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無聲而溫柔的靈魂工程



面向陽光，擺脫陰影

「只要朝著陽光，便不會看到陰影」這是集盲聾於一身的海倫·凱勒之名言。海倫·凱勒19個月

大時，在一次疾病中失去視力及聽力，但後來卻獲哈佛大學文學士，是第一位盲聾文學士。

1924-1968年在美國盲人基金會工作，在美國及全球35個國家為盲者提供協助，寫過14本書和

數百篇演講和論文。有時真難想像，一個身體如此殘缺的人，怎麼能夠成就這樣的事。其中很

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她能始終朝著陽光走，所謂朝著陽光就是時時保有樂觀性格的意思。

這與海倫·凱勒另一句名言是相呼應的。她說：「當一扇幸福門被關起來時，另一扇幸福門會因

此開啟。但因為我們看關起的門太久，而忘了另有一扇幸福之門。」

聖經上也有類似的教導，當一扇門關了的時候，神會為我們開一扇窗，天無絕人之路，大家必

須向著陽光走。

我和妻子蘇老師及朋友，創辦了六個慈善基金會，其中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是最早創辦的基

金會。主要工作在幫助原住民孩童，原住民在台灣社會裡是比較弱勢的族群，父母常遠赴大都

市打工，很多是建築工人，逐工寮而居。孩子多留在家鄉由祖父母隔代教養，祖父母常力不從

心，以致原住民孩子功課跟不上，許多問題因之而生。

我們基金會以課後輔導或學習扶助方式拉他們一把，效果相當不錯。後來發現許多其他族群，

包括新移民、單親家庭，也有子女教育的種種苦惱，我們基金會也一併協助，成績卓著甚受歡

迎。這些孩子，原先成績跟不上，自卑之心乃生，還談什麼面向陽光呢？

談到海倫·凱勒的卓越表現，大家可能以為她都是面向陽光，故有驚人成就。事實並非如此，海

倫·凱勒之所以能面向陽光，之所以能有成就，主要是因為她有一位了不起的老師蘇利文。蘇利

文陪伴海倫·凱勒將近50年，一生都奉獻在她身上。蘇利文被稱為是「最偉大的老師」、「奇蹟

推手」。海倫·凱勒有多本著作，其中一本《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THREE DAYS TO SEE》，我曾

買來讀過。書中海倫·凱勒說：「如果給我三天光明，我一定要仔細地凝視我老師蘇利文的臉

龐。」

我們愛基會面臨的孩子，雖屬弱勢，但比海倫·凱勒的盲聾要好很多。我們的老師雖不若蘇利文

偉大，但亦都盡心盡力、愛心滿滿。盼望各界愛心人士，能與我們有志一同，一起來幫助這些

弱勢家庭的孩子，讓他們都能像海倫·凱勒一樣，面向陽光，不為陰影所困，成為國家社會有用

之才。讓我們的基金會也能像蘇利文一樣，造就弱勢孩子成為偉大。

愛基會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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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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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翼下之風

