捷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元 

劉敬祥鄉長  10,000元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7.1-107.6.30)         單位： 元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 額 % 

人事費講師 76,200 190,000 40.11% 

人事費專案人員 294,099 300,108 98.00% 

人事費臨聘人員 93,360 74,880 124.68% 

人事費保險費 50,273 54,312 92.56% 

設備費 23,965 12,000 199.71% 

雜支 116,995 61,700 189.62% 

材料費 31,931 25,000 127.72% 

文具用品 28,900 34,000 85.00% 

交通費 37,238 38,000 97.99% 

膳食費 228,335 210,000 108.73% 

總計 981,296 1,000,000 98.13% 

(五) 社區一週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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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暑期課表(106年 7月) 

2. 暑期課表(106年 8月) 

3. 一週課表，基地目前共開設：森巴鼓、足球、二胡及美勞四門課， 

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36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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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日課表(106年)，每周固定星期一、三、四上課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6:00 

| 

19:00 

 

陪伴書寫

家課 

（用餐） 

舞蹈教學 

  

陪伴書

寫家課 

二胡教

學 

（用餐） 

美食教

學 

 

陪伴書寫

家課 

（用餐） 

足球教學 

 

森巴鼓

練習 

 

  

16:00 

| 

19:00 

 

陪伴書寫

家課 

（用餐） 

電影欣賞

回顧 

  

二胡教

學 

（用餐） 

美食教

學 

 

陪伴書寫

家課 

（用餐） 

足球教學 

 

森巴鼓

練習 

 

  

16:00 

| 

19:00 

 

陪伴書寫

家課 

（用餐） 

健康管

理。成長

體重測量 

  

絲竹團

練 

陪伴書

寫家課 

二胡教

學 

（用餐） 

 

陪伴書寫

家課 

（用餐） 

足球教學 

 

森巴鼓

練習 

 

  

16:00 

| 

19:00 

 

陪伴書寫

家課 

（用餐） 

健康

操 

  

絲竹團

練 

陪伴書

寫家課 

二胡教

學 

（用餐） 

 

陪伴書寫

家課 

（用餐） 

足球教學 

 

森巴鼓

練習 

 

 

  

十四、 台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27 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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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7.4% 

二年級 2 7.4% 

三年級 3 11% 

四年級 7 25.9% 

五年級 6 22.2% 

六年級 7 25.9%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7 26% 

身心障礙家庭  1 4% 

特殊境遇家庭 1 4%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4 15% 

單親家庭 2 7% 

隔代教養 4 15% 

一般生 8 29% 

總計 27 100% 

雙重身分人數：1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25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1 行政 規劃執行 3 
(伍俊達)、黃雅聖、王碧輝、黃堃恒、

黃杏花 

2 餐飲 安排餐點烹煮 3 (周王金英)、王金嘉、陳秀鑾 

3 課程 課程與接送 7 
(李榮宗)、陳偉倫、黃建貿、蘇柏瑜、

林正龍、林棋雄、林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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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志工 各項協助 12 

(伍俊達)、伍傳旺、羅育聰、林桂瑩、

伍佳鈴、伍儀茹、陳美妘、周玉惠、

周柏宇、王煒翔、黃義原、王凱廉、

周容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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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高雄文藻外語大學 暑假課程協辦 兩個月 

新東國小 

1. 協辦國小社團-扯鈴隊訓練 

2. 相關合作課程討論(如：英文課程、多

元課程-生態課) 

3. 學童狀況通報與關懷機制 

一年度 

臺灣璞育文教發展協會 

1. 生態課程場域提供 

2. 課程教材提供 

3. 課程人力支援 

一年度 

區公所 
1. 活動協助辦理 

2. 器材支援與借用 

一年度 

社會局 
1. 活動協助與建議 

2. 專業能力講座和培養 

 

榮興米廠 校外參訪課程 半天 

哆囉嘓農場 校外參訪課程 半天 

台南扯鈴推廣協會 寒假集訓 三天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5.6.1-106.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A. 專案人員費 
144,000  144,000  100% 

依照鐘點講師方式

支應 

B. 專案負責人費 0 0   

B. 講師鐘點費 278,300  283,200  98% 多元、英文、扯鈴 

C. 業務費     

(1)餐費 352190 363600 96.86% 餐費與設備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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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社區領取) 

(2)交通費 33350 30000 111.16% 交通費與遊覽車

(暑假校外、北上溜

冰) 

