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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度服務成果報告 

壹、計畫目標： 

一、於全台各地設置社區關懷據點，提供弱勢家庭兒少、弱勢婦女、弱勢老人公益服務，

以協助其需求滿足，生活困境得以解決。 

二、協助弱勢社區及當地弱勢民眾發展社區產業，解決弱勢民眾的就業問題，並增加社

區公益服務基金。 

貳、計畫目的： 

  本計畫透過社區關懷據點的服務，期盼能達到以下目的： 

一、培力社區：營造「社區一家親」文化，促使社區發展成為具友善關懷功能的大家庭。 

二、弱勢支持：「幫一個弱勢者、就是幫社會解決一個危機家庭」；協助社區弱勢家庭加

強家庭功能之完整。 

三、保護兒少：提供各項兒少服務，改善社區兒童及青少年偏差行為，減少兒童及青少

年於社區中遊蕩。 

四、在地關懷：及時近便提供在地老弱婦幼福利服務及關懷行動，建立服務及資源平台，

讓需求者及服務者皆能在當地社區得到陪伴與培力，並凝聚社區共識及活化動能。 

參、計畫執行期間﹕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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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名稱 服務對象 服務區域 

基隆據點 弱勢家庭兒少、長者 基隆市七堵區 

古亭據點 長者 台北市中正區永春街周邊 

萬華據點 長者 台北市萬華區 

新莊據點 弱勢家庭兒少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次分區 

台中據點 弱勢家庭兒少、長者 台中市南區長榮里及周邊里 

台南據點 弱勢家庭兒少 台南市新市區社內里周邊 

屏東據點 弱勢家庭兒少、長者 屏東縣里港鄉南進路 1-1號 

花蓮據點 弱勢婦女 花蓮縣吉安鄉 

肆、服務成效： 

一、弱勢家庭兒少服務： 

 

(一) 課後照顧班：開設 8 班課後照顧班，提供 137 名弱勢家庭兒少長期福利服務，共 服務

13619 人次。 

聘請國中小課輔老師各 1 名，志工 1~2 位，協助、輔導完成學習作業、培養學習態度、

帶動讀書之風氣，為學習落後之同學提供補救教學；並提供愛心晚餐，制定生活及學

習規範，激勵孩童自律及提升生活自理能力。由社工針對個案及其家庭進行評估，擬

定服務計畫，並適時與學校、社區資源團體召開個案研討會，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以增

進關懷輔導成效；社工不定期提供課輔老師、志工相關社工處遇及知識，並協助課輔

家庭類別統計 

接受本會服務的家庭類別，以經濟弱勢家庭 56％最高，其次為單親家庭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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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調整課輔班之經營、品格教育、生活教育之教案設計執行，以協助課輔班學童適

性學習，重建學習興趣及提高學習表現。本會共辦理課後照顧班 8 班，分述如下： 

 

據點名稱 開班狀況 

基隆據點 國小班共 2 班 

新莊據點 國中班 1 班、國小班 1 班 

台中據點 國中班 1 班、國小班 1 班 

台南據點 國中小 1 班（混班） 

屏東據點 國小 1 班 

 

(二) 暑假營隊：共服務 2050 人次 

暑假期間聘請導師，並安排志工協助國中小階段之學童完成暑假作業，並安排品格教

育、才藝學習、趣味休閒活動…等，充實學童生活及知識，培養正當休閒活動，給予

寓教於樂的安全空間。 

據  點 服務量 

基隆據點 586 人次 

新莊據點 427 人次 

台中據點 103 人次 

台南據點 217 人次 

屏東據點 717 人次 

(三) 團體輔導﹕辦理 17 場次，235 人次。 

聘請專業團體輔導帶領者，針對弱勢家庭兒童青少年透過支持性團體輔導，設定一致之

團體目標，引導學員建立正向之價值觀及態度。 

(四) 親職教育或親子活動﹕辦理 18 場次，418 人次。 

藉由親職教育協助成員的親職問題能得到處理，提升參與成員之親職功能。舉辦親子活

動，於活動過程中增進親子、兒老代間互動、溝通，並使弱勢家庭於生活壓力中獲得短

暫喘息機會，滿足其長久時日未曾達成之休閒需求。 

(五) 服務學習﹕183 人次 

帶領弱勢兒少定期進行社區掃街服務，透過環境清潔掃街活動回饋社區，或至安養院關

懷長者，同時加深與社區的連結。 

(六) 兒老共學：1166 人次 

帶領弱勢兒少關懷社區長者，透過與長者間的互動，讓弱勢兒少懂得去關懷社區長者並

學習付出，以柔軟的心態接納照顧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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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者服務： 

