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第四屆「點燃希望  照亮生命-海外服務捐助計畫」 

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本會首要宗旨為培養有國際觀、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的青(少)年，因此本計畫提

供青(少)年幫助海外貧困落後國家，針對其社區提供教育、經濟、環境衛生、社區發展

等服務，以提升該地區兒童福祉及當地居民生活品質；也透過這樣的服務機制作為學習

平台，讓參與其中的青年志工可以透過服務的行動培養領導力及國際關懷的視野，成為

關心全球及世代議題、擁有理想、具備實踐力的世界公民。 

二、勸募許可字號：衛部救字第 1081368595號函 

三、活動日期：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08/07/19至 109/05/27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08/07/19至 109/05/27 

四、勸募活動地點：全國各縣市 

 

(一)捐款收入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第四屆「點燃希望  照亮生命-海外服務捐助計畫」 

捐款收入表 

開戶 0 

捐款收入 1,028,330 

利息 296 

合計 1,028,626 

                                  

(二)捐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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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支出表 

支出項目 金額 備註 

人事費 1,817,599 

海外計畫專員薪資、印度教育中心、泰

北學校及尼泊爾學校教職員薪資、工作

人員海外醫療保險支出 

簽證費 37,836 海外計畫專員及海外長期志工簽證費 

交通費 172,287 海外計畫專員及長期志工交通費 

尼泊爾學校行政費 720,830 
尼泊爾學校設備維修、校車添購、業務

費、雜支及水電瓦斯費等 

尼泊爾災區孩童資助計畫 60,128 資助尼泊爾災區孩童就學費 

印度教育中心費 104,853 印度教育中心營運費用 

泰北學校行政費 197,129 
泰北學校行政雜支、電費、設備及維修

費等 



必要支出-郵電費 5,816 郵寄各樣文宣支出 

必要支出-業務費 17,668 公關費及會議餐飲 

必要支出-其他什出 17,603 其他什出 

支出小計 3,151,749 

     

 

(三)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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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一覽表 

捐款收入(含開戶及利息收入) 1,028,626 

捐款支出 3,151,749 

結餘 (2,123,123) 

自籌款(募款不足由本會自籌支應)                      2,123,123 

 

說明： 

1. 募款所得共 1,028,626元 

2. 捐款支出共 3,151,749元 

3. 不足款項由本會自籌支應 2,123,123元 

 

五、成果報告 

 

