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社一部落，學習不落後 

扶輪偏鄉弱勢家庭學童課輔計畫 
全球獎助金編號: GG1528942 

一、 計畫緣起 

台灣一直有非常嚴重的教育落差問題，要考上最好的高中，學力測驗至少

要達 290分，但是很多鄉下的國中孩子，平均學力測驗卻只有不到 50分，有些

孩子到了小學四年級，仍不會加法，到了小學五年級，仍不會減法。至於英文，

情形更嚴重，很多弱勢家庭的孩子們在唸英文的時候，完全跟不上其他同學，

被迫放棄英文。 

我們該注意的是：大多數功課不好的孩子來自弱勢家庭，大多數弱勢家庭

的孩子功課也會不好。弱勢家庭的孩子功課不好，使他們長大成人以後，相對

缺乏競爭力，缺乏競爭力的人當然又是弱勢團體的一份子，因此我們必須知道，

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貧富不均問題勢必越來越嚴重，社會要付出的成本更

不在話下。 

要停止這種惡性循環，我們必須拉拔弱勢孩子們的學業程度，以教育協助

孩子脫離貧窮。我們發現弱勢孩子們往往回家不做功課，更不用提複習功課，

經常七年級只有二年級的程度，導致他們在往後的學習中屢屢受挫，直至放棄，

他們需要課業的協助，而且是由二年級教起！ 

在RI總會長黃其光「光耀扶輪」的就職演說中，要求了每位扶輪人試著點

亮一根蠟燭照亮身邊的，於是我們發想了這個計畫，也就是如果可以讓每一個

扶輪社，在每一個台灣的弱勢角落，設立扶輪課輔專班，找到合適的處所，請

專人依孩子不同的程度督導他們課業，每週五天、每天二小時，具體的拉拔弱

勢孩子的課業，看到孩子因我們點亮的這盞光而茁壯，這必然會是你我身為扶

輪人的驕傲。 

為驗證此構想的可行性，本社在 2014年嚐試了在南投縣信義鄉洽波石部落

試行，透過博幼基金會的協助完成了場地安排、教材規劃及召募培訓當地大學

生及部落居民為課輔老師，成功開設了 4班扶輪課輔專班輔導 20位弱勢家庭的

孩子，令人振奮的是，在短短的 4 個月中，與的孩子 80%都達成了在期初設定

的學習目標，因此我們進一步地評估了台灣的各個偏鄉角落，找出 14個偏鄉部

落共計 374位弱勢家庭學童，作為本計畫的服務標的。 

在此誠摯地邀請 貴社，一同參與本扶輪全球獎助金計畫，認養台灣一處



偏鄉部落！ 

二、 計畫目的： 

  本計畫主要是希望藉由各個扶輪社的力量，開辦針對偏鄉弱勢家庭學童的

扶輪課輔專班，期望協助弱勢家庭學童脫離弱勢及貧窮循環，縮短其學習落差，

讓弱勢家庭學童也可擁有平等學習的機會。 

三、 計畫時間：104學年度上下學期共計 8個月。 

四、 實施對象： 
偏鄉部

落 

弱勢家庭

孩童數 

開課 

班數 
部落/鄉鎮現況 

梅花部

落 
48名 9班 

梅花部落為尖石前山的大部落之一，隔代教養與單親比例最

高，居民以農作與打零工維生，生活狀態不穩定，尤以酗酒問

題為重。 

尖石國

小 
16名 3班 

尖石國小為前山最小的學校，人數約 30 人，位於部落與部落

之間，屬易忽略的不起眼學校，容易邊緣化，課師招募不易，

學童課業普遍有落後之情形。 

谷立部

落 

(石磊國

小) 

33名 6班 

新竹縣尖石後山為靠近中央山脈的深山地區，開發較晚

且道路崎嶇陡峻；居民以泰雅族原住民為主，多以務農

維生，無穩定收入，因此就業與經濟問題影響生活型

態。而原住民家庭通常同時具有經濟與文化雙重不利因素，

導致孩子在學習、心理、社會互動、文化刺激等層面較為薄弱，

同時難以獲得良好的生活條件與學習環境，便反映在孩子課業

學習成就的嚴重落差上。 

控溪部

落 

(秀巒國

小) 