  辦理弱勢老人共餐、送餐、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及健康促進等服務，並深入瞭解弱勢老人

的需求，協助連結所需的資源，以使社區裡的弱勢老人可以獲得良好的照顧。 

（一）關懷訪視：服務 109 人次 

針對社區內弱勢、獨居、行動不便或其他需要關懷訪視之長輩進行訪視、量血壓等保健

服務，並列冊管理，藉由與長輩聊天了解及關懷長輩們的身心狀況和福利需求，給予情

緒支持，社工員進行評估後進行處遇，必要時予以會談、諮商，協助連結醫療照護及社

會福利資源，並鼓勵長輩走出家門，參與社區活動，與人交流。 

（二）電話問安：服務 652 人次 

透過電話問安，了解平日較少到關懷據點參加活動及行動不便的長輩生活狀況，如家庭、

與親友及鄰居互動、健康、生活安排等，讓其感受關懷，並將高風險個案轉為關懷訪視

並做適當的評估及處遇，連結社會福利、醫療照護資源，必要時安排轉介服務。 

（三）健康促進、文康休閒：服務 10715 人次 

辦理靜態與動態的內容，透過活動帶領，增加長輩對健康之管理，進而改善健康狀況，

且善用各種人力、物力資源，針對長輩們的需求規畫不同類型的活動，如舉辦安全保健

講座、知識成長學習、體適能帶動及檢測、身體機能活化運動、依體積大不傷長輩眼力

的教材為原則設計手工藝創作課程內容、音樂輔療、節慶活動、團體遊戲等。 

（四）餐飲服務：服務 5142 人次 

每次健康促進活動後，以集中用餐方式提供營養餐食，或是針對無法來據點之長輩提供

送餐服務，此能維持健康需求外，亦可減少高齡老人炊食之危險及購物之不便，幫助老

人與社會接觸，獲得情緒支持。另外，每季有一至二次的餐點製作，讓長輩們自給自足，

而且不只是製作自己要吃的餐點還製作兒少餐點。長輩可以藉此分享生命經驗給小朋友

聽，提升長輩自我價值感，也讓弱勢兒少獲得照顧。 

（五）服務量： 

服務方式 基隆據點 古亭據點 萬華據點 台中據點 屏東據點 

健康促進 388 5186 823 423 1335 

文康休閒 49 1186 642  683 

長者共餐 72 2152 1191 392 1335 

電話問安  141 349 74 88 

關懷訪視 1 6 22  80 

 



5 

 

一○六年度膳食處成果報告 

膳食處自 105 年 9 月底開始營運至今，提供新莊地區經濟弱勢原住民婦女、以及低收單親

婦女就業機會，僱用失業者照顧弱勢、培養就業能力，也與扶輪社 3520 地區合作一起供應了

雙北市 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8 月共 10 萬個愛心便當，嘉惠了 20 各社區鄰里的弱勢獨居老人並

提共愛心便當至社區弱勢兒少。 

壹、實施期間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貳、106 年度各項服務內容如下： 

單位整體 

發展目標 

一、環宇基金會秉持著理運大同篇「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念，深耕社區成立全省據點，對弱勢家

