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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青 30 再 30 
傳善獎三年成果報告 

壹、補助前的廣青 

一、原本的廣青 

1.六困境：組織不穩、知名度不足、專業不齊、志工不夠、影片不均、無行銷能力 

2.六想要：組織優化、建立行銷團隊、強化教育訓練、志工增聘與多元服務、自行拍片與

廣泛徵片、擴展服務質與量 

二、傳善獎計劃初版 

[組織發展] 

建立宣傳行銷人員(2018 年編列行銷人事成本 1 人，2019、2020 編列 2 人) 

[影展] 

建立影展團隊訂定主題，每年拍攝一部國內身心障礙議題之紀錄片 

辦理「愛在圓缺」身心障礙微電影獎活動 

舉辦活動記者會與頒獎典禮 

播映媒介多元化 

[聽你說專線] 

增闢據點新北市聽你說專線辦公室 

專線服務拓展至銀髮族與原住民族群 

設立研發人員規劃機構未來發展 

廣青轄下各資源中心服務整合，以及外部其它資源中心之資源互助與共享 

貳、傳善獎補助下的廣青 

一、三年執行成果-影展與徵片 

[2018 年] 主題「礙中有愛」 

投件 15 部，取前三名 4 部影片(第三名 2 部並列)，佳作 3 部。 

[2019 年] 主題「平等？平等！」 

投件 15 部，取前三名 3 部影片，特別獎 2 部。 

[2020 年] 主題「換位」 

投件 38 部，紀錄片組金獎、銀獎各一部 

劇情片組金獎、銀獎各一部 

[三年徵片影片類型] 

年份/類型 紀錄片 劇情片 動畫 合計 

2018 13 2  15 

2019 9 6  15 

2020 16 17 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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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徵片障別] 

障別 2018 2019 2020 

綜合障別 
 

2 8 

肢障 3 1 4 

腦痲 3 2 2 

視障 
 

3 1 

聽障 
 

1 6 

顏面傷殘 1   

唐氏症 
  

1 

智障 1 1 1 

自閉 
 

1 1 

精障 
 

2 2 

多重障礙 
  

1 

普瑞德威利症 1   

亞斯 1 
 

2 

妥瑞 
  

3 

學障 1 2  

雷特氏症 2   

色盲 1   

失智症 
  

5 

中風 1 
 

1 

合計 15 15 38 

[影展代言人] 

2018 年 小甜甜-張可昀 

2019 年 我們與惡的距離-林哲熹 

金鋼芭比-林欣蓓 

45 度角的天空-余秀芷 

2020 年 走出憂鬱-歐陽靖 

二、三年執行成果-專線 

原計劃由障礙專線拓展到銀髮專線，並擴及服務原住民長者。但在拓展第一條新店銀髮

專線之後，發覺專線若能結合在地據點的服務項目，應是更適宜的發展。於是針對本會的外

部單位服務性質，使目前的專線服務，由原本被動式的聽你說專線，再延伸出四項新的專線

服務。 

 總會：聽你說專線(全國/3 線)  1000 通/月 

原有服務。 

 總會：主動關懷專線(全國)  100 通/月 

針對聽你說來電者，當中需要特別關心服務者，由志工主動撥電話前去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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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林：主動關懷專線及家訪 (台北市) 100 通/月 

針對士林身障資源中心之服務對象，提供主動電訪關懷服務。 

 新莊：新北市障礙關懷專線（新北市）  15 通/月 

針對新莊身障資源中心之服務對象，提供主動電訪關懷服務。 

 新店：銀髮主動關懷專線&送餐(大新店) 120 通/週 

針對新店食物銀行送餐服務者，主動電訪關懷服務。 

[專線議題提升] 

 覺得不被愛 

 對人生感到無望 

 障礙者照顧障礙者 

 抗拒吃藥 

 被害妄想 or 真被歧視 

 無法回歸社會 

 性需求 

 同志議題 

 家暴問題 

 親子互動 

三、三年執行成果-據點擴展與組織成長 

1.新增新店食物銀行(2018 年) 

