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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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造兒少健康、快樂、安全的社區。 

 

(三) 計畫目的 

1. 協助社區發展協會促進周邊弱勢兒少身心能力的均衡發展。 

2. 鼓勵社區優先照顧弱勢兒少，強化兒少社區的認同感。 

3. 培力社區發展協會資源聯結，以滿足在地兒少之發展多元需求。 

4. 提升社區志工專業能力，以投入弱勢兒少關懷與陪伴。 

 

(四) 計畫期程 

本計畫自 104 年起試辦，現已邁入第二期，期程如下： 

(1) 108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本計畫年度) 

(2) 109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3) 1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五) 臺灣夢基地概況說明 

使用第 34 屆點燃生命之火募款，共贊助全臺 25 個社區發展協會執行社區兒

少照顧工作，實際執行社區為 24 個社區發展協會，全臺基地分布如下： 

 



說明： 

(一) 新北市興珍社區因志工運用合宜性無法釐清，與本計畫核心理念未

符，故將無法繼續承接執行本計畫，善款新臺幣 100 萬元將遞延至

35 屆點燃生命之火。 

(二) 苗縣塭內社區因社區內弱勢兒少需求減少及社區動能不足，第二期款

項新臺幣 50 萬元不予補助，善款將遞延至 35 屆點燃生命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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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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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個社區共計開設 249 門課程，合計 7,497 小時時數。 

 基地 時數 課程/活動內容 照片分享 照片說明 

1 基隆

堵南 

5 門

245

小時 

非洲鼓、美術課程、讀經

課、兒童營養學、生命教

育(每週五天) 

 

透過繪本閱讀、影片欣

賞，培養學童品德並學

習分享、表達及傾聽。 

2 台北

久如 

11 門

419

小時 

四分溪小尖兵社團、小小

公民記者、輕黏土創作、

木工 DIY、趣味英文、自

己當老師、我是食農小食

神、久如親子閱讀書房、

食農趣味烘焙、社區達人

Show、後山的小小生態

世界等。(每週五天；四

分溪社團於週六) 

 

久如食農體驗教室 -兒

少慢慢認識地方的農業

生態，也在每天澆水、

除蟲、拔草、施肥、鬆

土的農事過程中，學習

到責任感與團隊分工作

的重要性。 

3 新北

福成 

8 門

285

小時 

烏克麗麗、地方美學、太

極鼓、暑期營隊(工藝、

認識農作物、種植、家常

料理；印花形染、手作蠟

筆、木工體驗、衛教品格

營、公民記者)桌球、扯  

透過音體合一的太鼓，

讓孩子在體能與體態上

的展現，提升孩子專注

能及穩定力。 



鈴、印度數學、手作

DIY(每週四天) 

4 桃園

高原 

9 門

362

小時 

繪畫、品格教育、客語相

聲、桌遊、造型麵包、餅

乾烘焙、環保工藝、音樂

析賞、服務學習(每週五

天) 

 

由在地國畫大師教導孩

子繪畫，還可以做成明

信片跟海報。 

5 新竹

香山 

11 門

234

小時 

品格教育、健身運動、藝

術美學、中國文學、冒險

體驗(反毒教育)、在意文

化、英語互動、烘焙、作

文、音樂賞析、暑期卡巴

迪運動暑假訓練營、暑期

科學運用營(每週五天) 

 

由社區耆老蔡錦煌老師

講述在地文化明烈宮歷

史。 

6 新竹

湖南 

4 門

169

小時 

戶外活動、角落時間、運

動時間(籃球、羽毛球、

腳踏車、沙堆)、團體律

動、太鼓、疊杯。(每週

三天)  

透過太鼓學習穩定情緒,

培養專注力抒發課業壓

力，並培養團隊默契。 

7 苗栗

塭內 

9 門

96 小

時 

體育活動、桌遊、太鼓律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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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

DIY(每週三天) 
 

透過各式桌遊，培養孩

子們耐心、團隊合作、

互相幫忙、思考啟發。 



8 台中

海墘 

8 門

312

小時 

羽球、國樂、舞蹈、繪畫、

手工藝、書法、圍棋、藝

文活動、戶外參訪、親子

代間活動、耆老授課(每

週三天) 