庭中的兒少、婦女及老人提供完善的照顧系統，並積極輔導他們參與

社區活動，提升自我能力，有效化解困境，轉化為社區的付出者。 

二、因著深耕社區的理念，於新莊區成立愛心廚房，提供弱勢者工作機

會，並培養一技之長，除穩定其經濟生活外，亦透過送餐服務關懷社

區獨居老人與弱勢兒少。                                                                                                                                                                                                                                                                                                                                                                                                                                                                                                                                                                                                                                                                                                                                                                                                                                                                                                                                                                                                                                                                                                                                                                                                                                                                                                                                                                                                                                                                                                                                                                                                                                                                                                                                                                                                                                                                                                                                                                               

膳

食

業

務 

計畫目標 

一、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提供 5 名弱勢失業者或非自願性離職者就業機會。 

二、惜食計畫-減少資源浪費 

    辦理惜食計畫，募集新鮮不美觀的食材製作餐食，以抒解社會上資源 

    浪費的問題；並銷售惜食便當，盈餘用於支持本會社區服務據點，受 

    惠更多弱勢族群。 

三、社區關懷 

    持續透過本計畫進行愛心送餐服務，提供弱勢族群穩定之餐食服務。 

計畫內容 

1、期待透過青山廚房餐食供應的銷售，促進地方發展，提升社會福祉，創

造失業者在地就業機會；亦創造當地弱勢族群(如：單親婦女、二度就業

婦女以及中高齡失業者)就業機會。 

2、提供弱勢失業者工作機會外，並以青山廚房為據點，辦理相關職前訓練、

在職訓練、技能培訓課程等，改善其居住環境及生活條件。 

3、辦理惜食計畫，募集新鮮不美觀的食材製作餐食，以抒解社會上資源浪

費的問題。 

4、提供社區弱勢兒少及老人共餐與送餐服務，並銷售餐食供應，盈餘用於

支持本會社區服務據點，受惠更多弱勢族群。 

產品/ 

服務內容 

1、餐食供應：由新莊青山廚房工作製作，並由廚房原人力進行銷售。 

2、愛心便當：由廚房工作製作與送餐，關懷社區弱勢兒少及老人。 

3、教育訓練：提供多元就業人力職場倫理、規範，以及健康飲食相關教

育訓練課程，提升多元就業者正確職場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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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計畫 

一、鎖定行銷客群 

    結合里長與拜會資源單位(如獅子會、扶輪社、學校、社福單位、社 

    區關懷協會長照 2.0、新莊鄰近工廠等)，提供餐食供應、餐食供應 

    之文案宣傳單張、進行簡報說明，達成合作計畫，銷售惜食便當。 

二、 提高客群回流及服務品質確保 

    透過顧客滿意度問卷調查，瞭解服務使用者對惜食便當之滿意度，作 

    為產品與服務持續精進之依據，以穩定客群、進行口碑行銷，並透過 

    工作人員每日原物料準備與補充、每日交接之工作日誌、清潔檢查報 

    表及銷售報表等確保服務品質。 

三、標準化服務流程 

    明確建製工作人員職掌、分工及工作流程，以及「風險管理及危機處 

    理作業手冊」，依照風險辨識、風險分析、風險評量等準則，進行風 

    險評估，以確保程序之遵循及安全性。 

四、提升淨收益率 

    透過銷售報表，瞭解餐食供應、銷售之情況，每月進行銷售會議之討 

    論，以提升淨收益率。 

五、策略聯盟 

1、結合「台北農產公司」、「食物銀行」募集食材，減少資源浪費。 

2、結合「新莊區雙鳳里辦公處」、「牡丹心社區發展協會」，由其提供社區   

  及鄰近地區獨居老人、失能老人及弱勢兒少名單，由本會提供午晚餐。 

 

叁、服務效益 

（一）創造就業機會層面： 

1、創造就業機會之比例及可行性：提供多名就業人力工作機會，並辦理職前、在職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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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趨勢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提示

支出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總計 趨勢

公益 1,792 1,258 2,471 1,876 2,098 2,397 1,423 1,986 1,891 1,645 1,945 1,875 22,657

金額 $107,520 $75,480 $148,260 $112,560 $125,880 $143,820 $85,380 $119,160 $113,460 $98,700 $116,700 $112,500 $1,359,420

商業 7,362 5,772 11,383 12,162 13,410 15,322 12,243 11,076 1,200 1,561 5,224 5,106 101,821

金額 $184,050 $173,160 $341,490 $364,860 $402,300 $459,660 $367,290 $332,280 $72,000 $93,660 $313,440 $306,360 $3,410,550

營業額 $291,570 $248,640 $489,750 $477,420 $528,180 $603,480 $452,670 $451,440 $185,460 $192,360 $430,140 $418,860 $4,769,97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公益

