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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結案報告 



一、計畫內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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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計畫願景 

1. 建置社區自主的兒少社會安全網絡。 

2. 凝聚社區自主意識，滿足在地兒少需求。 

(三) 計畫目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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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增進社區中弱勢學童對社區的認同感。 

3. 培養社區發展協會聯結資源，解決在地兒童問題 

4. 運用社區志工，投入弱勢學童關懷與陪伴。 

(四) 計畫目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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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區中弱勢學童對社區的認同感達 80%。 

3. 社區發展協會具備資源連結及運用能力達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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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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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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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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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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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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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本計畫年度) 

(六) 臺灣夢基地概況說明 

使用第 33 屆點燃生命之火募款，贊助全臺 25 個社區發展協會執行社區兒少

照顧工作，全臺基地分布如下： 



 

二、基地服務內容 

以餐食和多元活動為主軸。提供社區學童營養餐食，完成課業後，社區更提

供許多不同的活動/課程，強調在地化的活動設計，不取代家庭功能，而是

運用社區人情味協助重建家庭功能。課程規劃要素包括：動靜態及戶外活動、

社區歷史文化、生態環境、特色產業、親子、代間、社區回饋等，並鼓勵社

區發展具代表性的項目，並邀請家長、主要照顧者、居民共同參加。計畫要

求每週至少開課三天，目前各社區開設三至五天不等。 

 基地名稱 課程/活動內容 

1 基隆市堵南社區發展協會 舞蹈、非洲鼓、小小美食家、音樂饗宴、

親子代間、體育活動、品格教育、小小藝

術家、書法 

2 台北市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食農教育、團康競賽、理財、生態、舞蹈、



家事訓練、社區達人、烘焙、親子閱讀、

電影、四分溪生態小尖兵 

3 新北市福成社區發展協會 開心農場、太鼓練習、三芝巡禮、三芝好

滋味、烏克麗麗、糖果實驗室、品德教育、

藝文扎根、小小社區規劃師、電腦、桌球、

防暴宣導、親子共餐、寵物飼養、代間 

4 新北市興珍社區發展協會 生活常規、手作、勁歌熱舞、功夫拳、生

活美語、社區達人秀、興珍說古道今、環

境教育、桌遊 

5 桃園市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客語相聲、繪畫、桌遊、造型麵包製作、

環保工藝、音樂賞析、品格教育、餅乾烘

焙、服務學習 

6 新竹市香山社區發展協會 書法藝術、捲紙課程、手語團康課程、品

格教育課程、體能訓練、柔力球、英語教

育課程、小廚師、戶外課程 

7 新竹縣湖南社區發展協會 品格故事、閱讀課、代間交流、籃球、羽

毛球、腳踏車、太鼓、律動、烘焙、直排

輪、手作、節慶活動 

8 苗栗縣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體育活動、桌遊、太鼓、太鼓律動、油畫

彩繪、環保、創意手作、繪本欣賞、耆老

講古、多元潛能開發、生態探索、硬筆書

法、回收藝術、創意思考、生態調查、點

心 DIY 

9 台中市海墘社區發展協會 繪本、書法、再生藝術創作、手工皂、音

樂、體適能、籃球、羽球、食農教育、認

識社區、戶外參訪 

10 台中市頭汴社區發展協會 科學 DIY、生態解說、舞蹈、體育、英文

互動唱遊、歌仔戲、認識生態昆蟲、傳統

在地美食、代間祖孫共餐、頭汴文史介紹、

農務體驗、創意拼布、美術、回收物品手

工藝 



11 彰化縣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美語話劇、疊杯、機關王、農作、社區服

務、童玩製作、籃球、客家舞蹈、客語、

書法、生活美語、生態解說、閱讀、美術、

益智遊戲、手作美學、築夢講座 

12 彰化縣南佃社區發展協會 英語杯樂、品格教育、快樂陶笛、影片欣

賞、左右腦成長營、美語話劇、品格故事、

花式跳繩、創意料理、社區耆老稻草教學、

快閃表演、社區闖關 

13 南投縣營南社區發展協會 生活體驗、小小裁縫師、齊天戰鼓、數字

遊戲、生活英文、積木、3D 列印、科學實

驗、剪紙藝術、戶外團康 

14 南投縣中崎社區發展協會 體育、竹琴、英文會話、小小探險家(自然

科學)、美術、竹編、故事繪本、生活體驗

(手作小點心)、家暴行動劇、成語故事、生

活小知識、巧固球   

15 雲林縣五塊社區發展協會 桌遊、社區回饋、球類運動、創意包裝、

餐點 DIY、食農教育、表演藝術、書法、

植物多元應用、武術 

16 嘉義市鳳梨會社社區發展協會 美術課程(繪畫、黏土)、社區報製作、舞蹈

律動、兒童人際開發與自我認識、環境維

護 

17 嘉義縣中庄社區發展協會 美勞夏令營、團康、二胡練習、森巴鼓、

電影欣賞、美食教學、足球、絲竹團練 

18 台南市仕安社區發展協會 扯鈴、紫蝶幽谷、籃球營、美術、烹飪、

程式設計、英文、生態(每週三天) 