(3)印製費 7001 20000 35%  

(4)文具費 3882 18800 20.6%  

(5)場佈費 5000 10000 50%  

(6)油資 12000 12000 100% 社區交通車領取 

(7)保險費 0 11800 0% 本期自籌支應 

(8)教材費 62008 87600 70.78% 教材費與材料費、

扯鈴器材費 

(9)器材設備 13780 19000 72.5% 水電費(社區領取) 

醫療用品、滅火器 

總計 911,511 1000000 91.15%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4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676小時 

2. 暑期課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3 4 5 6 7 8 9 

空中英語營隊(後壁國小主辦)   

10 11 12 13 14 15 16 

上午：游泳課(國小辦理)，下午：扯鈴(社區) 蝴蝶解說 

17 18 19 20 21 22 23 

校本課程(國小主辦) 蝴蝶解說 

24 25 26 27 28 29 30 

校本課程(國小主辦) 蝴蝶解說 

31 1 2 3 4 5 6 

上午：客語課(國小辦理)，下午：直笛隊(國小辦理) 蝴蝶解說 

7 8 9 10 11 12 13 

上午：外國文化課程(社區)，下午：扯鈴(社區) 蝴蝶解說 

14 15 16 17 18 19 20 

14~18：生態營隊(野地求生和食農教育)  19：暑期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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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每次課程 08:30 到校上課，11：30用餐，13:00 上課，16:00 放學 

3.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08:30 X X X X X 多元課程  

12:00 X X X X X 用餐 X 

13:00 X X X X X 多元課程 X 

14:00 X X X X X 扯鈴隊 X 

16:30 X X X X X 下課 X 

 18:00 X 用餐 X X 用餐 X X 

19:20 X 課後照顧(英文) X X 課後照顧(桌遊) X X 

21:00 X 下課 X X 下課 X X 

十五、 高雄市阿蓮區中路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 18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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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四年級 1 6% 

五年級 5 28% 

六年級 4 22%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2 11%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72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3 17% 

單親家庭 2 11% 

隔代教養 6 33% 

一般生 5 28% 

總計 18 100% 

雙重身分人數：2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37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

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導護組 導護志工 

帶領並維護學生安

全到基地，留心注

意孩童狀況 

4 
(組長)沈春美 高謝好黎

氏濂 余侯月霞 

課程規劃組 行政志工 
指導或協助學生學

習基本技能 
7 

(組長)黃金蓮 薛純敏 吳

鳳珠 鄭素蘭 吳婉瑩 王

麗玲 林錦粧 

活動組 青年志工 

檢查與指導孩童作

業,協助基地臨時

異動之工作 

9 

(組長)林秋君 劉育任 林

秋儀 林雅淇 林佳儀 吳

羿萱 陳映樺 黃子綾 黃

雪淇 

陪伴組 陪伴志工 觀察記錄孩童狀況 5 
(組長)楊國華 郭瓊穗  廖

瑞雲 王玉燕  王錦秀 

關懷組 關懷志工 協助安排大小事 5 
(組長) 詹德芳 葉國明 葉

信佑 陳麗雲 黃學俊 

律動組 律動志工 
依課程需要指導律

動 
3 

(組長)吳王雪微 高雲 李

秀梅 

健康暖身組 暖身志工 課程開始前的暖身 4 
(組長)江研 吳洪秀緞 蘇

素花 葉欣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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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中路國小 表演 活動 問卷調查 會議相關等 2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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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社會局 輔導計畫進行 人力 物力支援 N小時 

阿蓮區公所 輔導計畫進行 人力 物力支援 N小時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千人共釀活動 2小時 

屏東科技大學 報廢電腦螢幕與主機等相關設備 5台 

東方技術學院 繪聲繪影活動 6小時 

長榮大學 大學生服務學習 30小時 

南蓮社區發展協會 指導麻繩水壺袋 6小時 

石安社區發展協會 義剪活動和折氣球活動 20小時 

彰化大社區築夢基地 烘窯活動 4小時 

萬福宮 場地使用 60小時 

姊ㄟ黑輪攤 點心或餐食供應 約 500元 

瑞晟商行 五金雜貨 約 300元 

NO.54號咖啡 點心或餐食供應 約 500元 

e果汁 茶水支援 約 500元 

百禾食品 協助課程進行 4小時 

葡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孩童健康訊息，推廣保健觀念 1小時 

銘義鐵工廠 基地建材維修服務 約 2000元 

高天尚 兒童書籍 10本 

廖瑞雲 捐贈點心多多 約 2000元 

高宗興 捐贈當季水果 約 1000元 

林秀珍 捐贈飲料 約 1000元 

丁志輝 鉛筆一箱 約 500元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7.1-107.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專案人事費 446,443 446,616 44.6% 
 