金額

商業

金額

營業額

能相關培訓，並透過定期督導制度持續就業之意願與動力。 

2、餐飲技能訓練：協助就業人力餐飲技能之培訓，提升就業意願與就業能力。 

（二）社會發展層面： 

1、弱勢照顧：新莊雙鳳里低收入戶人口為南新莊之冠，新莊廚房設立於新莊雙鳳里，亦

提供附近弱勢族群與失業對象工作機會，更結合「新莊區雙鳳里辦公處」、「牡丹心社

區發展協會」，提供社區及鄰近地區獨居老人、失能老人及弱勢兒少午、晚餐。期待透

過愛心廚房，幫助社區弱勢兒老，更提供當地弱勢族群的就業機會，協助困難的家庭

能夠再站起來，也回應本會社區一家親的宗旨。 

2、惜食計畫-減少資源浪費：募集新鮮不美觀的食材製作愛心便當，以抒解社會上資源浪

費的問題。 

 (三) 106 年膳食供餐營業額合計新台幣 4,769,970 元 

 

 

 

 

 

 

 

 

 

 

 

 

(四) 送餐成效表 

服務成效項目 餐盒數量 

惜食餐盒(台北市) 101821 個  20 個社區 

弱勢兒少、老人共餐 14257 個  三個社區據點(古亭、萬華、新莊) 

獨老送餐(中、晚) 8400 個 

新莊活動供餐 5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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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度花蓮據點成果報告 

花蓮據點自 105 年底成立，投入在地婦女培力工作，期望經由烘焙工坊學習及實體門

市銷售經驗，建立弱勢婦女自信心，達成婦女培力之三力：「自我勉勵」、「自食其力」，進

而能幫助他人的「自力利他」。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通過 106 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計畫「宇愛幸福婦女培力

工坊」計畫，本據點以多元方案計畫為主軸，投入婦女培力工作，拓展據點服務。 

壹、 實施期間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貳、 106 年度各項服務內容如下： 

參、 服務效益 

一、 106 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計畫：「宇愛幸福婦女培力工坊」 

1、經濟總營收： 

106 年度多元方案總營收為：97 萬 2887 元，包含「門市營收」、「市集擺攤」、

「餐盒訂單」、「中秋月餅營收」等。107 年度計畫預計營收訂為 131 萬 7700 元，

期望計畫第二年執行能達成預期效益，成為穩定拓展在地服務的基石。 

 

2、市集擺攤參與： 

服務成效項目 場次 受益人次 備  註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1 年 2500 人次 
106 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宇愛幸福婦女培力工坊」計畫 

經濟型計畫營業額 1 年 972,887 元 
「宇愛幸福婦女培力工坊」計畫 106 年營

業額總收入 

市集擺攤活動 9 場次 800 人次 市集擺攤活動接觸宣傳推廣估算人次 

人員考照培訓 1 場次 4 人次 
4 名培訓學員考取丙級烘焙證照 

(3 名丙級麵包、1 名丙級蛋糕) 

社區烘焙課程活動 15 場次 280 人次 社區照護中心辦理烘焙體驗課程 

社區桌遊服務活動 7 場次 190 人次 社區照護中心辦理桌遊課程 

據點烘焙教室課程 2 場次 40 人次 
6 月糖霜餅乾體驗班 

7 月創意甜甜圈體驗班 

烘焙教室外展活動 1 場次 35 人次 銅門國小烘焙外展課程 

承辦花蓮縣政府促進

在地婦女就業課程 
3 場次 70 人次 

承辦花蓮縣政府 106年度促進在地婦女就

業課程「美麗在我．烘焙幸福」 

愛心送麵包- 

兒少、弱勢家庭 
18 次 300 人次 

花蓮善牧中心兒少據點-飛炫屋 

吉安鄉稻香村地區弱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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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共參與市集擺攤活動共 9 場次，其中 5 場為中小企業總會辦理的「社

企愛市集」活動。參與市集擺攤活動讓工坊的媽媽們走出門市，體驗在人潮流動

當中第一線的展售及叫賣。「社企愛市集」台北車站場是我們 106 年度參加最大

的一次市集擺攤，工坊的媽媽們初次遠征台北大都會，大家都抱持著緊張又期待

的心情，想將自己做的健康美味麵包銷售一空。在這場市集中，我們共達成了 3

萬多元的業績，在當天的攤位當中是前幾名的；而工坊媽媽們也勇敢的踏出攤位，

主動跟路過的旅客介紹親手做的美味麵包。這次經驗讓我們對於自己做的服務和

成果有莫大的成就感。 

市集擺攤活動除了對於工坊有實質的經濟及宣傳效益之外，我們最注重的是：

工坊媽媽們從活動中學習到的東西。從計畫初期 3 月份的縣府活動擺攤，我們只

是簡單的做平面的商品陳設及標價牌；到暑期七星潭、光復糖廠的觀光景點設攤，

工坊的媽媽們已經漸漸從幾場實務經驗和觀摩其他攤位學習，學習到如何做出商

品陳設的層次，以及從消費者的角度思考如何吸引民眾。我們看著這些媽媽們一

年下來的改變，真的很感動有這個機會讓大家共同學習成長。 

 