(一) 尼泊爾-阿克蘭社區及照亮生命英語小學 

1. 教育面向 

 教職員共 14人(校長 1位、教師 12位、會計及兼課老師 1位)，以及 1名校車司機、

一名校車司機助手兼警衛和一名校工職，4月新學期開始時因 4位教師離職，故應

徵了 4位新老師。 

 學校巴士已在 2019.08.22募款完成，並購買全新校巴。 

 1月間學校進行學期間第二次考試，並招開學校會議，決議後續尼泊爾當地教師薪

資的發放方式及回報機制；未來學校人員變動調整；教師評鑑的機制；再次提醒今

年學校將要舉辦學期初家長會。 

 3月至 5月間學校進行期末考試；在開學前順利完成學期初家長會，並藉由此會議

和家長傳遞需要在家中更加引導和培養孩子學習的態度，並頒發在課後教育做得好

的五位家長；成功舉辦 14周年紀念活動以及家長日，並邀請大家多多推廣 LLES讓

更多人知道；汰換舊屋頂及大門柵欄；新增低年級教室電燈及家長等候區。 

 學校持續執行營養計畫，在 4月間 CBC再次奉獻 3000美金至學校此計畫。 

 9月初和暨南大學以萱老師及研究生合作，邀請學校、NGO及社區參與 OST工作訪

(Open Space Technology開放空間學習工作坊)，會中討論出未來兩大目標，分別

是提升學校兩個學籍和學校自主獨立；在 10月初一同開會討論出後續頇執行方針和

關鍵性的活動。 

 經協會與學校開會討論後，決議學校校車司機助手薪資從 3000盧比/月，調整為 6000

盧比/月，並兼警衛之職務。 



 11月開始全校老師加薪 2500盧比/月，執行完 OST工作訪關鍵活動後，經過協會評

估認同後再加薪 2500盧比/月。 

2. 社區面向 

 1月間招開 NGO會議，決議後續尼泊爾當地同工薪資的發放方式及回報機制以及未

來 NGO人員變動調整。 

 2月初長期志工迦南服務結束，已交接完畢。 

 10月底將有兩位短期志工至尼泊爾服務，分別是佳潔與佳樺，兩位皆會待到一月中，

佳潔會協助 NGO在福音亯仰的傳遞以及用家訪的方式來紀錄在未來需要協助的家庭

（服務隊和其他合作單位）；佳樺主要為協助學校和當地童軍團的連結、培訓教師和

校長有寫計劃的能力、家訪、追蹤並協助後續 OST工作坊的計劃，並在返台後再評

估是否繼續服務。 

 持續進行養殖雞隻，第二期順利將雞隻賣出，中間遇到停電數周、雞隻體重不足的

問題，雖然雞隻死亡量減少，但計算後賠 18,270盧比。 

 Travel Agent的部份 NGO在今年順利協助在交通及住宿的任務，透過此方式讓 NGO

有額外的收入，同時也節省協會的支出，並和學校一起接待上山的團體(磐石服務隊、

牙醫團、CBC及香港短宣隊)。 

 9月初和暨南大學以萱老師、其研究生與凱柔合作，藉由至社區走訪，發現有許多

家庭之房屋因過度老舊而需整修；社區在農業種植的土地評估、種植種類與季節缺

乏專業性的考察與評估，並期待未來能有專業人士可進入協助。 

 

養雞時間 收入 支出 餘額 

3/11 - 4/26 201,180 184,160 17,020 

5/17 - 7/10 172,065 190,335 -18,270 

7/22 - 9/4 170,171 159,085 11,086 

 

(一) 尼泊爾賑災計畫 

 1月間與 NGO及學校招開會議，決議調整災區孩童每月生活費至 10,000盧比。 

 目前在照亮生命英語小學穩定就學的災區孩童共4位，分別為Binita BK, Ganesh BK, 

Simrika, Sujan Gurung。 

 4月新學期開始，Purna 因需下山照顧女兒，故離開宿舍管理員的崗位，將調整為學

校職員 Chhabi。 

  



(二) 泰北-光華萊掌中文學校 

 

1.教育面向 

(1) 學校運作與學生註冊概況 

 108年度招收幼兒園，總註冊人數達 114人。 

 目前當地教學與校務工作主要透過長期實習生、長期志工搭配當地老師協助運作，短期

志工以協助社區工作為主。 

 本學年仍以專案負責人劉智凱擔任代理校長，將規劃由長期志工接手校務運作。 

(2) 本年度當地人力配置與狀況 

 本年度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持續合作，透過長期博士實習生(傅

柏維)赴當地教學，收集教學材料、設計貼近當地文化之華語教材，也持續發展教師培訓

系統；短期實習生(陳曉蓉(2018年短期實習生)周宏育、姚俐菱、王伶聿)於暑假出發，

透過跨文化與華語教學的專業，發展互動式教學，提供學校學生多元的學習刺激與管道。 

期間 台灣人力 當地人力 

一月至二月 
傅柏維、吳文麗、林子琪、

蔡惠玲 
李小玲、鮑從進(校工) 

三月至四月 
傅柏維、吳文麗、林子琪、

蔡惠玲 
李小玲、鮑從進 

四月 學期間放假 

五月 傅柏維 鮑從進、香香 

六月 傅柏維、吳文麗 鮑從進、香香 

七月至八月 

傅柏維、陳曉蓉、周宏育、

姚俐菱、王伶聿、温心慧、

郭于莉 

鮑從進、香香 

九月 傅柏維 鮑從進、香香、羅玉蓮 

十月 學期間放假 

十一月至十二月 傅柏維、張朝魁 鮑從進、香香、羅玉蓮 

2020年一月 傅柏維、張朝魁 鮑從進、香香、羅玉蓮 

2020年二月 張朝魁、吳文麗 鮑從進、香香、羅玉蓮 

 

