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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搶救受飢兒 

幫助受飢兒健康長大 給他們一個脫貧的希望。 

 

 一、緣起 

在台灣，有 63 萬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約有 20 萬個中低收入戶的孩子、10 萬多個隔

代教養的孩子、13 萬多個單親貧弱家庭的孩子，其中特別容易因經濟和照顧疏忽而三餐

不穩定的孩子，需要我們的關心。 

 

許多學校會將午餐的剩菜打包給這些家境貧困的孩子，讓他們在晚上可以跟家人一

起食用不致挨餓。這些孩子多半生長在隔代教養、單親與原住民家庭，早上常因家中無

法準備或沒有錢購買早餐，而餓著肚子上學，嚴重影響上課學習的效果。 

 

世界和平會長期以來關注全國各縣市貧弱家庭孩童之營養問題，長期提供貧弱與偏

鄉學童愛心早餐服務；寒暑假期間則提供每日三餐愛心餐劵。除此之外，缺少社會資源

的貧弱孩子也鮮少機會接觸藝文活動，世界和平會多年來特與九歌兒童劇團合作，.皆於

全國各地舉辦「兒童劇慈善公演活動」，今年已邁入第十七年，提供貧童參與觀賞藝文活

動之機會。除了提供身體的溫飽外，更提供心靈上的溫暖，開拓人生經驗與學習。 

 
二、受飢兒的故事~《小琪自述的成長點滴》 

 

    從我二年級開始，每天都在吃世界和平會提供的愛心早餐，因為那個時候家裡的經濟情

況不太穩定，我和弟弟常常沒有早餐吃。 

    當時我的低年級導師很細心發現了我的情況，幫我跟弟弟申請了世界和平會的愛心早

餐，讓我每天都吃得飽飽的，而且早餐形式各式各樣，都不會吃膩，如果沒有我的老師以及

世界和平會的幫助，我應該每天都會餓肚子，上課沒有精神。 

    在我三年級的時候，爸爸和媽媽離婚，媽媽就搭飛機回越南，留下我和爸爸還有弟弟 3

人。而且爸爸的腳因曾經出過車禍，走路一跛一跛，找工作不容易，做的都是粗工，非常的

辛苦。好在，我的成績還不錯，可以領到一些獎學金。 

    有一段時間有社工常常來看我們，並且鼓勵爸爸找到更穩定的工作，之後爸爸就去某個

學校當臨時人員，然後他非常的努力認真，所以變成正式人員了，我和弟弟都非常開心。 

    世界和平會不管是暑假或寒假，都會送給我們很大的物資箱，讓我們放假時，早餐不間

斷，而且裡面的物資都很豐富營養且美味可口；現在我的爸爸也有很穩定的工作，希望我們

家可以越來越好。如果長大有能力的話，我也想幫助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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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搶救受飢兒」服務成果 

      
從 97 年下半年起，本會全國（包括花蓮縣、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台東縣）共提供 386 間國小，共照顧超過 23,396 位孩子的愛心早餐，提供超過 3,999,012

份餐點，讓孩子們可以在上課前吃到營養豐盛的早餐，不用再餓著肚子等待補助的中餐。  

 

為了讓孩子在晚間與假日也不致於挨餓，本會照顧了 370 間國小，超過 54,610 位孩子領

取營養食品，提供超過 358,614 份食品（每份包含：奶粉、肉鬆、麥片、高纖蘇打、白米…等），

讓孩子在晚間或假日可以自行料理食用。 而寒暑假也運用餐券，或是社區共同烹煮的方式，

讓孩子們每天可以享用餐點，不會因為放長假而擔心補助的餐點也放假。已照顧超過 18,019

位孩子、提供超過 722,594 份餐點，讓孩子們的寒暑假不再挨餓，避免三餐不繼的問題。 

 

四、關懷受飢兒 

我們照顧偏鄉與一般地區受飢兒童的： 

（一）愛心早餐（由超商或早餐店提供）。 

（二）暑期三餐（由超商提供或社區志工廚房媽媽）。 

（三）愛心食物箱(包)（包含奶粉、肉鬆、麥片、高纖蘇打、白米…等）提供偏遠地區

貧弱家庭可以烹煮食用。 

 

貳、兒童戲劇慈善公演 

「兒童劇慈善公演」持續每年固定舉辦，今年已邁入第十七年，受到全國各公私立國

小、幼兒園小朋友的熱列喜愛與師長一致的好評，以及政府單位、企業各界的肯定與讚譽。

至 2021 年止，已舉辦超過 271 場次，免費招待來自全國超過 131,750 位貧弱家庭家庭兒童

進到劇場觀賞優質兒童戲劇，開拓兒童的新視野，為他們童年留下美好的回憶。 

 

