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VBS信望愛永續基金會 

【分享愛無限】執行成果報告 

募款日期 : 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1日起至 110年 9月 30日止 

 項目 金額 

收入 募款期間所得 (含利息)  27,001,025 

必要支出 公益餐會 883,821 

行銷宣傳活動 410,103 

手續費 359,480 

帳務處理 321,274 

 

一、 善款服務對象： 

捐助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導致捐款收入銳減的社福團體，以服務身障者、

高齡者或疾病患者之社福團體共20家。 

機構名稱 服務對象 

1.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肢體障礙，脊髓損傷者 

2.台灣盲人重建院 後天視障者，必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3.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 

4.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愛加倍庇護工場 身心障礙者 

5.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身心障礙家庭的父母及健康手足 

6.樂山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樂山

教養院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7.瑪喜樂社會福利基金會/喜樂保育院 
6歲以下遲緩兒童，8歲以上中~極重

度智能障礙.多重障礙者. 

8.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 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弱勢兒少 

9.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弱勢獨老 

10.屏東畢嘉士基金會 失能/失智長輩 

11.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心智障礙家庭 

12.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罕病小胖威利   

13.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憂鬱症及老/病/殘/童/危機認同等憂

鬱症高風險/低資源之族群 

14.社團法人桃園市唐氏症家長協會 唐氏症 

15.愛恆啟能中心 成人身心障礙者 

16.瑞復益智中心 
0-6歲以前及 18歲以上，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或發展遲緩證明者。 

17.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身心障礙者 

18.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心智障礙 

19.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台東縣 18-50歲心智障礙者 

20.主愛社會關懷協會 銀髮族、弱勢家庭兒少 



二、善款執行成果： 

捐助機構一：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捐助金額：1,608,825 元 

壹、服務對象 

協助脊髓損傷朋友達成生活重建目標，並在其間習得脊髓損傷後有關的自我照顧及居家

護理的知識及方法，並透過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讓傷友獲得身理及心理上的健康。 

貳、執行計畫 

計畫各式生活自理訓練  

(1)生理知識:正確認識脊髓損傷與預防後遺症的發生，提昇自我照護能力 

(2)體能訓練:加強傷友身體的活動力及適應能力強化肌耐力，以儲備行動自主之能力，

以提升生活品質，減緩身體功能的老化速度。 

    (3)生活訓練:透過日常生活技能訓練，以提昇自立生活的能力及觀念 

(4)諮商輔導:透過諮商及輔導過程，協助傷友自我覺察、接納自我而產生正向改變的動

力，進而開發個人潛能，提昇問題解決能力以適應環境 

(5)社會適應: 透過專業心理諮商人員帶領團體輔導課程協助傷友面對心理困擾，克服心

理及環境的障礙，增進人際互動的自信，重新學習面對人群，以達成獨立自主、回歸社

會為目標。 

(6)職前訓練:了解就業市場，發掘職業興趣，選擇就業方向，培養就業能力，增進就業

的企圖心，為就業做準備。 

(7)組織規範:認識中心及各脊髓團體的運作，傳承中心的助人精神，以強化脊髓團體的

凝聚力。 

(8)其他課程:透過相關以瞭解社會政府相關福利政策資源、無障礙環境改造的認識並透

過社團活動陶冶性情。 

叁、成果 

(1)建立完備的脊髓損傷者生活自立及職能訓練機制，包括：團體工作、諮商技巧、生活

技巧、輔具運用、無障礙環境運用、生活模式標準化及職能訓練等。(2)設置完整無障礙

環境，供學員訓練期間住宿、使用，使學員習得全方位生活技能，習得獨立生活之能

力。 

 

 

 

 

 

 

 

 

 

 