19 高雄市中路社區發展協會 蛇板、手作、舞蹈、生活美語、槌球、心

靈藝術繪畫、音樂、代間英文、桌遊、環

保手作、詩詞朗讀、體適能闖關、肢體律

動、專注力練習、跳鼓(每週五天) 

20 高雄市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創意美勞、英語、陶笛、律動、小小理財

家、社區導覽、家事小達人、乒乓、體能、



資源回收、家鄉特色、烏克麗麗 

21 屏東縣永隆社區發展協會 開心農場、街舞、手作小物、品格教育、

玩桌遊找夢想、品格教育、食農教育、認

識社區、尋夢園 

22 宜蘭縣東岳社區發展協會 小米課程、舞蹈、籃球、團康活動、手作

課程、文化探索、生態觀察 

23 台東縣尚武社區發展協會 小小烘焙師、農事體驗、音樂、品格、特

色舞蹈、科學大發現、原住民手工藝、生

活技能、繪畫、技藝傳承、社區服務、電

腦課、認識社區產業、森林藝術深耕 

24 花蓮縣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傳統作物植栽、野外求生夏令營、舞蹈、

酸菜製作、農作體驗、水圳導覽、手工藝、

夜間撈蝦、耆老說故事 

25 花蓮縣水璉社區發展協會 暑期英文營隊、腦力開發、植物調查、繪

畫、花藝課、藝術美學、體能放電、部落

踏查 

 

三、計畫執行成果 

（一）基地學童年齡分布：臺灣夢 25 個社區築夢基地目前（108 年 6 月）共照

顧 490 位，其中一年級 63 位、二年級 75 位、三年級 71 位、四年級 92

位、五年級 102 位、六年級 87 位。依照社區開放之服務時間統計，108

年度共計服務 105,395 人次。 

 

63
75 71

92
102

87

0

20

40

60

80

100

120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臺灣夢基地學童年齡分布



（二）學童家庭背景分析：目前基地共計扶助 403 位有需要幫忙的學童，來自

經濟弱勢家庭（含清寒、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家庭）學童共 122 位、

特殊境遇或高風險家庭共 13 位、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 148 位、身心障礙

/新住民/原住民家庭共 120 位，更高達 126 人具有雙重弱勢身分。 

 

（三）透過結合在地志工的力量，共同照顧社區的孩子。目前在 25 個基地裡，

已經有 519 位志工投入兒童照顧工作，平均每個社區有超過 20 名志工協

助基地相關工作。透過針對基地志工的問卷統計分析也發現：加入越久的

志工更認識社區裡的學童且對於社區照顧學童認同度較高。目前各社區志

工大致可分成以下幾類。 

志工分組 服務內容 

陪伴組 課程或活動陪伴 

課務組 課程規劃及授課 

餐食組 餐食準備、用餐時間協助 

行政組 會計、文書等行政工作協助 

總務組 採買、攝影及設備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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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 社區活動人力協助 

交通組 放學指揮交通、學童交通陪伴及接送等 

機動支援 支援臨時工作或活動 

 

（四）目前所有社區共連結 384 個資源單位一同響應社區兒少照顧，平均每個

社區連結 15 個資源單位。 

單位屬性 單位名稱 連結及合作情形 

公部門 

各縣市政府/公所 
活動經費贊助、教育訓

練、會務及方案輔導 

各縣市育成中心 會務及方案輔導、活動邀

請 

各縣市家庭中心 社區特殊個案協助、教育

訓練辦理 

農會 物資捐贈、課程提供 

衛生所/消防局/派出所/

醫院 

營養宣導、菜單建議、消

防/交通安全宣導 

非營利組織 

(含宗教團體) 

