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城鄉無距、愛不打烊」專案申請表
申請日期：西元 2018 年 01 月 15 日

項目
學校名稱

位置與簡介

師生數

家長從事行業

當地經濟活動

107 年度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城鄉無距 愛不打烊」專案
屏東縣佳佐國小中興分校弱勢學童課後照顧實施計畫
屏東縣佳佐國小中興分校
我們的學校（屏東縣佳佐國小中興分校）地址為：92304 屏東縣萬巒鄉新
置村中興路 27 號；中興分校位於屏東縣萬巒鄉與來義鄉的交界，學生大部份
為閩南族群，還有學校中有 30%的原住民排灣族同學從其他學區前來就讀，中
興分校位處大武山的山腳下旁，是個偏僻的鄉村學校，分校距離佳佐本校約 5
公里，車程大約 5 分鐘，另外學校到附近較熱鬧的潮州鎮大約 12 公里，車程
大約 15 分鐘，我們學校小朋友購買文具及民生用品大多到潮州鎮較多，潮州
鎮可說是我們學校的生活中心。
中興分校現有班級數 6 班，學生現有有 44 位。其中排灣族原住民學生 13
位，父母離婚或亡故的單親學生 7 位、隔代教養的學生有 1 位；新移民子女
學生有 4 位；中低收入戶家庭的學生有 20 位孩子，許多學生同時具有上述幾
種弱勢家庭的情形，目前總計全校弱勢的家庭孩子數共計有 18 位，佔全校學
生約 40%需外來資源協助；若加計原住民學生共有 31 人，需資源外助的學生
就佔全校學生數 70%。另外目前佳佐國小中興分校全體教職員工數共有 10 人。
目前中興分校的家長大多數以打工、務農為主，且有工作的人不多，因為
經濟不景氣，偏鄉工作不多，所以在家待業或打零工的家庭還蠻多的。
中興分校地處平地與山區的交界處，學校靠近山區，學校周圍大多是台糖
的農地，所以大部分的家長皆務農，或者到外縣市去做工，靠著微薄的報酬
來扶養家庭，實在辛苦。少數家庭除軍警人員有穩定工作外，大部分家庭經
濟狀況不是很好，社區內主要經濟活動，還是要靠子女長大外出工作維持家
計，對於孩子教育經費的投入相當有限，完全以學校教育為主，因此學校對
當地區民非常重要。

屏東縣佳佐國小中興分校：高世豪主任
本案學校聯絡人 電話：(08)7832300 、 0910-778164
電子信箱：ubaqkao@yahoo.com.tw
申請捐助項目

學童課後才藝及補救教學班

申請捐助總金額 160000 元
申請捐助期間
贊助項目緣由

107 年度(2018/02/21~2018/12/31)
本校與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良善的緣分已經邁入第五年，想起本縣教育處
長多次提及學校是孩子的最後一道防線，教師應在孩子需要的時候盡力協助
他們，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責任，我們必須給孩子更多的資源，感
謝基金會的朋友們帶著我們需要的資源來協助我們，一過已經四年了，佳佐
國小中興分校的孩子真的幸運，帶著感恩的心，我們全體師生會傳承總裁的
遺志，把這份愛傳承下去。
受到國際影響，這幾年社會環境景氣較不好，也衝擊到我這種偏鄉學校，
1/4

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城鄉無距、愛不打烊」專案申請表
申請日期：西元 2018 年 01 月 15 日

由於學校地處偏鄉，周遭的環境皆是台糖土地，家長只能靠外出做工維生，
許多學生家庭經濟能力不是很好，家長每日為了生計，不斷奔波，每日早出
晚歸工作勉強養家活口，還有此地區家長的社經地位普遍較低，透過文化複
製，學習的馬太效益會產生，孩子沒機會接受補救教學及其他才藝教育的孩
子，會愈來愈弱勢，所幸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的出手援助，補足我們不齊的課
後才藝照顧班經費，師生們非常感謝。目前老師們在課後補救教學上更能做
得好，由於學校師長的經濟能力有限，想幫助的孩子太多，基金會的資金協
助，讓孩子在學校課程學習之餘，還能利用課餘聘請一些專長教師多學一些
才藝，經過四年的發展下來，目前學校的孩子，已經一人至少學到兩、三項
才藝，真是感謝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的幫忙，功德無量。
由於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的領頭羊示範，目前學校老師也會每月自發性的
捐助金錢，協助經濟困難的學生家庭，我們希望透過我們微薄的力量也像基
金會一樣，能解決孩子、家長的一些困難，透過這幾年基金會在孩子課後藝
能學習上的補助，中興分校的孩子已經擁有基本帶著走的能力，學生課業上
及才藝方面上的表現在屏東縣已經小小有名氣了，真是感謝基金會的幫助，
我們會將這份愛傳下去，感謝您們，感謝張榮發爺爺的發願，我們師生會傳
承你的遺志，將來去幫助更多需要關懷的人，更感謝基金會成員們用心的協
助在鍾德美執行長的帶領下，為我們偏鄉小校努力，謝謝您們，非常感恩。
透過貴會四年多來的協助，學校將貴會最寶貴的資源，在中興團隊的努
力下發揮最大的教育效益，目前我們規劃課後照顧活動如下：現在每週一、
二、四、五下午放學後低中年級的同學都享有課後課業，國語、數學、英語

