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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一起復甦台灣未來的希望，

讓弱勢兒童的夢，

從你我的手上─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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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1,500位弱勢家庭國小、國高中孩子，安心就學─

幫助500戶貧困家庭經濟暫時抒困─

協助台灣北區監所更生教化與重建工作─

          

每年計畫執行經費，以公益勸募方式向社會大眾募集專款與各種資源，

全力推動各項計畫的執行，使經濟弱勢族群獲得多元、妥善照顧！

10年來，新希望基金會在各方支持下，對各計畫努力付出，成果顯著。

夢想的四個方向 
                     向著夢想的方向  改變生命的旅程   以愛加油！ 

小太陽計畫  
透過社區教會系統建立社區型課後陪

讀班，資助450─550位西部與北、南部

縣市係屬單親、隔代教養、低收入戶、外

籍配偶等弱勢家庭孩童學業輔導、品格教

育、才藝課程、英語戲劇發展等。

使此階層的學童於學校課後有一處穩

定的學習環境；提升弱勢孩子的就學能力

與自信心；重新塑造品格教育；間接幫助

這類家庭建立親子關係、及減少經濟壓力

造成的高風險家庭；並同時加強社區關懷

網絡。

東光計畫  
資助台東縣原住民社區部落之貧困家庭

國中、小、高中、職學子500-600位順利就

學；資助半額或全額學費；辦理社區型課後

陪讀班，加強與激發部落孩子的讀書能力；

同時提供營養晚餐，達到就養目的⋯⋯

每年度辦理職場與生命探索活動，讓受

助孩子可以跨出原生家庭的侷限與思維，開

拓視野。近年來不斷地從計畫中雕塑並尋找

人才；每學年開辦16週技藝（周六）學校，

培養內省、專注、創新、合作、溝通、毅力

等六項能力。培養弱勢家庭學子自信、積極

的人生觀；破框原生家庭思維，提升與人互

動能力，探索潛能，與設定職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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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計畫  
與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台北監獄、新竹監獄、宜蘭監獄、新

店戒治所等為受刑人辦理教化課程。

資深教化師以基督教義輔導心靈；以

美好的生命見證、與感動的詩歌教唱

鼓勵受刑人要以信心面對未來。

在部分獄所特別合作辦理藝術治

療處遇方案（為毒品、HIV收容人開

辦烏克麗麗班），且每年佳節（如聖

誕節）為受刑人辦理相關活動，使受

刑人感受社會關懷與真誠的愛。

曙光計畫   
資助500戶貧困家庭生活急難救助金；年節慰

問金；圓夢計畫；及醫療照顧經費等；幫助國內災

難、救援與援助重建工作；提供清寒學子獎助學金

及教育助學金；援助與扶持相關社福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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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東‧生‧光 圓夢計畫

六年，找到希望的路⋯⋯
文：林貞羽

我
以後要成為科學家！」

笑起來露出一排雪白牙齒的輝暉，

神情認真又充滿自信，口中說出流利的

中文，完全看不出他來自印尼、曾經連一個注音

符號都不認識。

輝暉的父母皆為印尼華僑，為了讓家人有更

好的經濟和生活，他們在輝暉6歲時，舉家搬來

台灣打拼。剛來台灣，因為人生地不熟，夫妻倆

在工地打工。輝暉的爸爸只會簡單的中文，媽媽

對中文完全聽不懂、也不會說，幾天後就被工頭

辭退，只剩爸爸獨自一人扛起家庭經濟的重擔。

一家三口租房子在惠國市場的老舊社區，微薄的

薪水要負擔房租、學費、生活開銷⋯⋯使得全家

連三餐溫飽都只能勉強維持。

當時正好輝暉要入小學就讀，因為爸媽不識

字，無法協助指導輝暉的課業，又擔心他程度跟

不上、適應不良；就在家庭經濟和課業學習兩頭

燒的情形下，學校轉介輝暉來到小太陽課輔班。

輝暉剛來課輔班時，不時會講出一些老師和

同學聽不懂的「方言」，注音、數學全都要從頭

學起。在課輔班老師易珊的持續陪伴、教導下，

輝暉從起初完全不識字，到短短數月後能用簡

單中文與同學互動。現在的他，說了一口好中文

呢！  

而輝暉也從一開始的陌生羞澀，變成很喜歡

來參加課輔班，並跟班上的小朋友相處得很融

洽。

去年，教會到輝暉家做家庭訪視時，得知輝

暉的媽媽罹患乳癌第二期，在接受開刀和化療

後，目前正在施打標靶藥物，往後將每三個月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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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回醫院追蹤，希望能有良好的控制。新希望基