商家/企業 食材、物資、經費捐贈 

教會、寺廟 
在地課程協助、經費捐

贈、營隊活動 

非營利組織 
獎學金、個案協助、教育

訓練 

私部門(企業/商家) 社區周邊商家 經費及物資贊助 

學校 

社區周邊國小 
協助招生、特殊個案協

助、課程講師/場地支援 

社區周邊大專院校 營隊活動、課程支援 

個人 社區居民/其他 食材、物資、經費捐贈 

 



四、臺灣夢基地故事分享 

受贈機構名稱 臺灣夢社區築夢基地 

個案故事(一) 

故事內容：小安 

由學校輔導處轉介至社區，狀況為從小生出來父母親離

異，由外婆一手帶大，母親則改嫁另組家庭，孩子約到了即將

升小一時，父親突然告知外婆想自己照顧，因此帶回三重住家

照顧，但因為孩子從小依賴外婆，很多生活自理能力也都還尚

未獨立，但對剛開始照顧孩子的爸來說，會覺得這個孩子怎麼

什麼都不會，因此孩子不會的時候爸爸就用打罵的方式管教，

過了不到一年，孩子因為受到父親不當的管教，身上有多處傷

痕，緊急被學校給安置，中間也轉介過了好多的機構跟寄養家

庭，但孩子的反應都是很激烈，最後沒有單位願意收留孩子，

就只好由以親屬寄養的身份外婆接手照顧孩子，但由於孩子經

歷過家暴，加上本身有過動及情緒障礙等問題，外婆照顧起來

特別棘手，外婆從剛開始還會管教孩子到最後只好順從孩子，

因此孩子變得越來越無法無天，在學校會跟老師對罵甚至動手

動腳，剛來社區的時候也發生過跟同學不如意就摔桌子椅子，

甚至對老師不禮貌及拳打腳踢。 

剛開始大家都對孩子敬而遠之，經過社區的志工老師及同

學們的了解下，其實發現孩子是喜歡來社區，喜歡跟大家玩耍

的，因此特別跟孩子坐下來好好深談討論一番，也讓孩子清楚

明白到自己的情緒已經造成了對大家的影響，也讓孩子了解到

大家沒有討厭他，但大家不喜歡他這樣隨便亂發脾氣，如果孩

子希望繼續在社區，自己也需要幫助自己，大家都是願意協助

他的，如果自己沒辦法學習控制自己，那即使想要幫助他也都

愛莫能助，在跟孩子達到共識後，彼此也訂立了一個小契約：「一

個月不能生氣超過 3 次，否則只能待在家，不能來社區。」到

目前為止，孩子很努力遵守約定，也持續跟社區志工灌輸這個

孩子其實就像平常孩子一樣，當他快脾氣時大家只要願意聆聽

他而不一昧指責，孩子的情緒有了出口自然就會好了起來，同

時也跟孩子們說到當小安跟你玩的時候讓你不舒服時，要當下

告知對方，如果讓自己不舒服時也要告知，不能忍氣吞聲，我

們是要協助他看到自己錯誤的討愛方式，而不是一昧的包容他



的情緒與憤怒。因為經過幾次的「突發狀況」下來，發現孩子

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所以大家也一直努力朝讓他學習控制自己

情緒的方向去前進，逐漸讓孩子從一個人見人怕的熊孩子，讓

大家開始看見孩子的可愛。 

週四打太鼓是小熊最喜歡的一堂課，平時容易躁動的他，

只有在這時候能跟隨節奏，沉浸在鼓的世界裡。志工說，打鼓

能夠穩定心性，非常適合他，幾次課程下來發現小熊越來越進

入狀況。雖然他的調皮搗蛋曾讓旁人不知所措，可是大家逐漸

明白，小安只是個受傷的孩子，需要時間療癒內心的傷痕。 

在社區孩子跟大家的互動改善了，臉上也開始有笑容。現

在他有固定的朋友一起寫作業，遇到課業方面的難題也會彼此

幫忙解決；看到同學只會抄作業，他還會勸阻，甚至協助志工

管理秩序，這些看似微小的變化，卻是孩子大大的進步！ 

原本對教養孫子很苦惱的外婆說：「現在他下課後去社區基地，

周末也有志工陪伴他 2 小時，有事讓他做就比較不會搞怪，我

也輕鬆多了。」過去小熊下課後只在街頭閒晃，現在定期到「臺

灣夢」社區基地參與活動，原本「暴怒的熊」變成「快樂的熊」，

心情開朗了，原來基地的志工與孩子們一直都是孩子的最佳療

癒劑！ 

個案故事(二) 

故事內容：小武(目前四年級) 