一、目的 

（一）舉辦全國兒童戲劇慈善巡迴公演，結餘將作為 2022 年「搶救受飢兒」服務經費，讓 

偏鄉與一般地區貧弱與危機家庭的孩子們也能夠平安、健康地長大。 

（二）藉由兒童戲劇慈善公演的舉辦，讓孩子能欣賞優質藝術文化，透過戲劇寓教於樂方 

式，傳達正面教育意涵。 

二、目標 
（一）籌募全國 2000 位貧弱家庭兒童暑假餐食經費，預計 12,000,000 元（每天 100 元/人、

暑假 60 天：6,000 元/人、）。 

（二）籌募全國 2000 位貧弱家庭兒童暑假期間的愛心食物箱（白米、麵條、麥片、罐頭、

高纖餅乾…等），預計 8,000,000 元（4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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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劇碼簡介《城隍爺傳奇》 

台灣鄉土民間故事改編，述說人與人之間的友誼與良善的心 

 

  
 

【作品精神】 

勸人行善助人，是非有報、善惡分明，千萬不要心存僥倖為非作歹。 

 

【演出故事簡介】 

好心的地主駱員外在收租的途中被兩個壞轎夫陷害變成水鬼，變成水鬼的駱員外一個人孤獨

的住在河底，孝順的了然要到河邊釣魚給媽媽，遇到了駱員外並且和他做了好朋友。 

 

有一天駱員外告訴了然，他有三次投胎轉世的機會，只要能找到替身…。 

 

第一次，河邊來了一位即將結婚的新娘，當駱員外要把新娘當替身時，了然為了救新娘，把

她嚇走…… 

第二次，河邊來了一位孝順書生，駱員外也不忍心傷害他… 

第三次，謀害駱員外的壞轎夫經過河邊，駱員外激動的與轎夫扭打，了然為了阻止打鬥而掉

入河中，為了要救了然，駱員外放棄最後一次轉世投胎的機會… 

 

掌管死亡的神明閻羅王發現水鬼駱員外的善行之後，便封他為城隍爺，幫助管理人間和地下

的生人亡靈、獎善罰惡。 

 

【演出型式】 

執頭偶、手套偶、撐竿偶與真人聯合演出 

 

【演出特色】 

1.一齣來自台灣民間傳說的兒童劇，以月琴彈唱的說唱藝術表演方式，述說一個台灣鄉土流

傳的故事。 

2.全劇尾聲有一段迎神祭祀的民俗儀式，感受台灣民間逐漸消失的生活儀式。 

 

四、活動資訊 

 (一)新竹場次時間：111 年 5 月 8(日)14:00~16:00 

 (二)新竹舉辦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大禮堂(新竹市東區新安路 2-1 號) 

 (三)全國演出場次（共計 1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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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日期 
時間 

(開演) 
舉辦場地 座次 

1 台北 5/7(六) 14:30 台北市立大學 842 

2 新竹 5/8(日） 14:30 新竹科學園區大禮堂 500 

3 彰化 5/21(六) 14:30 彰化縣政府演藝廳 780 

4 苗栗 5/22(日） 14:30 頭份市公所中山堂                 600  

5 基隆 5/28(六） 14:30 基隆市仁愛國小禮堂 600  

6 台中市(霧峰) 6/4(六） 14:30 廳霧峰林家宮保第大花廳 250 

7 嘉義 6/15(三) 19:00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944 

8 桃園 6/19(日) 14:30 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1046 

9 新北 6/25(六 14:30 永和國父紀念館 800 

10 高雄 6/26(日) 14:00 高雄市岡山文化中心演藝廳 870 

11 宜蘭 6/29(三) 19:00 羅東展演廳 600 

12 南投 7/2(六) 14:30 中興新村大會堂 634 

13 台中市(豐原) 7/9(六) 14:00 台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 800 

14 屏東 7/10(日) 14:00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 500 

15 台南 7/13(三) 19:00 虹韻文創中心綜合演藝廳 722 

16 雲林 7/17(日) 14:30 雲林縣文化處表演廳 800 

 

【主辦單位】社團
法人世界和平會 

【演出單位】九歌兒童劇團 

【協辦單位】林本堂股份有限公司(國定古蹟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管理法人)．財團法  

人阿罩霧文化基金會．社團
法人佛心功德會．社會

企業台日國際株式會社．新世紀科學社． 

‧‧ ‧ ‧ ‧陸續敬邀中….. 

【贊助單位】敬邀中 

 

五、參與方式 

捐 款 方 式 贈送入場券 參與方式 

捐款 1000 元 貴賓入場券 1 張 自行前往觀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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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500 元 愛心入場券 1 張 轉贈貧童參加 

捐款 300 元 公益入場券 1 張 

 

六、協助方式 

（一）敬邀 貴單位擔任活動贊助單位： 

1.贊助本會「搶救受飢兒」暑假餐食服務經費，將致贈活動入場券（贊助 10,000 元致贈

10 張，贊助 20,000 元致贈 20 張，依此類推）。 

2.認捐「公益入場券」贈送予貧弱與危機家庭兒童參加。 
（二）敬請  貴單位協助張貼本活動訊息，以俾利同仁知曉，踴躍參與。 

 