捐助機構二：財團法人台灣盲人重建會 

捐助金額：1,430,078 元 

生活重建訓練及職業重建訓練 

壹、服務對象 

    主要針對全台灣 18-65歲中途(後天)失明之視障者 

貳、執行計畫 

從生活依賴 → 生活獨立 ;從領救濟金 → 自力更生;從被扶養者 → 養家活口。視障者在學

習期間本院免費提供住宿、餐點及師資，讓視障者可以無後顧之憂安心學習，課程中視障者

能學習生活自理技能、定向行動訓練、點字摸讀、盲用電腦、科技輔具並考取丙級按摩技術

士證照，照顧自己生活起居及職場就業，重新回歸社會。 

此次募集視障朋友生活重建課程訓練費(包含:定向行動-視障朋友能獨自在外行走、生活自

理、點字摸讀、盲用電腦、手機及科技輔具) ，減少視障者對於家庭及社會的倚賴，降低家

庭照顧負擔及社會成本，提升視障者社會參與及自理能力，避免社會排除現象，使視障者回

歸家庭生活。 

 

叁、成果 

視障者在重建院學習生活獨立、習得一技之長、自給自足，並重新與社會接軌，再次重拾希

望迎向嶄新人生 

 

 

 



捐助機構三：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捐助金額：1,001,054 元 

〜關懷聾合〜 

聽障關懷員培訓服務聽障老人計畫 

壹、服務對象 

平安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主要服務對象為 6歲以下、18歲以上之聽障人士，本

次計畫訴求對象則為 65歲以上聽障長者 

貳、執行計畫 

一、 促進高雄地區的聽障服務相關團體的合作。 

二、 主動進入各福利服務單位安排志工培訓與宣導課程，提升服務聽障者的敏感

度。 

三、 培訓聽障關懷員來關懷聽障老人。 

 

參、成果 

一、 主動進入各福利服務單位宣導，提升服務聽障者的敏感度：年    

度宣導單位至少 16 個單位，幫助聽障老人可以開始使用社區資源。 

二、 培訓聽障關懷員來關懷聽障老人：培訓至少 12位聽障關懷員，當中至少有

4位聽障關懷員可以穩定的關懷聽障老人的服務人次至少 80 人次。 

 

 

  



捐助機構四：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愛加倍庇護工場 

捐助金額：1,036,806 元 

壹、服務對象 

致力於服務身障朋友就業及生活照顧關懷服務 

貳、執行計畫 

1.成年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及相關服務方案辦理 

2.日間照顧服務及相關服務方案辦理 

3.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及相關服務方案辦理 (如:身障者電梯設置) 

4.協助身障者參與社會活動(如:路跑)之辦理 

5.募款之必要文宣推廣用品支出 

 

參、成果 

由各項活動辦理，讓社會大眾認識身心障礙朋友，進而瞭解身障者各項社會支持概況。

其中為服務更多身心障礙者的就業需求及家庭雙老化之照顧問題，有了更長遠的輔導就

業及安心養老的規劃，提供日間照護，以幫助身障者生活自理，一面減輕家庭照護負

擔。  

 

    

  



捐助機構五：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捐助金額：1,358,574 元 

家庭共好喘息營 

壹、服務對象 

愛奇兒(即身心障礙兒)之家庭(包括父母及手足)關懷 

貳、執行計畫 

兩天一夜活動設計 

• 團體融合活動由志工精心設計---幫助家庭融入環境與群體，促進彼此認識，提昇他

們自在感及信任感。 

• 專業心理師帶領父母及手足進行 4.5小時的課程---透過專業，幫助父母及手足接納

自我與內在需求，及引導家人共同健全發展。 

• 有志工一對一陪伴愛奇兒---由專人陪伴照顧愛奇兒，父母與手足可以安心接受服務

成果 

叁、成果 

    1.志工針對愛奇兒的年齡、身心特質進行分組活動，使用遊戲、藝術創    

      作、陪伴照顧等方式，提供家庭喘息照顧服務。 

    2.藉由團康、晚會進行及身處自然優美的環境，為愛奇兒家庭營造親子 

      歡樂的時光。 

    3. 安排專業師資帶領志工進行交流互動，提升志工團隊凝聚力及肯定服務    

       價值。 

    4. 由專業師資團隊共同為父母、手足設計 4.5小時心靈成長課程。 

 