照顧 120 名長者與障礙者，每週六現做早餐，送餐，並關懷訪視。 

週一至週五媒合愛心店家，提供待餐券供這些服務對象至店家用餐。 

此服務據點已在地札根，並與地方里長、議員、立法委員服務處連結，可以得到民意代

表及社會局的協助。同時也與在地店家、廟宇合作，使在地民眾也能為這些弱勢族群提

供物資。在地志工每週訪視以及電話訪問時，能發現這些個案更多問題，並尋求資源，

幫助這些民眾解決。 

因食物銀行在當地已做出名聲，這段期間也幫助一些弱勢個案。例如某戶家庭，阿公常

年臥床，阿嬤收回收照顧障礙孫子，家中屋頂破損，牆面破損，在地志工將問題回報，

因此連結扶輪社與建設公司，將房屋修繕好，又傳善獎贊助棉被與枕頭，讓這戶人家在

寒冬中不再寒冷。 

2.新增士林長照中心(2018 年) 

招收重度障礙者 18 名，提供日間照顧服務，減緩家庭照顧負擔。 

3.新增障礙餐車就業培力(2019 年) 

安排三處餐車，培力障礙者從事餐飲銷售，共 7 名障礙者參與訓練。可惜因合作的餐車

老闆結束營業，此活動因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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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奇岩工房(2020 年) 

預計每天日間照顧 14 名學員，從事簡易作業，並培力其適應社區，提升參與能力。原

預定 2020 年開始服務，因為臺北市政府提供之場地尚未完成驗收，將延至 2021 年才開

始提供服務。 

四、三年執行成果-行銷與外部合作 

1.媒體報導 

2018.01.12 網路媒體兩岸好報-新店食物銀行暖心廚房開幕啟用 

2018.01.13 電視媒體客家電視台-強化服務弱勢 新店成立首間食物銀行 

2018.01.15 電視媒體原民台-食物銀行暖心廚房 提供弱勢物資助過冬 

2018.01.16 電視媒體大新店有線電視台-集結愛心 新店首間食物銀行成立 

2018.06.27 平面刊物公益傳播 Hope Media 專收身心障礙者志工 聽你說專線讓電話兩頭的人生

都有了新的色彩 

2018.07.22 電視媒體大愛電視 《小人物大英雄》聽你說專線 

2018.09.06 平面媒體蘋果日報-小甜甜也當影展大使？！逼問觀眾「我是怪胎那你呢」 

2018.09.06 平面媒體中國時報-小甜甜打敗眾女神受邀當影展大使 

2018.09.06 網路媒體噓！星聞►肥胖、隔代教養遭歧視 小甜甜喊我是怪胎 

2018.09.06 網路媒體 ETtoday 星光雲►身心障礙影展大使！小甜甜曝曾遭罷淩：我也被歧視過 

2018.09.06 網路媒體聯合新聞網►肥胖、隔代教養遭歧視 小甜甜喊我是怪胎 

2018.10.12 網路媒體自由時報-"圓缺之間"身心障礙影展開幕式 小甜甜 

2018.10.13 電視媒體大愛電視／晨間新聞 圓缺影展開幕活動 

2018.11.21 網路媒體淡江新聞-聽你說專線志工《身心障礙者志工 聽我說聽你說》 

2019.03.29 網路媒體百靈佳殷格翰同理心計畫-安靜陪伴，我們「聽你說」 

2019.04.03 網路媒體百靈佳殷格翰同理心計畫-當雙方都是同樣的處境，溝通就少了一道障礙 

2019.04.13 網路媒體善耕 365-有人聽你說話，是件幸福的事 

2019.04.25 電視媒體關懷你我他~第五十三集 廣青文教基金會 

2019.04.27 網路媒體 ETtoday 新聞雲-捐起來！台灣唯一身心障礙專屬諮商專線「聽你說」面

臨營運困難 

2019.05.05 廣播媒體漢聲電台【45 度角的天空】專訪 

2019.05.05 網路媒體世新大學【小世界新聞】-障「愛」餐車用美食跨越身體限制 

2019.06.18 網路媒體世新大學【小世界新聞】-混合障礙合唱團 展現自信唱出彩色人「聲」 

2019.08.15 廣播媒體台灣廣播公司台北二台【微光漫舞】-圓與缺的對話—聽你說＆廣青 30 年 

2019.10.12 廣播媒體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燦爛夜光】-背著十字架的少年 