講師鐘點費 105,310 181,700 10.5% 有申請市府計畫補助 

業務費 36,683 54,000 3.7% 
 

餐費 163,758 184,000 16.4% 社區居民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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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工費 28,800 36,800 2.9% 
 

材料費 49,678 50,000 5.0% 
 

設備費 13,142 15,000 1.3% 
 

雜費 8,948 9,084 0.9% 
 

公共意外險 2,696 8,500 0.3% 
 

志工課程講師費 3,200 12,800 0.3% 有申請市府計畫補助 

志工保險 896 1,500 0.1% 
 

總計 
859,554 1,000,000 86.0%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10門課 

2. 暑期課表 

日期 7月 17日 7月 18日 7月 19日 7月 20日 7月 21日 

14:00~15:00 中路的傳

說 

中路的傳說 快樂閱讀趣

成果          

異國料理       夢幻國度 

講師 社區耆老  社區耆老 故事媽媽協

會 

學生家長     社區居民     

日期 7月 24日 7月 25日 7月 26日 7月 27日 7月 28日 

14:00~15:00 動滋動滋                 我是誰            中路小廚師 夢幻國度 中路小手

工 

講師 社區耆老       基地志工         基地志工           社區居民     社區耆老  

日期 7月 31日 8月 1日 8月 2日 8月 3日 8月 4日 

14:00~15:00 動滋動滋                 我是誰          健康講座 中路小廚

師 

動滋動滋                 

講師 社區耆老       基地志工         學生家長            基地志工     社區耆老      

日期 8月 7日 8月 8日 8月 9日 8月 10日 8月 11日 

14:00~15:00 動滋動滋                 異國文化之

旅 

我是誰      品格之旅 品格之旅 

講師 社區耆老       學生家長         基地志工           社區居民     社區居民     

日期 8月 14日 8月 15日    

14:00~15:00 動滋動滋                 高雄搞怪秀    

講師 社區耆老     

3. 寒假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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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月 1日 2月 2日 

09:00~10:00 走走走去

散步 

作業指導 

10:00~11:00 五顏六色

真豐富 

小豬小豬在

哪裡 

11:00~12:00 話劇練習 話劇練習 

  

日期 2月 5日 2月 6日 2月 7日 2月 8日 2月 9日 

09:00~10:00 作業指

導 

走走走去

散步 

作業指導 走走走去

散步 

走走走去散步 

10:00~11:00 小黃球

的逆襲 

據點活動                

(衛生所) 

五顏六色真豐

富 

中路夢想

家 

防災知識要知

道 

11:00~12:00 尋夢人 話劇練習 話劇練習 

  

日期 2月 12

日 

2月 13日 2月 14日   

09:00~10:00 走走走

去散步 

走走走去

散步 

喜氣洋洋過好年 

10:00~11:00 夢之旅 據點活動 除舊佈新旺旺來 

11:00~12:00 話劇練

習 

十六、 屏東縣鹽埔鄉永隆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8 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2 11% 

二年級 0 0% 

三年級 4 22% 

四年級 4 22% 

五年級 1 6% 

六年級 7 39%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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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6 33%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2 11.1% 

原住民子女 0 0% 

新住民子女 1 5.6% 

單親家庭 0 0% 

隔代教養 1 5.6% 

一般生 8 44.4% 

總計 18 100% 

雙重身分人數：8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17 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餐飲組 廚房阿姨 餐食準備、採買 2 潘美蓉、顏令珠 

陪伴組 
理事長、

志工 
照顧陪伴、協助課業 4 

潘世皇、方志銘、潘惠子、

陳秋雪 

活動組 
總幹事、

志工 
活動協助 5 

張見東、潘清福、潘明正、

潘有明、陳慶彬 

文書組 文書 文書行政、拍照 2 劉俊良、王敬琳 

總務組 會計 記帳、採買 1 張貴春 

交通組 志工 
接送學童參與課程

及活動 
3 潘清祿、鄭閔方、林亮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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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供球場給兒少參觀並安排與球星近距離接觸，鼓勵