3、公益服務活動 

本會參與多元方案除了協助弱勢婦女培訓就業之外，也致力於在地公益服務

活動。106 年度期間共辦理社區烘焙課程及桌遊活動共 20 餘場次，服務人次為

500 人次左右。其中主要服務對象為：國軍花蓮總醫院(805 醫院)的日間照護之家。

我們除了辦理烘焙課程、桌遊活動之外，也籌辦護理之家的慶生會活動和節慶類

的活動(如：端午樂包粽)。而在這些服務的過程中，我們也帶領著多元方案進用

的工坊媽媽們一起服務；我們希望工坊的媽媽們也能從服務的過程當中建立自信

心，並且和我們一起推動公益服務的善的循環。 

 

4、教育訓練及輔導考照 

我們執行方案的重點之一即是完善的教育訓練及輔導考照，除了有全套丙級

烘焙考照的教育訓練課程之外，我們也為進用人員特別規劃了「美妝及儀態」的

課程，經由這個課程能讓工坊媽媽們認識和發掘自己的美麗，並且學習職場應對

與儀態。經由課程訓練後，工坊媽媽們也覺得自信心有相當的提升。 

11 月份時，工坊的媽媽們前往新北的莊敬高職挑戰考丙級烘焙麵包(蛋糕)證

照；這一年每天實際在烘焙廚房當中實作的累積，終於在考試當中開花結果。共

有4位工坊的媽媽成功考取證照，其中 3位更是一開始沒有烘焙相關經驗的新手。

這些工坊媽媽整年下來努力學習的過程是我們感到最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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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據點活動 

花蓮據點於 106 年度也在據點的教室分別辦理了「糖霜餅乾體驗班」、「創意

甜甜圈體驗班」兩場親子課程體驗活動。希望能和社區民眾增加互動，建立良好

的社區及據點關係。這兩場活動都獲得不錯的迴響，參與的親子們也都希望我們

能多開幾場相關的活動，讓父母和孩子們能夠一起親子共玩烘焙，增進親子關係。

另外我們更將課程拓展到花蓮的「銅門國小」，讓偏鄉的小朋友們也能跟我們一起

體驗烘焙的樂趣。 

 

在 12 月時，花蓮據點與台灣生命之光協會共同合辦「聖誕愛-認識生命價值

與愛的美好」活動。共同教育花蓮在地的孩子們，認識自身生命的價值以及愛的

美好。活動結合身體及生命課程、烘焙體驗及夢想繪畫。看著這些未來國家小樹

苗在活動中展現出希望，讓我們感到相當滿足。 

 

三、106 年花蓮縣促進在地婦女就業計畫-美麗在我‧烘焙幸福 

花蓮據點除了申請勞動部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外，也經由花蓮縣政府勞資

科提供的資訊，申請承辦 106 年花蓮縣促進在地婦女就業計畫，並獲得計畫通過。

本次計畫主題為：「美麗在我‧烘焙幸福」，以單日全天課程的型式，辦理美妝保養、

儀態訓練以及烘焙實作體驗課程。每場次招收在地弱勢婦女 20 人，共辦理三場

次。 

我們希望經由美妝和儀態課程建立弱勢婦女自信心，並融合烘焙實作體驗讓

參與課程的民眾能對烘焙產業的職場有初步的認識。三場活動辦理吸引不少在地

婦女參加，也期望經由課程後能促進這些二度就業的婦女們能更有自信投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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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度「國際服務~希望磐石計畫」成果報告 

一、貧童助學計畫 

   (一)尼泊爾助學 

助學對象 82位，

包含 1位大學生

Nima  

Charikot 地區： 

女子學校 Shree Pashupati Kanyamandir Secondary School  

(11 位貧童) 

Gorkha 地區： 

1.Prinathiti Primary School (21 位貧童) 