 

  



捐助機構六：樂山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樂山教養院 

捐助金額：1,251,318 元 

壹、服務對象 

本院 126名院生中有 89%為重度及極重度的身心障礙者，其中大多數來自於弱勢家庭。 

籌募膳食營養支持費用的目的在於促進身心障礙者生理機能的確保改善，維護其身

心健康狀態。智障者大多合併許多代謝性疾病，而便秘更是智障者常見與營養相關

的健康問題，因此亟需營養師介入給予專業的營養評估、追蹤與飲食建議，製作適

合質地且營養充足的飲食，以維護院生之健康。 

 

貳、執行計畫 

1. 針對服務使用者方面：營養狀況評估、每月體重監控、營養不良或有慢性疾病者給予

飲食建議並持續追蹤評估、每年依健檢報告追蹤評估。 

2. 食物準備方面：協助建立營養均衡之循環菜單、協助建立廚房採購、驗收、烹調、供

應流程、需特殊疾病飲食者給予飲食計畫、評估機構衛生、食品安全設施作業並提出

改善建議、其它機構特殊需求。 

 

參、成果 

1. 提供院生健康、營養的餐飲食品，增進攝取營養來源 

2. 舒緩院方永續提供服務的困境 

3. 有效協助 126名院生獲得飲食照顧及家庭安心 

4. 提升個別化服務，改善需特殊飲食個案之健康 

5. 藉由均衡營養有效協助院生促進身體機能活化 

 

 

  



捐助機構七：瑪喜樂社會福利基金會/喜樂保育院 

捐助金額：1,430,078 元 

二林院區教學大樓空調設備更新計畫 

肆、服務對象 

1.二林院區： 

早期以收容教養小兒麻痺及貧困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西元 1991 年轉型托育養護 1.5 

歲~45 歲智障、多障兒童及成人服務，提供教養、訓練及相關支持服務。 

服務量：提供全日型住宿 108 人及日間托育服務 12 人。 

2.萬合院區： 

於西元 1997 年成立，提供 18 歲以上智障、多障及 40 歲以上失智症者之生活照顧、技

藝陶冶、健康維護、休閒活動等服務。 

服務量：提供全日型住宿 120 人。 

伍、執行計畫 

將汰換二林院區教學大樓二樓老教不堪使用之中央空調設備老舊，歷經多次維修已不堪

使用，以提供適當的空調溫度調節，提昇服務對象生活品質，幫助機構節能，降低電費

成本。 

陸、成果 

(一)汰換老舊設備，達成節能及使用安全。 

(二)促進生活及服務照顧品質提升。 

(三)結合社會資源，創造公益價值。 

 

 

 

  



捐助機構八：社團法人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 

捐助金額：1,072,558 元 

「儲」藝教室裡的咖啡夢-兒少技能輔導計畫 
柒、服務對象 

1. 年齡限制為 15至 20歲兒少 

2.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清寒家庭之兒少 

3. 中輟、拒學及高關懷家庭之兒少 

4. 學習障礙(需經本會社工評估) 

強化學習弱勢之青少年自我肯定及動機，輔導學習障礙之青少年時間運用及策略，增加社

區失學少年適性學習動力及技能。 

 

捌、執行計畫 

1. 由取得證照之專業咖啡師帶領學員基礎咖啡課程與專業技能，兩位咖啡助理老師協同

指導，並由社工或單位志工作學員學習觀察紀錄 

2. 於固定時段每週一開放下午 1 點至晚上 9 點開放社區兒少至咖啡屋學習、觀摩與享用

一杯免費咖啡(須出示學生證、圖書館借書證等證明文件) 

3. 進行 40 堂咖啡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協助至少 30 位兒少學習 

 

玖、成果 

1. 建立兒少自我信心與培養一技之長 

2. 培養兒少學習專注力調適上應注意之事項 

3. 建立成員人際關係與互動情形並發掘自我獨特性 

4. 使成員藉由一技之長之培養來學習進入社會後的應對與調適  

 