小楊是我們的學生。細瘦的身材像是一根蘆葦，讓人擔心只要風一吹，就會直不起腰。不過，

小楊韌性十足，雖然他九年級在校長推薦下，加入愛基會課程時，學科徘徊在及格邊緣，但是

整學年下來，他沒有缺過一堂課。最終會考時，他順利擺脫C的魔咒，光榮拿下5B。

小楊的爸爸工作不穩定，帶著家人和親戚蝸居在老舊的矮房裡。他很清楚，教育是兒子翻身的

機會，於是在一次家訪結束前，他幾乎是靦腆而突兀地對我說：「老師，你們有做高中嗎？我

們小楊將來還想拜託你們。」

一瞬間，我好為難：愛基會課程一直都是以國中小為範圍，沒有人力、也沒有規劃要前進難度

三級跳的高中學科。但是我心裡面有另一個聲音：這是一位父親鼓足了勇氣才說出口的請求，

你真的幫不上忙嗎？你覺得小楊有其他資源能安渡高中課業一波波海嘯嗎？下一秒，我脫口而

出：「好，你們有需要，我們就來做。」

就這樣，愛基會的高中英數課程今年暑假正式上路。小楊當然是其中一員。

小楊的例子正可以說明，我們服務偏鄉教育的原則：愛基會不是單打獨鬥，我們盡力和校方及

家長溝通，達成共識後，彼此成為夥伴，三方一起支持孩子，在一個有歸屬感和信任感的學習

氛圍中，堅定前行。

同時我也被提醒：如果愛基會已經成為值得信賴的情感連結，也許可以在課業之外，為學生和

家長搭起另一種溝通的橋樑，在青春期這個敏感又容易暴衝的階段，促進親子對彼此的理解和

接納。

另一方面，看見小楊逐漸成長的同時，我也自問：除了課業之外，愛基會能不能成為翼下之

風，帶他看見更開闊的天地？這股把他托起的力量，有各種可能的形式，也許是參訪、跨領域

對話、藝術創作、運動體驗、團隊合作等等，我不確定。但是只要能幫助小楊和眾多像他一樣

的偏鄉孩子，培養起自信、堅毅、負責、自律的內在特質，都值得嘗試。

課業是我們服務偏鄉孩子的切入點，但絕對不是終點。小楊爸爸，你應該沒想到，你的一句話

竟然開啟了愛基會的全面升級之路！

愛基會  執行長



愛基會 LOGO 設計理念

重新開機：第二次的機會平等且有機會成長孩子給孩子的擁抱

愛基會所提供的學習扶助，讓孩子們有第二次的學習機會，也讓學生有基石可以墊高自己。

整體設計是以電腦開機鍵做發想，具有重新啟動、再一次機會的意義；

 『＝』是一個平等的機會，45度向上象徵重新啟動後，往上衝出阻礙。

期許每一個的孩子都能持續往上成長。

愛基會 LOGO 設計理念



我們的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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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範圍

新城國中

北埔國小

吉安國小

溪口國小

壽豐國小

豐山國小

見晴國小

馬遠國小

大榮國小

鳳仁國小

鳳林國小

鳳林社區

鳳林國中

長橋國小

太巴塱國小

豐濱國小

瑞北國小

瑞穗社區

樂合國小

高寮國小

玉東國中

小計

-

1

1

1

3

3

2

-

-

-

-

1

3

-

-

-

-

1

2

2

-

20

1

-

2

-

-

-

2

-

1

1

1

-

-

1

-

2

1

-

-

-

3

15

合作單位

新城鄉

吉安鄉

壽豐鄉

萬榮鄉

鳳林鎮

光復鄉

豐濱鄉

瑞穗鄉

玉里鎮

行政區 學習
扶助

課後
輔導

-

-

-

-

-

4

2

2

2

-

2

-

-

-

1

-

3

-

-

-

-

16

生命
教育

花蓮縣 班級數統計

都蘭國中

興隆國小

永康教會

桃源國小

桃源國中

紅葉國小

利嘉國小

豐田國小

卑南國中

卑南國小

小計

-

-

3

3

3

1

6

-

3

-

19

合作單位

東河鄉

延平鄉

卑南鄉

台東市

行政區 學習
扶助

1

1

-

-

-

2

-

1

-

1

6

課後
輔導

台東縣 班級數統計

關山國中

鹿野國中

泰源國中

初鹿國中

卑南國中

東海國中

關山國中

鹿野國中

初鹿國中

台東女中

台東高中

台東高商

花蓮高中

花蓮女中

四維高中

小計

1

4

3

4

12班

合作單位

關山鎮

鹿野鄉

東河鄉

卑南鄉

台東市

關山鎮

鹿野鄉

卑南鄉

台東市

花蓮市

行政區 班級數

遠距班 班級數統計

學習扶助 �� 班 ��� 人

課後輔導 �� 班 ��� 人

遠距教學 �� 班 ��人

生命教育 �� 班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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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藏在工作日常中、平凡卻真實的愛

心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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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回味的一碗麵

家訪結束前，小喬媽問我們：「下次家訪什麼時候？以後

就把我們家排最後一個，我煮晚餐給你們吃。」我一時反

應不過來，平常都是我們供應晚餐給學生吃，從來沒遇過

家長請我們吃飯。但小喬媽眼神篤定，不像是開玩笑，應

該是說真的。小喬在一旁開心比著大拇指，表示下次再一

起吃飯。我們滿心喜悅，帶著感恩的心情離開。回程路

上，我們一再回味那碗不簡單的麵，這碗樸實鮮美的麵和

背後的心意，為我們當月的家訪畫下了完美的驚嘆號！

美好的親師交流，讓我們暖心又暖胃

時間快轉，又到了次月家訪的時間。前一天收到小喬的訊

息，上面寫著「宗師，明日到寒舍拜訪時，母親大人會親

自為您們下廚，請留點胃喔！」我不自覺地微笑起來，這

對母女真是太可愛。到小喬家時，她早已把碗筷擺好，就

著媽媽預備晚餐的背影，熱情招呼著我們。小喬媽當晚秀

出家鄉菜手藝，貼心按照我們的喜好調整口味。用餐時，

小喬媽一直感謝愛基會，她說自己因為工作，沒有額外的

時間盯小喬讀書，還好孩子主動學習，常說很喜歡愛基會

的課程，也覺得自己一直在進步。

這樣美好的親師交流，讓我們暖心又暖胃，讓我們在工作

奔波中，感受到無比的欣慰與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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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溫度