金會看見這個家庭的經濟需要，對輝暉一家伸出

援手，給予曙光計畫急難救助，稍稍改善輝暉一

家捉襟見肘的經濟窘境。而易珊老師看見輝暉睡

的床墊破舊不堪，更親自送來新床墊給他，讓一

家人充滿溫暖和感動。

「未來，我的夢想是當科學家！」輝暉對於

自然、天文和科學⋯⋯充滿極大興趣與好奇，他

說：「雖然同學們都笑我的夢想不切實際，但我

相信我能夠做到！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我要更努

力學習！」他主動去圖書館看書，非常好學，有

別於其他孩子；輝暉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具有

深度的「國家地理頻道」。

「認真負責、聰明伶俐」是學校老師和小太

陽志工們對輝暉的印象，同時他也是課輔班的

「資深元老」呢！因為他從小學一年級參加小太

陽，轉眼間6年過去，今年他自小學畢業，升上

國中後，他要變成「大太陽」了！

六年，一個孩子從不識字、不會講中文、到

懷抱夢想，向著他的目標快樂邁進；讓一個家庭

從舉步維艱到找回希望。

讓每一個孩子都能成為發光的小太陽，讓每

一個夢想都插上翅膀高飛天際，這正是新希望基

金會帶領你我所做的事─透過無盡的愛，與持續

的關懷，讓生命煥發光彩、找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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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東‧生‧光 圓夢計畫

深
夜12點，在景美市區的一角，一輛回收

車裝滿了紙箱、瓶罐等回收物品，有位

小男孩，正在幫忙媽媽細心地整理回收

物品，小小年紀已能很快將紙箱打理整齊，看了

讓人心疼又感動。

這是單親媽媽珍貞和他就讀國小三年級的兒

子子穎長期的生存方式！

民國99年，阿美族的珍貞離婚，獨自帶著子

穎。

為了能有穩定的經濟收入，讓自己和孩子居

有定所，珍貞曾經賣過檳榔、做過服飾業、染織

廠等勞力工作。目前生活來源靠她做資源回收支

撐著。

受限於經濟條件，母子倆住在都市邊緣的河

岸部落。珍貞一手搭建木板屋，炎炎夏日，悶熱

高溫的屋內，靠著一台大電扇，即使開到最大風

速，還是熱風陣陣，然而對於珍貞和子穎，已讓

他們倍感幸福。這是屬於他們遮風避雨的家；家

─是這對母子最大的夢想。

上小學後，子穎的學業成績一直不好，珍貞

很擔心會跟不上學校的進度，又沒有多餘的錢，

讓孩子上補習班。當教會主動商請學校提供弱勢

學生名單，免費提供課後補救教學時，這對珍貞

照亮部落的曙光
文：林貞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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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真是一大福音，立刻答應讓子穎到教會參

加小太陽課輔班。

兩年下來，在小太陽課輔志工的陪伴下，子

穎的功課慢慢跟上進度，最不好的數學也在持續

進步中。子穎說：「我喜歡小太陽班，我很喜歡

老師，我來了覺得很開心！」原本性格頑皮、過

動又失控的子穎，在教會提供的品格教育和聖經

課程中被導正，對自己愈來愈有信心，也變得十

分貼心懂事，他看到媽媽很辛苦地工作養家，只

要週末放假，他就會主動幫忙媽媽做資源回收。

孩子一點一滴的改變，珍貞全看在眼裡，再苦再

累都值得了！

新希望基金會的曙光計畫，讓母子倆得到及

時的照顧和供應，抒解他們經濟的壓力，對此珍

貞充滿感謝；她也感謝小太陽課後陪讀班，由於

工作的關係，她無法接子穎回家，小太陽志工便

送子穎平安到家，讓珍貞無後顧之憂。

問珍貞對子穎有什麼期待？她心懷感恩地回

答：「只要他平安健康、快樂長大就好！」

一個為兒子竭盡全力的母親－珍貞，和一個

因愛改變的孩子－子穎，原本是一個為生存發

愁的單親家庭，因著您的愛心奉獻和捐款，重燃

希望，愁苦化為歡笑，今年，我們還要一起完成

這個夢想，為更多有需要幫助的人，帶來一線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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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姨！」小玲坐在教會課輔班的書桌旁，