兒少奮發上進。 

2.借用場地讓兒少上課，提供多元學習的機會 

3.媒合紙風車劇團公益表演活動，讓兒少有上大舞台表

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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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1.協助計畫培力輔導。 

2.串聯資源連結。 

屏東縣 

鹽埔家庭 

福利服務 

中心 

1. 網絡建構：媒合連結在地資源（如民間單位、屏北

區物資總站）。 

2. 表演舞台:提供社區學子參加該中心相關活動（如親

子運動會、耶誕節活動表演等） 

3. 個案媒合:協助經濟扶助、提供物資需求等 

4. 資訊交流: 志工培訓課程、相關福利法規宣導、館

置活動。 

屏北區物資中心 

慧光慈善功德會 

社區關懷:多次轉贈社區相關生活所需物資，如麵包、

吐司、餅乾等。 

屏東科技大學 1.結合屏東科技大學相關科系師生，協助辦理相關課程

活動。 

2.提供師資協助課程之規劃與進行。 

屏東大仁科技大學 
結合屏東大仁科技大學幼保系指導老師及桌遊團隊，協

助辦理相關課程活動。 

永隆村-妙善堂 提供廟前空地供兒少平時活動及課程練習。 

財團法人台北市 

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1.提供弱勢兒少參與活動（如藝術劇場），增加兒少生

活經驗。 

2.提供冬季外套及長褲，轉贈社區有需求的孩子。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服務 18 歲以下的兒童及少年，關懷經濟弱勢兒少尋求

相關補助，幫助貧童邁入自立。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7.1-107.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1)專案人事費 345,000 439,332 23.90% 
工作費 28,000*13.5月 

勞健保 5,111*12 月 

(2)講師鐘點費 

139,800 

+25,951 

=165,751 

147,200 112.60% 
含臨時代課講師費、教

材費 

(3)課輔人員費 60,970 135,200 45.10% 

原計畫編列 2小時，實

際僅請領 1小時(另含臨

時人員費) 

(4)餐飲志工 58,200 72,000 80.83%  

(5)設備費 34,529 25,000 125.12% 

原計畫購買手提電腦，

後增購噴墨印表機、櫥

櫃、三明治機 

(6)膳食費 96,274 77,250 1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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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業務費 224,058 91,018 246.17% 

前期剩餘款+6115元 

團體服製作 9000元 

差額 2885元記業務費 

2月份台北行未編列預

算，住宿及門票費後記

入業務費中 

4月份製作新台灣夢表

演服及補記暑假薪傳跳

大鼓之教材器具 

(8)交通費 15,218 13,000 117.06%  

總計 1,000,000 1,000,000  餘額 0元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 13 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 294 小時 

2. 106年度暑期課程表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 

11：00 

9：00 

11：00 

9：00 

11：00 

9：00 

11：00 

9：00 

11：00 

9：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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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傳跳大鼓 

永隆兒少 

愛跳舞 
薪傳跳大鼓 薪傳跳大鼓 薪傳跳大鼓 

第七週 

8/14-8/18 

美食 

動手做 

永隆兒少 

愛跳舞 

美食 

動手做 

美食 

動手做 

美食 

動手做 

第八週 

8/21-8/25 

社區環境 

營造 

永隆兒少 

愛跳舞 

社區環境 

營造 

社區環境 

營造 

社區環境 

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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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年上學期平日課後照顧課程表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4：00 

16：00 
  

永隆兒少 

愛跳舞 
  

16：00 

16：30 
課 後 照 顧 - 課 業 輔 導 

16：30 

17：00 
點 心 時 間、多元活動 

17：00 

18：00 
美食製作 

生活技能課

程-開心菜園

子 

課後照顧 

-課業輔導 

強身健體 

合氣道 

生活技能課

程-木工坊 

18：00 

18：30 
課 後 照 顧 - 課 業 輔 導(放學囉～) 