這碗樸實鮮美的麵和背

後的心意，為我們當月

的家訪畫下了完美的驚

嘆號。

家長請我吃晚餐

每月家訪時，我內心總是忐忑。這天的最後一家是溫暖的小喬家，

我稍稍鬆了口氣。小喬媽正在預備明早開店的食材，她熱情招呼我

和同事。我們正要坐下時，小喬媽邊打開瓦斯邊問：「吃晚餐了

嗎？」「還沒，但你們是最後一家，結束後……」我話都還沒說

完，小喬媽就開火熱鍋，直說要簡單煮個麵給我們吃。我和同事不

停婉謝，但作用不大。我們跟小喬聊天，詢問她的學習狀況時，眼

前漸漸縈繞著餐食蒸騰的熱氣，空間中滿溢著香味。不久，兩碗麵

就擺到了我們面前，小喬媽連聲催促我們趁熱吃。我們嘗了第一

口，不約而同說：「哇！好好吃！」小喬媽做的餛飩麵一點也不簡

單，她自己包的餛飩，咬下去瞬間爆出鮮甜湯汁，好滋好味讓我們

再吃兩碗都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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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溫度

令人回味的一碗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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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身的缺憾，變成孩子的助力

誠誠，一個喜歡運動和畫畫的阿美族男孩。雖然才三年級，誠誠卻

顯得早熟，從眼神看出他有不少煩惱，其中最困擾他的，可能是

「無法融入班級」這件事。

在學校課堂，每當誠誠心情不好的時候，他就會發出許多聲響，東

踢一下、西打一下，躁動得停不下來，偶爾唱歌，發出各種窸窸窣

窣的聲音，也曾直接在課堂上鬧脾氣、在地上翻滾。種種行為都影

響課程的進行，讓同學們心生排斥。同學責備誠誠：「你為什麼這

樣！」「你不可以隨便生氣！」

漸漸地，誠誠與同學們產生了隔閡，也因為這樣，更加重了誠誠的

情緒困擾。

孩子失控，同學竟建議老師「用罵的」

誠誠晚間會到愛基會學習，跟在學校一樣，他也狀況頻出，讓教導

數學及閱讀的小聆老師無法順利上課，這時，其他學生會跟老師

說：「老師，直接罵就好！大家都用罵的。」

這句話讓小聆老師既震驚、又難過，她很直接地回絕學生：「不，

我不會用這種方式。」

「我一直覺得，如果

有人能在我年紀小的

時候，為我做這些

事，那該有多好。」

老師主動加課，教孩子與情緒共處

每當誠誠開始躁動，老師會以閒聊方式與他互

動：「今天上了什麼課呀？」「有沒有什麼有

趣的事情發生呢？」在輕鬆的氛圍中引導，孩

子慢慢說出心事，當天情緒也逐漸緩和。

老師會教導誠誠如何面對情緒，像是深呼吸、

畫圖、寫日記等，也會用具象的方式講解情

緒：「你就想像自己是一個圓，當你很生氣的

時候，情緒就會跑到上面來，當它快要到達嘴

巴、頭頂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慢慢壓回中間那

條平靜的線。」「平常為了不影響他人，我們

要試著這麼做；但當你獨處時，其實不用急著

壓下來，可以去感覺自己的情緒波動，並適當

地發洩。」

小聆老師從「抒發」、「控制」、「感受」多

個角度，教導孩子與情緒共處。她原本沒有把

握孩子能聽進去多少，但有一天，誠誠居然跑

來說：「老師，我今天好幾次情緒都差一點跑

到圓圈頂上，可是我有把它慢慢壓回來。」讓

小聆老師又驚訝又感動。 

孩子不是壞，只是身邊沒有引導他的人

小聆老師還時常跟全班討論彼此該如何相處，她

發現，同學對誠誠的態度有明顯的改善。當誠誠

有情緒狀況時，同學會自發討論，想幫誠誠找到

解決辦法，若他們無計可施，就會跟老師說：

「老師可不可以跟誠誠聊聊，再告訴我們發生什

麼事？」老師的態度深深影響了孩子們，讓班級

多了「理解」與「關懷」的氛圍。

「行為的背後一定有原因，我不希望直接以『你

很壞』來論斷孩子，」小聆老師這樣相信著，因

為，她也曾經和誠誠一樣，受困於自己的情緒，

並從中學習很多，所以，她努力把自己所感受、

所改變的傳遞給孩子們，「我一直覺得，如果有

人能在我年紀小的時候，為我做這些事，那該有

多好。」

老師過去的缺憾，最終化成了孩子現在的助力。

誰能想到：缺憾也能如此充滿了意義？

心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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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身的缺憾，變成孩子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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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度，教導孩子與情緒共處。她原本沒有把