興奮地向我招手，臉上漾開純真甜美的

笑容。幾個月不見，小小的她又長高了

一點。

「阿姨，我畢業了，下個月要回部落去讀國

中。」

「真的嗎？你要跟誰住？」

「跟舅舅住。」

「你有舅舅？」

「對啊，我原來也不知道。」

小玲晶亮的雙眼似乎飄過一絲陰影，但只有

一下下而已，幾乎無法察覺。

小玲雖然才12歲，但她的生活每隔一陣子就

我願意原諒媽媽

會天翻地覆。因此，這時突然多出一個過去不存

在的舅舅，似乎也不太讓她驚訝。

小玲人生中第一個風暴，發生在她還有沒上

小學前。她的媽媽是單親，在長期酗酒又飽受經

濟壓力的情況下，竟然把她丟在鄰居一位老婆婆

家。小玲當時以為是和媽媽去串門子，結果媽媽

趁她打瞌睡時一走了之，什麼都沒有留下。驚惶

的小玲天天蹲在門邊癡癡地等，淚水都流乾了，

卻從沒盼到媽媽的隻字片語。

後來，小玲輾轉住了好幾個寄養家庭，但生

活仍有波折，身心始終無法安頓下來，個性也越

來越退縮。直到最後一個寄養媽媽鼓勵她參加教

會的夏令營和東光課輔班，小玲陰鬱的臉龐才開

始出現柔和的線條。

 文 / 蘇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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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來教會時，剛升上六年級，但詞彙很貧

乏，功課寫得很慢」，循理會恩典福音中心的沈

師母表示，「她寫聯絡簿的日記，通常只有生硬

簡短的幾個字，例如：『教會煮飯給我們吃，很

好吃。』」

沈師母耐心引導她觀察生活細節，陪她探索

並練習表達自己的感受。幾個月後，小玲的聯

絡簿日記越來越豐富生動，逐漸恢復兒童該有的

好奇心和生命力。而且，小玲的課業成績也大有

起色，甚至還拿了進步獎。小玲是課輔班的小幫

手，她協助沈師母整理環境，照顧低年級的學弟

妹，很快就養成了為別人服務的習慣和能力。

在這樣被愛也學習愛人的氛圍中，小玲整個

人活了起來。就在這個幼小的生命欣欣向榮時，

社工帶來一個突兀的消息：小玲失蹤已久的媽媽

在另一個城市出現了，但身患癌症且仍未改掉酗

酒的老毛病。

小玲的心情非常糾結，壓抑多年的傷痛全部

爆發出來。沈師母問她要不要去探望媽媽，她非

常生氣：「她從來沒關心過我，為什麼這時候又

出現，打亂我的生活？我恨她！」

那一陣子，課輔班正好在背誦主禱文。沈師

母不急著說教，只是帶著小玲一遍遍讀著經文：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並

且持續用這段經文為小玲和她的母親禱告。經

過一段時間，小玲平靜下來，主動告訴沈師母，

「我願意原諒她了，我會去看看她。」

小玲喜歡舞蹈，常常在課輔班有客人來訪

時，主動帶著小朋友表演。最近流行的「小蘋

果」是她的拿手節目之一。我看著她靈活自信的

轉身擺頭，實在很難想像這是一個過去經常要上

法庭打官司的小女孩。

沈師母有點擔心，「小玲回部落上國中以

後，可能有一段時間要努力適應舅舅家的生

活。」但她隨即溫柔而堅定的表示，「雖然教會

無法直接介入，但至少小玲和我們在一起的這一

年，愛和饒恕的種子，已經在她心裡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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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東‧生‧光 圓夢計畫