 

適逢佳節讓社區長輩、

志工、家長和小朋友一

起學習包粽子、吃粽

子。 

9 台中

頭汴 

10 門 

440

小時 

生活規範、認識動物、生

態調查體驗、社區踏查、

祖孫共餐、蝴蝶書籤、荔

枝椿象標本製作、頭汴文

化、文物、古蹟導覽、體

育、舞蹈、生態文史、回

收藝術拼布(每週三天) 

 

基地的孩子到基地旁的

舊歷史古蹟認識，也讓

孩子們認識頭汴社區裡

的古蹟 -日據時代的派

出所，並請退休的警察

隊長志工來做導覽 

10 彰化

大湖 

13 門 

1090

小時 

美語、美術、籃球、桌球、

客家舞蹈、書法、機關王

連動課程、書法、自然科

學、作業指導、農作課

程、烘焙課（代間活動）、

客語、益智遊戲(每週五

天) 

 

美術課陶冶心性，發揮

孩子想像力。 

11 彰化

南佃 

11 門

311

小時 

積木機構課程 ( 低年

級)、樂高機器人程式設

計(高年級)、藝文生活課

程、英文會話課程、花式

跳繩課程(每週五天)  

 

帶台灣夢的孩子，多認

識社區的文化及社區內

產業發展。 



12 南投

營南 

13 門 

257

小時 

陶笛、社區生態、桌球、

武術、戰鼓、稻草藝術、

書法、手作、有氧舞蹈、

夏日樂學暨鄉土教學、程

式設計、3D 列印、科學

營(每週四天) 
 

社區居民以務農維生，

利用稻草編織，讓孩子

更能善用社區作物。 

13 南投

中崎 

8 門

151

小時 

成語故事，美語課，美術

手作課，樂高程式課，竹

琴課，小小探險家（自然

科學），防災常識課，游

泳課(每週五天)   

 

我是小幫手—從小電鍋

的練習洗米、煮飯，到

社區晚餐由小朋友自己

輪流煮飯練習。 

14 雲林

五塊 

5 門

140

小時 

 

桌遊、社區回饋、球類運

動、餐點 DIY、食農教

育、書法、植物多元應

用、英語會話、程式設

計、武術 (每週四天) 
 

武術課教導孩子獅頭練

習。 

15 嘉義

鳳梨

會社 

4 門

388

小時 

桌遊、天文課、舞蹈律

動、南華大學團體課程

(每週三天；週六彈性活

動)   

 

結合南華大學進行世界

地球日闖關活動。 

16 嘉義

中庄 

4 門 

323

小時 

國樂、書法、美勞、足球、

食農教育、田園樂、舞

蹈、地方耆老說古、異國

文化教學、森巴鼓練習、

社區活動參與、社區文化

介紹(每週三天)   
 

參加東石漁人碼頭海之

夏祭演出 



17 台南

坔頭

港 

11 門 

376

小時 

環境教育、文化及通識課

程、產業課程、活化數

能、天文觀星、就是要

動、晨星樂團、親子課

程、專業職能課程、在坔

小廚師課程、安全教育。

(每週三天；週六彈性活

動) 

 

仙人掌造景教學 -運用

植物換盆及組裝、造景

療癒心情。 

18 高雄

中路 

17 門 

178

小時 

蛇板、音樂遊戲、音樂律

動+氣球、手縫創作、仁

愛之家來扇風點伙、中路

跳鼓兒、實在很玄、東方

學院烘焙、去仁愛之家棋

逢敵手、旅行教我的事、

美語活動、中路小廚師、

專注力練習、我最繪畫

(每週五天) 

 

透過動手做麵包,促進親

子間感情。 

19 高雄

文賢 

17 門

146

小時 

烏克麗麗、舞蹈、天文、

環境生態、美語團康、手

作玩具、印尼皮影戲、小

小理財、趣味科學、美

勞、社區繪本、手作龍

船、石化展覽參訪、手工

皂、品格教育、排灣族文

化(每週三天) 

 