握孩子能聽進去多少，但有一天，誠誠居然跑

來說：「老師，我今天好幾次情緒都差一點跑

到圓圈頂上，可是我有把它慢慢壓回來。」讓

小聆老師又驚訝又感動。 

孩子不是壞，只是身邊沒有引導他的人

小聆老師還時常跟全班討論彼此該如何相處，她

發現，同學對誠誠的態度有明顯的改善。當誠誠

有情緒狀況時，同學會自發討論，想幫誠誠找到

解決辦法，若他們無計可施，就會跟老師說：

「老師可不可以跟誠誠聊聊，再告訴我們發生什

麼事？」老師的態度深深影響了孩子們，讓班級

多了「理解」與「關懷」的氛圍。

「行為的背後一定有原因，我不希望直接以『你

很壞』來論斷孩子，」小聆老師這樣相信著，因

為，她也曾經和誠誠一樣，受困於自己的情緒，

並從中學習很多，所以，她努力把自己所感受、

所改變的傳遞給孩子們，「我一直覺得，如果有

人能在我年紀小的時候，為我做這些事，那該有

多好。」

老師過去的缺憾，最終化成了孩子現在的助力。

誰能想到：缺憾也能如此充滿了意義？

心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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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空間限制——愛基會遠距班進行中

陽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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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普照

線上教學，讓我們把資源推進偏鄉中的偏鄉

在疫情中看見挑戰與機會

2021年5月，台灣疫情大爆發，為教育界投下

震撼彈。老師們為了將教學模式從「實體」轉

為「線上」，可以說是兵荒馬亂，使得教學品

質也備受挑戰。

時至今日，線上教學已無法驚擾愛基會，反而

成為拓展服務的契機。事實上，由於花東狹

長、多山等地形限制，許多區域本會一直鞭長

莫及，但自線上教學建立後，距離不再是問

題，只要能上網，孩子都能進到我們的教室

來；再者，師資不再受限於當地，無論身處台

東、台北還是美國，皆有機會參與這項服務。

種種因素的聚合，讓我們得以深入偏鄉中的偏

鄉，於2021年9月順利開啟「遠距班」。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外援加入讓一切有可能

在遠距班籌備的過程中，最大的阻礙便是孩子家

中缺乏設備，但學習不該因此被迫中斷，於是愛

基會積極對外募集筆電、滑鼠等物，送交各地孩

子的手中。

感謝各單位的支持，目前愛基會遠距班已開設12

班，分別為8個國中班及4個高中班，遍及花東8

個行政區。其中最遠的是東河鄉，北端距離台東

辦公室約50公里，來回車程約2小時，等同於台

北車站到楊梅車站的距離。

只要能上網，孩子都能進

到我們的教室來。

遠距班成一線曙光，家長願為孩子改變

每月，愛基會專員會拜訪遠距班的孩子與家

長，排解課程中的疑難，關懷生活中的大小

事，希望為他們添加前行的動力，在這個過程

中，我們也看見了他們最真實的那一面。

小杰家，最初的拜訪，迎接我們的是喝茫的媽

媽，以及刺龍刺鳳的爸爸，雖然杰爸允諾全力

協助，仍讓我們心生不安。第二次拜訪，卻看

到了意想不到的景況──小杰成群的家人擠在

房舍外窄小的廊下，一邊扒飯，一邊安靜看著

電視，而小杰則獨坐客廳，專注對著螢幕上

課。小杰告訴我們：「平常家裡講話最大聲的

就是爸爸，但自從參加愛基會後，爸爸就規定

每天那90分鐘，全家都要安靜，不可以吵我上

課。」

「我叫他要好好讀書，以後不要像我一樣做

工。」第三次家訪時，杰爸懇切地說出了這段

話。這是杰爸對下一代翻轉的殷殷期盼，讓我

們在感動之餘，也更加明白遠距班的可貴。疫

情的爆發，催生了一場教育革新，讓我們把愛

送到更遠的地方。



陽光普照

遠距班特色

1. 學生分布花東各地

包括台東市、卑南鄉、延平鄉、鹿野鄉、東河鄉、池上鄉、萬榮鄉、鳳林鎮，共37位學生。

2. 課師分布全台各地

包括桃園、台北、台中、彰化、苗栗、台南、高雄、
花蓮、台東。

3. 每月例行家訪

關懷學生身心狀況，鼓勵家長做孩子的啦啦隊。

4. 愛基會、家長、校方訊息同步

保持三方聯繫，密切合作，共同為孩子營造利於學
習的環境。

5. 單位合作

邀請企業及社會大眾共襄盛舉，讓孩子擁有足
夠的設備及書籍。

��% 捐贈收入

台東市卑南鄉

▲
▲

▲

▲

▲

▲
▲

▲

東河鄉

▲▲

▲
▲
▲▲

▲ ▲
▲

▲

▲
▲

▲
▲

▲ ▲

延平鄉

鹿野鄉

池上鄉

愛基會辦公室位置

學生住家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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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率 2.94%

110學年國中班出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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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普照