七、預期效益 

（一）預計可以免費招待全國 10,000 位貧弱家庭親子觀賞本劇。 

      （二）劇中城隍爺善良的心，帶動孩童的學習效尤行善助人，知曉是非有報

          的觀念。 

    （三）結餘將作為 2022 年「搶救受飢兒」服務經費，幫助貧弱與危機家庭的 

          孩子們能夠平安、健康地長大。 

八、歷屆慈善公演場次表 

序號 歷屆時間 演出劇碼 舉辦場次 

1 2002 東郭‧獵人‧狼 2 

2 2006 想飛的小孩 9 

3 2007 城隍爺傳奇 9 

4 2008 雪后與魔鏡 10 

5 2010 東郭‧獵人‧狼 15 

6 2011 判官審石頭 14 

7 2012 畫龍點睛 16 

8 2013 杯弓蛇影 32 

9 2014 塞翁失馬 30 

10 2015 亡羊補牢 21 

11 2016 猴子撈月 21 

12 2017 聞雞起舞 21 

13 2018 捕頭汪汪 21 

14 2019 戒八當家 21 

15 2020 東郭‧獵人‧狼 16 

16 2021 判官審石頭 13 

※原訂 16 場.因疫情場地無法開放故 3 場取消. 

 

世界和平會兒童戲劇慈善公演至 2021 年止，已舉辦超過 271 場次，演出 14 齣不同

劇碼，免費招待來自全國超過 131,750 位貧弱家庭家庭兒童進到劇場觀賞優質兒童戲劇，

為他們童年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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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21 年活動剪影 

民眾踴躍義賣支持公益 

 
 

 

頒贈感謝狀 

  
 

   

受邀本會服務學童開心參加活動 

   

「判官審石頭」演出精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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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愉悅觀賞活動 

 
  

 

十、聯絡方式 

社團

法人世界和平會    

新竹市會館 : 30071 新竹市東區體育街 112 號 

蘇鴻彪 專員 

電話：03-5627647˙03-5621473˙0927-330101 

傳真：03-5615575 

E-mail : shp@worldpeace.org.tw 

網站 http://www.worldpeace.org.tw 

 

新竹縣會館：30268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620 號(婦幼館內) 

電話：03-6568932˙ 傳真：03-6568933 

 

十一、附件 

(一) 本會立案證書 

(二) 衛福部核准募款公文 

(三) 活動新聞剪報 

 

附件一：本會立案證書 

 

 

http://www.worldpeac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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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衛福部核准募款公文 

   

 

   



-- 2022 世界和平會兒童戲劇慈善公演「城隍爺傳奇」企畫案10/18 -- 

 

 

附件三：近期活動新聞剪報 

◎2021-12-28【聯合新聞網】聯邦快遞跨界攜手世界和平會 助台灣孩童認識道路安全 

 
聯邦快遞與世界和平會攜手合辦道路安全工作坊，共同為兒童建立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為台灣下一代安全

的社會環境盡一份心力(圖/聯邦快遞提供) 

 

  FedEx Corp. 旗下附屬公司兼全球最具規模的快遞運輸公司之一的聯邦快遞，與世界和平會攜手合辦道路

安全工作坊，共同為兒童建立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為台灣下一代安全的社會環境盡一份心力。 

  

  聯邦快遞自 1999 年起，便於全球致力於保護兒童免受道路傷害。邀請超過 5,000 多名亞太團隊成員提供

幫助，參與並支持與道路安全相關的事件和活動，總計有 15,000 多所學校及超過 760 萬名兒童受惠。今年在

台灣，聯邦快遞更首度與世界和平會合作，藉由繪本導讀和遊戲互動，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帶領孩童認識交通

號誌及規則，潛移默化道路安全相關知識。本次道路安全工作坊更因應 COVID-19 疫情，採取線上與線下並行

的方式，讓聯邦快遞志工可透過視訊與孩童互動。 

  

  本次道路安全工作坊共有三場活動，已分別在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間於新北市大成國小，桃園市外社國

小以及桃園市水美國小圓滿落幕，總計有 80 位孩童參與並受惠。 

聯邦快遞台灣區總經理朱興榮表示：「聯邦快遞深信安全至上，身為運務專家的我們相當了解道路安全的重要

性，並相信可以透過教育幫助孩童建立正確觀念。我們希望未來能持續與世界和平會合作，也非常感謝聯邦

快遞同仁共同參與本次活動，透過積極實現紫色承諾，一起讓世界變得更好。」 

 

  聯邦快遞一直致力於為當地社會和社區服務，尤其是解決兒童和弱勢群體的需求。30 年來，聯邦快遞在

台灣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資源提升社會福祉，例如支持小學外牆翻新、為貧困兒童運送貨物，也將持續幫助

孩童建立自信和生活技能，聯邦快遞也期待在未來繼續透過公益活動貢獻資源給台灣社會。( 記者楊文琪／

台北即時報導 ) 

 

