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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

「2016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密基地」勸募活動成果報告

一、 活動名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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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360589 號計畫。勸募期間：自一○

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 募得款項預估一○五年一月十八日至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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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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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8-105/12/31 76,490,397 66,035 76,556,432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密基地

專案執行費
4,067,406

58,827,644合作推廣費 9,644,494

勸募必要支出 4,016,888

年度小計 17,728,788

106/01/01-106/12/31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密基地

專案執行費
56,213,842

(92,147) 106/01/01-106/11/06 止
勸募必要支出 2,705,949

年度小計 58,919,791



頁 3

勸募必要支出

五、執行內容與效益

1. 補助共 85 個慈善公益團體，服務共 2,581 名弱勢學童。

2. 服務學生改變的故事：

(1) 台南楠西秘密基地的阿驍(國小四年級)在學校的課業成績和體育都是一把罩，

但是因為父母工作繁忙，所以放學後士驍常常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或是騎腳踏車在

社區到處晃，功課不是沒寫就是亂寫一通，讓老師非常頭痛。來到秘密基地之後，

阿驍不再是野馬一匹，這裡有老師盯著他寫功課，肚子餓的時候有點心可以吃，還

有同學一起打球玩桌遊，所以阿驍常常樂不思蜀，總是要待到秘密基地打烊才肯回

家呢！

(2) 阿志(國小六年級)去年來到台中大里孩子的秘密基地，阿志本身有學習障礙，

就讀學校的活力班(俗稱資源班)，加上舌繫帶發展不良的關係，讓他的語言發音相

項目 金額 補充說明

人事費 3,527,536 執行小組薪資

辦公費-行政管銷 1,535,111
網站管理、文宣網頁、文具、耗材、房租、保險、

辦公室設備…等

辦公費-郵電費 1,01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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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費-宣傳推廣費 166,024 宣傳費、文宣品(設計，製作)、記者會

辦公費-交通費 454,370 課輔基地往返交通、油資、計程車費等

購置費 23,450 辦公室等相關設備

總計 6,72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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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其他同學而言就顯得口齒不清，因此也讓他顯得比較沒自信，較少與其他同學

互動，常常自己坐在位置上發呆或是玩手機。

由於老師喜歡與孩子們一起玩桌遊，所以也會邀請阿志一起玩，桌遊不僅可以訓練

專注力以及邏輯概念，而且更好的是，桌遊可以讓大家把注意力放在遊戲中，不會

再去注意阿志是個口齒不清的人，或者是誰的身分是老師或同學，大家在遊戲中都

是平等的，是個很好拉近彼此關係的平台。

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動，現在阿志已經和同學可以

相處得很好了，老師常常還沒走上樓梯就聽到他

跟其他人在嬉鬧的聲音，作業與成績或許沒有明

顯的進步，但是對老師而言，看到孩子們有健康

的人際互動，是最讓人感到開心的。

3. 服務學生談秘密基地：

(1) 我是小萱，來自嘉義民雄孩子的秘密基地。

在國一還沒進課輔班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課輔班的存在，直到哥哥(課輔班的志工)

邀請我進課輔班，剛開始沒有意願進課輔班，因為覺得進課輔班沒有什麼，不過想

到哥哥邀請我來，我還是硬著頭皮來了，

剛進班的時候，班主任及同學都還蠻

親切的。每天在課輔班都有志工老師

幫我們上課、加強較弱的科目，課程

結束還有期待的點心時間。過了一學

期，上完一整天的課還要去課輔班，

覺得每天回到家都很累，所以後來就

沒有去課輔班了。

沒有去課輔班這一年的日子，每天

放學回到家，我就賴在床上玩手機，因為課業越來越難，也沒有辦法自習，漸漸的

無法跟上。新學期剛開始，牛牛有問我會想回去課輔班嗎？我說：想。有朋友一起

去課輔班就會比較有趣不無聊，也有動力繼續學習，畢竟我也想要把成績慢慢拉回

來，好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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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課輔班之後，每天放學不再是回家躺在床上滑手機、無所事事，而是

去課輔班加強自己的課業，志工老師也都會引導我不會的題目、陪我完成作業，有

的時候會因為題目很難就想放棄不想學，不過老師還是會一直鼓勵我、用心的教我，

雖然有的時候還是有想要逃避的時候，但看到老師那麼認真的教，我覺得我更要用

心的聽、用心的學習。每天還可以吃點心，而且點心比之前更豐盛，老師說是因為

有人願意奉獻給我們，所以要好好珍惜。

每個禮拜五是課輔班的戶外課，我們只要完成當週的作業跟進度就能夠去打籃

球、跑步、扯鈴。這是每個禮拜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因為可以在外面吸新鮮空氣，

也可以更多的跟同學互動，很喜歡每個禮拜五的戶外課。

謝謝課輔班的老師每天都很用心的教我們，也讓我重新拿起書本，而不是無所

事事在家滑手機，也謝謝願意奉獻點心的叔叔阿姨讓我們每天在上課肚子很餓的時

候可以吃點心，讓我們更有精神。希望可以有更多人知道課輔班也願意一起進到課

輔班學習，生活會變得很不一樣。

(2) 小淇

我覺得來台南佳里孩子的秘密基地有很多好處，因為我每次只要來都有冷氣吹、

東西吃、玩桌遊還有幫我複習功課，而且每一次都有美味的點心吃和香噴噴的飯可

以以吃，讓我覺得來這裡是件很幸福的事，我希望可以一直看到這麼好的老師。

4. 服務老師談孩子的秘密基地：

(1)台中大里孩子的秘密基地：一帆老師

高年級的學生通常已經發展出足夠的自我思考能力，但是因為生活經驗較少的

因素，有時候會出現比較不成熟的行為，但其實只要和孩子們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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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絕大部分的問題可以透過溝通來解決，但如果是重大事件仍然要與家長及學