4. 106年度寒假課程表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4：00 

16：00 

14：00 

16：00 

14：00 

16：00 

14：00 

16：00 

14：00 

16：00 

第一週 

1/22-1/26 
  

永隆兒少 

愛跳舞 

手作小物 

熱縮片 

組裝 

動物模型 

第二週 

1/29-2/2 

認識中國年 

傳統美食 

認識中國年 

串紙爆竹 

認識中國

年 

創意窗花 

認識中國年 

熱縮片-春.福 

社區 

環境整理 

第三週 

2/5-2/9 

永隆兒少台北行 

冰宮、小人國之旅 

永隆兒少 

愛跳舞 

永隆兒少 

愛跳舞 

熱帶農業 

博覽會 

第四週 

2/12-2/16 

永隆兒少 

愛跳舞 

永隆兒少 

愛跳舞 

基地環境 

布置(休) 
除夕 春節 

第五週 

2/19-2/23 
大年初四 大年初五 開學日   

5. 106年下學期平日課後照顧課程表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4：00 

16：00 
  

永隆兒少 

街舞 
  

16：00 

16：30 
點 心 時 間 

16：30 

17：00 
課 後 照 顧 - 課 業 輔 導( 多 元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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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 

17：00 
多 元 活 動 

17：00 

18：00 
美食製作 開心農場 1 

課後照顧 

課業輔導 

玩桌遊找夢想 開心農場 2 

品格教育 手作小物 

18：00 

18：30 
課 後 照 顧 - 課 業 輔 導(放學囉～) 

十七、 澎湖縣七美鄉西湖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6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4 25 

二年級 4 25 

三年級 1 6 

四年級 3 18 

五年級 2 12 

六年級 2 12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6 37.5%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原住民子女 3 18.75% 

新住民子女 0 0% 

單親家庭 4 25% 

隔代教養 0 0% 

一般生 3 18.75% 

總計 16 100% 

雙重身分人數：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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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14 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課陪組 陪學員上課寫功課 

11 呂宛蓉、涂美園、呂阿芬 

許祝菁、邵夏薯、邵樹目 

陳瑞娥、王陳偏、阮麒軒 

吳秉松、陳柯惠珠 

交通組 載送學員 2 呂汶駿、陳雅芳 

餐食組 準備學員餐食 1 呂美雪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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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澎湖縣政府 活動經費 262552 

七美國小 課程 60時 

安良廟 涼傘表演制服 52800 

西湖村長 提供講師住宿 無法算 

大嶼民宿 提供講師膳食 無法算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5.6.1-106.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A. 專案人員費 98208 407448 24 前期無專案

人員 

B. 講師鐘點費 111200 240000 46 有部分為社

區志工人力

及學校人力 

C. 業務費     

(1)交通住宿 91458 90000 101 有些表演發

生在後無法

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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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費 9735 50000 19 講師自備材

料 

(3)文具費 4300 48952 8 社區有其他

專案文具能

同時使用 

(4)保險費 11485 0  本項為參加

表演及成果

展，故無編

列，以其他向

牧勻補 

(5)餐食費 39642 138240 28 社區其他專

案每日均有

供餐，故無花

費 

(6)雜費 12284 25360 48  

總計 378312 1000000 37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1740小時 

2. 暑期課表(540小時) 

時間 三 四 五 六 日 

08~10 導覽接團 彩繪社區 環境教育 代間 涼傘 

10~12 導覽接團 彩繪社區 環境教育 代間 涼傘 

13-15 課後陪伴 手工藝 課後陪伴 涼傘 課外活動 

15-17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涼傘 課外活動 

17-18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涼傘 課外活動 

說明: 

課外活動包含縣外表演、參訪、團輔、與其他團隊(如台大漁服、清華大學..

等)合作活動(如健走、球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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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日課表(1200小時) 

時間 三 四 五 六 日 

08~10    代間 涼傘 

10~12    代間 涼傘 

13-15 課後陪伴  課後陪伴 涼傘 舞蹈 

15-17 高爾夫  高爾夫 涼傘 舞蹈 

17-18    涼傘  

十八、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6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0 0% 

二年級 4 25% 

三年級 7 43.75% 

四年級 4 25% 

五年級 0 0% 

六年級 1 6.25%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5 31.2%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新住民子女 0 0% 

單親家庭 2 12.5% 

隔代教養 1 6.3% 

一般生 8 50% 

總計 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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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身分人數：16人(皆為原住民子女)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15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講師組 課務行政 課程規劃與授課 5 
楊秀華、江欣怡、陳秀玉、

楊秀春、鄧郁叡 

助教組 照顧陪伴 課堂上陪伴兒童 6 
白心怡、游家喆、游艾婗、

謝 恩、黃瑋琳、曾惠美 

餐飲組 餐食準備 兒童餐飲準備 2 蘇秀麗、石嬋智 

關懷組 關懷訪視 家庭關懷訪視 2 簡欣美、白心怡 

行政組 行政庶務 行政處理/溝通協調 1 簡欣美、漢 聲、黃天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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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台北世紀髮型設計公司 義剪活動 4HR 