◎2021-12-24【ETtoday 新聞雲】台積電愛心市集竹科登場 捐贈百餘家弱勢機構 2000 萬

元物資 

台積電「溫暖不停歇，邀你攜手響應愛」愛心市集熱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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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舉辦台積愛心市集。（圖／台積電提供） 

台積電愛心市集竹科登場 邀請世界和平會等百餘家弱勢機構 

  台積電營運組織今（23）日於新竹科學園區晶圓 12A 廠首次舉辦愛心市集活動，希望能結合公益精神，

在後疫情時代傳遞溫暖與善意，凝聚台積同仁的力量回饋社會。此次愛心市集活動邀請在地農青、友善土地

耕作者、偏鄉或原住民部落、以及弱勢團體擺設攤位，期望將台積同仁的消費與支持，化為一份聖誕節前夕

及年末的愛心與祝福。 

 

  今日新竹廠區市集活動以「溫暖不停歇，邀你攜手響應愛」為主題，共有 6 個公益義賣攤位參與，其中

包括 ST 有善田園、喜嵐田園、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盛發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及磊質複合式庇護工廠，提供有機水果禮盒、友善耕種白米、以及各式食品、手工皂、清潔用品

給台積同仁購買。除了台積電新竹廠，愛心市集活動亦將於台積電台中及台南廠區巡迴舉辦，自即日起至 1 月 

21 日止，總共約近 30 個團體參與擺攤，共 18 個場次。 

  
台積電愛心市集竹科登場 邀請世界和平會等百餘家弱勢機構 

▲台積電資深副總何麗梅出席台積愛心市集。（圖／台積電提供） 

 

  台積電 ESG 委員會主席暨資深副總經理何麗梅及多位台積主管今日現身活動共襄盛舉。何麗梅表示，自 

2019 年新冠疫情開始延燒，到今年五月本土疫情爆發，全台隨後進入了長達近 3 個月的三級警戒狀態，經

濟面臨了很大的衝擊。這段期間，台積電在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同仁的健康並維持公司的正常營運，

同時也持續關注及實踐企業社會責任。ESG（Environment 環境/Society 社會/Governance 公司治理）中的 S（社

會）一直都是最有溫度的一塊，這次的愛心市集活動，台積電希望能多照顧到缺乏資源的小眾團體，由營運

組織發想邀請小眾的團體到公司設攤，並與福委會的年貨大街活動結合。 

 

  除了愛心市集活動，台積電營運組織與台積慈善基金會亦合作提供新台幣 2,000 萬元的物資，包括食物

包、年菜、保暖物資、以及視訊設備，規劃在農曆年前捐贈給大約 100 多家弱勢機構。台積電表示，公司期

盼共好，也照顧支持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回饋社會的愛心與溫暖永不停歇。（記者高兆麟／綜合報導）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 

 

◎2021-10-21【聯合報】世界和平會贈報至偏鄉學校 

世界和平會贈報至偏鄉學校，讓學生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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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會在偏鄉學校舉辦閱讀寫作營隊，除了教孩子閱讀外，也會關心生活近 況。圖／世界和平會提供 

 

  兩年前，南投埔里國中 707 班同學捐了兩隻小羊撲滿的錢給世界和平會，兩年後，收到世界和平會贈送的

好讀周報，班導陳玉雯說：「孩子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也更相信『做好事有好報』」。 

 

  埔里國中兩年前參加世界和平會的小羊撲滿捐款活動，陳玉雯帶著學生領了兩隻小羊撲滿，鼓勵學生捐出

買早餐剩的零錢，加上同學用善款代替服務，沒多久就把小羊餵飽飽，她就帶著學生到學務處捐錢。原以為這

件事告一段落，沒想到卻開啟「善的循環」。 

 

  日前陳玉雯得知世界和平會要贈送好讀周報給偏鄉學校，她立刻申請，通過申請後，她開心向同學報告，

同學驚訝以前捐出的善款，竟會回到自己身上。 

世界和平會從十月起贈送 20 期好讀周報給偏鄉 77 校、近 2000 位學生，並與好讀舉辦三場教師線上研習課，讓

好讀可成為老師的教學輔材，包括澎湖縣將澳國中洪筱仙老師、台東鹿野鄉瑞源國中鄭丞妤老師在課後紛紛留

言，感謝世界和平會為了孩子付出許多心力，讓偏鄉學生可以增廣見聞。 

 

  世界和平會社工督導鄧湘樺表示，創辦人深信「兒童內心的和平，是世界和平的基礎」，因此成立十多年

來關注兒童福利，從關心弱勢孩童的早餐開始，到寒暑假發送食物包、營養品，後來補助學校成立社團、舉辦

營隊活動，培養孩童多元能力、建立自信心，並透過課輔班、寫作班，鼓勵孩童透過閱讀、寫作來抒發心情。 

鄧湘樺指出，成立寫作班後，開始找尋適合孩子閱讀的讀物，因此認識了好讀周報，由於好讀的內容適合國小

高年級到高中生閱讀，並串連學習單、教師研習等教學資源，方便老師在課堂上多元使用，也期許學生能在好

讀中認識世界、擴展視野。 

 