2019.10.18 網路媒體 Right Plus 多多益善-平等！平等？障礙平權與活生生的人們 

2019.10.18 平面媒體基督教論壇報-圓缺影展首映會挑戰障礙平權議題 

2019.11.12 平面媒體聯合報-第 2 屆社會創新獎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等 9 家機構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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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4 平面媒體聯合報-從一個人到全班挺他！宜蘭公正國小拍出過動人生獲獎 

2019.11.26 平面媒體台灣教會公報-岡山障福走入社區 影展與闖關認識障礙 

2019.12.03 平面媒體台灣教會公報-廣青文教「聽你說專線」 促成障礙者互助 

2019.12.24 平面媒體台灣教會公報-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公布報告 市府改善程度不足 

2020.01.01 平面刊物早產兒基金會會訊-校園影展 

2020.04.03 網路媒體 Peopo 華岡廣播電台-聽你說專線 陪伴身障者跨越負面情緒 

2020.01.09 廣播媒體台北流行廣播電台【POP 最正點】-同為身障人的同理 你說我聽著呢 

2020.05.01 平面刊物 141 期瑪利亞傳愛雙月刊-圓缺影展 

2020.08.21 電視媒體公共電視【誰來晚餐】-和我的憂鬱過日子 

2020.10.16 平面媒體國語日報-大學生拍失智症故事 摘影展金獎 

2020.10.16 平面媒體基督教論壇報-用電影呼籲換位思考 圓缺身心障礙影展走過 20 年 

2020.12.10 平面媒體台灣教會公報-換位同理 岡山障福與廣青合作身心障礙影展 

 

2.合作單位 

這段期間，有許多企業與商家與廣青共同合作，舉辦活動，經費贊助，提供贊助商品： 

 生活飲料公司贊助飲料 

 3M 公司贊助造型便利貼 

 潮肉壽喜燒贊助免費套餐 

 磊山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經費贊助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經費贊助，以及同理心活動合作 

 GOMAJI 夠麻吉一起夢想公益專案資金募集 

 台灣新巨輪服務協會活動合作 

 台灣資訊公益中心網站建構與補助 

 若水國際礙的萬物論議題合作 

 媽咪拜議題合作 

 黑暗對話主題式工作坊活動合作 

 吉米媽媽餐車集團障礙餐車活動合作 

 家樂福障礙餐車活動合作 

 十方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長期贊助食物銀行油飯 

 曹仲植基金會長期贊助奶粉及輪椅 

 

五、三年執行成果-外部影響力 

1. 成為資訊者 

a.分享障礙訊息 

b.分享科普知識 

c.提升大家對障礙議題的好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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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閒聊文章，建立與民眾親近關係，輕鬆話家常 