他們眼中的遠距班

家長視角
初鹿國中遠距班 小荷的姑姑

我們家小荷還滿乖的，但在學習上一直面臨困

難，我也不知該從何幫起。很謝謝校長老師幫

小荷報名愛基會課程，加入之後，她的英文數

學有明顯進步，態度也變得比較積極。小荷在

課堂中得到老師肯定時，會開心和我分享；而

小荷不敢跟我分享的事，愛基會也會幫助我了

解，並給予她關懷。看到小荷的改變，我很欣

慰。真的很謝謝愛基會遠距課程，這邊的孩子

真的很需要。

學校視角 
初鹿國中 胡主任

小荷是個可愛的孩子，但在學習上較為退縮，

這點常讓學校老師苦惱。緣分很奇妙，在孩子

最需要的時候，得到愛基會的助力，補足了學

校老師無法做到的這一塊。如今的小荷已能在

大家面前接受挑戰，雖然有時仍會躊躇，但最

終都能勇敢踏出關鍵的一步。其實不只是小

荷，我看到許多孩子透過愛基會的陪伴，都能

在跌倒中成長茁壯。感謝愛基會用心照顧這些

孩子，給予他們成長的養分。 

從多重角度，看遠距班的內涵與價值

學生視角
初鹿國中遠距班 小荷

一開始，我其實不想參加遠距班，在學校已經

夠累了，回家只想直接睡死。可是上了之後發

現，我還挺喜歡的。在英文課，當我腦袋打結

時，老師會告訴我不要急，他很願意多教幾

次；在數學課，老師會放慢解題速度，鼓勵大

家多問多學，讓我很快進入狀況。不管英數，

老師們都笑嘻嘻的，讓我沒什麼壓力。這一

年，老師們的用心，一直感動著我。雖然有時

成績不夠好，但我開始肯定自己的認真，面對

挫折，我願意再加把勁繼續努力。這些都是愛

基會老師給我的鼓勵，所累積出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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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視角 

卑南國中遠距班 小宛 

我覺得愛基會的課程真的很有用耶！英文部

分，以前完全聽不懂學校老師在說什麼，都考

不及格，上了遠距課程後，我考試成績越來越

高，超越班上好多人。有一天，當我聽到自己

考到89分時，整個人直接傻掉！數學部分，我

以前一看到應用題就昏倒，但是愛基會老師教

我方法，鼓勵我慢慢看題目，現在我會動腦筋

去思考，試著自己解題。希望未來我的英數都

可以考到90分以上，那我一定會高興到瘋掉！

課師視角 

卑南國中遠距班 小瑩老師

在我剛開始教課時，為了達到預定進度，常會

快速帶過題目，測驗後，才發現「教完並不代

表學會」。後來，我放慢速度，找出學生不懂

之處，將觀念釐清，果然成效提高了不少。身

為新手的我，還有另一個毛病：學生答不出

時，會急著給他台階下。某次上課，當阿祥一

時語塞，我趕緊點名小宛代替回答，小宛卻回

說：「老師，再給阿祥一點時間。」果然，阿

祥思考幾秒後，順利給出答案。這件事大大提

醒了我：慢慢來，其實比較快。雖然無法像實

體課，能與學生有面對面的互動，但也因著遠

距教學，讓我雖在南投，也能為偏鄉教育盡一

份心力。

專員視角 

卑南國中遠距班 Hundiv 專員

小瑩老師白天在南投的台大實驗林上班，晚上

透過網路幫愛基會的孩子上課，優秀又有熱

忱。我身為數學專員，從教學培訓、教材選

擇、學生分組、成效評估等各方面，盡力給予

協助。課程中，阿祥讓我印象深刻，他的程度

原本無法跟上同學，我和老師經過一番討論

後，調整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阿祥逐漸從排

斥學習，轉變為主動負責，甚至能提出問題，

對自己的學業有所規劃。阿祥的成長讓我看

見：遠距教學能為偏鄉教育另闢蹊徑，也為弱

勢孩子創造翻轉人生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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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設增能課程，同仁輔導能力再加成

不斷前行

愛基會 2022 年度報告



解鎖˙搭橋

在偏鄉教育的道路上，愛基會其實挫折不少，

每位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的辛酸史：小雨多次因

家長的對立態度而深受打擊；小海無法引導孩

子走出迷惘，一直耿耿於懷；小山遺憾：「花

很多時間陪伴孩子，但有些孩子最終還是選擇

放棄。」

許多工作人員點出「能力不足」為最大的挫折

來源。對於學科的教導，大家有經驗也具備技

巧，但碰上關係連結、心理輔導這一塊，眾人

雖然有心，卻往往使不上力。讓人挫敗的事件

接踵而至，即使是最有熱忱的夥伴，也會被深

深的無力感所壟罩。

愛基會正視工作人員困境，於本年度起，設置

「輔導顧問」一職，由具兒少輔導相關經歷的

小凱老師，為愛基會規畫系列內部訓練課程。

本系列內訓分為四個向度：「輔導知能」、

「社會工作」、「教育精進」與「自我探

索」。

小凱老師請到心理、社工、教育等各領域專家，

規劃精實的課程，如《創傷知情觀點照護策

略》、《從系統觀理解弱勢孩子的學習困境》，

讓工作人員以全新視角理解孩子，並建構出不同

以往的陪伴模式；另外還有《遊戲化教學》、

《使用心智圖教導孩子》等實務傳授，擴充同仁

們的教學知識庫。

同時，小凱老師也一邊帶領工作人員進行自我探

索。身為助人工作者，安頓內在實為一門重要功

課。當大人有能力了解並照顧自己的身心狀態，

方能由心而發「溫柔而堅定」地服務個案，而非

像套公式般操作各項教育輔導策略。

雖然訓練課程壓縮到繁忙的工作日程，但大家仍

然用心向學，並一點一滴運用至實務中。相信這

持續不輟的努力，會讓第一線的工作多些希望、

少點遺憾。偏鄉教育道阻且長，但關懷孩子的

心，使我們不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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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上關係連結、心理輔