  



捐助機構九：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捐助金額：1,072,558 元 

後山花蓮弱勢獨居老人暨貧困家庭扶助計畫 

壹、服務對象 

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會，長期以專業整合性服務走入全縣各角落，關懷服務弱勢

獨居 老人及貧困家庭。自許為「後山邊緣的護欄」，特別是幫助急需卻不符合政府補助資格

的案主。 

貳、執行計畫 

1. 透過送餐讓獨居長者由社工每天固定時間供餐 

2. 提供弱勢獨老及貧困家庭經濟扶助金 

3. 藉由佳節關懷計畫送給弱勢獨老與貧困家庭基本生活物資和肉粽/月餅 

參、成果 

透過協會專業社工於第一線的整合服務，幫失依老大人和貧困家庭在生命的暗處點上亮

光。不只是身體上的照顧，更希望藉由和老大人互動、真誠的慰問與關懷下，讓獨居長

輩們感受到生命晚年的祝福。 

 

 

 

 

 

 

 

 

 

 

 

 

 



捐助機構十：屏東畢嘉士基金會 

捐助金額：1,430,078 元 

「潮。高年級生體育班」服務計畫 

壹、服務對象 

    將拓展熟齡健康促進服務，打造「高年級生體育班」，規劃 65歲以上高齡者專屬的團體

運動空間，透過專業運動教練帶領、搭配專業體健設備，提供長輩團體及個人課程。 

 

貳、執行計畫 

    以屏東縣潮州幸福館為據點，添購專業肌力訓練運動機台以及瑜珈墊、彈力帶等

室內團體運動訓練所需之器材；並且將中心舊有車輛撥款經費重新整理改裝，以利作

為接送長輩至場館運動之交通車。 

 

參、成果 

以有氧運動、肌力訓練、柔靭性訓練及平衡訓練等，促進高齡者養成規律的運動

習慣，使他們享有更好的健康狀態與身體功能，也較有獲得健康老化或活躍老化

的機會。 

 

 

  



捐助機構十一：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捐助金額：1,144,062 元 

5291(我愛 joy)一塊健走趣〜陪身心智障礙家庭多走一哩路 
壹拾、 服務對象 

身心障礙者、社會大眾和企業志工。 

協助身心障礙及其照顧者走出戶外，並邀請企業志工陪伴，讓更多人一起關懷一起扶持

身心障礙家庭，並連結社會大眾一起付諸實際的行動，給予弱勢族群支持與幫助，進而

完成社會倡導的目標。 

 

壹拾壹、 執行計畫 

 

壹拾貳、 成果 

1.讓更多身心障礙家庭享受與正常人一樣走出戶外，享受大自然，增強體能、減緩老化。  

2. 長期照顧特殊兒讓家庭難以喘息，特殊兒成為家庭重心，父母及手足逐漸失去自我，經

過本次活動增加弱勢家庭與家人之間的親子關係。  

3. 經由社會企業志工的陪伴建走，讓企業增加社會責任，也讓志工們更近距離的認識弱勢

族群，更了解如何與他們相處，並創造後續的連結，為創造安和樂利社會盡一份力量，讓

社會充滿更多愛與希望。  

 

 