真正能讓他們改變的，是愛！

文/游鈞毓

前言：

新希望基金會每年投入人力、物力支持溫媽媽在監所舉辦的

福音聚會、受洗典禮等，於民國91年成立了「新希望美食

坊」，讓更生人在此接受生命的陶塑並獲得餐飲技能。溫媽媽

和基金會的志工、傳道們持續去幫助他們，鼓勵他們學習一技

之長，也經常給予經濟上的支柱，我們看見不只是許多更生人

的生命被翻轉宛如新生，更重要的是看見許多家庭被重建，恢

復相愛、和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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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生事工不只是輔導出獄人適於社會生

活，預防再犯；這乃是家庭重建和生命

改造的希望工程。25年前，溫媽媽接受

上帝的呼召進入監所開始感化教育工作，讓許多

人真心回頭不再走浪子的路；許多家庭的兒女、

丈夫、妻子彷彿失而復得、死裡復活。政府單位

努力結合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強化監所收容人

及更生人家庭的支持網絡，期盼透過家庭的支持

與接納，重建更生人經濟自主能力和公共道德

感，使更生人順利復歸社會，擔任監所志工多年

的溫媽媽說：「上帝給予我的使命就是成為他們

的母親，接納他們、關心他們，使他們有力量再

次站起來，但真正能夠讓他們脫離違法、犯罪的

生活模式的只有上帝。」

法務部統計處曾針對出獄的受刑人進行追蹤

調查，發現五年間平均再犯率為 44.1%，報告顯

示受刑人出獄後再度回到監所的機率相當高，他

們的生命若不改變，按著舊有的習顧回到從前比

較容易，相對於洗心革面要面對的不確定性，別

人的眼光，還有許多改變來得輕鬆許多。但這過

程若有家庭、團體的力量陪伴，更生人就更容易

重新站起來，成功的機會大很多。溫媽媽憑靠單

純的信心並回應上帝的愛，在監所、各更生中轉

站扮演母親的角色，她不談做人處事的大道理，

乃是將耶穌的愛分享出來，用生命的見證和歌聲

傳達他的接納與關愛；因著溫媽媽的感召，新希

望基金會成立了「新希望美食坊」，協助剛出獄

的更生人能有穩定的就業場所，並得到身心靈全

人的關懷照顧。十多年來美食坊扶持許多更生人

走上正途、回歸家庭，甚至幫助他們建立健康、

美滿的家庭。

張忠正傳道17年前還在獄中服刑，因吸毒進

進出出監獄五六次。有一天他聽見溫媽媽到監獄

替受刑人上課時說 :「你們不要放棄自己，前面一

定有路可以走。」接著溫媽媽唱了一首「浪子回

頭」的歌曲，高亢略帶憂傷的旋律，道盡了在江

湖中打滾又身不由己的浪子如何步履闌珊地走向

回頭路。這正是許多受刑人的心聲。他聽了立刻

痛哭流涕，立志不再碰毒品，出獄後他認真地去

找工作，忍受許多被拒絕、被誤解的傷痛，持續

不斷地改變過去的惡習，後來他來到教會，弟兄姐

妹和牧者們看見他真心悔改，大家集資幫他付了

罰鍰使他不用再回去服刑，他感動之餘更加努力

找到穩定的工作，把大家奉獻給他的錢全數還給

教會，後來他到神學院深造，現在他已成為傳道，

有美滿的家庭，而且定期到監獄去關懷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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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新希望美食坊的林忠祥牧師過去曾經吸毒17年，四

