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勸募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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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108孩子的秘密基地免費課輔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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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募活動核准字號：衛部救字第1071364528號。勸募期間：自一○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募得款項使用預估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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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孩子的秘密基地免費課輔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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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勸募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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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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108/12/31 

 

69,451,106  

  

6,311  69,457,417 

專案計畫支出費 25,363,310  

41,442,761    

深度專案費 139,775  

行政管銷費 745,172 

勸募必要支出 1,766,399  

年度小計 28,014,656  

109/1/1-109/9/30    5,035   

專案計畫支出費 38,247,859 

(263,279) 

109/1/1- 

109/9/30 止 

深度專案費 91,000 

行政管銷費 935,193 

勸募必要支出 2,437,023 

年度小計 41,711,075 

 

108年勸募 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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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補充說明 

人事費 3,221,082   員工薪給、伙食費、其他人事費 

宣傳推廣費 251,677   廣告費及印刷費 

郵電費 655,508   郵資、電信費、銀行手續費等 

雜項支出 75,155   網站空間及資料處理費 

總計 4,203,422  

勸募必要支出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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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名錄 

 共計 29,856筆 

共計 69,451,106元 

 



執行內容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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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2 

秘密基地全台分布圖 

新北市  8 

嘉義縣  6 

花蓮縣  7 

台中市  10 

宜蘭縣  3 

台東縣  4 

苗栗縣  3 

南投縣  4 彰化縣  10 

高雄市  5 

雲林縣  2 

屏東縣  8 台南市  15 

基隆市  2 

桃園縣  6 新竹縣  1 

補助共 96個 孩子的秘密基地 

服務共  2,786位 國中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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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基地：課業學習 

 

台中豐原 台南北區 

宜蘭蘇澳 嘉義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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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基地：多元課程 

 

台中大里 台東太麻里 

台中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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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基地：餐點 

 

台南學甲 宜蘭蘇澳 

屏東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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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基地：陪伴 

 

宜蘭蘇澳 屏東高樹 

台南北區 

台東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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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場 花蓮場 

北中南東 師資交流會-共141人參與 

台中場 

台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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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基地的故事 



源起 

總面積 

戶數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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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霧台鄉原鄉僅有一所霧台國小，位於偏遠的屏東

山區，交通不便，教育資源嚴重缺乏。「屏東縣霧台鄉

神山社區發展協會」期望讓部落孩子在秘密基地中，作

業有人教，晚餐吃飽飽。更期待能培養孩子們成為有道

德倫理的快樂孩子，在快樂的學習中均衡發展。能與部

落學習互動更頻繁並對自我族群的自信提高。 

現況 

– 服務霧台國小約20位學童。 

– 除了課業輔導之外，也教導品格教育、藝術、魯凱文

化及閱讀...等課程。 

屏東 

霧台 

(原鄉) 

 

1,049戶 

 279 平方公里 

3,292人 



16 

        啦啦是家裡的大寶貝，從小父母離異之後，辛苦的母親為了能讓

孩子自小與部落有所連結，堅持讓孩子們的童年生活在魯凱族的環境

中，也能留在原鄉讀書。 

        雖然生活中常常忘東忘西，需要常常提醒，但卻是學弟學妹們最

好的大玩伴，有他在的地方，總是有不斷的笑聲，對於比自己小或需

要幫助的人，總是能耐心的陪伴，大而化之的個性下，有著溫柔體貼

的一面，善良的心藏不住光芒。 

       啦啦雖然寫作業的速度較慢，但每每完成功課，總是迫不急待到小

圖書室找尋自己喜愛看的書，上一秒還活蹦亂跳的他就如此一頭沈浸

閱讀的世界。 喜歡聽他分享書中的世界，更喜歡他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與新發現，透過啦啦的眼睛與熱情的說話，總讓我們大人的世界又重