小武是個嬌小的小小男生，不知什麼原因他長得比一般同

年級的同學還嬌小，甚至比二年級的妹妹還嬌小，起初接觸小

武時,感覺他是一個很有防禦心的孩子，活動時或是角落時間與

其他學童玩耍時會不知名的生氣，接著就哭著自己跑走去摔石

頭或是砸椅子甚至還有攻擊同學的想法，當下制止並給予多次

深談。 

但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小武改變了，不再砸石頭不再摔椅

子、也不再哭了，小武的家庭是新住民家庭，父母個性都很溫

和，但是因為個子嬌小的問題讓他常常因為他人的言語影響情

緒常常有暴走的行為，經過臺灣夢社區陪伴的時間，小武最大

的轉變就是情緒穩定，甚至會自嘲自己的矮個子臉上少了哭泣

的臉多了滿滿得笑容也不再因為嘲諷的言語而暴走，情緒改善

了很多，也更認真的學習社區的各項課程在社區所有的課程



中，他都是最專注最認真最賣力學習的孩子，也因為小武在學

校功課極好是個資優生，大家都稱讚他，叫他學霸；此外，他

在太鼓課程表現非常好，每次表演時大家都會注意到他，因為

打的很有氣勢，如果有機會看到他表演，一定也會被他的自信

和認真深深的感動。 

個案故事(三) 

小豪，他今年即將升上二年級，但行為舉止卻很像幼稚園

的小朋友，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想做甚麼就做甚麼，不太能融

入團體生活，他的哥哥也是基地的孩子，目前升上三年級，雖

然剛開始會打人，但老師及陪伴志工一次又一次的勸導後，現

在已不會再打人了。 

   兩兄弟來自單親家庭，由父親養育長大，母親在孩子學齡

前已沒再聯絡了，父親因經濟不許可常常加班到很晚回家，可

能因為如此，弟弟小豪長期缺乏關愛，才想要引起老師及陪伴

志工的注意及關心，若想要小豪乖乖上課，就必須有一人陪在

他旁邊一對一指導，否則小豪就會自顧自地發呆、睡覺或坐地

上玩自己的東西不上課，也很容易受到同學的影響不開心，常

常會自己生悶氣。  

   雖然小豪在上課老師角度看是個令人頭痛的孩子，但從陪

伴志工看來是個極具有禮貌的孩子，每每遇到社區志工阿嬤，

小豪都是第一個打招呼，也會分享糖果餅乾給陪伴志工，在同

學眼中也是個貼心的朋友，當某個同學難過哭泣時，小豪都會

拍拍他的肩膀安慰同學，是個有禮貌及同理心的體貼孩子。 

   在基地過了一年，小豪還在志工的陪伴下慢慢學習當中，

學習要如何融入團體生活以及控制自己的情緒，社區與小豪父

親密切聯絡小豪狀況並且給予協助，也與學校的班導師討論更

好的解決方式。 

個案故事(四) 

六年級的小慈到基地已經兩年，由像家人般的志工媽媽們

陪同，和同學一起學習，並用愛心做美味營養晚餐，轉眼也已

經六年級了。 

小慈的家庭經濟較為拮据，父親早逝，現跟母親住，戶內

又有一位 5 歲重度遲緩的弟弟，一家三口，母親因要照顧重度

遲緩的弟弟，不能外出工作，經濟來源僅靠利用照顧弟弟空檔

之餘，到路邊擺攤賣黑輪維生，且營業時間是下午 15 時到 19



時，收入相當不穩定。 

小慈初來到基地時，與其他小朋友不熟，互動不熱絡，經

常一個人獨自在教室角落寫功課，是位安靜又乖巧的小朋友，

交代的事都能完成，社區的理事長積極又熱心的幫忙連結嘉義

民間團體，他們也願意提供孩子獎學金。小慈雖現由媽媽照顧，

每日來校接送，二人感情很好，沒有因單親而有自卑感，平日

在校成績佳，各科表現都不錯，喜歡二胡及長笛，個性開朗，

貼心。與其他同學互動良好，能主動幫忙，生活學習態度跟以

前都不同，有了小孩應有的笑容，將來長大希望成為一位音樂

家，家長也表達過很感謝有基地的陪伴跟鼓勵。 

 

五、課程剪影 

用餐時間  

理財志工  



認識社區桌遊

製作 

 

在地文化(跳鼓

陣) 

 

班會時間  

※其他社區活動/課程記錄請至 Facebook「小火子—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及「火

仔集會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