  桃園市保生國小教導主任謝建國指出，該校是偏鄉小校，但自教育部修法後變成了「不山不市」的學校，

原有的經費被取消，加上學生家長的收入普遍不穩定，只能向外爭取資源。感謝世界和平會不只提供好讀周報，

也補助烏克麗麗社團，讓學生多學才藝，也拓展視野、增加自信。(聯合報 / 教育事業部) 

 
世界和平會也會提供食物包、營養品，讓孩子不挨餓、健康成長。圖／世界和平會提供 

 

 
埔里國中 707 班同學捐贈的小羊撲滿。圖／世界和平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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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閱讀寫作營隊的孩子，分享、討論繪本裡的故事情節。圖／世界和平會提供 

 

◎2021-08-20【台灣新浪網】最長暑假結束！7-ELEVEN 推學生最愛「飽、潮、省」餐點新選

擇，同步攜手世界和平會發動認捐 助貧弱孩童安心就學 

7-ELEVEN 攜手世界和平會發動認捐 助貧弱孩童安心就學 

隨著疫情趨緩，史上最長暑假將如期落幕，7-ELEVEN 掌握開學外食商機推出多款「飽、潮、省」三餐新選擇，

上百台智 FUN 機化身迷你無人福利社進駐校園；線上線下同步推出開學季商品，滑鼠、耳機、傳輸線及文具組

合包..等一應俱全，讓懶人爸媽輕鬆準備開學必需品，儘速恢復正常生活! 此外，為了讓貧弱孩童開學不再煩惱，

統一超商與世界和平會即日起於 i 預購平台發起「救助營養套餐與愛心文具組」認捐活動，讓孩童能有穩定的

餐食及所需文具，安心就學專心學習! 

  

一、 開學加倍愛，線上認捐助貧弱學童開心上學趣! 

統一超商與世界和平會，發起「營養套餐、愛心文具組」認捐活動，呼籲民眾關注國內貧弱孩童健康及學習議

題，即日起透過 i 預購平台線上購買認捐，幫助貧弱孩童開啟營養的每一天，也提供孩童在學習所需文具，開

心迎接新學期。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同步捐贈 2000 份 OPEN 小將繪本與「食在幸福的御飯糰」手掌繪本，

幫助世界和平會服務的孩童認識各項生活永續小知識，學習不間斷。 

i 預購愛心公益專頁賣場 : https://7ego.7-11.com.tw/Product/CategoryS/878 

  

 二、「飽」、「潮」、「省」三餐鮮食新選擇；智 FUN 機化身迷你無人福利社 

7-ELEVEN 表示，每逢開學鮮食需求提升，尤其文教區、交通轉運週邊門市相關類別可較平時業績成長近 2 成，

加上觀察到學生族群對於餐點「飽」、「潮」、「省」訴求、善用數位工具的消費習慣，自 8 月 25 日起規劃多

款深獲年輕消費者喜愛的鮮食展開「開學季」主題活動。 

https://7ego.7-11.com.tw/Product/CategoryS/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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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學生「飽」的需求，7-ELEVEN 推薦份量較御飯糰多出 40%的「21Plus-蔥鹽雞米飽」、飽足感十足的「真飽

牛丼」，也發現時下年輕人常透過 Instagram 關注超商近期最「潮」的新品，因此針對學生最愛的熱狗商品結構，

推出全新商品「肉醬起司熱狗堡」、「墨西哥風味肉醬燻腸捲」、熱壓吐司更祭出「紐約客辣味熱狗」口味，

香濃起司讓人欲罷不能，除滿足上課早餐、課間點心等需求，牽絲的起司也相當適合拍照，積極搶攻年輕學生

客群。此外，部分商品搭配飲料加入 OPEN!開心餐組合最「省」，使用 foodomo 平台外送皆可享相同優惠，同

時展開 OPEN POINT APP 點數超值兌換優惠活動，CP 值超高。 

 
為滿足開學校內就近補給一日五餐所需，7-ELEVEN 超前部屬，上百台智 FUN 機進駐各地學校化身迷你無人福

利社，供應鮮奶、便當、三明治、麵包、補給飲料….等多達上百款商品組合，更提供 icash2.0、悠遊卡、一卡通

等低接觸支付，並加裝酒精消毒器提供購物前後手部清潔使用，學生、教師無須出校園就能就近買、安全付、

安心吃。 

三、線上線下開學用品大集合，懶人爸媽一次購足免煩惱! 