捐助機構十二：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捐助金額：1,108,310 元 

分享一點愛、愛將無限大—助小胖威利自立培力計畫 

壹、服務對象 

罕病小胖威利患者   

貳、執行計畫 

一、安家安心--貧困家庭經濟扶助，以每年為一期，預計補助 20個病友家庭。另因應特

殊急難事件，辦理單次性急難救助經濟補助，以協助因特殊家庭變故事件，致經濟

拮据的小胖家庭。 

二、健康復健方面：依照小胖威利生理狀況，計導入物理、職能、語言與心理及肢體開

發等課程項目，期加強小胖威利及其他身心礙障者健康管理能力，以保持其身體健

康，維護其生命權利。 

三、新辦威利工作坊自立培力課程：就本會服務經驗，病友於畢業離校後，若無法被穩

定安置，病友往往在外遊蕩索食、偷食、搶食，最終的照顧責任仍是回歸家庭。小

作所的成立，不僅能讓病友在工作中獲成就感、和社會大眾有互動機會；及家長們

獲喘息等，多方需求皆因此被滿足。 

參、成果 

依小胖威利服務對象個別發展狀況，透過有目的、有意義的活動，來增進個人在感覺動

作、社會心理與認知方面的能力，以訓練小胖威利及其他障別病友，瞭解人際互動技

巧，發展正向之溝通互動技巧，學習做自我的情緒管理，與他人相處更加和樂融洽。進

而經由改造環境、提供輔具等來增進服務對象的獨立自主的能力，使能夠從事職能活動

無礙。 

 

 

 

  



捐助機構十三：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捐助金額：1,394,326 元 

(一)服務對象 

    1.機構老人，以憂鬱症及失智患者為優先 

    2.對憂鬱症、身心健康議題或老人服務有興趣之志工 

(二)執行計畫 

1.培訓憂友志工並陪伴成長 

培訓憂友志工以及其他志工，由自我開始練習調心、調身、調息三大步驟，練習整理自身情

緒，紓解自身身體壓力，以達到減壓效果。進而使志工們將同樣的方式教導長者，推己及

人。 

2.促進健康老化，預防憂鬱症 

本方案帶領老人透過簡單運動、穴道按摩，以改善免疫力；透過正確呼吸練習，以調整內

氣、疏通經絡，促進健康老化，達到憂鬱症之改善及預防。 

3.促進活力老化，達到情緒減壓 

本方案擬透過身體舒展、手做及敘事療法，以增加活力、抒發情緒，促進活力老化，達到情

緒減壓的效果。 

(三)成果 

    肯愛協會於憂鬱症及身心健康領域服務已達十七餘年，今年因 COVID-19疫情情形擔心群

聚感染，而服務大多改為線上課程，但熱情及想服務的行動不減，透過線上與老人互動。 

    肯愛服務對象廣雖然跨年齡層族群，但其中老年憂鬱症的困境更需看重的原因是，台灣

老年人口日漸增多，而老化常常會模糊了老人憂鬱症的疾病關注，因愛再相聚服務方案~正是

以失智長者憂鬱症預防性治療為前題，也就是在中醫治未病的理念中，推動支持性養生課

程，並結合憂友志工培訓，讓失智老人在不可避免的老化過程中，能保養以健康最佳化的生

活品質，進而預防憂鬱等身心症的發生。 

 

 

  

 
 



捐助機構十四：社團法人桃園市唐氏症家長協會 

捐助金額：1,215,566 元 

壹、服務對象 

1.建立桃園地區唐氏症者服務資訊網→協助唐寶寶家庭，給予各項支持。 

2.成立唐寶寶學習中心→辦理唐氏兒早期療育、職業技能訓練、輔導就業、才藝課程

等。 

貳、執行計畫 

1. 聘請社工配合市府與社區活動向大眾宣導及參加各項社會福利活動 

2. 辦理身心障礙者潛能開發訓練與活動 

(1)聘任專業才藝教師在唐寶寶學習中心辦理各項學習課程 

(2)藉由身心障礙者才藝展演及多元活動的進行，讓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關懷、

接納與支持將大有裨益。 

(3)聘請專業教保老師提供雙薪家庭寒、暑假期間唐氏兒的安置 

(4)聘請專業講師藉由講座活動讓身心障礙者的家庭更了解狀況進而解決問題，並提

供照顧者家庭喘息紓壓的課程 

參、成果 

.透過活動的辦理，增進身心障礙者與社區的參與互動機會，進而提升身障者自信與自我

肯定；亦使社會大眾瞭解唐氏症者可以走出家庭，參與各式活動，經過訓練課程，可以

有工作的能力，能夠再次進步成長！此外，照顧者也能藉由活動相互認識、分享經驗，

進而解決問題。 

 

  