林園漁業發達，帶孩子

到中芸漁港了解膠筏船

構造、捕曼苗作業、烏

魚子製作，體驗漁家生

活，課後學習單的練習

更加深對課程的印象。 

20 屏東

永隆 

8 門 

274

小時 

我是溪埔寮囝仔、電腦與

我、愛跳舞、一起動手

做、食在有樂趣、EQ 一

級棒、理財小達人、故事

藝起來(每週五天) 
 

搭配中信活動，分享自

己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21 宜蘭

東岳 

17 門

259

小時 

包括：(籃球夏令營、舞

蹈夏令營、課業輔導、手

作課程、認識社區、小米

農產品包裝製作、舞蹈

課、小小農夫體驗、海洋

探險、烘焙課、美食課、

社區服務、產業生態探險

家、知能課程、運動體適

能、產業生態(染布課、

樂器課。) (每週三天) 

 

辦理志工教育訓練及學

童安全講習。 

22 台東

尚武 

26 門 

453

小時 

 

 

桌遊、閱讀、繪畫、社區

服務、烹飪、食農教育、

手工藝、腦力激盪、舞

蹈、生活美語、體育、科

學應用、家政、代間課

程、手工藝 DIY、社區文

化、活動參與、教育宣

導、資訊課程(每週三天) 

 

代間課程，與社區長輩

共同製作道具，演出小

短劇。 

23 花蓮

豐南 

10 門

187

小時 

羽球、耆老說故事、認知

課程、認識野菜教學、肢

體黑白猜、農作體驗、原

住民歌舞、用餐禮儀、野

外求生營(每週三天)   

 

社區農事體驗課程，教

孩子們種生薑。 

24 澎湖

鎖港 

10 門

402

小時 

海洋小尖兵、社區聚落生

活學苑、環保小尖兵、小

小農作班、戶外活動、歡

唱表演、傳統手路菜、英

語共讀、衛生教育(每週

三天) 

 

認識毒品及反毒八招結

合瑞祥高中紫錐花志工

服務社。 

※詳細社區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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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計畫執行成果 

（一） 基地學童年齡分布：臺灣夢 24 個社區築夢基地目前共照顧 472 位兒 

  少，包括 442 位國小生及 30 位國中生。其中一年級 56 位、二年級 78 

  位、三年級 78 位、四年級 80 位、五年級 65 位、六年級 85 位、七年 

  級 20 位、八年級 8 位、九年級 2 位。依照社區開放之服務時間統計， 

  共計服務 187,549 人次。 

（二） 學童家庭背景分析：在臺灣夢 24 個社區築夢基地照顧的 472 位兒少 

  中，有 406 位來自弱勢家庭，占基地學童總人數 86%，較去年提升 2%。 

  其中來自經濟弱勢家庭（含清寒、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家庭）學童共 

  120 位、單親家庭 111 位、隔代教養 61 位、新住民子女 60 位、原住 

  民子女 13 位、特殊境遇或脆弱家庭共 23 位、身心障礙家庭共 18 位 

  ，更有高達 194 人具雙重弱勢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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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透過結合在地志工的力量，共同照顧社區的孩子。目前在 24 個基地裡，

已經有 472 位志工投入兒童照顧工作，平均每個社區有近 20 名志工協助

基地相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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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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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個資源單位一同響應社區兒少照顧，平均每

個社區連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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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企業 食材、物資、經費捐贈 



(含宗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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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問卷分析計畫成果摘要 

1. 基地學童生理改變：基地供應營養餐食，比較基地 105 年開辦初期、109

年學童生理數據現狀及對比政府統計報告(6-12 歲學童)可知孩子們的平

均身高、體重、BMI 都在逐漸成長中，也逐漸趨近整體國民平均數值。 

   

2. 基地自我認同與社區意識提升：平均分數逐年增加，孩子們有夢想、有

自信，也喜歡居住的社區，希望長大以後可以繼續留在社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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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地兒少的回饋： 

 77％兒少表示「我喜歡基地的志工阿姨伯伯」。 

 78.1%兒少表示「參加基地課程讓我更快樂」。 

 93.7%兒少表示「我喜歡參加基地的活動」。 

 92.7%兒少表示「我喜歡到基地吃飯」。 

 95%兒少表示「基地可以幫助我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4. 志工社區意識與社區兒童照顧認同穩定：志工在陪伴過程中了解社區照