新有了許多的新意。 

       啦啦的食量非常大，是班上的大胃王，每每到晚餐時間，他的飯量

總是兩碗以上起跳，常常小鳥胃的學弟妹吃不完的點心或晚餐，都靠

他的大胃消滅。看他吃東西的樣子就覺得食物超好吃，所以他未來的

夢想是成為一位廚師，他說以後就可以煮好吃的美食給自己吃還有給

大家吃囉！ 

啦啦  (國小6年級) 

大胃王 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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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的孩子除了課後作業，更重要的是民族教育的給予。而

孩子的秘密基地願意支持我們這樣的想法，真正感謝吳導貼

近人心，對每一塊土地的尊重，讓第四年的霧台原鄉秘密基

地仍舊能保有自己魯凱族課輔的樣子。 

       因為偏鄉的因素，許多外界給予的資源讓孩子們在學習

上有更多元的選擇，補救教學、數位學伴、跆拳道、吉他課、

游泳課......等，但有得也有失，孩子們的課外學習豐富，卻

也因為學習排滿到第八節或第九節，等到課輔時孩子們的體

力透支，疲憊地趴在桌上寫功課。心疼孩子的疲累，也只能

讓孩子稍微趴睡十五、二十分鐘，再叫起來寫作業。而原本

學期間安排於作業完成後的民族教育，也心疼孩子們每日的

學習緊繃，改成閱讀與玩樂，讓孩子有放鬆的時刻。 

       而我們希望的課後民族教育，只能放在寒、暑假課輔時，

對於我們所期待的日常能帶著孩子一起做的民族教育又遠了

一步，只能希望寒、暑假的濃縮版，能讓孩子們印象深刻了。 

 

Lavakaw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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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 服務蘇澳國中、文化國中、蘇澳國小、士敏國小、岳
明國小、永樂國小、馬賽國小。共40位學生。 

- 以課業輔導、課後陪伴為主。並有烏克麗麗教學、閱
讀、社區服務、寒暑假營會等多元課程。 

 

宜蘭 

蘇澳 
14,267戶 

89.0196平方公里 

38,971人 

「宜蘭縣芥菜種愛鄰全人關懷協會」於蘇澳成立陪讀班，
建立在地弱勢家庭的課後照顧服務系統，更給予學童們
「施與受」的觀念，藉由「付出與分享」的過程培養孩
子成就感、能力感、滿足感；加上每日課業輔導，逐漸
建立他們面對課業和困難的自信心。7年來已有孩子考
上宜蘭大學與明志科技大學，成功翻轉弱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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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離異後，由父親獨力扶養三個小孩，因為不識字只能在

工地或者魚市場打工，當時小祐來到秘密基地時，才小學一

年級，而卻要像是爸爸一樣照顧比他還小的妹妹和弟弟，那

時候一家人居無定所，只能暫時住在小小的旅館，因為洗衣

服的不方便，只能每天穿一樣的衣服，甚至有沒有洗澡都不

確定，基地協助爸爸在蘇澳租房子，使他們安定下來，幫助

他們添購洗衣機及修繕，而小祐及妹妹和弟弟每天放學都來

到陪讀班，協助他們洗澡、吃飯、寫功課，原先這些工作都

是由小祐一個人完成，現在我們看見小祐在這年紀應該要有

的笑容，課業也在老師的輔導中漸漸起色。 

 

小祐 (國小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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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年間，蘇澳發生兩起重大事故(107年普悠瑪翻覆、

108年南方澳大橋斷裂)，因著這些事故讓我們更加珍惜身

邊的人事物，我們開始不僅僅是服務社區、服務弱勢家庭，

我們開始帶著這些孩子去服務老師、志工，服務社區，更開

始服務外籍的漁工們，我們盼望的是這些孩子不單單只是被

服務，而是他們可以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服務人，雖然我們

做的起初微小，終久必甚發達，希望透過行動傳遞愛，讓愛

能影響家庭。 

 

宛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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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助扶關懷協會針對月眉國小和后里國中的弱勢學

