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第五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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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募許可字號：衛部救字第 號函 

二、活動日期：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09/06/27 至 110/06/26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09/06/27 至 11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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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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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21 

利息 123 



合計 595,544 

                                  

(二) 捐款支出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第五屆「點燃希望  照亮生命-海外服務捐助計畫」 

捐款支出表 

支出項目 金額 備註 

人事費 1,72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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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85 海外計畫專員及海外長期志工簽證費 

交通費 12,564 海外計畫專員及長期志工交通費 

尼泊爾學校行政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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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18 資助尼泊爾災區孩童就學費 

印度教育中心費 48,358 印度教育中心營運費用 

泰北學校行政費 3,784 
泰北學校行政雜支、電費、設備及維修

費等 

必要支出-郵電費 911 郵寄各樣文宣支出 

必要支出-業務費 13,481 公關費及會議餐飲 

必要支出-其他什出 50,887 其他什出 

支出小計 2,073,760 



 

(三) 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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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一覽表 

捐款收入(含開戶及利息收入) 595,544 

捐款支出 2,073,760 

結餘 (1,478,216) 

自籌款(募款不足由本會自籌支應)                    1,478,216 

 

說明： 

1. 募款所得共 595,544 元 

2. 捐款支出共  2,073,760 元 

3. 不足款項由本會自籌支應 1,478,216   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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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教職員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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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和一名校工職，6 月新學期開始時因 1 位教師離職，故應徵了 1 位新老師。 

l 109 年疫情開始後，從四月起學生在家上課。幼兒園到七年級，由老師製作學習包，送到

學生讓學生保持學習進度。教師定期到家確認學習狀況。八年級採用線上學習。 

l 109 年 7 月至九月因疫情因素，尼泊爾封城，全國停課。直至 9 月 20 日復學。停

課期間，全校教師動員全校消毒，大掃除。 

l 新學期從 109 年 9 月底持續至 110 年 5 月中結束。六月 14 日新學期開始再度因

為疫情緣故，採用學習包進行教學。此次 5-8 年級皆採用線上教學。 

2. 社區面向 

l 於 109 年疫情期間，NGO 同工協助學校教師訪視學生家庭。 

l 110 年三月份，嘗試飼養了 2 頭母豬，希望透過養豬長大後，販賣豬隻增加收入。 

l 100 年五月，香港教會捐款 2500 美元給 NGO，由 NGＯ同工負責採買防疫物資

齊用品，請照亮生命英語小學教師協助調查社區家庭狀況，給予防疫相關用品，即

發放民生必需品。 

3.尼泊爾賑災計畫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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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因 covid-19 疫情因素，四位災童曾於 109 年七八月期間，返回家鄉。直到

109/9/20 才回到照亮生命英語小學繼續寄宿就學。 



l 目前災童生活照顧由學校職員 Chhabi 老師負責，在災童放學後，帶領他們打掃學

校環境，複習功課，寫作業，假日也會帶他們到附近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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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 109 年度新增招收幼兒園 1 班，全校總計 8 班，總註冊人數達 114 人。110 年度新增

一年級 1 班，全校總計 9 班，總註冊人數達 118 人。 

ü 受到台灣與泰國當地 COVID-19 疫情影響，目前當地教學與校務工作主要透過長期志

工搭配當地基金會成員與老師協助運作，短期志工與實習生以協助遠距教學與文化補充

課程開發為主。 

ü 本學年仍以專案負責人劉智凱擔任代理校長，當地執行授權由長期志工協助當地基金會

秘書共同推動校務運作。 

(2) 本年度當地工作人力配置與狀況 

ü 本年度新增當地老師三位，協助三年級與幼兒園教學；並於疫情期間提供遠端視訊上課

的暫時替代方案，補充台灣志工無法前往當地執行教學服務之缺口。 

ü 疫情趨緩期間，安排長期志工 1 名前往泰北，經歷防疫與隔離措施，順利抵達，開始為

期一年的長期服務。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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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短期志工依據文化

課程文本，發展適合當地學習之教案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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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人華語教學相關內容。 

ü  



期間 台灣人力 當地人力 

2020 年 6 月 疫情期間當地學校無法開學 
基金會秘書:香香 

校工:楊普望德 

2020 年 7 月至 10 月 
遠距人力:劉智凱、張朝魁、

石梅英 

李小玲、羅玉蓮、香香、沈玉

彬、張雅婷、張嘉瀅、楊普望

德 

2020 年 11 月 學期間放假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3 月 
遠距人力:劉智凱、石梅英 

