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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

「2015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密基地」勸募活動成果報告

一、 活動名稱：「2015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密基地」勸募活動

二、 活動目的：

為籌募「弱勢兒童」(貧困家庭兒童、單親家庭兒童、新住民家庭兒童、隔代教養

家庭兒童) 「課後輔導」經費，希望藉由此計畫，讓免費課輔之慈善團體獲得相關之奧

援，對於會務及立案宗旨能夠落實，爰訂立本計畫，並使社會大眾愛心捐款能專款專用。

三、 期間：

1. 勸募活動核准字號：衛部救字第 1041360109 號計畫。勸募期間：自一○

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 募得款項預估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兩年。

四、 勸募活動所得及收支：

本活動募得款項已實際支應於本會籌募「2015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密基地」計畫，

包含師資費、交通費、膳雜費及其他開支，總支出不足額由本會另行籌措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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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收入 支出

專戶結餘 備註
勸募金額 利息 小計 項目 核銷金額

104/01/01-104/12/31 74,500,410 53,782 74,554,192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

密基地專案執行費
34,924,215

36,092,065
勸募必要支出(註 1) 3,537,912

年度小計 38,462,127

105/01/01-105/12/31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

密基地專案執行費
36,111,954

(19,889)
105/04/06-

105/12/05 止
年度小計 36,11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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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勸募必要支出

項目 金額 補充說明

人事費 1,807,350 執行小組薪資

行政管銷 787,788
網站管理、文宣網頁、文具、耗材、房租、保險、辦公

室設備…等

郵電費 487,080
捐款銀行手續費(匯費，刷卡手續費，劃撥手續費)、郵

寄費用、電信費用

宣傳推廣費 179,789 宣傳費、文宣品(設計，製作)、記者會

交通費 275,905 課輔基地往返交通、油資、計程車費等

總計 3,537,912

五、執行內容與效益

1. 補助共 61 個慈善公益團體，服務共 1,856 名弱勢學童。

2. 服務學生改變的故事：

(1) 妤妤

她剛來的時候，因為學習較別人慢了一步，常常聽不懂別人跟她說什麼，學校的

聯絡簿抄回來，她卻看不懂要寫什麼作業。

生字三遍，她會寫一行，圏詞兩遍，她會把

課文全部抄起來，她總是搞不懂連絡簿裡面

抄的是什麼意思，也不敢問學校老師，因為

她非常害怕學校老師，說老師總是一直罵

她。

在人際相處上她也不擅長跟別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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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一個人在旁邊，問她要不要跟大家玩，她總是安靜的搖搖頭，老師嘗試跟她聊天到

頭來卻發現都是自說自話，她並不會回應你，大大的眼睛裡有不解的疑惑。

因此老師教她功課的時候經常會遇到挫折，不知道她到底有沒有聽懂老師在跟她

說什麼，或者她做錯事老師要告訴她正確的觀念與行為時也搞不清楚她知不知道老師的

意思。經過老師們不斷的討論、不斷的嘗試，一次一次的與她溝通，慢慢的她開始理解

別人的意思，開始嘗試走出自己的世界，跟別人互動。

雖然她沒有一下子就變成外向的孩子，也沒有一下子成績變成非常好，更沒有突

然開始會為別人著想，但是她願意開始改變自己，速度雖然不快卻也在她身上看到成長，

所謂的成長，一步一步，只要有前進，就是成長。

(2) 小議

升國小二年級，當父母都在擔心別讓孩子

輸在起跑點的時候，部落孩子因文化不利因素，掙

扎在正規注音符號的恐怖學習中。小議單親，生活

經驗狹小，典型教育上稱呼的文化不利兒童。但因

為從小在部落長大，傳統歌謠學得不少。

一年級注音符號學習開始，我發現他對抽

象符號完全沒有概念，學校進度太快，他完全無法

追上，因為太欠缺先備經驗，一個注音符號，我必

須閃示二三十次以上他才勉強記住，但通常隔日他

又很有禮貌的還給我了，而其他孩子最多五次就能

記住了。還好課輔班有非常有耐性的志工老師，不

厭其煩，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練習。

他紮紮實實從 0開始，每次考試都給我們

一顆蛋，一年過去，他交出一張 60分考卷，那日，部落爸爸媽媽一起起立鼓掌，小議

滿臉的得意，我們真是無比開心。允議是典型部落孩子，這樣的孩子，未來我們一定會

一再遇見，但希望珍貴的 60分也會不斷出現在我們的記憶中。不過，這樣的孩子，在

記憶傳統歌謠卻完全沒有問題，很神奇，下回來一定要好好聽聽他唱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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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學生談秘密基地：