捐助機構十五：愛恆啟能中心 

捐助金額：1,215,566 元 

 
壹拾參、 服務對象 

服務 18歲以上共 40名的成年身心障礙成年，秉持著「讓每一顆來到愛恆的心享有快

樂、陽光、希望」的精神，陪伴成年身心障礙者成為社會生產者。 

 

壹拾肆、 執行計畫 

提供多元又便捷的服務場地，設有無障礙的環境與安全設施。支持服務對象每週參與，

健康與安全、居家生活、社會適應、社會參與、人際關係、休閒、技藝陶冶、作業活

動…等適齡適性的日間個別化服務。設置啟能服務，現有 14位較年長之身障者在此接受

技藝陶冶、體能健康、樂活生活。展能服務現有 7位，接受適性的作業活動與文康休

閒。附設慢飛兒庇護工場，提供 19位青年在此接受庇護性就業服務，領有固定薪酬，並

享有勞健保與特休假的手心翻轉自信生活。 

 

壹拾伍、 成果 

1. 提供新竹地區 40位成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與手心翻轉服務。 

2. 提供 21名學員，參與作業活動、休閒文康等，幫助其獲得自我肯定，每日 8小時，

每周 22天。 8時 x22天 x12個月=2112小時的日間活動時間。 

3. 提供 19名庇護員工在工場內工作，每日 8小時，每周 22天。 

4. 8時 x22天 x12個月=2112小時，手心翻轉成為家庭經濟提供的生命價值。  

5. 辦理學校、企業生命和生態教育等宣導活動，每年 40場 x30人=1200人的參訪與志工

服務。 

 

 



捐助機構十六：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捐助金額：1,358,574 元 

我就近的慢漫學苑~建構智能障礙者在地老化準備安南據點服務計畫 
壹拾陸、 服務對象 

建構安南區首家日間照顧服務，協助憨老者在社區安老自立生活，讓 40名身心障礙長者

不用長途奔波至安平服務，並提供家庭喘息資源，補充正能量，以多元服務陪伴身心障

礙者及其家庭走希望的路。 

 

壹拾柒、 執行計畫 

1. 硬體設備：以安南分部為基地，提供都會偏鄉地區的憨老日照服務，目前安南一樓為發

展遲緩幼兒使用，調整一樓空間現況，進行裝修。並向上增建二(憨老日間照顧服務)、

三樓(住宿體驗服務)。 

2. 軟性服務：屋舍增建竣工後，將開啟大台南都會偏鄉的憨老服務，協助安南區、安定

區、西港區初老、憨者及其家庭生活自我管理、健康促進、情緒管理、社區自立支持、

社區參與、家屬喘息和臨托等服務。 

 

壹拾捌、 成果 

1. 老幼服務的共融促進 

2. 在地老化多元服務的執行，包含生活自我管理及社區自立支持 

 

  



捐助機構十七：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捐助金額：1,108,310 元 

身心障礙者活動空間修繕計畫書 

壹、服務對象 

一、早期療育 1.2~6歲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知孩童及家庭 

         2.0~6歲疑似發展遲緩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孩童及家庭 

    二、成人中心-18歲以上、60歲以下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成人 

貳、執行計畫 

    一、活動空間地板耗損，需重新修繕減少意外發生的機率 

    二、牆面油漆損壞，重新粉刷後提升環境空間使用品質 

    三、活動教室房門鬆脫，汰換舊式房門，增加身心障礙者出入的便利性 

叁、成果 

    一、重新整修成人身心障礙者活動空間地板，將其原本損壞及隆起的部分  

        重新補平及鋪設，使地面能夠較為平整，提供身心障礙一個安全的活  

        動環境 

二、重新粉刷修補活動空間牆面，提供身心障礙者舒適的活動環境 

三、汰換成人活動空間的房門及浴室門，依其空間條件，將部分門汰換成推拉式，增加

身心障礙者使用的便利性，其他房門則重新汰換，減少其對地板的磨損及增加開闔

的便利性，此外也考量乘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進出，因此在門底部加上鐵片，增加

門的使用年限。 

 

 

  