為讓學生準備迎接新學期，7-ELEVEN i 預購平台即日起至 8 月 22 日止，強打開學季商品，包括線上學習必備的

平板電腦、無線鍵盤滑鼠、耳機、智慧手錶、螢幕顯示器…等，或是社會新鮮人在外租屋所需的電子鍋、電飯

盒、護眼檯燈、寢具用品、收納真空壓縮袋..等，精選超過 60 支商品下殺 5 折起，讓新學期、新生活更加分! (i

預購開學季商品: https://7ego.7-11.com.tw/Event/20210818/bts.html) 

 
因應開學季來臨，文具用品需求大增，7-ELEVEN 自 8 月 25 日起推出指定文具買 3 送 1 優惠，除日本知名文具

大廠 Pentel 外，更獨家引進 TEMPO、筆樂..等品牌供民眾挑選。另也推出 OPEN!x 卡娜赫拉開學文具禮物包，內

附全新 OPEN!x 卡娜赫拉口罩雙層文件收納套(共 3 款設計，隨機出貨 1 款）以及各式文具商品隨機組合，開學

打氣價 149 元(市價約 550 元)，OPEN! 與您一起迎接新學期! 

 
全店集點則自 8 月 25 日下午 15 點起推出「鋼鐵人系列精品集點送」，包括首度登場具 6 色 RGB 燈光對應以及

支援 6 個 3D 按鍵，6 階 DPI 切換的「鋼鐵人 Pro 電競滑鼠」；開機即時智能配對，簡單易上手的「Les heros 真

無線藍牙耳機」；具 APPLE MFi licensed 認證線的「鋼鐵人反應爐 iPhone/iPad 快充傳輸線」，讓英雄迷可以帥氣

開學。另還有「鋼鐵人數位能源燈」以及「鋼鐵人三合一冷光風扇」，漫威迷一定要整套蒐集，帥翻全場! 

https://7ego.7-11.com.tw/Event/20210818/b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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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陪伴學子們快樂迎開學，7-ELEVEN 在 8 月 25 日起推出全店指定肖像糖果、餅乾第 2 件 4 折起優惠，同步開

賣可愛實用「迪士尼 3C 商品」，其中「維尼抱抱夾 iPhone 快充傳輸線」附上維尼玩偶讓你充電也療癒，另有

書桌必備「三眼怪 LED 任意彎飛碟燈」、童趣造型的「史迪奇泡泡浴燈光藍牙喇叭」、「維尼/史迪奇智慧型快

充 PD 行動電源」等，成為學生間討論度最高肖像商品，而 ibon 預購限定的「迪士尼收納盒」、「迪士尼文具

組」則讓苦悶讀書時光增添樂趣！與日本萬代同步開賣的「TAMASHII BOX｣《航海王》公仔也是必收品項，將

分為 Vol.1 及 Vol.2 兩彈同步發售，其中的魯夫及喬巴更是在兩彈中有著不同表情可供收藏。小巧精緻適合收集

擺設，8 月 28 日起於限定門市販售。    

 

 

◎2021-06-21 

葡萄王生技捐贈物資挺前線助偏鄉 共渡疫情 
國內本土疫情升溫，全國進入三級警戒狀態。面對突如期來的挑戰，葡萄王生技自疫情爆發之際，積極關注

各地的防疫物資需求，主動接洽醫護人員、警消單位、各非營利組織、偏鄉地區，在第一時間捐贈 PowerBOMB

爆能能量飲料、葡萄王保健食品，力挺第一線防疫英雄，並透過地區社福機構幫助偏鄉弱勢提供防疫相關物

資及救助金，為防疫做好準備，盼與社會攜手挺過這波危機。 

 

身為桃園在地企業，葡萄王協助桃園市政府，捐贈 100 箱 PowerBOMB 爆能能量飲及 50 箱黃金康貝特能量飲，

幫助第一線救護人員補充體力。對於疫情熱區雙北醫護人員與隔離者，葡萄王參與配合【Power Drink 請支援

收飲】活動，並主動加入凱薩飯店防疫旅館「戰疫包」計畫，合計共捐贈超過 1,450 箱的 PowerBOMB 爆能能

量飲料，支持醫護人員、隔離指工作所需的體力補給！偏鄉弱勢關懷照顧也不遺餘力，對弱勢兒少與心智障

礙者照護，葡萄王協同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財團法人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世界展望會等社

福非營利組織，至今累積捐贈近百萬元，提供各式營養食品、防疫物資，甚至遠端學習器材。 

 

葡萄王關懷受疫情影響生計的農業鄉鎮，除了捐贈五峰鄉公所黃金康貝特能量飲、樟芝王菌絲體膠囊等保健

食品，更發起媒合公司員工與五峰鄉在地小農，短短二周的時間，成功採購共計 60 箱的防疫蔬菜箱。 

 

葡萄王生技董事長曾盛麟表示，面對台灣首度進入三級警戒的疫情危機，葡萄王生技秉持「取之社會、用之

社會」的經營理念，盡企業最大的努力，持續與相關單位在防疫工作進行連結，並配合不同的防疫需求，整

合與輸出企業資源，成為台灣社會防疫最堅強的後盾。(大紀元記者徐乃義/桃園報導） 

 