獲獎紀錄

補強及陶直笛隊、大鼓隊、繪畫課等活動，這些活動對於弱勢的孩子，可讓
孩子在安定、快樂的童年生活中涵養健康、活潑、友善創意等學習基本知能，
我們希望讓全部孩子都擁有五育中的各項基本能力，同時也讓弱勢學生擁有
自信，希望全校同學都有正確的人生觀，並具有感恩與回饋社會的信念。
透過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的幫助，孩子在 106 年度的各項表現上都有亮眼
的成績，以下分享我們的喜悅：
106 年度主委盃躲避飛盤賽 榮獲國小乙組第一名 106.03.18
106 年度徐匯扶輪盃全國青少年躲避飛盤錦標賽 榮獲全國第二名 106.05.07
106 年度福音盃躲避飛盤賽 榮獲國小乙組第一名 106.09.23
106 年度主委盃躲避飛盤賽 榮獲國小組第二名 106.12.02
106 年度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獲國小高年級組跆拳道品勢第一名 106.02.17~19
106 年度徐匯扶輪盃全國青少年躲避飛盤錦標賽 106.05.07
榮獲少年女子組個人擲遠賽第一名、榮獲少年男子組個人擲遠賽第二名
106 年度主委盃跆拳錦標賽 106.06.04
榮獲少年級女子組 對練 50 公斤級 第一名
榮獲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品勢紅一帶組 第一名
榮獲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品勢黃帶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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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品勢黃帶 A 組 第一名
106 年度防災教育【宣導創意微電影】徵選競賽 106.12.15
榮獲國小組甲等
指導老師：葉碧櫻、魏杏如
參加學生：吳秉駿、潘芊卉、賴子祈、許芳瑜、郭宇芹
106 年度榮獲佛光山屏東講堂贊助參與三好校園雲水書坊繪本創作出書，
書名：【海鷗叔叔】
補助款執行計畫

106 年度底開始由各班級任導師提報最急需課輔之學生名單，校方彙整
後連同申請公文提出，待核撥經費至學校後，再由學校依內部程序核銷統籌
運用，我們依計畫專款專用於學生身上，並於執行完畢後通知貴會，如有實
際狀況調整，我們也將通知貴會同意後調整。原則上希望每位偏鄉學童都能
享有學習向上的機會。落實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的精神，讓資源極小化，效益
極大化。

預期效益

目前中興分校的學生透過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的補助，我們預期在才藝課
程及補救教學上。
一、能增強中興分校學童更多元的能力，讓分校學童擁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二、培養中興分校學童具有適應未來社會的基本能力，擁有帶著走的能力。
三、透過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的協助，給孩子魚吃不如教孩子如何釣魚竿，翻
轉孩子的學習，讓中興分校學童向上提昇。

回饋計劃

我們相信每一份資源的補助，背後都透露善心人士的期待，站在教育的
立場上，我們希望孩子能養成感恩惜福的觀念，所以對於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補助的協助，校方會在課程進行中讓孩子利用所學，對象以學校師長及張榮
發慈善基金會為主，敘寫一篇感恩的心得或製作感恩卡片，讓孩子能惜福愛
福，另外我們也於前年將這份愛分享到附近怡康園養老院，讓長輩們倍感窩
心，去年我們也透過社區的打掃清靜家園活動及基金會來訪時的捐發票做公
益活動，並目的是讓孩子學會感恩的心。藉由基金會的來訪及典範感召，我
們希望孩子能發揮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精神。
目前校方利用期初校務會議時與老師們達成共識，我們會利用課堂時間
或校園作文閱讀比賽活動，以主題:感謝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帶來「城鄉無距 、
愛不打烊」之愛，為主軸，做為我們閱讀寫作的創作靈感，希望孩子們能吃
果子拜樹頭，學習飲水思源的做人道理。
這學期學校舉辦的校內閱讀或說故事比賽中，就有小朋友以張榮發慈善
基金會「城鄉無距 、愛不打烊」之愛，為主軸:將基金會朋友提供資源協助
中興分校課後課業，國語、數學、英語補強及發展陶直笛隊、大鼓隊、繪畫
課等活動情況做簡述，而且還說明為何要參加這些才藝課程的原因，學習這
些才藝後對自己有甚麼幫忙？未來有機會要感謝幫助的人有哪誰?(學校、家
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幫助我們的人)，小朋友將課後才藝課的議題融入自
己的感恩素材中，所以其說故事比賽的素材就有許多；例如有中興陶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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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課、課業補強課、英語學習感想、感謝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等。
助人為快樂之本，希望透過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的拋磚引玉、讓孩子們
學到釣魚的方法，並且透過基金會典範的楷模學習讓孩子們維持自尊，感覺
自己也有能力助人，學校透過參訪怡康園養老院、寫卡片給長輩、幫助我們
的人、及清潔社區清淨家園、捐發票做公益等，讓孩子也能幫助他人，落實
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回饋社會，推己及人的利人情懷。

壹、107 年度佳佐國小中興分校需求預算表：
一、課後照顧費用(課後輔導、陶直笛、大鼓隊及繪畫課)、講師鐘點、耗材等
參加學生

講師費

人數

（每節）

每班
10-15 人

耗材

實施節數

合計

備註

外聘講師
400

216

86400

內聘講師
260

216

56160

17440

全年度

17440

合計

執行授課時間（106.2.21-106.12.31）每週
低年級 9 節；中年級 3 節合計 2 班共 12 節，
一學期 18 週，全年度 36 週共計 432 節課；
外聘才藝專長講師 216 節，內聘補救教學講
師 216 節。
材料費不足部分，再由校內善心人士自籌
160000 元

總計：新台幣 壹拾陸萬元 整

本會亦會視申請人數或學生狀況，擇部份貧困家庭進行訪視，以深入了解該區域經濟困難狀況，
提供更多延伸協助，感謝申請單位的配合。

肆、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同意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承辦人： 高世豪

主任：高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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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鄒美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