次進出監獄，溫媽媽經常向他傳講神的愛、鼓勵他接受聖經裝

備，他成為傳道以後回到家鄉幫助他那些吸毒的朋友，上帝也

為他預備一位愛他的妻子和可愛的兒子！

國中時期就吸毒、搶劫、混黑道的建豪，他和妻子靜怡年

紀輕輕就分別因吸毒入監，溫媽媽到監所分享見證時，靜怡不

可抑制地哭泣，「上帝好像透過溫媽媽 來對我說話 ，我覺得很

有力量。」爾後她傳福音給先生，建豪相信後也傳福音給吸毒

的父親，父親戒毒也成功了。建豪，靜怡恢復了婚姻關係，同

時恢復了和家人的關係！與靜宜同期的屬龍潭女監前後共有六

位成為傳道或師母，無數的人出獄後完全脫離過去的毒品、罪

惡，享受健康的人生！

法務部門非常感謝新希望基金會和溫媽媽帶來的貢獻，實

際重建破碎的家庭，降低犯罪事件造成的社會成本，也減少兒

童青少年犯罪的機率。「我面對他們時不會恐懼，也從來沒有

感覺倦怠，因為他們給予我的愛和鼓勵是完全的！我何德何能

可以承受他們完全的信任和接納！」溫媽媽從受刑人的話語回

饋和生命改變中得到支持力量，許多在更生事工默默耕耘的志

工們也看見，當這群人洗心革面，拒絕花花世界的誘惑、捆鎖

時，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這群人的家庭多半不健全，從

小沒有人引導他們，愛他們，以致走錯了路，被關進監獄裡不

會讓他們改變，真正能讓他們改變的，是愛！」溫媽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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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09年，大鵬灣教會加入新希望基金會的

小太陽課後陪讀計畫，得知暑假期間基

金會針對陪讀班的學生舉辦朗讀、英語

詩歌比賽。在當時，我們總覺得「比賽」對我們

屏東大鵬灣教會的孩子來說，是一件困難又可怕

的事。

2010年7月，我和先生明安帶著12名學生北

上台北。屏東到台北路途遙遠，我們在比賽前一

天，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台北在主內的弟兄家

用愛陪伴，看見改變
                                         文/大鵬灣教會邱靜宜牧師

借住一晚。那一年的比賽我們得了「團隊精神

獎」。

2011年，是第三屆小太陽FUN才藝創意比

賽。基金會第一次嘗試使用彩虹美語戲劇的教

材比賽，我們包一輛遊覽車帶著30名學生上台

北參加，那一年我們拿到的仍然是「團隊精神

獎」。

連續兩年比賽，我們非常驚奇其他教會的表

現。無論是化妝、道具、舞台動作、學生們在舞



14

小‧東‧生‧光 圓夢計畫

台上所表現出的自信⋯⋯反觀我們的學生真的只

是乖乖坐在椅子上為其他隊拍手鼓掌。我們的學

生非常努力想演好美語戲劇，但每次總是羞澀上

台，無法向其他優勝隊一樣，喜歡、且享受舞台

上的演出。

2012年，是「第一屆新希望super I 抖美語

戲劇」比賽，它很像是之前英語詩歌比賽的轉

型，新希望基金會期待所有小太陽學生都能用彩

虹美語的「Who’s Birthday」劇本練習如何開口

大聲說美語。採用分區比賽，得到分區冠軍的隊

伍再上台北決賽。那一年，我們擊敗中區的強隊

拿到中南區第一名，但由於上台北的路途遙遠，

教會沒有經費(每次上台北比賽都要過夜、包遊

覽車)，我們只能放棄台北決賽的機會，改由第

二名的東勢行道會代替我們。

2012年第一次得到中南區冠軍，我知道我們

是可以奪冠的。但在各方面的考量下，比賽奪冠

對我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孩子們在練

習美語的過程中，他們的成長和蛻變真的像張茂

松牧師常說的一句話「脫胎換骨」般地突然開竅

了。

2013年，新希望基金會的小太陽學生，全部

聚集在新店行道會比賽，那一年當我們上台演出

時，所有的隊伍安靜無聲看著我們演出，我們得

到第一名的殊榮。

2014年又改採分區比賽，我們又獲得中南區

的第一名。2015年的分區比賽，我們獲得南區第

一名，但在六福村的決賽中，我們卻沒能得到總

冠軍。但結果不是重要的，而是學生們在過程中

的努力、流淚、挑戰自我和在陪伴中，我們看到

他們的成長，這些點點滴滴才是我們最寶貴的紀

錄。

在訓練、培養學生演戲的過程中，除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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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改變，社區居民對教會的友善和認同也大大