捐助機構十八：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捐助金額：1,108,310 元 

辦理「愛的補給站-心智障礙者生命品質提升」勸募使用計畫 

壹、服務對象 

服務18歲以上成人心智障礙者,目前基金會系統設有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希望家園、真善美

家園三個園區,主要服務內容從憨兒的生活自理、職業陶治、老年安養...等服務、諮詢與轉

銜。 

貳、執行計畫 

(1)年度親子旅遊：於基金會系統機構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希望家園、真善美家園以及

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於各院區辦理旅遊服務，增加心智障礙著與社會社區能有緊密的互動

與學習。 

(2)社團多元活動：目前設有籃球社、彩妝社、串珠社以及律動表演社以及太鼓打擊社，期待

服務對象身心靈可以雙向提升，情緒能穩定、增加自我肯定。 

(3)音樂輔療：從學習音樂的節拍中，讓心靈更舒暢。 

(4)身體律動：從身體律動的感受中，讓情緒更穩定。 除了延身專業知識與固定的多元性的

職能治療的安排外，更從社團發掘才藝，使其心智障礙透過掌聲，更能提升自我價值與自我

肯定。 

叁、成果 

1、採購充足及完善的照顧教材資源，落實對服務使用者的關懷、輔導與服務。 

2、辦理服務使用者社區適應及旅遊等相關方案活動，增進服務使用者與社區外界資源接觸互動之

機會。 

3、辦理相關專業知能課程增進專業服務人員之服務品質及照顧技能之提昇。 

4、辦理相關方案活動，提升服務使用者的生活廣度，豐富其生命經驗。 

5、透過相關宣傳讓社會大眾更加瞭解心智障礙群體，加強社會教育幫助大家認識並接納身心障礙

者，讓資源與需求得以連結，藉此提升其生命之品質。 

 

 



捐助機構十九：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捐助金額：1,394,326 元 

憨兒照顧支持服務勸募計畫 
壹拾玖、 服務對象 

  1.身障憨兒 

  2.台東縣中度、重度身心障礙者的家庭 

協助陪伴身障憨兒及中高齡身心障礙者與其家庭面對其老化問題，提早準備適應老化的生

活，同時，規劃安排家庭照顧者的諮詢服務，鼓勵家庭一起準備面對，協助其建立照顧老

化身心障礙者的相關知能和家庭照護方面的支持。 

 

貳拾、 執行計畫 

3. 網路宣傳：牧心網站、社群網站、其他網站連結等。 

4. 電子文宣：設計電子 DM、暖心故事。 

5. 媒體宣傳：TVBS信望愛永續基金會協助新聞報導/媒體推廣 

 

貳拾壹、 成果 

1.讓 80 名以上台東縣中度、重度身心障礙者的家庭受惠，減輕長期支付安置費用及照顧的

壓力。 

2.填補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的缺口，以服務更多需要被幫助的人。 

3.透過生活訓練、職業陶冶等課程，協助身障憨兒過著規律且具有意義的生活。 

4.解決身障憨兒因障礙或老化所帶來的身體機能衰退現象，透過團隊的介入提供個別化的

老化適應課程以預防及延緩老化。 

 

 

  



捐助機構二十：主愛關懷協會 

捐助金額：1,287,070 元 

課輔班計畫 

壹、服務對象 

銀髮族關懷陪伴與健康促進；弱勢家庭兒少課後輔導與保護 

 

貳、執行計畫 

於雙北地區(三峽、鶯歌、萬華、板橋)成立服務弱勢家庭兒少之傳愛課輔班，承接弱勢學童

的保護與照顧；除了聘請專業教師授課指導以外，亦提供學童課輔時的午/晚餐，讓望來自脆

弱、高風險家庭的孩子有地方安心寫功課、有人陪伴得到良好的品格教育 

 

叁、成果 

辦理弱勢家庭子女課輔班，陪伴孩子完成作業、培養品格情操、情緒管理、社交人際互動，

並藉由增進才藝能力、提昇其自信心，健全孩童身、心、靈。 

 