2.Gorkhalii Primary School (23 位貧童) 

Jiri 地區： 

高山學校 Shree Chhahare Primary School (26 位貧童) 

執行服務內容 

1. 每月發放助學金 1,500 尼泊爾盧比給每位貧童,6000 尼泊爾盧

比給大學生 Nima Tenji Sherpa，貧童的家長/監護人簽領獎學金

時,需簽收領據並拍照為證。 

2. 聘請社工每兩個月至貧童家做家訪,訪視紀錄並定期回報給資

助人。 

3. 每學期請社工至學校向老師收取評量表(Evaluation Form),了解

平常上課情形,並側面了解貧童家庭情況。 

4. 感謝卡：學童每人親手製作一張感謝卡,以文字或圖畫表達感

謝,每半年寄給學童的資助人。 

5. 助學報導：助學金報導上傳環宇基金會官網以及環宇國際服務

臉書。 

 

   (二) 雪巴育幼院 

   104 年 7 月成立，收留大地震後雪巴失學的孩童，初期提供溫飽。105 年 8 月正式命

名為雪巴育幼院，目前收容 18 名院童，就讀 Holy Angel Public School。環宇每月資

助 120,000 尼泊爾盧比，用於育幼院的營運以及孩子們的食宿、教育與生活所需。經

院長和社工悉心的照顧，院童無論在學業或其他領域表現都非常的優秀！ 



12 

 

 

 

 

 

 

 

 

 

 

 

 

 

 

 

 

 

 
   



13 

 

 
雪巴育幼院的孩子與剛來到這裡的情況，進步很多，不僅快樂學習，更能健康成長！ 

 

  (三) 印度拉達克 

106 年 5 月與國立交通大學服務學習中心續簽合作備忘錄，共同執行印度拉達克 

Jamyang School 文殊學校學童資助計畫，雙方合作宣傳拓展，共發放 560,754 元(等

值台幣)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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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服務微電影計畫 

活動名稱：「愛尼翻轉命運系列」微電影專案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ICEF） 

執行時間：106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12 日 (9 天) 

活動地點：尼泊爾雪巴育幼院、Charikot 女子學校、Jiri 高山小學 

參加人員 攝影剪輯 1 人、拍照加文案 1 人、志工 1 人 

拍攝地點 

特別助學個案住家：Nima Tenji Sherpa、 

女子學校助學個案住家：Asmita Karki、Rupa Thami 

高山小學助學個案住家：Angpasi Sherpa、Tenji Sherpa 

服務學校：Charikot 女子學校、Jiri 高山小學 

育幼院相關：雪巴育幼院、院童就讀之天使中小學、預定建院地點 

拍攝說明 

1. 真實呈現服務個案生活及家況、助學金對個案的幫助 

2. 呈現院童起居作息學習情形、居住空間狹窄擁擠 

3. 呈現預定建院地點周圍環境 

微電影成果 

1. 垃圾堆上的醫生夢-Nima Tenji Sherpa https://www.peopo.org/news/344999 

2. 我是女孩我要上學-Asmita Karki 

    https://www.peopo.org/news/345927 

3. 相依為命的母女-Rupa Thami 

    https://www.peopo.org/news/347805 

4. 漫漫上學路-Angpasi Sherpa 

    https://www.peopo.org/news/346417 

5. 燈泡下的資優生-Tenji Sherpa 

    https://www.peopo.org/news/347255 

6. 瓦礫中的新希望-雪巴育幼院 

    https://www.peopo.org/news/350897 

成果分享方式 

1. 官網：https://www.peopo.org/tag/123577  

2. 臉書：Icef 環宇國際服務

https://www.facebook.com/helphelpnepal/?ref=bookmarks 

3. Peopo 公民新聞 https://www.peopo.org/soon  

4. Youtube https://goo.gl/PxeCBp 

5. 統聯客運公益贊助播放「垃圾堆上的醫生夢」 

        

https://www.peopo.org/news/344999
https://www.peopo.org/news/345927
https://www.peopo.org/news/347805
https://www.peopo.org/news/346417
https://www.peopo.org/news/347255
https://www.peopo.org/news/350897
https://www.peopo.org/tag/123577
https://www.facebook.com/helphelpnepal/?ref=bookmarks
https://www.peopo.org/soon
https://goo.gl/PxeC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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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媒體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