(3) 學校硬體設備修繕與管理 

 學校硬體設備持續更新，維護與管理頇知業正建構中。 

 下半年將進行課桌椅更新募款，預計替換高年級 15套、低年級 30套課桌椅。 

 目前已完成學生廁所備用水塔、校門口花圃等工程，下半年將進行教學大樓電路翻修，

校門口涼亭正在評估中。 

 歷年物資已完成清點與分類，109年寒假服務隊將利用學習積分制度與跳蚤市場辦理，

合理發送物資。 

(4) 學校學制及教材改革 

 與暨南大學合作完成文化素材收集架構，並持續擴充中。 

 調整學習型態，發展主題式、情境式課程並予以試行。 

 依程度完成分級，並調整鑑測周期，讓學習狀況與成效較好的學生保持挑戰性，更甚至

發展自學技能；讓學習狀況較差的孩子獲得足夠的關心與資源。 



2.社區面向 

(1) 泰北地基金會運作 

 108年 1月 30日獲得執照 

 108年 1月 31日舉辦學校家長會暨基金會會員大會 

 聘任當地基金會秘書 1名，協助基金會運作相關事宜 

 108年 8月 23日舉辦家長會暨基金會會員大會 

 建構簽證辦理標準流程 SOP與細節頇知 

(2) 社區彩繪 

 校園彩繪多已完成，已將彩繪範圍延伸至社區，109年寒假服務隊將會完成教會牆面彩

繪，除了和當地居民建立良好關係，已有背包客會沿路拍照作紀念，進而來到學校、認

識學校。 

 陸續整理閒置空間，原有舊宿舍空間轉作儲藏室與校長辦公室，設置教學展示室與圖書

室，邀請村民進入閱讀、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四、 印度-新德里教育中心 

1. 教育面向 

(1) 今年共招募 11位志工，僅寒假一梯次，暑假因招生不足取消，服務逾 100位孩童。雖暑

假未有服務隊前往，當地嘗試用印度文舉辦數學營，過往服務隊的模式已逐漸影響當地

營運思維。 

(2) KC教育中心共有 2位專任老師，1位幼兒老師。 

(3) KC教育中心平時約有 50位孩童上課，週末有兒童主日學，約有 60位孩童參與聚會。 

(4) 今年開始連結國立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系鄭以萱教授合作，結合碩博班課程，

依據教育中心需求，為期兩年的教學課綱，側重品格、英文繪畫、衛生教育及職涯探索

等四面向，並提供專業教師培育課程，期待將教育中心的教育邁向專業化，更確實有效

地幫助貧民窟孩童，也在 2020年 2月合作開辦師資培育工作坊，協助當地教師增能培育。

配合此教育專業化合作項目，專案負責人也分別於 4/11.5/30.10/31前往暨大與碩博班

學生授課討論相關事宜。 

(5) 今年 10月與國立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系簽訂志願服務合約，期待明年派遣五年

一貫碩博班課程學生至 KC教育中心實習，進行產學合作之研究計畫。 

(6) 今年 10月專案負責人前往探視印度據點，並且連結身為基督徒外派印度新德里的外交官

員及台商夫妻家庭，帶領一行人前往探視位於貧民窟的教育中心，探訪時深受感動，未

來可能有些合作。 

(7) 一月份連結巴拿巴宣教學院，派遣短宣實習學生前往，提供教會會友亯仰裝備課程，減

輕牧師牧養重擔，協助教會發展更展全與健康，落實全人關懷發展亯念。 

 

 



 

 

更換前尼泊爾校車 更換前尼泊爾校車 

  

更換後新的尼泊爾校車 更換後新的尼泊爾校車內觀 

 

 

泰北光華中文小學課桌椅換新 泰北光華中文小學課桌椅換新 



 

 

泰北光華中文小學硬體修繕 泰北光華中文小學硬體修繕 

 

 

印度教育中心分發筆記本 印度教育中心師資培訓 

 

 

 

負責人：                審核：              會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