 

 

  



三、勸募活動方式： 

■ 愛無限公益餐會 

為促進社福團體有機會彼此交流互相扶持，TVBS信望愛基金會與北、東、南區社

福機構，於12月聖誕節慶提供三場豐盛的饗宴，慰勞整年辛苦服務的社福人員及

受助者。 

 

2020.12.05 台北場-元福樓 

近 800位朋友們、共 37個社福團體

共度喜樂時光。 

TVBS基金會捐助對象/脊髓損傷潛

能發展中心、台灣盲人重建院、喜

樂愛加倍庇護工場、天使心家族社

會福利基金會、樂山教養院、瑪喜

樂/喜樂保育院、臻佶祥社會服務協

會、喜樂家族基金會、小胖威利病

友關懷協會、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桃園市唐氏症家長協會、愛恆啟能

中心、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主

愛社會關懷協會 

 

2020.12.10 花蓮場-福蓉大飯店 

花東地區 5家公益團體、350位受

助長者與社服人員共同參與。 

VBS基金會捐助對象/財團法人台

東縣私立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為

主。以及花東地區老人之家、榮

⺠之家及花蓮縣各文化健康站、

社區關懷據點推薦之長者。 

公益餐會-高雄場 

 

 

 

2020.12.13 高雄場-翰品酒店 

南部 13家公益團體、240名社工與

受助者參加。 

TVBS基金會捐助對象/畢嘉士基金

會、屏東勝利之家、瑞復益智中心、

平安社會福利基金會。 

 

 

 



■ 行銷宣傳活動 

分享愛無限募款記者會 

邀請藝人林心如擔任愛無限募款活動大使，召開記者會與拍攝宣傳廣告，號召大眾一齊發揮

愛心。 

 

拍攝電視募款公益廣告 

 

 

 

 

 

 

 

 

 

 

 

 

 

至社福團體(盲人重建院)擔任志工 

 

 

 

 

 

 

 

 

 

 

 

 

 



捷運公益廣告-南港軟體園區、臺大醫院、中山站、龍山寺 

 

名人藝人擔任愛心大使 

愛心大使江坤俊+韋汝訪視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愛心大使鄭凱云訪樂山教養院，與院生一同彎腰學整地翻土 

 

 

 

 

 

 

 

 

 

 

 

 



20家社福團體新聞報導 

由 TVBS知名主播，深度探訪、報導二十家社福團體的故事，進而號召民眾捐款。 

新聞主播名單:秦綾謙、古彩彥、錢麗如、黃星樺、張靖玲、張允曦、彭志宇、柳采葳、游皓

婷、李頂立、謝向榮、沈瑾暘、黃斐瑜、藍于洺、楊茜雯、黃怡文、詹舒涵、彭惠筠、吳安

琪、蔣志偉 

 

 

 

 

 



 

 

 

 

 

 

 

 



名人藝人拍攝勸募 VCR 

  

 

 

 

 

– 

 

 

 

 

 

 

 

 

 

 

 

 

 

 

 

 

 

 

 

 

 

 

 

 

 

 

 

 

 

 

 

 



 

 

 

 

 

 

 



TVBS 節目介紹 

T觀點特別報導 

 

 

藝人獻聲合唱愛無限 

為分享愛與關懷，為台灣社會注

入希望，音樂製作人陳威全創作「

愛無限」系列活動主題曲，並由知

名作詞人吳易緯填詞，由Ryan、小

筠180、方志友、江坤俊、宋明樺

、呂學翰、李昀熹、林予晞、柳燕

、侯鐘堡、房思瑜、祈錦鈅、林子

閎、麥克斯、許書華、許藍方、許

書豪、張耀仁、郭文頤、章廣辰、

陳彥廷、曾子余、黃鐙輝、楊佩潔

、楊晴、楊銘威、劉敬、趙岱新、

鄭凱云、謝雨芝、羅小白、蘇宗怡

等32位TVBS家族藝人一起錄音獻

唱，希望透過音樂撫慰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