導這一塊，眾人雖然有

心，卻往往使不上力。

不斷前行

愛基會輔導內訓的緣起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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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前行

工作人員對於內訓的回饋

小河：第一次聽到「創傷知情」

這個名詞，經過這一堂課後，我

會更加仔細觀察學生的狀態，理

解學生行為背後的原因。 小石：我學到了身教的重要。在

指引孩子達成任務的同時，老師

應注意自身的行為樣態，是否在

無意間造成了負面影響。

小空：謝謝老師提醒了我，和小朋

友的相處不要止於任務上的問候、

功課上的評價，也要常跟他們聊

天，多做日常事務的關懷，才能與

他們建立信任與連結。

小樹：老師分享的「數字火車」

遊戲很實用，很適合做為數學課

堂的小活動。

小雲：藉由家庭關係整理，能

去審視原生家庭帶給我的影

響，進而反思自身問題及如何

成長。

小草：老師分享的應對策略簡單且有效，很開心能獲取這樣

的資源，謝謝講師，也謝謝小凱老師的引介。



他的特別，我們的成長

每個孩子都很特別，皮皮也不例外，只是皮皮的特別，比其他孩子

更能激發我們成長。

殺手級學生，令老師們退避三舍

皮皮是個有著方臉蛋、黑皮膚、矮壯身材的男孩，五官帶著太魯閣

族的桀驁，笑起來卻又純真可愛；他特別具有語言天賦、特別擅長

察言觀色、也特別能夠溫柔對待小動物；然而對於專員們來講，他

「特別」棘手，一直是大家「特別」關注的對象。

才四年級的皮皮，偏偏喜歡裝「大哥」，走起路來就像在模仿電視

劇裡的流氓：左歪右晃，還會故意不用正眼看人。在愛基會的這一

年半，他的特別行為不斷：在地上滾、在桌子間盪來盪去、用族語

罵老師、在專員背後做不雅手勢、偷同學的文具等，都曾「記錄在

案」。

皮皮也可以說是愛基會的「老師殺手」。上學期，皮皮班上換了一

位英文老師──小麥，小麥老師關心偏鄉教育，對待孩子很真誠，

但因皮皮懷念前一位老師，對小麥的教學怎麼樣都不願意買單，他

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出挑釁：「為什麼是妳？」「妳都教錯了

啦！」「妳這個騙子！」，深深刺傷了老師，讓她僅僅教了兩個月

即撒手撤退。不僅僅是小麥老師，先前也有幾位老師因皮皮而離

去，讓專員們頭疼不已。

「我願意跟孩子一起

學習，一起變成更好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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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前行

再累也不放棄，與孩子一起變成更好的人

每當皮皮有狀況時，專員珍珍總得出馬「關切」，雖然珍珍常告訴

自己應該「溫柔而堅定」，但皮皮似乎「吃硬不吃軟」，總要挑戰

珍珍的極限，讓她往往還是「不小心變成母老虎」，對皮皮喝斥一

頓。其實珍珍一點都不喜歡罵孩子，她說：「每次罵完，心裡都覺

得很不舒服，整個人好累好累。」這樣的心理負擔甚至可能持續整

個禮拜，並嚴重影響珍珍的睡眠。

因為珍珍知道，行為的背後都有原因，這個孩子其實特別需要憐

惜。皮皮生在弱勢家庭，除了經濟匱乏之外，家庭還被整個社區排

擠；皮皮不僅得不到父母關愛，甚至活在目睹母親被父親家暴的陰

影當中；皮皮自己也是學校男生團體中的弱勢，一起犯錯卻總被拱

出來頂罪，種種情狀令人不捨。也許，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自然而

然就學會用威嚇的姿態來保護自己，用張牙舞爪的面目來對抗世

界。

雖然與皮皮相處特別磨人，要耗費許多心神，甚至消耗許多老師，

但珍珍說：「我不打算放棄皮皮，我只是需要學習新的方法來陪伴

他。」珍珍要的解方，就在愛基會新開啟的「輔導內訓計畫」裡。

我們針對愛基會許許多多的「皮皮」、以及身心俱疲的專員們，開

設了一系列課程，請到多位專業講師，提供理論及實務上的精闢見

解，而珍珍和所有夥伴則努力投入學習，持續獲取更優質的輔導技

術，讓孩子獲得更優質的陪伴。「我願意繼續跟孩子一起學習，一

起變成更好的人！」為了孩子，珍珍成長了，愛基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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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弱勢家庭無法給的──大孩子的社會先修課