校共同討論如何妥善處理。

適當的給予孩子們做決策的權力，像

是今年我試著讓孩子們一起制定班規，我

發現他們並不會刻意放寬對自己的限制，

反而會充分討論如何對彼此較為公平，也

能夠達到讓班級向上提升的效果，甚至有

些我沒有想到的規則，孩子們也主動提出

來，責任感與榮譽感其實一直存在孩子們

的心中，只要給他們機會，往往會有得到意想不到的結果。

這段時間我發現，當我們不再以師長這種高高在上的角色看待學生，而是以夥

伴的方式接近他們，嘗試與他們同步，建立我們共同的目標，當他們認同了這個團

體，孩子們也會為了這個團體的目標而全力以赴。

(2)彰化芬園孩子的秘密基地：JOE老師

每個人都擁有很多身分。我們可能同時是父之子，又是子之父；是領導者，同

時又被領導；是核心，同時又是螺絲釘。我擁有很多身分，是女兒、姊姊，是好友、

同學，是學校的學生，是餐廳的服務生；然而在此之中，未曾想過「老師」會成為

我的身分之一。

回想幾個月前，我成為孩子們的「老

師」，每天戰戰兢兢、戒慎恐懼，總擔心

自己無法成為一個好榜樣、教育者，壓力

紛至沓來。幸運的是，適應新身分的這段

期間，身邊不乏關心及幫助，其他老師們

不吝分享教學的方法及經驗，讓我得以一

次一次修正自己的教學方式與態度，在課

程的安排上也越來越順利。孩子們的配合也令我欣慰；儘管曾有陪讀的經驗，帶領

那麼多孩子仍舊是相當大的挑戰，尤其是小男孩們一鬧騰起來簡直沒完沒了，我與

孩子們用上好陣子磨合彼此，一天天的相處中學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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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日子來，孩子們對學習態度的進步讓我尤其驚訝。起初，或許是雙方不熟

悉，孩子對課程安排不滿意時，偶有抱怨，令我傷透腦筋，但漸漸的習慣教學模式

後，孩子們的成長讓我相當感動。能夠從學習中獲得成就感，讓課中永不缺乏互動，

就成為我期望的教學目標了。

能來到基地對我來說是在幸運不過的事，除了大家相處和善又互助外，最重要

的是我藉由孩子學到相當多的態度及知識；他們的天真與直率經常令我得以自省。

在這滿是付出與關愛的環境，我得到以往工作不曾有的快樂與成就。

(3) 嘉義民雄孩子的秘密基地：哲佑 課輔老師 高中一年級

課輔班不只是一個讀書的地方，更是一個能培養好品格的地方。

我是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進到課輔班，當時的我是個什麼都不敢的人，我不敢舉手

發言，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就連下課我也只敢找班上的同學玩。一直到進到課輔

班之後，老師帶著我去認識新朋友，帶著我認識環境，陪著我養成好品格，甚至是

原本以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都做到了！

在我經歷成長、經歷突破之後，我漸漸地開始自我要求，希望把事情都做到最

好。但是，我也漸漸地把自己封閉起來，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做不好的地方，不想讓

別人知道我不開心的事情，因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能被關心的人，導致我後來都開

心不起來。但是在課輔班裡面，當老師看見我難過或生氣的時候，他們總是會關心

我，會問問我怎麼了，會問問我發生了什麼事嗎?透過課輔班才讓我明白，其實，

也有人會關心我，照顧我，在意我，讓我發現我也可以被關心！

透過國小、國中課輔班老師的教導，我今年已經順利考上高中了!而就在少君問

我，是否願意回來課輔班教小孩們寫功課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了！因為我知

道，在那群小孩當中，也有一些和我一樣內向的，也有一些小孩是大剌剌的，我想

陪伴他們，就像我當初被陪伴一樣。我時常關心他們的近況，而當他們願意跟我分

享的時候，我也會專注的聽，希望他們能夠敞開自我，也期待他們臉上有開朗的笑

容，看著他們的笑容，我也會開心的笑著。當他們難過或生氣的時候，我也會輔導

他們消化情緒，看到他們再一次有笑容的時候，讓我很有成就感。我也想陪伴他們

成長，希望他們長大後，有一天也能像我們一樣，幫助更多小孩子。希望我自己是

一個榜樣，讓他們學習好品格，也讓這份愛傳的更久，繼續用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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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這些年來和許多在地的單位合作成立孩子的秘密基地，我們希望他是天黑的時候，

一個有燈光亮起來的地方。在這裡，永遠有人在，需要愛的時候有人擁抱，受傷的時候

有人安慰，遇到疑難有人可以解答、可以傾聽。在這裡，可以一起吃飯、一起學習、一

起成長。

每ㄧ天「孩子的秘密基地」都寫著不同故事，有些孩子走得比較快，已經在學習上

有長足的進展了，有些走得慢，仍在摸索、不安。但是不急，慢慢來。用心照陪伴是我

們首先要做的事，讓「孩子的秘密基地」成為安心長大的堡壘，我們相信，用愛與關懷

取代恐懼和不安，讓孩子有公平的機會，長成自己喜歡的樣子，然後，學習才有可能化

為成長的養份。而我們相信關照每一個孩子，就是關照台灣的未來。

七、 募得款使用執行完竣後，其使用情形業經本會 107 年 1 月 29 日第二屆第三次

理事會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