◎2021-06-01 營養午餐因疫情中斷 世界和平會為弱勢學童籌募營養防疫物資箱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營養午餐因疫情中斷 世界和平會為弱勢學童籌募營養防疫物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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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學校營養午餐因為疫情停課而中斷，世界和平會為弱勢學童籌募營養防疫物資箱，讓弱勢家庭可以直接

在家烹煮和即時沖泡。(世界和平會提供) 

 
圖說：世界和平會緊急籌募營養防疫物資箱(世界和平會提供) 

 
圖說：學校營養午餐因為疫情停課而中斷，世界和平會為弱勢學童籌募營養防疫物資箱，讓弱勢家庭可以直接

在家烹煮和即時沖泡。(世界和平會提供) 
 
全國防疫進入三級警戒，各級學校都停止上課，弱勢家庭的學童平日在學校享用的營養午餐也被迫中斷。世界

和平會表示，尤其住在偏鄉，家中只有爺爺奶奶負責照顧孩童的隔代教養家庭，此刻並不適合外出採買糧食和

生活物資，期盼能提供給弱勢家庭可以直接在家烹煮和即時沖泡的物資。 

  

為了照顧弱勢家庭學童的健康，世界和平會緊急發起「營養防疫物資箱募集活動」，希望能募集到 1,500 套的

營養防疫物資箱，內容包含白米、麵條、奶粉、沖泡麥片、調理包、罐頭、口罩、手工皂、衛生紙等，邀請社

會大眾認捐每組 3,000 元的營養防疫物資箱，讓弱勢學童防疫期間持續享有營養的餐點。有意捐贈者歡迎撥打愛

心專線(02)2552-8828 向世界和平會洽詢。(王唯瑾/臺北) 

  

◎2021-03-22 世界和平會攜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捐牛奶送愛到偏鄉 

【中廣新聞網】世界和平會攜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捐牛奶送愛到偏鄉 

  

「鮮奶可以提供成長發育中學童所需的營養」、「運動後要多喝牛奶」等觀念，已是相當基本的健康概念，但

在台灣，有一群弱勢學童連三餐溫飽都成問題，買牛奶、喝牛奶對貧弱家庭而言根本是奢侈的支出。兒童節前

夕，世界和平會再次攜手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發起「鮮乳給力，與愛同樂」送愛到偏鄉活動，希望募集

到 1,300 組愛心鮮乳，幫助弱勢學童補足營養、成為圓夢成長的力量。 

 

武漢國小位於龍潭與大溪交界，屬於教育優先區，學區內新住民及原住民的家庭比例非常高，這群孩子在基本

學科學習上比較辛苦，但在體能與運動協調上卻是強項，曲棍球剛好提供這群孩子發光發亮的舞台。 

 

走進武漢國小校園，經常聽到孩子們精神抖擻的吶喊聲、夾雜清脆的擊球聲，這是曲棍球隊成員每天的基本訓

練。曲棍球隊中有大部分的孩子來自經濟辛苦家庭，幸好有圓夢計畫支持，讓孩子們每天都能喝到鮮奶，一杯

好喝的鮮奶是這群孩子們辛苦練球後的小確幸。武漢國小曲棍球的孩子們也非常感恩，以優異比賽成績報答給

予他們幫助的善心人士，於 108 年榮獲全國總統盃曲棍球錦標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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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國內弱勢學童健康議題，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連續三年於兒童節前夕，發起「鮮乳給力，與愛同樂」

瑞穗鮮乳認捐活動，透過 7-ELEVEN 的通路優勢，結合商品、預購、物流等資源，邀請民眾於 3 月 22 日起，至

7-ELEVEN 門市認捐，每捐出一組瑞穗鮮乳（3 瓶、每瓶 930ml），好鄰居文教基金即加碼捐贈一瓶（每瓶 930

ml），讓貧弱家庭學童能在大家幫忙下平安、健康的長大。 

 

去年世界和平會服務支持的偏鄉運動性社團，有︰武漢國小曲棍球隊、埔頂國小棒球隊、新屋國小女壘隊、五

峰國小棒壘隊、仙洞國小射箭隊等 27 所學校。在辛苦的社團練習後，能迅速得到蛋白質及鈣質補充，讓他們得

以因為有足夠的營養及體力，在比賽中贏得好成績進而獲得自信。運動競技對偏鄉孩子而言，不只是強身健體，

更是自信的來源、未來的希望。鮮奶對於發育中的孩童非常重要。透過「鮮乳給力，與愛同樂」募集鮮奶活動，

邀請民眾幫助目前服務的 37 所偏鄉小學、1,354 位偏鄉與貧弱孩童，用鮮奶為孩子們的夢想加油。 

 

2020 年是辛苦的一年，因為新冠肺炎，大環境受到衝擊，弱勢學童處境更加艱難，經濟弱勢家庭因工作機會減

少，更加搖搖欲墜。服務的需求增加，但資源卻因為疫情，相對不容易募集。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窮不能窮教育，