希望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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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基會服務的對象，不僅僅有國小、國中學

生，還有一群升上高中職、大專的「大孩

子」。比起懵懂的年少時期，他們離出社會又

更進了一步，更多的現實考驗迎面而來。

還沒準備好，就被推上人生競技場

在日常關懷及團聚活動當中，我們得以探尋大

孩子的近況。學業問題首當其衝，小鄉鎮名列

前茅的學生，在與城市學生競爭時，往往敬陪

末座，自尊也跟著受挫

更核心的問題，其實是「家庭功能」與「文化

資本」的不足。身在偏鄉弱勢家庭，沒有家人

為其分析利弊、指點明路，更沒有龐大資源讓

其發展天賦。來自身外的巨大差異，他們無從

追趕，只能迷失在愈來愈廣闊的世界裡。

小天以原民加分，考上超出自身能力的科系，

學無所成，消磨兩年後決定轉學；新二代小

靜，少有機會出門闖蕩，為讀大學首次離鄉，

卻因適應不良休學返家；小平自小努力向學，

穩住內在，面對成長的痛與壓力

更難解的問題來自於內在，大孩子在成長過程

中有諸多煩惱──家庭問題、人際關係、學業

挫折、自我認同……卻往往說不出口，日積月

累之下，消磨了他們向上發展的動力。是以，

我們計畫了「自我探索團體工作坊」，由專業

老師帶領，幫助他們抒解情緒、整理內在、療

癒心靈。

另外，因為家庭教育的缺角，他們的「非認知

能力」也相當欠缺，像是恆毅力、適應力、自

我控制力等。我們除了在學習扶助過程中帶入

相關教導，自2021年開始，藉由「小珍珠大團

圓」活動，也安排了師長與學長姐座談，以過

來人的身分，給予大孩子們提點與鼓勵。

穩住人生，讓孩子走出自己的路

宥於環境，孩子沒有為他們鋪路的家長，也缺

乏放眼未來的視野，所以我們一直都有開設才

藝、技藝類課程，幫助他們發展天賦，每年也

會安排城市探索之旅，助其增廣見聞。

而今年，又加入了「生涯探索課」，讓國高中

孩子儘早掌握自己的方向，並增設「生涯指

引」，由專業老師一對一輔導，助大專學生規

畫人生路徑。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質與潛

能，希望他們能夠藉由課程的幫助，走出屬於

自己的道路。

希望的版圖

不拼命就淪陷，大孩子的翻轉考驗

社會的支持，孩子的未來

畢業後的這段路，不論是大孩子還是愛基會，

都走得跌跌撞撞。雖然挫折不斷，但我們邊走

邊學，琢磨出一個又一個對策。目前尚有許多

不足之處，但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帶給孩子

更全面的輔助。

偏鄉孩子站在相對落後的起跑點上，很容易繼

續陷入貧窮的循環，社會支持對他們來說尤為

重要，期待能有更多資源加入，幫助他們走向

光明的未來。

目標成為醫師救死扶傷，但上了高中才發現，

許多科目連及格都有困難，夢想隨之變得遙遠

且黯淡。

看到大孩子一路上經歷的波折，我們也倍感煎

熬，是以逐步啟動各項計畫，希望見到他們在

社會上安身立命。

穩住學業，體制內的生存戰略

鄉下國中為了配合學生程度，教學內容偏易，

所以即使是班上前幾名的孩子，升上高中多會

面臨聽不懂、跟不上的窘境。愛基會正視此問

題，積極募集師資，於2022年7月啟動線上高中

課程，針對英、數專門補強。即使前路多舛，

有了老師的指點與鼓勵，相信他們能夠穩定心

緒，一步一腳印向前邁進。

另外，針對大專生，愛基會提供簡報製作及一

對一線上英語教學課程，升級孩子們的硬實

力，讓他們在就業市場中更具競爭力。

畢業校友陪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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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住學業，體制內的生存戰略

鄉下國中為了配合學生程度，教學內容偏易，

所以即使是班上前幾名的孩子，升上高中多會

面臨聽不懂、跟不上的窘境。愛基會正視此問

題，積極募集師資，於2022年7月啟動線上高中

課程，針對英、數專門補強。即使前路多舛，

有了老師的指點與鼓勵，相信他們能夠穩定心

緒，一步一腳印向前邁進。

另外，針對大專生，愛基會提供簡報製作及一

對一線上英語教學課程，升級孩子們的硬實

力，讓他們在就業市場中更具競爭力。

人數

愛基會追蹤校友人數統計

追蹤範圍：需要幫助且願意參與之本會畢業生

追蹤項目：獎助金提供、資源連結、日常關懷、課程及活動供應

高中職

22人

大專院校

23人

研究所

1人

就業中

2人

總計

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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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扶助成果報告