34名 6班 

箔子寮

社區 
30名 5班 

由箔東村及箔子村組成，因鄰近箔子寮漁港，為漁村社區，社

區青壯人口外流，留下的工作人力大多集中在六輕工業區打零

工，農地鹽分高，不易耕種，社區缺乏其他教育資源，極需外

界教育資源的協助。 

文樂部

落 
32名 6班 

來義鄉居民屬台灣原住民排灣族群鄉境內多高山峻嶺，平均高

度在 300 公尺以上，地形崎嶇，坡度落差甚大 88 風災因為土

石沖刷致使來義國小學區的部落遷村到潮州鎮新來義社區，丹

林與來義、義林二村人口嚴重外流，丹林與文樂的居民生產大

多以農作物為主，其次大部份從事建築業鐵工。對外聯絡道路

需透過丹林大橋與文樂大橋對外連結，而古樓村是全鄉行政中

心所在地。鄉內唯一一所完全高中，博幼課輔學生從國小接受

課業輔導升上國中大部分都會就讀來義高中國中部所以還是

會持續上課輔直到國三畢業。 

古樓部

落 

來義國

／高中 

25名 4班 

丹林部

落 
10名 2班 

大肚國

小 
21名 4班 

新竹縣橫山鄉、一個傳統客家族群社區。橫山中心學童中有 4

成出身於外配家庭，先天上的文化落差加上經濟上的困境，使



橫山國

小 
20名 4班 

得家長在課業教導及學習資源方面較無法給予孩子足夠的滿

足。透過博幼基金會這幾年的協助，我們發現給予這些孩子學

習的機會後，孩子們的學習意願是如此高的令人驚喜，每學期

9成 7以上的課輔出席率以及學童參加課輔後成績進步的表現

就是最好的證明。 

龍井區 21名 4班 

龍井區為台中市區邊陲地區，區內屬於單親、隔代教養、社會

局列案家庭等家庭結構，經濟、教養功能較不健全者或失功能

家庭達六成，其家長因貧困或失功能，而無暇或無能照顧子

女，以致於這些學童因在課後乏人照顧，易在外流連，而有安

全、與不良組織接觸的隱憂。 

北勢國

小 
34名 6班 

北勢國小位沙鹿區，該校屬於單親、隔代教養、社會局列案家

庭等家庭結構，經濟、教養功能較不健全者或失功能家庭達六

成，其家長因貧困或失功能，而無暇或無能照顧子女，以致於

這些學童因在課後乏人照顧，易在外流連，而有安全、與不良

組織接觸的隱憂。 

竹林國

小 
30名 5班 

竹林國小位沙鹿區，該校屬於單親、隔代教養、社會局列案家

庭等家庭結構，經濟、教養功能較不健全者或失功能家庭達八

成，其家長因貧困或失功能，而無暇或無能照顧子女，以致於

這些學童因在課後乏人照顧，易在外流連，而有安全、與不良

組織接觸的隱憂。 

洽波石

部落 
20名 4班 

洽波石部落位於信義鄉濁水溪旁，學童主要為民和國小，全校

約 40人左右。民和國小除了民和社區的學童外，還有大約 1/4

的原住民學生(布農族)，與民和社區隔著一條濁水溪，步行約

20 分鐘。這兩個部落的居民大都是務農為生，工作難求年輕

人都外流，留在部落的家庭狀況幾乎都是隔代教養或單親家

庭，所以學童在學習這一塊相對的缺乏。 

合計 374名 68班  

五、 課輔場地規劃 
課輔場地將由博幼基金會協助本計畫設置 14處偏鄉部落之課輔場地，為考

量計畫之成本及永續性，以當地學校、教會、或社區活動中心為主。 

六、 課輔師資及教材 
本案之課輔老師師資將由博幼基金會協助本計畫遴選培訓在地之部落居民

擔任課輔老師，並於課輔開辦前為課輔老師進行教學技巧、班級經營、同理心

等訓練，並進行教學心得分享。課輔期間亦持續對課輔老師安排英數教育訓練

及課輔所需之班級經營等研習課程。 

並使用博幼基金會編著之英、數及閱讀三項科目教材(含分級檢測試卷)進

行教學。 

七、 扶輪課輔專班執行規劃： 
(一) 課輔科目：主科－英語、數學；副科－閱讀。 



(二) 開設班別：採小班制，每班 4~6人，按學童英、數程度分班。 

(三) 課輔時間：每週 5天，每天 2小時(17:00~19:00)，於學童放學後進行。 

(四) 出席管理： 

1.出席控管：專人負責學童出席掌控，學童如無故不到，協助之部落課輔

老師將立即通知學生家長，或直接至學生家中拜訪，以瞭解

學生未到課的原因。 

2.結案處理：課輔期間，學童曠課次數累計達 5次者，或請假次數累計超

過 8次以上（不含病假），將通知家長取消其參加資格。 

(五) 學習檢測：學期課輔期間，每兩週進行一次英語、數學檢測；了解學童

之學習情形，做為調整班級及教學參考。 

(六) 獎勵：課輔結束時，將頒獎表揚全勤、學習成績進步的學生。 

(七) 成效評量： 

1. 學童之出席狀況統計。 

2. 每二週英語及數學科進階檢測及成績進步統計。 

八、 預期成效： 

目的 成效 指標值 

協助課輔學童穩定學習 

課業輔導服務人數 380 

學童課輔出席率 90% 

提高學童學習成效 

數學檢測： 
達學童個人設定學期目標比例 

80% 

英文檢測： 
達學童個人設定學期目標(L1~L20)比例 

80% 

九、 經費預算：  

經費科目 數量 預算單價(TWD) 預算複價(TWD) 

場地使用費用 14處各 8個月 0(免費提供) 0 

場地水電費用分攤 14處各 8個月 2,000 224,000 

師資培訓費用 70名 15,000 1,050,000 

師資車馬費用 70班各 32週 600 1,344,000 

上下學期教材費用 380名 800 304,000 

獎勵品 70班每班 5份 450 157,500 



合計(NTD) 3,079,500 

合計(USD) 100,343 

十、 扶輪焦點領域 

本計畫符合六大焦點領域中之「基礎教育及識字(Basic education and 

literacy)」。 

十一、 經費來源 

來源 Geo 
地區(國家)  

Country 
贊助社 Sponsorship 

贊助金額 

(USD) 

目標 Target 

(USD) 

國內 

 Local 
台灣 Taiwan 

3480 DDF  $5,000  

 $46,343  台北信義扶輪社  $11,343  

各友社 PHF指定捐款  $30,000 

國外 

International 
 各友社 PHF指定捐款  $19,000   $19,000  

Global Grants DDF 5,000+ CASH 60,000*0.5  $35,000   $35,000  

預算合計  $100,343  

十二、 計畫永續性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預計將在 14 個偏鄉社區培訓至少 70 名合格在地志工

教師，並於各地導入有效的課輔班運作模式，在本計畫結束後，透過教學成果

的展現，將可使每一位參與的志工獲得成就及肯定，持續投入在既有的課輔班

運作模式下持續運行，而課輔班運行所需的小額經費(如師資提升、教材、水電

費用等)則可由部落鄰近的扶輪社或公益團體自行認養即可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