顧兒少的重要性，並且從陪伴過程中，獲得快樂與成就感。惟 108 

年將另邀縣市政府、社福中心、公所等相關單位，協助陪伴志工提升兒

少照顧知能。 

 

四、 經費使用狀況：詳如下表說明，剩餘金額共計 1,555,390 元，業已呈報

衛生福利部衛部救字第 1091360349 號核備在案，得遞延至 109 年 9 月 30

日前使用完畢。 

項目 受贈金額 實際執行金額 遞延說明 遞延至 35 屆 

臺灣夢25個兒少

社區築夢基地 
2,500 萬 2,350 萬 

新北市興珍社區無

法承接執行不予補

助、苗栗縣塭內社區

學童需求減少，僅補

助第一期款 50 萬

元。 

遞延至 35 屆

社區補助款。 

資訊系統及設備 110 萬 1,044,610 元 
經 議 價 後 撙 節

55,390 元 

遞延至 35 屆

社區成果展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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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韓 

小韓的父親之前因為煙毒案入獄，母親也因此和父親離異

失去聯繫，因此小韓國小 1-3 年級都和祖父住在一起，案父出

獄之後小韓雖然得以回家和案父同住，但因案父更生人的身分

不容易找到工作，家庭經濟只能仰賴在檳榔攤的阿姨維生，因

此小韓一家人只能往南港的山區租屋，居住環境不佳，因而學

校老師將其轉介至家扶中心，再由家扶中心轉介至本基地接受

服務。 

    小韓在尚未來到基地前，因為案父在工地打零工時間不穩

定，案阿姨又要很晚才能從檳榔攤回家，小韓放學後常常只能

待在便利商店寫功課，吃晚餐，然而長期外食營養不均衡也導

致小韓的身形非常肥胖，自從到了久如基地接受服務之後，在

所有志工及陪伴老師的愛與關懷下，小韓不僅在課業學習上有

所進步，導師反映過去功課經常寫不完的狀況現在有很大的改

善，原本落後的學習表現更有顯著的成長；基地每天所提供的

營養餐食，讓小韓的營養情況改善不少，本來小韓每天只能吃

微波食物，現在都有志工親手烹調的五菜一湯餐食，搭配專案

人員帶著小韓固定運動，經過短短九個月，小韓的體重就減了

4 公斤，體態變得健康許多，連爸爸都看到明顯的轉變。 

    小韓剛來社區時，既沒有朋友，學習環境也要重新適應，

情緒常常非常低落，不喜歡跟基地的其他兒少互動，時常一個

人躲在基地的角落看漫畫，所幸在陪伴志工與專案人員的鼓勵

之下，經常安排團體活動讓小韓與其他兒少夥伴互動，偶然間

得知小韓從小學習跆拳道，基地也安排小韓變成小老師，每周

讓小韓化身小老師指導大家學習簡單防身術，漸漸的，小韓變

得比較開朗了，在基地裡的兒少也都非常喜歡小韓，會邀請小

韓一起玩樂、一起聊天，現在基地的孩子們都是小韓最好的朋

友，小韓也從原本沉默寡言的個性，漸漸變得活潑，原本不太

敢跟老師聊天的小韓，現在成為老師和志工眼中可愛體貼的孩

子，會在基地幫忙志工挑菜、搬桌椅、清掃基地環境，幫專案



人員點名、佈置基地環境，成為基地裡不可或缺的小幫手。 

    小韓的爸爸也看到孩子的變化，覺得現在小韓變得懂事許

多，也非常感謝社區辦理兒少課後陪伴服務，解決了他長期以

來照顧孩子的困擾，看見孩子的成長和改變，小韓的父親也感

覺到自己也應該有所改變，扛起父親照顧孩子的責任，跟著社

區的志工們一起給孩子更好的生活環境，現在小韓和爸爸與阿

姨開心的住在一起，小韓也常常會分享基地裡所發生的有趣事

情，基地專案人員也正努力幫助小韓的爸爸找到山下交通方便

的租屋處，希望能夠讓小韓每天不要走這麼遠的山路才能回到

家，在團隊努力下，小韓的生活真的產生了極大的改變。 

個案故事(二) 