中華電信基金會/如果兒童劇團 暑期戲劇教育學習營 24HR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兒童理財課程 8HR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 贈送物資(白米) 12包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贈送紫草膏 10份 

宜蘭縣愛加倍發展協會 贈送物資(魚貨) 12箱 

東澳國小 場地租借(辦理課程) FREE 

尚立國際有限公司 愛心包 FREE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鐘隆吉紀念清寒獎助學金 4000元 

衛生福利部 LED造型燈籠 FREE 

衫益企業有限公司 贈迗包包 FREE 

南澳鄉衛生所 開辦 CPR+AED志工教育訓練 4HR 

台灣安全保護協會 開辦消防安全講習 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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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開辦衛生講習教育訓練 4HR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5.6.1-106.6.30) 

項目 
目前支出金

額 

計畫預算

數 
百分比 說明 

A. 人事費     

(1)專案人事費 378,000 378,000 37.8% 
專案人員(含 1.5個月年

終) 

(2)專案保險費 74,392 74,400 7.4% 
勞保、健保、勞退 

(3)督導費 36,000 36,000 3.6%  

B. 業務費     

(1)內聘講師鐘

點費 
87,600 80,000 8.8% 課程講師費 

(2) 助教費 78,300 100,200 7.8% 活動助教費 

(3) 教材費 32,038 25,000 3.2% 

教學材料、書籍、教具

以及上課所需相關用

品等 

(4) 差旅費 19,000 30,000 1.9% 

出差、會議、研習、車

資、油費、住宿、膳雜

等 

(5)保險費 3,621 3,000 0.4%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6) 雜支 7,250 5,900 0.7% 
辦公相關耗材、文具、

郵資、廚具設備等 

C. 餐食服務     

(1)廚工 59,500 69,000 6.0% 
廚工 

(2)餐費一 118,087 172,500 11.8% 
餐費含工作人員 

50元*25 人*138天 

(3)餐費二 3,600 3,000 0.4% 

成果展發表餐費(含來

賓、家長與部落居民一

同享用) 

D. 觀摩參訪     

(1)交通費 14,590 13,0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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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餐  費 7,520 10,000 0.8%  

     

總計 919,498 1,000,000 91.1%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5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340小時 

2.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00~11:00 
暑期作業

輔導 

暑期作業

輔導 

暑期作業

輔導 

暑期作業

輔導 

暑期作業

輔導 
安全講習 

11:00~12:00 健康休閒 健康休閒 健康休閒 健康休閒 健康休閒 健康休閒 

12:00~13:00 用餐時刻 用餐時刻 用餐時刻 用餐時刻 用餐時刻 用餐時刻 

13:00~15:00 戶外學習 戶外學習 親職教育 戶外學習 戶外學習 戶外學習 

3.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時間 六 

16:00~17:00   課業輔導  
健康休閒 

親職教育 
09:30~12:00 

社區認同 

健康休閒 

17:00~18:00   用餐時刻  用餐時刻 12:00~12:30 用餐時刻 

十九、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9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一年級 3人 15% 

二年級 4人 21% 

三年級 2人 11% 

四年級 4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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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2人 11% 

六年級 4人 21%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4 21%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原住民子女 9 47% 

新住民子女 4 21% 

單親家庭 2 11% 

隔代教養 0 0% 

一般生 0 0% 

總計 19 100% 

雙重身分人數：11人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17人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行政組 志工 
行政資料整理、

課程規劃 

2 林志堅(組長)、張秀珍 

餐飲組 志工 烹飪、餐飲服務 
5 陳淑月(組長)、陳姿萱、胡

榮泰、廖珮玲、李宛蓁 

陪伴組 志工 課程協助、陪伴 
5 黃貴楠(組長)、許圓滿、許

慧茹、劉籃心、蔣家文 

環境清潔組 志工 
環境清潔、消

毒、修繕 

3 曾香花(組長)、王進秀、胡

嘉勝 

課業指導組 志工 課業指導 1 林怡妏(組長) 

交通接送組 志工 接送孩童回家 3 李宛蓁(組長)、張秀珍、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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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楠 

活動組 志工 活動規劃、協助 
17 林志堅(組長)、華小妹、薜

金芳、(其餘志工機動調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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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社區居民 自種菜捐贈、書籍捐贈 約 7000元 