張朝魁、李小玲、羅玉蓮、香

香、沈玉彬、張雅婷、張嘉瀅、

楊普望德 

2021 年 4 月至 5 月 潑水節假期放假及疫情升溫封城，學校停止開放 

2021 年 6 月 遠距人力:劉智凱 

張朝魁、李小玲、羅玉蓮、香

香、沈玉彬、張雅婷、張嘉瀅、

楊普望德 

 

(3) 學校硬體設備修繕與管理 

ü 學校硬體設備持續更新、維護，疫情期間進行了幼兒園廁所鐵門修繕、天花板漏水補強

工程。 

ü 購置清潔與消毒用品，疫情期間針對教室、門把、課桌椅、扶手等頻繁接觸區域進行消

毒。 

ü 與暨南國際大學合作，依據去年發展之地方文化素材內容，發展相關教案，目前已完成

部分內容，將進入試教測試階段。 

ü 幼兒班依據程度細分成兩班；分別由兩位當地教師負責，根據零基礎與具拼音學習基礎

發展不同教學方法與課程。 

2.社區面向 

(1) 泰北地基金會運作 

ü 完成學校工作人員聘僱流程與工作內容規範中泰文版。 



ü 基金會秘書提報當地財務使用紀錄與相關報表供學校董事備查。 

(2) 當地社區防疫相關措施 

ü 基金會與學校代表出席當地社區防疫講座，並且在校內辦理防疫宣導，落實體溫測量、

口罩配戴。 

 

（三）印度-新德里教育中心 

1. 教育面向 

印度新德里與德里地區，因疫情嚴峻，封城政策持續，公立學校停止開放，貧民窟教育

中心成為提供孩子持續學習的重要機構，在疫情人心恐慌無助時，提供線上聖經課程，

成為貧民窟居民的安慰。 

(1) KC 教育中心共有 2 位專任老師，1 位幼兒老師、1 位防疫相關措施行政人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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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透過影音與網路設備提供線上主日以及聖經課程，讓因為封城無法前往教會的

弟兄姊妹能夠持續接觸信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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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實習生因為疫情無法留

在當地進行元實習工作內容規劃，是故透過遠端視訊的方式，提供工作坊培訓以及後續

訪談，對於印度當地社會脈絡與需求，分析教育中心應該能夠扮演何種腳色，提供當地

居民相對應的服務內容。 

(4) 疫情影響，整體募款狀況不佳，經調整後決定嘗試線上群眾募資與公益國際教育講座的

方式，希望能夠提升專案能見度與募款效益。 

(5) 2020 年 10 月啟動群眾募資專案，由印度專案負責人協助長期實習生，帶領暨大學生



服務學習課程團隊，分析不同線上群眾募資平台特性、蒐集相關文獻、閱讀過往專案內

容、訪談確認相關細節、整理形成募款文案，並在 11、12 月彙整相關資訊完成專案初

版上架度度客群眾募資平台，並且在社群平台持續進行社會行銷與議題倡議，提升專案

曝光度，並期待後續效益；1 月完成專案修改後正式上架，此專案在平台上募資兩個半

月的時間順利達標，在將回饋品完成寄送與專案執行進度說明之後順利結案。 

(6) 印度專案負責人將專案相關內容，整合 108 課綱內容以及國際教育相關知能，並結合

文化體驗的方式，於 2021 年 1 月 27、28 日假台中市臺中市立惠文高中辦理公益工作

坊，共有 25 位學員參加，課程內容包含印度文化專題、美食與文化體驗、議題探究與

發起行動工作坊，邀請暨南國際大學的印度外籍生烹煮印度咖哩，並向學員說明印度香

料文化；在議題探究與行動發起工作坊中，學員針對社區與個人在意的議題，形成行動

小組，蒐集資料之後整合為行動策略，本會也請長期實習生分享自己的工作內容與群眾

募資專案的學習，作為實務案例分享，參加此公益工作坊的費用，作為捐款回饋到印度

專案之中，支持印度專案的運作。 

 

  

教師到家確認學生學習狀況 8 年級線上上課 



 

 

發放防疫物資 發放食物給需要的家庭 

  

台灣人員提供遠距泰北中文教學服務 泰北基金會與校代表出席防疫宣導座談 

  

泰北長期志工於疫情下返泰服務，基金會秘

書協助接機 

泰北學校大樓屋頂防漏工程 

 

 



印度教育中心配合防疫規定，確保上課期間

學生都有配帶口罩 

印度教育中心教師協助維持社交距離，管控

上課人數 

  

惠文高中國際教育公益工作坊- 

印度專案長期實習生實務工作分享 

惠文高中國際教育公益工作坊- 

議題探究與行動發展專題分享 

 

 

 

審核：                   會計： 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