小如 

社區築夢基地已經邁向第三年了，班上孩子目前已 21 位，

看著他們這二年的歷程，二年時間途中有孩童新進、有孩童離

班，看著孩子們漸漸在成長當中，從原本甚麼都不會，一點一

點不怕失敗持續練習，到如今成果展示孩童們所散發出的自

信，心中滿是感動。 

這些孩子當中，讓我最常關心的是一位去年 10 月加入的

三年級小女孩-小如，她今年即將升上四年級，卻因為家庭因

素，暑假過後可能會轉學、離班，不再繼續參與台灣夢計畫。

但我想把她的故事分享出來，因為她是個極需要陪伴與關心的

孩子，在社區小如很活潑也會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學校的學

業成績很好，是個聰明伶俐的孩子，但在團體活動中跟社區的

其他同學比較不能配合，課堂上會急著表現，想引起老師或是

同學的注意。  



小如的家庭狀況較複雜，親生父母沒有在身邊照顧她，目

前居住的住所，是母親後來再嫁的家庭，家裡環境較雜亂，經

濟上也較困難，小如的生活習慣等因素，讓目前撫養小如的爺

爺、奶奶決定將小如帶回宜蘭的外婆家給外婆與舅舅撫養，小

如現在才三年級但已經換過四所小學，思想跟行為舉止都比較

早熟。  

透過家庭關懷訪問中，了解小如的狀況，也有跟小如單獨

聊聊天，她願意說我就願意聽，看到這孩子雖然看起來是興致

勃勃地訴說著，但實際上是流了多少眼淚，我告訴她，她是個

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所以不可以因為懶惰沒有洗頭洗澡，女孩

子會開始發育，所以要習慣穿奶奶買的內衣保護自己，小如有

把我的話聽進去，過幾天她跑來跟我說：「老師我有穿內衣喔!」

「老師你聞我頭髮香香的」，這個孩子希望大人能多給予鼓勵，

能多給予傾聽，她原本叛逆的情緒，漸漸地改變了，當她做到

時不吝嗇給獎勵，讓她知道自己慢慢進步很棒！ 

個案故事(三) 

小皇 

小皇，社區裡的小霸王，國小一年級。他是志工爺爺、奶

奶一致認為改變、進步最多的孩子。但在專案人員眼裡他仍然

是個問題學生，有著極大的進步空間。 

剛來基地時，總是帶著哭腔說話，一不順他的意就抓狂，

衝撞旁人。所以，志工們對他都是敬而遠之，不敢碰他。 

帶孩子也像是在磨練自己的心性一般，專案人員試著傾

聽、理解他，並給他很多的讚美，順著毛摸，基地成了他很喜

歡的地方，上午 9 點上課他們姊弟倆 7 點就來報到，我笑說面

對這樣的孩子，家長喜歡將孩子往基地送，以獲得足夠的喘息

時間。 



小霸王的養成，跟家庭背景有深厚的關聯。工作因素，爸

爸多數時間不在家，行動不方便的媽媽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會

飛台灣治療。所以，這是一個身心障礙家庭，看似全家都在，

但卻也是「偽單親」、「偽隔代教養」的家庭。在澎湖重男輕女

的觀念依然處處可見，尤其是在祖孫的互動上，姊姊小儀常常

是私下抱怨著:「媽媽跟奶奶很疼弟弟，雞腿都給弟弟吃，弟弟

會打媽媽跟阿嬤，只怕爸爸，可是爸爸在的時候，弟弟就很

乖……」。在平日的互動上，也可以看出媽媽與奶奶對小皇的寵

溺。而小皇又是個喜歡哭鬧的孩子，在家裡他的哭鬧都會得逞，

於是乎一切皆要順著他，一切都要姊姊、媽媽幫著他完成的。 

有著好勝的臭脾氣，初期在基地的任務完成度非常弱，他

會不斷的以情緒勒索，去要求同在基地的姐姐幫他完成任務，

或是責怪都是因為姊姊不好……。於是，老師對他的小小目標就

是讓小霸王能獨立完成任務，可喜的是小皇開始有了自己完成

的好習慣了，這個再尋常不過的目標，或許就是志工們覺得最

驚人的進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