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第六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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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362992號函 

 

二、 活動日期：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10/8/25至 111/08/13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10/8/25至 11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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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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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 

利息 13 

合計 31,013 

                                  

(二)捐款支出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第六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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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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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

志工海外醫療保險支出。 

簽證費 4,488 
海外計畫專員及海外長期志工簽證費、

快篩檢驗費 

交通費 29,090 海外計畫專員及長期志工交通費 

貧困家庭及兒童補助金 0 
尼泊爾、印度、泰北等海外地區孩童與

貧困家庭資助。 



尼泊爾學校行政費 0 

尼泊爾學校會務、會議、校車維修與保

險費、水電、教學活動與校慶活動費、

醫療、保險、校車保險、業務費、通訊

費、學校設備及硬體維修費、水電、印

刷、獎品禮物費、教材教具費、學校運

作行政雜支等 

尼泊爾災區孩童資助計畫 73,704 資助尼泊爾災區孩童就學費 

印度教育中心費 83,791 印度教育中心營運費用 

泰北學校行政費 20,343 
泰北學校行政雜支、電費、設備及維修

費等 

水電斯費及人資系統 33,684  

必要支出-郵電費 95 郵寄各樣文宣支出 

必要支出-業務費 0 公關費及會議餐飲 

必要支出-其他什出 35,674 其他什出 

支出小計  1,897,834 

 

(三)淨收入 

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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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一覽表 

捐款收入(含開戶及利息收入) 31,013 

捐款支出 31,013 

結餘 (-1,866,821) 

自籌款(募款不足由本會自籌支應)                1,866,821 

 

說明： 

1. 募款所得共 31,013元 

2. 捐款支出共 31,013元 

3. 不足款項由本會自籌支應 1,866,821  元 

 

 

  



三、 成果報告 

(一) 尼泊爾、印度、泰北海外據點整體報告 

1. 本年度寒、暑假因受國際新冠疫情影響，國際志工服務隊暫停出隊，同時台灣的海外專

案負責人也無法出國到現場訪視，改採線上會議與當地負責人聯繫，故交通費、簽證

費、當地負責人的差旅費等整體支出減少，待下年度國際疫情趨緩、國門開放之時，將

會恢復回過往模式運作。 

2. 海外服務據點也因新冠疫情影響，本年度分別在不同時間皆有停課、封城狀態，以致於

原訂社區工作難以推動，經共同討論之後皆全面暫停社區工作，在疫情期間皆以營運、

維持學校與教育中心運作為優先考量，故原訂服務據點的行政費、業務費等支出減少待

當地疫情趨緩之後，會以當地所需再重新啟動社區工作。 

3. 承第 2點所述，各國地方政府因應疫情關係多有停課、封城狀態，因封城時間長，教師

們除分組拜訪學生並派發作業之外，實屬無法特別探視貧困孩童與特困家庭，以致於原

訂貧困家庭及兒童補助金無支出，待下年度疫情穩定之後，將會重新規劃時間並恢復探

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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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人(校長 1位、教師 11位、會計及兼課老師 1位)，以及 1名校車司

機、1名校車司機助手兼警衛和 1名校工職。 

 募集照亮生命大使計畫，期許透過每人每月定期定額來支持學校(一年約 124萬台

幣)，目前每月固定支持大使有 17位。每月 14,680元。 

 教學部份，在疫情期間，疫情相對穩定後，教師們開始分組拜訪學生家庭，把作業

帶到學生家裡，讓學生停課不停學。 

 停課期間，定期召開學校董事會議。討論因應疫情之時，教師們可以如何持續關心

學生學習狀況及教師本身的進修。 

(三) 尼泊爾賑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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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imrika已於 2022年 4月畢業返回家鄉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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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增收幼兒園 K2班，一年級拆成甲、乙兩班，目前全校共計 9班，2022年 5月開

學總註冊人數為 134人。 

 本年度以專案負責人劉智凱擔任校長負責校務管理、追蹤、紀錄，並協助社區防疫工

作，基金會秘書協助當地財務管理，長期志工協助僑委會與清萊教師公會聯繫，當地老

師負責教學與學生管理，校工協助硬體維護。 

 持續發起「希望‧咖啡苗，泰北華語教育深耕計畫」募款活動，期許透過每人每月定期

定額來支持學校，目前每月固定支持有 3位。每月 1,950元。 

(2) 本年度當地人力配置與狀況 

台灣外派 1名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至當地學校擔任教學教師，各班人力配置如下表： 

年份 期間 台灣人力 當地人力 

西元 2021年 八月 八月 1-14日，村子爆發疫情，停課觀察 



(民國 110年) 八月 15-21日，學生到學校拿取作業與防疫物資(口

罩) 

九月 
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於當

地任教。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韓昌明、馬

天祥、袁貴新、李小玲、楊

望德(校工) 

十月初光復村爆發疫情，有學生染疫後被帶回萊掌村，緊急封村 

十月 
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於當

地任教。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韓昌明、馬

天祥、袁貴新、李小玲、楊

望德(校工) 

十一月 學期間放假 9天 

十一月 
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於當

地任教。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韓昌明、馬

天祥、袁貴新、李小玲、楊

望德(校工) 

十二月 
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於當

地任教。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韓昌明、馬

天祥、袁貴新、李小玲、楊

望德(校工) 

西元 2022年 

(民國 111年) 

一月至二月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張益銘、張

嘉瀅、李小玲、楊望德(校

工) 

三月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張益銘、張

嘉瀅、李小玲、楊望德(校

工) 

四月 潑水節假期 

五月 
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於當

地任教。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張益銘、張

嘉瀅、李小玲、楊望德(校

工) 

六月 
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於當

地任教。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張益銘、張

嘉瀅、李小玲、楊望德(校

工) 

七月 
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於當

地任教。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張益銘、張

嘉瀅、李小玲、楊望德(校

工) 



八月 
長期志工張朝魁老師於當

地任教。 

羅玉蓮、香香(基金會秘

書)、沈玉彬、張益銘、張

嘉瀅、李小玲、楊望德(校

工) 

 

(3) 學校硬體設備修繕與管理 

 完成廁所鏽蝕鐵門更換與教室木門門閂更換 

 完成低年級教室燈架與燈管更換。 

 天花板瓦片破損，目前以矽利康補起瓦片的漏洞，等待日後整體性的翻修。 

 學校鐵門因焊接處鏽蝕掉落，已完成重新焊接。 

 完成學校人員工作須知與權利義務中、泰文版 

 兩波疫情爆發期間，校工協助進行全面性消毒 

2.社區面向 

(1) 泰北地基金會運作 

 基金會秘書暨學校教師香香老師獲頒僑委會泰北華校優秀教師 

 基金會為學生申請救總泰北同胞子女獎學金，全校共有 6位學生獲獎。 

 基金會秘書協助完成僑委會教科書領取申請 

 2021年 10月 22日派員參加泰北清萊教師公會會員大會 

 疫情期間，基金會致贈當地防疫團隊消毒酒精作為支援之用 

 

三、印度-新德里教育中心 

教育面向 

 持續發起「牧師，我好想上學，印度貧童助學計畫」募款活動，期許透過每人每月定

期定額來支持學校，目前每月固定支持有 10位。每月 10,500元。 

 KC教育中心開放復學後，共有 2位專任老師，1為防疫相關行政人員，並有 1位教學

助理協助教學活動。 

 人員清單如下: 

資深專任老師 Akash 

新任專任老師 Anjali 

防疫行政 Aarti 

幼兒照顧 Aarifa 

 

 

負責人：                審核：                        會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