童進行課後陪讀，發現有許多聰慧的孩童，不能獲得適

度的關懷與照顧，導致無法有效學習。經長時間的陪伴

與生活規範要求下，這個可以發洩情緒、獲得鼓勵和肯

定的秘密基地，已成為孩子們的第二個家。 

 

現況 

– 服務月眉國小、后里國中共24人 

– 提供課業輔導、生命品格教育等課程 

台中 

后里 
16,628戶 

58.94平方公里 

5.43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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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后里：合作第四年，服務21位國中小生，執行狀

況一直不需要擔心，核銷行政也因這學期行政專員韋

潔的加入穩定下來。去年底到基地拍攝高鐵紀錄片時，

看到了對雙胞胎(照片中的小孩)，因母親為聾啞人士，

疏於照顧，直到上國小還在包尿布，也不會說話，只

能單純發出聲音。ㄧ拗起來就是躺在地上賴著不動、

咬人...  

 

今天再次看到他們，改變好大！已經能自己吃飯、上

廁所，還會說些簡單的詞(像是：和師母說再見)。當

然還需要繼續努力，但看到孩子在老師們發揮無敵的

耐心指導和陪伴下，一步一步前進，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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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孩子們融入團體生活的過程，有許多挫折，

也需要很大的耐心，這些都是緩慢的成長歷程，

 小學一年級的雙胞胎兄弟平日裡最愛翻出各種

玩具、彩色筆，或者把書架上的書丟個滿地，要培養

生活常規真是要花好大一番功夫！ 

  而有天雙胞胎哥哥一如往常坐在桌上玩著教具，

卻出乎大家意料地排出照片中的樣子，最愛看

YouTube英文童歌、最喜歡玩英文教具、字卡的他，

居然就這樣學了不少英文！ 

  雖然雙胞胎咿咿呀呀地還不善語言，但腦袋裡已

經不知道裝進了多少英文字，也許我們只是還沒找到

他的學習方式，可是顯見的是自從來到秘密基地後，

他們一直都在進步。 

韋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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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部落人口不斷外移，產生單親、隔代教養的現象，同

時傳統文化難以抵抗大環境，祭儀逐漸觀光化或娛樂化等問

題，「臺東縣原住民復基部落文化協會」啟動在地居民的力

量，用自己的力量照顧孩子，從而凝聚部落認同，強化實際

參與的動能。透過課後扶植計畫的推動，提高孩子學習成就，

並預防他們中輟學業，更讓部落的孩子深入認識自己的文化，

進一步認同自己的族群。 

近況 

– 服務馬蘭國小、寶桑國中共20人。 

– 提供課業輔導、多元智能學習、文化課程等。 

台東 

南榮 
40,035戶 

109.7691平方公里 

104,849人 

台東市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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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跟孩子們說： 

        雖然太平洋的風不總是溫柔的，你們是在颶風長大的

太陽孩子。 

        但不是弱勢，在我們眼前看見的溫暖，不是因為你們

是弱勢，而是因為你們是希望。你們是這片土地珍貴的種

子，終將成為蓊鬱的大樹覆蔭這片我們所愛的土地。 

         孩子，我們要感謝的，是這一份看見的心意，看見

你們的需要，看見你們的可能，看見你們的希望。謝謝，

永遠是最簡單也最不夠的詞彙。但是，它包含了部落深深

的祝福與記得。 

 

祐慈老師 



108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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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編號 秘密基地 單位名稱 服務人數 補助金額 成果 

1 嘉義東石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40 1,199,044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1  

2 花蓮鳳林 社團法人中華仁親社區關懷協會 31 967,899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40  

3 桃園觀音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15 165,496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7  

4 花蓮光復 台灣多元跨界行動協會 30 750,333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110  

5 台中霧峰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 50 833,3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3  

6 台南永康 社團法人台灣橄欖園關懷協會 45 937,5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22  

7 雲林台西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25 769,217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20  

8 彰化芬園 社團法人彰化縣鹽光社會福利協會 40 750,0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7  

11 台東知本 臺東縣臺東基督有愛全人關懷協會 40 1,250,47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43  