吃飽、穿暖、快樂上學是孩子的基本權利，卻是弱勢學童的小小心願。您的支持將成就許多弱勢學童轉向更美

好的生命。 

 

◎2020-12-28 【工商時報】歐德集團手護星願 募集千份禮物 

  
歐德集團執行長陳國偉（右二）、愛心大使巴鈺（左二）將募集的禮物捐贈給世界和平會督導盧瑞雯（左一）、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秘書長黃欽德（右一）。圖／業者提供 

2020 年全球陷入疫情延燒困境，台灣家居業領導品牌歐德集團「手護星願」耶誕禮物募集活動仍不停

歇，今年首度與「世界和平會」與「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合作，在愛心大使巴鈺及歐德傢俱、優渥

實木、巧寓舍計共同號召下，短短一個月內募集到 1,028 份耶誕禮物，將每份禮物化成鼓舞與希望的力

量，讓孩子們感受到愛與關懷，度過溫馨的耶誕節。 

   「簡單的事重覆做，就是不簡單！」歐德集團今年募集到的禮物恰巧是歐德集團的員工總數。執行

長陳國偉表示，一份禮物就是一份鼓舞的力量，透過一份小禮物就能把愛傳遞到各地。 

    陳國偉指出，歐德集團長期行善的行為，受到老天爺的眷顧，業績未受到這波疫情的影響，反而逆

勢成長，未來歐德集團將秉持不變的心，繼續為需要扶助的孩子盡一份心力。 

    世界和平會督導盧瑞雯、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秘書長黃欽德共同感謝歐德集團持續不間斷舉辦耶

誕公益活動，歐德集團募集愛的禮物，可以陪伴孩子勇敢對抗心中吃不飽的惡魔。愛心大使巴鈺期盼每

年都能參與「手護星願」愛心活動，透過愛的傳遞，讓更多人一起共襄盛舉。 

     讓孩子有個不一樣的耶誕節，歐德安排「小小設計師」活動，小朋友穿上歐德集團迷你制服，由

專業設計師帶領孩童在遊戲中體驗如何成為室內設計師，每個孩子都獲得歐德小小設計師證書。執行長

陳國偉鼓勵孩子們，長大後拿著證書，來歐德求職可以加分，讓孩童們度過充實又快樂的一天。(記者

黃台中) 

 

◎2020-10-19【中時電子報】愛心不因疫情打烊 世界和平會結合九歌演出「終結餓夢」 

愛心不因疫情打烊 世界和平會結合九歌演出「終結餓夢」 

 
  今年受新冠疫情影響，許多人面臨被迫失業或放無薪假，對低收入家庭而言衝擊更甚，世界和平會今年

再度與九歌兒童戲劇團攜手合作，於今(18)日推出「東郭獵人狼」戲劇，透過認購公益入場券方式，將活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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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全數做為搶救受飢兒之用，期待未來「終結餓夢」。 

 

活動網頁：https://www.worldpeace.org.tw/donate_in.php?type=&id=54 

 

  世界和平會表示，兒童戲劇慈善公演活動今年將邁入第 15 年，今年再度與九歌兒童戲劇團攜手合作，推

出「東郭獵人狼」這齣劇，本劇以人救狼、狼背信欲將人給吃掉的故事為主軸，讓觀眾思考並強調尊重地球

上所有生命的議題，極富教育意義。 

  根據世界和平會貧弱兒少服務統計，該會服務的弱勢學童約有三成一周三天沒吃早餐，其中超過 7 成 3

的弱勢學童會擔心寒暑假沒有食物吃，因此該會長年以來藉由兒童戲劇慈善公演引領民眾關注「搶救受飢兒」

的議題，並籌募所需經費，今年因疫情關係延後到今天舉辦。 

  本次活動將籌募全國 2000 位貧弱家庭學童寒假餐食及愛心食物箱經費，以確保弱勢學童寒假期間餐食無

虞，營養不中斷。 

  世界和平會理事長林玉珠表示，透過兒童劇、文化之旅等活動，邀請貧弱學童與家長們共同參與，創造

正向的互動機會，促進彼此情感交流，這是該活動的另一項隱含的意義，更邀請民眾一同支持家境辛苦的孩

子們，成為他們堅強的後盾。 

  於 2013 年起擔任第一屆代言人、現職中廣節目主持人的趙婷指出，每年都會和全省世界和平會辦理的活

動持續交流，也常常帶著 4 歲女兒一起做公益，期許自己「代言人不只是出席，更要知道幫助對象面臨的困

境」、「有參與才有收穫」。 

  兒童戲劇慈善公演全國巡迴演出共 16 場，台北市場次於今日 10 月 18 日在台北市立大學中正堂隆重登場，

各場次皆提供半數以上名額招待貧弱家庭親子免費觀賞。民眾可認購 300 元、500 元或 1000 元的公益入場券，

活動結餘全數做為「搶救受飢兒」服務之用，讓社會公益不間斷，愛心不打烊。(記者李柏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