突破。

從2009年開辦陪讀班，社區居民看見孩子生

命的改變，也看見教會在社區中的重要性，社區

居民深信，教會有能力幫助孩子的品格和課業。

每年陪讀班的學生人數總是額滿，學生從後排延

伸坐到講台的十字架下寫功課。陪讀班開辦了6

年，我們考慮到最需要陪讀的年齡層其實是國中

生，又接續做國中生的陪讀班，教會內的空間不

夠、又多租借空間讓國中生使用。2015新學年，

有17名國中生、32名國小生參加課後陪讀，我

們教會因著陪讀班必須考慮買土地、建新堂的計

畫。

今年3月底，房東希望我們在一個禮拜的時

間搬家，社區的居民得知消息後，急得像熱鍋上

的螞蟻，不斷幫我們尋找房子。也因房東提高租

金─比我們原租金多了2.5倍，我們便著手尋找

建堂的土地。

在七月初我們找到土地也過戶準備建堂，社

區居民得知消息，紛紛拿錢到教會捐款，期待教

會可趕快動工興建。我們看見社區居民並沒有因

為宗教因素反對教會建堂，反而為我們奉獻，他

們是在用行動肯定和感謝教會為孩子們所做的一

切。

雖然我們的建堂基金仍有很大的缺口，目前

也還未辦理好建築相關程序，但我們常常用張茂

松牧師說的一句話來鼓勵自己，「關關難過關關

過」。雖然教會微小，但每天看著這一群孩子們

在教會中出入，一個孩子代表一個家庭也代表一

個希望，透過孩子們的改變，我們相信他們的家

人在未來也必定會走進教會，因為上帝的愛充滿

在我們當中。



16

愛，可以做的事

四大計畫經費預算 

項 目 經 費 用 途
計 畫 金 額

（新台幣/元）

東光計畫

資助東部原住民部落500-600位弱勢家庭

國中小學生、高中生學費與生活費。建立

課輔系統與職技能課程，培養生命突破力

與生活力。

5,500,000

小太陽計畫

資助全台450-550位弱勢家庭孩童學業輔

導、品格教育、才藝課程、英語戲劇發展

等。

6,400,000

曙光計畫

資助500戶急難家庭及個人，給予生活經

濟即時幫助含醫療津貼、年節慰問金等，

協助部分貧困家庭圓夢計畫。

3,000,000

更生重建計畫 辦理監受刑人與更生人教化服務工作。 100,000

整體活動經費 公益募款活動期間文宣與各式活動工作費 1,000,000

募款總目標 16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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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物資需求

活 動 項 目 預 計 數 量 贈 送 對 象

聖誕兒童舞台劇巡迴公演
120場

30,000份/人

雙北市國小（以偏遠地區小學為

主）、育幼院、輔育院、監獄與

醫療機構等

小太陽計畫、東光計畫 1，000份/人 40處陪讀點服務據點

曙光計畫之寒冬送暖暨

愛心義診活動
1,500人

弱勢家庭、獨居老人、安養院等

義診活動（山區偏遠村落）

城市有愛聖誕系列活動 500份 社區民眾

物資募集起迄期間：每年

10月至隔年1月。

愛心物資需求：兒童餅乾

與文具，家庭生活常用食

品，日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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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募方式：

1.街頭募款活動：

104年10月起至隔年2月，新希望基金會將於新北市、台

北市、宜蘭縣等外縣市地區進行街頭募款活動，區域包含

夜市商圈、百貨、捷運站商圈及觀光景點周邊等。

2.企業與個人捐助：

透過勸募活動之募款書、單張DM、及本會網站或相關電

子媒體平台，宣傳募款活動，使社會企業與個人參與愛心

捐款（搭配捐款送好禮活動）。

3.公益慈善募款晚宴：

透過募款晚宴邀請社會企業人士一起加入籌募公益計畫經

費，活動內容包含受資助孩童表演，現場愛心義賣品認

捐，及計畫單項認捐等，讓參與者傳遞愛與被愛的幸福。

4.發票捐：

鄰近社區、學校與個人，一起發起發票捐活動，匯集每一

分資源，籌募各計畫所需費用。

5.愛心義賣活動：

與百貨企業合作，透過商品義賣行為，增加募款收入。

勸募活動日期：

自104年7月15日起至105年6月30日止。

勸募活動地點：全國各縣市。

圓夢地圖
─傳遞愛與被愛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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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劃撥捐款