12 台南楠西 社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家庭協談協會 31 593,77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23  

13 宜蘭冬山 社團法人宜蘭縣以琳家庭關懷協會 43 1,250,0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39 

14 宜蘭蘇澳 宜蘭縣芥菜種愛鄰全人關懷協會 40 934,5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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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編號 秘密基地 單位名稱 服務人數 補助金額 成果 

16 台中大甲 社團法人台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 14 275,25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13  

17 屏東霧台原鄉 屏東縣霧台鄉神山社區發展協會 24 497,238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32  

18 台東延平 社團法人台東縣延平鄉布谷拉夫部落永續協會 28 1,209,638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45  

19 屏東牡丹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沙瑪敬拜禱告協會 9 343,75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108  

20 屏東高樹 社團法人慈惠善導書院 41 1,216,111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34  

21 新竹香山 中華基督教傳道協進會 40 902,752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9  

22 台南東區 社團法人台南市以恩關懷協會 32 880,27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24  

23 台南佳里 社團法人台南市以恩關懷協會 36 815,25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25  

24 南投埔里 社團法人南投縣蒙愛家庭關懷協會 40 987,336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0  

25 新北三芝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40 982,111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5  

26 台中后里 臺中市助扶關懷協會 21 521,03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6  

27 台東太麻里 財團法人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 24 270,85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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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編號 秘密基地 單位名稱 服務人數 補助金額 成果 

28 苗栗頭屋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47 922,918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2  

29 台東南榮 臺東縣原住民復基部落文化協會 26 371,806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44  

30 台南歸仁 社團法人台灣房角石全人關懷協會 27 955,11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63  

31 彰化竹中 彰化縣梅鑒霧全人關懷協會 35 824,064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9  

32 新北鶯歌 財團法人基督教臺灣信義會三峽復興堂 15 169,4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111  

34 台中豐原 社團法人台中市社區文化協進會 40 936,54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4 

35 台中大肚 社團法人台中市天恩社區關懷協會 33 782,021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5  

36 花蓮秀林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25 545,29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42  

37 嘉義水上 嘉義縣傳愛全人關懷協會 40 938,37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21  

38 新北三重 新北市新住民全能教育學苑發展協會 30 750,253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6  

39 南投竹山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14 257,7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14 

40 南投平和 社團法人台灣彩虹雙福協會 32 820,387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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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編號 秘密基地 單位名稱 服務人數 補助金額 成果 

42 台南北區 社團法人台灣觸愛協會 23 521,19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26  

43 台南東山 台南市家庭照顧協會 32 838,249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90  

44 屏東萬巒 屏東縣萬巒鄉快樂關懷協會 40 937,63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35  

45 台北中山 社團法人台北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26 541,75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3  

46 台北內湖 基督教中華循理會內湖教會 16 195,32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4  

47 屏東永安 社團法人屏東縣心安草關懷協會 35 455,74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37  

48 嘉義民雄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40 834,0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54  

49 台中北區 台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27 505,561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50  

50 桃園中壢 全國新住民萌芽發展協會 20 604,24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49  

51 基隆暖暖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碇內浸信會 39 1,062,074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51  

52 台南新化 社團法人台南市陽光真愛青少年關懷協會 40 1,250,0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52  

53 南投仁愛 南投縣原住民全人關懷協會 29 312,4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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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編號 秘密基地 單位名稱 服務人數 補助金額 成果 

54 苗栗通霄 社團法人苗栗縣愛加倍社區關懷協會 36 1,041,0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53  

55 雲林莿桐 雲林縣莿桐鄉婦女會 34 893,043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55  

56 台中大里 社團法人台中市立新關懷協會 38 967,006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57  

57 彰化秀水 社團法人秀水主恩社會福利協會 15 377,29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58  

58 新北石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10 415,35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60  

59 新北淡水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板橋靈糧堂所屬毘努伊

勒靈糧堂 

25 778,833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59  

60 高雄大樹 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廣傳福音協會 24 416,978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102  