學習扶助成果報告

英文達標標準

小三

小四

國中

學會字母  

學會自然發音

當學期每次學校段考均達65分以上

小五

小六

學會基礎文法（一）

學會基礎文法（二）

達標 未達標英文達標率

加入5年
以上的學生

加入4年
的學生

加入3年
的學生

加入2年
的學生

加入1年
的學生

��%

��%

��%

��%

��%

��%

��%

��%

��%

��%

達標 未達標數學達標率

加入5年
以上的學生

加入4年
的學生

加入3年
的學生

加入2年
的學生

加入1年
的學生

��%

��%

��%

��%

��%
數學達標標準

國小  進入當年級程度，且每單元測驗90分通過  

國中  當學期每次學校段考均達65分以上  

��%

��%

��%

��%

��%



感謝每位朋友的支持，

讓愛基會能繼續幫助孩子，

您的愛心，孩子可以直接感受到。

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 71.9%

行政管理 20%

媒體推廣 8%

生命教育 0.1%

本會經費支出概況

捐贈收入 98.5%

利息收入 1%

其他收入 0.5%

本會經費收入概況

2021年1月-12月本會收支概況 

本會收支概況

��.�% 捐贈收入

��.�%
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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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捐款方式

線上刷卡捐款

◎ 分為單次捐款及定期定額捐款。掃描右側QR Code即可進入捐款平台

郵政劃撥

◎ 戶名│財團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 帳號│18893631

國內銀行匯款及ATM轉帳

◎ 戶名│財團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 帳號│9738-01-522558-00    

◎ 匯款銀行│彰化銀行大直分行(009-9738)

◎ ATM捐款後，請務必來電(02)8752-3963，以便順利寄發收據

電子發票隨口捐

◎ 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只要在結帳前告訴店員：「我要捐發票，捐贈碼8989」，即完成捐贈動作

支票捐款

◎ 抬頭：財團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 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雙掛號郵寄本會。本會將於支票兌現後將收據寄出

外幣捐款

◎ Beneficiary Name(戶名)：Renewal Foundation 財團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 Beneficiary's A/C NO(帳號)：9738-01-522558-00

◎ Beneficiary's Bank (收款銀行)：CHANG HWA COMMERCIAL BANK LTD. Ta Chih Branch 彰化銀行

大直分行 

◎ Due Bank Address (銀行地址)：589, Pei An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89號 

(post code:10463) 

◎ Due Bank Telephone NO.(銀行電話)：886-2-2833-7861

◎ SWIFT CODE：CCBCTWTP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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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一鞠躬
您的支持是我們成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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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玉里據點

蔡瑾儒

劉如虹

台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張芳德　校長

林明志  主任秘書

陳凱銘

湯玫凌 

謝家榮

台北辦公室

王聖凱  輔導顧問

吳瑾瑜  行銷顧問

葉蓓玲  會計顧問

林貴英  徐菱婕

創辦人　王建煊

董事長　黃文鴻

榮譽董事

王政一、包歸雁、任明山、何代水、何國華、吳素月、吳鴻棋、金世朋

武栯浤、高希均、陳長文、陳豐義、張全聲、張恩傑、黃偉祥、焦文玉

曾紀鴻、葉永良、詹清壽、賴士葆、羅德城

董事

干文元、余明勳、李家恩、李耿誠、林松章、林注進、洪健樺

孫立群、章啟明、曾陽晴、楊偉文、潘貴蘭、蔡東偉、蘇法昭

監察人

文聞、張舒晴、劉郁純

執行長　蘇   茜

聯絡方式

台東分事務所

電話：(089)238-982
傳真：(089)237-659
地址：95065 台東市中興路三段102巷22弄7號

花蓮分事務所 (壽豐培訓中心)

電話：(03)876-4899
傳真：(03)876-4657
地址：97442 花蓮縣壽豐鄉公園路103號

花蓮玉里據點

電話：(03) 898-0483
傳真：(03) 898-0504   
地址：98144 花蓮縣玉里鎮仁愛路一段147號

台北辦公室

電話：(02)8752-3963
傳真：(02)8752-3932
地址：114024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15號2樓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電話：(02)8751-1587
傳真：(02)8751-1586
地址：11493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520號

孫錫鳳 

張芳雄

張家瑋

張玉芬

台東分事務所

蘇   茜　執行長

必勇‧伊斯坦大

江祐信

伍政蓉

林欣儀

邱聰義

徐筑筠

陳靜玟

陳盈瑩

黃柏叡

董恩慧

劉大傑

賴喬茵

花蓮分事務所

羅怡馨　主任

丁蕙萍

張羽涵

盛　懿

張廷安

黃　岐

黃俊貴

黃冠禎

盧惠貞

蕭芊曼

行政群

※以上均按姓氏筆畫排序



世界一直在變 ， 愛始終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