帳號：19612994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新希望基金會

ATM轉帳暨臨櫃匯款捐款  

銀行代碼：108 陽信銀行新店分行

帳號：05102-003-3370

匯款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新希望基金會

支票

抬頭：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新希望基金會

地址：23149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51號 新希望基金會會計部收

信用卡線上捐款

請上新希望官網（http://www.newhope.tw）→我要捐款

新希望基金會將於收到捐款後14天內開立收據，若您透過ATM並需要捐款收據，

請於交易明細上註明「收據抬頭、地址、聯絡電話」傳真至02-2918-0425

捐款洽詢02-2916-1575*531或526

衛生福利部募款核准字號：衛部救字第10401210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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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方式： 

1.本會募得個人、企業、民間團體捐款，依規定開立正式捐款收據

與捐款人，作為捐款憑證。

2.勸募活動期間，每半年於本會網站中公開徵信所有參與捐款者及

金額之明細。

3.活動結束後，將辦理情形及捐款明細報請主管機關查備。

4.每年度之年報會刊將刊載相關捐款之徵信明細。

節稅單據

1.本會收到捐款者之捐款後14天內開立捐款收據，作為企業或個人

年度報稅單據使用。

2.捐贈物資：將開立載明品名與數量之物資捐贈收據，若要作納稅

抵扣時，抵扣之金額部分

需向國稅局舉證實可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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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盛香珍）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五木拉麵）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欣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年來股份有限公司

高鼎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33學堂

三合豐針織有限公司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九垚精密陶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知音文創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造夢路上不孤單
─特別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們！

台灣神奇文具股份有限司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望愛基金會

福正紙器有限公司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Bravo FM91.3享榮有限公司

凱銳特國際有限公司

凱盈實業有限公司

番紅花有限公司

BOBBI BROWN ELCA INC. TAIWAN

仰正光國際有限公司

宸諾有限公司

阿邦師股份有限公司

輝柏股份有限公司

蜂之饗宴

打碗花農場

南島央滿田糧行

以及「你」及「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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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015年7月底勸募收支結餘表

項   目
2014年

金  額
比  率 內   容  

勸募收入 22,034,430 100.0% 含利息收入

東光計畫 6,535,739 29.7%
補助學費、課輔、晚餐、月票、鞋

子、夢想之旅

小太陽計畫 7,547,876 34.3% 18間教會弱勢學童、美語戲劇

曙光計畫 4,565,903 20.7%

急難救助、春節關懷及除夕圍爐、特

貧圓夢、清寒學生助學金、獎助學金

及行政費用

更生人重建計畫 123,565 0.6%
手抄本箴言書、受洗聖經、創意氣球

課程、聖誕糕及聖誕節餐盒

募款期間必要

行政開支
1,034,250 4.7%

採訪製作募款書、募款文宣、募款餐

會、街頭募款及行政費用

專案人事費用 1,514,026 6.9% 勸募及東光人事費用

結餘 713,07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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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基金會

簡  介

新希望基金會，全稱為財團法人台北縣私立新希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成立於公元2000年，會址於新北市新店區。

新希望基金會成立宗旨在於秉持基督愛世人之熱忱，邀集各界人士參與弱勢

關懷、急難救助、家庭重建、生命教育等慈惠事工，一同享受「施比受更為

有福」的生命。

透過各項專案計畫，資助弱勢家庭學子就學就養工作，亦幫助經濟貧困家庭

舒緩短期經濟壓力，開闢更生人庇護工廠，讓出獄之受刑人有一處穩定謀生

環境。另外，定期舉辦愛心義診與社區課程，關懷不同族群。我們期待每一

個家庭能重修破口，活出盼望。希望每位受助者獲得豐盛的生命，並擁有熱

情完成每個夢想。

每年9-12月，新希望基金會皆籌劃舉辦聖誕系列募款活動，以匯集各方力

量，幫助正忍受貧困、破碎及無助的個人及家庭。

誠摯邀請您加入我們的行列，一同領受分享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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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我和你的造夢計畫

2015「城市有愛」聖誕系列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