61 高雄鳥松 高雄市領航家庭關懷協會 36 685,5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62  

62 屏東東港 社團法人屏東縣海口人社區經營協會 29 721,351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65 

63 宜蘭大同 宜蘭縣司達吉斯部落產業永續發展協會 40 923,216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64  

64 彰化芳苑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草湖教會 14 337,49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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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編號 秘密基地 單位名稱 服務人數 補助金額 成果 

65 彰化大城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大城教會 16 467,399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68  

66 花蓮民享 社團法人花蓮縣愛在球崙關懷發展協會  35 813,06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69  

67 桃園龜山 桃園市龜山區傳愛社區關懷協會 20 440,579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70  

68 桃園新屋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客家宣教中會  12 281,25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115  

69 新北板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與希望協會 22 674,492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75  

70 花蓮壽豐 花蓮縣鄉村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16 421,35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116 

71 基隆安樂 基隆市武崙和平希望關懷協會 11 312,5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73  

73 彰化福興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萬豐教會 20 323,0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76  

76 台南中西區 社團法人臺南市 ihope 愛希望全人關懷協會 40 521,5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79  

78 台南學甲 台南市合作運動推展協會 17 380,32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80  

79 彰化田中 彰化縣愛鄰社會福利協會 12 145,6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06  

80 桃園蘆竹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崁大安教會  22 704,6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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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編號 秘密基地 單位名稱 服務人數 補助金額 成果 

81 台南西港 社團法人臺南市社會關懷協會 45 833,4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86  

82 台南後壁 社團法人臺南市佳田社區關懷協會 29 645,40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84  

83 台南七股 社團法人臺灣信福協會 20 461,802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85  

84 苗栗卓蘭 社團法人臺灣省社區關懷協會 18 403,776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87  

85 花蓮富里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社區發展協會 40 756,97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88  

86 台南將軍 社團法人台灣愛延續協會 21 565,179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89  

87 台南北區大道 社團法人台灣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 27 633,082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92  

88 花蓮民意 財團法人台灣聖教會總會原住民教會美崙教會  18 332,239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2&s=109  

89 嘉義太保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太保教會 32 820,29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93  

90 台中烏日 社團法人臺中市小太陽全人關懷協會 30 568,43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91  

91 彰化萬安 社團法人彰化縣愛鄰社會福利協會 24 570,298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94 

92 嘉義朴子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28 618,556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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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勸募 服務成果列表 

編號 秘密基地 單位名稱 服務人數 補助金額 成果 

93 台中西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優利卡社區服務協會 41 906,25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95  

94 嘉義東區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東門教會 43 935,083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98  

95 高雄大寮 基督教中華循理會大寮教會 40 1,075,570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99  

97 新北深坑 社團法人新北市喜樂關懷協會 25 527,419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5&s=100  

98 台中太平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 19 692,316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4&s=103  

99 屏東佳冬 社團法人屏東縣向陽關懷協會 40 832,525 https://afterschool368.org/secretbc.php?m=1&s=104 

原 9 彰化社頭 社團法人彰化縣鹽光社會福利協會 22 250,000 結束合作，未續約 

原 15 屏東獅子 屏東縣獅子鄉 Kaidi 文教發展關懷協會 11 149,687 結束合作，未續約 

原 33 高雄阿蓮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中路教會 25 339,400 結束合作，未續約 

原 72 新北三峽 財團法人基督教臺灣信義會三峽復興堂 41 625,000 結束合作，未續約 

原 74 彰化北斗 社團法人彰化縣活愛社區服務協會 36 635,417 結束合作，未續約 

原 77 高雄旗山 社團法人高雄市飛揚福利服務協會 40 625,000 結束合作，未續約 

原 96 桃園龍潭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循理會龍潭教會 17 130,200 結束合作，未續約 



35 謝謝大家~ 

募得款使用執行完竣後，其使用情形業經本會 

109年10月21日第二屆第四次會員大會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