樂齡中心 
活動協助，在地農特產品課程規

劃與協助，代間課程配合 

21小時 

鄉立圖書館 
場地提供，書籍資源提供與配

合、導讀活動、場地借用 

4小時 

大武鄉公所 
社福資源洽詢與協助，社區活動

結合與宣導，物資資源提供 

16小時 

大武 DOC 
資訊課程規劃，場地、數位產品

借出 

35小時 

生命教會 生活營規劃，樂器體驗營 59小時 

南迴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福利資源洽詢，親子關係、家庭

困難協助，課程提供及配合，志

工提供，教育訓練，親子活動課

程 

14小時 

大武消防隊 防災宣導 3小時 

森永福安宮 食物、餅乾捐贈 約 2000 元 

食物銀行 食物、餅乾捐贈 約 5000 元 

尚武國小 
親師交流，場地提供，課程、師

資討論 

50小時 

大武衛生所 菜單規劃、生理數據分析 10小時 

縣政府社會福利處 
計劃協助、社會福利資源洽詢與

申請協助，經驗交流 

20小時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5.6.1-10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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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前支出金額 計畫預算數 總額% 說明 

A. 專案人員費 348,000 348,000 100% 
社工員（含勞退、
勞健保費） 

B. 專案負責人費 0 0 0  

B. 講師鐘點費 90,000  90,000  100% 

課輔老師預計執行
56周，並包含事前
教案規劃 

C. 業務費 562,000 562,000 100%  

(1)餐費 316,480 307,200 103% 

因豪雨造成水果、
菜價上揚，且除 19
位小朋友外，尚有
課程志工或協助烹
飪之志工共餐，增
加 9,280 元。 

(2)廚工費 96,000 96,000 100% 
192 餐 *500 ＝
96,000 元 

(3)教材費 62,024 63,000 98.5% 
課程教材、書籍、
教具等 

(4) 設備費 20,000 20,000 100% 
廚房烹調及消毒器
具、課桌椅、運動
器材等 

(5) 印刷費 10,000 10,000 100% 課程講義印刷費 

(6) 設施維護費 15,079 30,000 50.3% 

教室照明設施及化
妝室設備改善，設
施維護除材料費
外，由水電志工負
責修繕。 

(7) 文具費 10,000 10,000 100% 課程用文具 

(8) 雜費 29,751 20,800 143%  

(9) 公共意外險 2,666 5,000 53.3% 計畫公共危險費用 

總計 1,000,000 1,000,000 100%  

(五) 社區一週課表 

1. 基地目前共開設：31門課，整年度累積上課時數：416小時 

2. 暑期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0800~1000 

X X 

X 

X 

X 
生活資訊

營/書屋閱

讀/社區服

務 

 

1000~1200 

1330~1530 作業指導/特

色舞蹈/社區

服務/童玩 

課業指導/

運動休閒/

鄉鎮活動/

15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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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 

1730~1900 環境清潔與用餐時間 

8/14.15.16 音樂品格營 

3. 平日課表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0900~1200 

X X 

X 

X 

X 

生活技能、手工藝品創

作、繪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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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00 

1330~1530 作業指導 作業指導 生活技能、手工藝品創

作、繪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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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730 樂器教學  

1730~1800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1800~1900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用餐/放學 

二十、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一) 學童： 

1. 基地目前照顧學童人數：16人 

2. 學童年齡分布： 

年級 人數 百分比 

一年級 2人 % 

二年級 5人 % 

三年級 0人 % 

四年級 2人 % 

五年級 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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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3人 % 

3. 基地學童家庭背景分析： 

年級 人數 占總學童數百分比 

經濟弱勢(清寒/低收/中低收) 3 18.75% 

身心障礙家庭  0 0% 

特殊境遇家庭 0 0% 

新住民子女 0 0% 

單親家庭 8 50% 

隔代教養 3 18.75% 

一般生 2 12.5% 

總計 16 100% 

雙重身分人數：16人(皆為原住民子女) 

(二) 志工： 

1. 基地目前志工人數：33人 

社區理監事都擔任志工及學童家長．由於基地距離學童家中有點距離．所以

還是需要排志工幫忙接送學童回家．餐食部分志工由志工媽媽每月排班提供

餐食給學童．學童陪伴大部分為青年志工擔任． 

2. 志工分組： 

組別 職務名稱 服務內容 人數 組員(請註明組長) 