(1) 阿豹

我是 7年級，國中一年級學生，大家都叫我阿豹，熱愛打棒球，而且是原住民，

這次有很多的原住民，都是從不同的縣市來到苗栗。我們很高興可以在苗栗的頭屋國中

讀書，因為這學校的棒球隊很不錯，我們也很高興秘密基地願意提供我們免費的課後輔

導，聽田牧師說是一位吳念真導演支持費

用，請老師來教導我們功課的，真好！

因為從小打棒球的緣故，書沒有

讀好，而且父母也不會功課，現在有人願

意幫助我們，給我們機會讀書，一定要好

好抓住機會，認真讀書，尤其是英文，牧

師說英文很重要，將來球打好了，出國比

賽時，如果會講英文，代表球隊，代表國

家，和別人說話時，是很有面子的，也會

贏得尊重。又說數學也很重要，因為數學是基礎學科，從數學可以學習很多邏輯思考，

甚至將來有機會賺很多錢時，也知道怎麼運用金錢，我們有這個機會學習，很感謝大家。

(2) 小程

家裡有媽媽、我、哥哥，爸爸在六年前去世了，媽媽很辛苦的撫養我們，不過我

們家依然過得很快樂。我在國小二年級來秘密基地，現在已經國中三年級了，在這幾年

的歲月中，學到了自信，開始願意認真讀書，也成長了不少。我也學會彈吉他、烏克麗

麗、吹陶笛，我還會管理音響器材、打詩歌 PPT、維修電腦喔！

(3) 阿霈

小學二年級開始來秘密基地的課輔班學習，我學會鋼琴、烏克麗麗、陶笛、木

箱鼓。我家總共有四個人，有爸爸、媽媽、姐姐，可是因為爸爸酗酒，時常罵人或摔東

西，媽媽受不了，於是，爸爸和媽媽就離婚了！後來我和姐姐跟媽媽住，但是週末可以

住爸爸那裡。還沒來秘密基地的時候，我很懶，很不喜歡運動，更不喜歡做家事，常常

被罵，而且只懂得玩電腦遊戲、看電視，導致眼睛近視，但是，進入秘密基地以後我變

得勤勞了！現在也不看電視和玩電腦了。而且，還交到多好朋友，來秘密基地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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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二年級開始來秘密基地的課輔班學習，我學會鋼琴、烏克麗麗、陶笛、木

箱鼓。我家總共有四個人，有爸爸、媽媽、姐姐，可是因為爸爸酗酒，時常罵人或摔東

西，媽媽受不了，於是，爸爸和媽媽就離婚了！後來我和姐姐跟媽媽住，但是週末可以

住爸爸那裡。還沒來秘密基地的時候，我很懶，很不喜歡運動，更不喜歡做家事，常常

被罵，而且只懂得玩電腦遊戲、看電視，導致眼睛近視，但是，進入秘密基地以後我變

得勤勞了！現在也不看電視和玩電腦了。而且，還交到多好朋友，來秘密基地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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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伶

爸爸的工作是修理車子，媽媽

是在田裡種花的。我從國小二年級開

始來秘密基地。在來秘密基地之前，

放學回家都在看電視，不會主動幫忙

做家事，但因為來到秘密基地，開始

願意讀書，也開始會主動幫忙做家事，

分擔工作。除了這些，我還在秘密基

地學了很多樂器，像是陶笛、烏克麗

麗、鋼琴、木箱鼓和電子琴。我在秘

密基地主日禮拜也有服事。因著來到

秘密基地接觸到不同性格的人，所以，我學會接納和我脾氣不同、個性不同的人。

4. 服務老師談孩子的秘密基地：妤欣老師的小心得

在秘密基地擔任課照班老師已經四年了，看著孩子們來來去去真的是頗有感觸。

這幾年中，送走了一些孩子，現在也不曉

得他們在哪、在為了什麼奮鬥，只希望他

們能好好的。這幾年中，也迎來了一批孩

子，看著他們剛進入小學，懵懵懂懂，只

希望自己能盡可能帶給他們一些什麼，讓

孩子可以在課業上多獲得知識、學習更加

順利。

這幾年中，更多的是正持續陪伴的孩子們，看著他們一個年級一個年級的往上升、

一點一滴的進步，不管是課業或生活能力上都愈來愈好，便會期待自己繼續有所貢獻，

使他們更加成長茁壯。

擔任課照班老師的收穫很多，一方面是來自孩子成長的成就感，另一方面則是和孩

子互動而來的教學相長，因此雖然工作量繁重，我仍然喜歡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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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在台灣許多弱勢孩子，在下課之後，沒有地方去，多半會在路上遊蕩或者

是獨自在家，因此為減少孩子們受到不良的誘惑，而開始執行弱勢兒童的免費

課輔，學生在孩子的秘密基地老師們或其他同學的陪伴過程中，得到了一些安

定的力量，至少對於學習、對於上學不再害怕，或是有一頓晚餐或點心，不會

在等待主要照顧者回家的過程中挨餓。在執行的過程，發現有這樣需求的孩子

很多，我們會持續努力的協助，因為孩子是這片土地的未來。

七、 募得款使用執行完竣後，其使用情形業經本會 106 年 1 月 17 日第一屆第十一

次全體理事會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