一 交通 接送 7 王晉英 

二 膳食 膳食烹煮.菜單設計 4         鄭秋妹 

三 生活陪伴 課程設計.課輔 15 范綉英 

四 青年志工 陪伴學童 7 吳柔萱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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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或時數 

花蓮縣文化局 基地部分餐廚器皿經費補助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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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基地瓦斯爐、排油煙機、冰 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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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工作檯設備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

政處 

活動舞台燈光、排水系統、

牆面油漆工程 

110000 

台北中山扶輪社 基地供水系統建置補助 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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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課程 6小時 

課程陪伴 110 小時 

花蓮縣議會 

—張智冠議員 

基地儲水塔 50000 

計畫電腦設備 95000 

花蓮縣教育處 基地教室設備(採購中) 200000 

富里鄉消防隊 基地防災課程 3小時 

永豐國小 計畫宣導與說明 10小時 

嘎巴布劇團 協助傳統樂舞課程 80小時 

禮山人企業社  

  

戶外活動資金補助(待辦) 20000 

學員及志工制服(設計階段) 10000 

計畫宣傳 45小時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基地烤箱、鐵櫃、桌椅、音

響等補助 

78000 

台灣夢優良單位參訪補助 40000 

花蓮縣政府南區家庭

服務中心 

家訪或訪視  12小時 

兒少相關課程 14小時 

關懷活動 36小時 

富里鄉公所 行政用品補助 7000 

台灣夢優良單位參訪補助 10000 

內政部營建署 基地廁所修繕經費補助 100000 

花蓮林區管理處 青少年及兒童文化解說營 150000 

(四) 經費支出情況(計算自 106.7.1-106.6.30) 

項目 單價 支出 總價 餘款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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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人員 360000 360000 360000 0 100 

監管費 60000 60000 60000 0 100 

基地設備與物品 64000 65300 64000 -1300 102.03125 

課程講師費 100000 100000 100000 0 100 

臨時人員 40000 40000 40000 0 100 

共餐費 236000 256000 236000 -20000 108.4745763 

教材、教具費 50000 50300 50000 -300 100.6 

差旅費 30000 16850 30000 13150 56.16666667 

保險費 20000 0 20000 20000 0 

雜支 40000 38590 40000 1410 96.475 

合計 1000000 987040 1000000   98.704 

保險費結餘 20000 元，因勞動部多元就業已支出場地險，導致保險費結餘 

(五) 社區月份課表 

1. 平日課表(每周二．五 17:00~19:30、每周六 09：00~15:00) 

編號 日期 課程內容 

1 6月 01日星期五 17:00~20:00 紅肉李蜜餞 

2 6月 02日星期六 9:00~15:00 編織環保杯袋 

3 6月 05日星期二 17:00~20:00 耆老傳承故事 

4 6月 08日星期五 17:00~20:00 部落夜景 

5 6月 09日星期六 9:00~15:00 種植洛神花 

6 6月 12日星期二 17:00~20:00 耆老說故事 

7 6月 15日星期五 17:00~20:00 香包 diy 

8 6月 16日星期六 9:00~15:00 客家粽製作 

9 6月 19日星期二 17:00~20:00 
 

10 6月 22日星期五 17:00~20:00 團康活動(我是歌手) 

11 6月 23日星期六 9:00~15:00 熱舞練習 

12 6月 26日星期二 17:00~20:00 遊客展示表演 

13 6月 29日星期五 17:00~20:00 體育活動(躲避球) 

2. 暑期課表（每周二．五 17:00~19:30、每周六 09：00~15:00） 

日期 課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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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 傳統作物植栽 自備:雨鞋.手套 

7月 15日 拍攝愛在豐南 (中午 11~18:30) 

7月 17日星期二 不貳劇團 (14:00~19；00) 

7月 20日星期五 準備野外求生東西 (17:00~19:30) 

7月 21日星期六 理財品格教育  

7月 22日~7月 24 日 野外求生 3天兩夜 星期日~星期二 

7月 28日~8月 5日 仲夏豐南夏令營 時間(9:00~18:30) 

8月 12日星期日 鳳林百鬼季  

8月 25、26星期六、日 練習馬蘭姑娘  

8月 28日星期二 驗收表演活動.   

8月 30日星期四 慶生會 晚上 17:00~20:00 

8月 31日~9月 2日 台北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