3. 發表本會消息，透過說故事的方法，使廣青的活動讓外界留下深刻印象 

4. 主動跟風，連結時事。連結其它粉絲專業，帶入新的支持者。 

 2018 年（尚未有行銷人員之前） 

粉絲人數 757 人，平均觸及 28 人 

 2019 年 

粉絲人數 3858 人，平均觸及破千人 

 2020 年 

粉絲人數 5180 人，平均觸及 1500 人 

六、失敗與經驗成長 

 外展單位的失敗 

這三年因為有傳善獎的資源，大膽承接了台北市長照系統的身障日照中心，是台北市

第一批進入此系統的五家機構之一。因限於相關法規，限制了招收障礙者之資格，也

因法令規定，使得符合條件的機構負責人受限，致使不易由有經驗的障礙領域找到合

適主管。另因場地為自行承租，很難找到交通便利又寬敞的場地。雖然本機構招收人

數比例為五個機構中最高，但仍因相關規定產生額外的支出，而產生虧損。最終仍決

定讓此單位歇業。 

 圓缺電影院開設的失敗 

在辦理影展的過程，發現許多障礙者在觀影時的困擾與困難，又有文化局釋出閒置房

舍的機會，因此興起成立專屬障礙者的圓缺電影院之計劃。本電影院設計為 20 一般民

眾，或是 8 台輪椅之空間，影片投射角度適合不同族群，內部設計皆符合無障礙需求。

也規劃做口述電影，讓各個障別的民眾都能在此舒適地觀賞影片。 

但因為此房舍為 60 年老舊建築，重新裝修以及空間運用，要符合現有法令，有很大困

難，而且只剩十餘坪之合法空間能使用，已無法做成無障礙環境，因此作罷。 

原規劃之預算，將保留至 2021 年，進行口述電影之影片製作與推廣，以及障礙影展之

社區化進行之用。 

 影展擴展的醒思 

這些年的徵片，得到的投件數量持續增加，同時也帶入更多元的議題。原本「圓缺之

間」影展設定在身心障礙領域，隨著各樣參賽得獎的影片，使影展議題拓展到學習障

礙、過動等，非法定障礙類型；疾病型議題影片也參與投件，包括數量不少的失智議

題，亦有中風、色盲等。多元議題使影展觸及層面更廣，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偏離專

門身心障礙影展，而使焦點散掉了。 

過去，影展也以紀錄片為主軸，擴大徵片之後，劇情片數量大增，也有動畫、微電影，

極短片的投件。這也讓本會思考，當初期待以紀錄片真實呈現不做作，沒有劇本，這

樣的精神，是否會因為更多樣影片的加入，產生的正反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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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三年傳善獎檢討與感恩 

一、六大困境之改進與六大想要之成效 

1. 組織不穩期待組織優化 

過去組織人才不足，主管幹部能力參差，甚至有不適任主管，因礙於無合適人選替換，

故無法更替。在取得傳善獎後，機構知名度增加，也有經費與能量投入徵才廣告及相關

平台曝光，因此部份組織更換主管，並於此期間增聘掌管社工單位的副執行長一名，協

助機構穩定人事，進行主管培訓及組織再造。 

2. 無行銷能力希望建立行銷團隊 

廣青三十年，過去的服務默默進行，本著基督徒的精神，右手做的不讓左手知道。但在

組織發展的需求上，需要有行銷來幫助基金會宣傳，使認同這些服務的大眾知道，並讓

他們能一起參與及支持。這三年聘請行銷人員之後，宣傳量能大增，社會能見度以及支

持皆大幅提升。這段期間舉辦之活動，不管是障礙志工的召募、混合障別合唱團、影展

徵片、影展觀眾，數量皆較以往增加數倍。 

3. 專業不齊強化教育訓練 

過去礙於經費，雖知道教育訓練的重要，也想做人才培育，卻遲遲未落實。在取得傳善

獎資源後，因此能安排各樣的訓練課程，並進行培訓相關作業。包括第一線的工作同仁，

行銷企劃同仁、行政會計人員、志工，都在這段期間能受到造就，並就各樣的評估以及

表現，看出顯著之成效。 

4. 志工不夠計劃增聘志工與並增加多元服務 

聽你說專線志工，是廣青最引以為傲，並且是障礙服務的一主力大軍，約有四十多人。

但因為他們是志工，障礙者又佔多數，過去對於他們的服務要求及規範，並不太確實。

取得傳善獎之後，強化教育訓練，並且聘任專職社工，加強管理與輔導。同時因行銷成

效發揮，連兩年的志工招聘都補進大批新志工，這些新血加入後，漸漸汰換舊有表現不

良又不願改善之志工。目前已有 65 名志工，且素質與自我要求都高，對制度能遵守，

並願意配合機構要求，參加團督與在職訓練。 

志工數量充足後，也讓資深又優秀的志工擔任種子教官，到廣青外部單位擔任不同的工

作，並帶領當地的新志工，幫各單位建立志工隊。 

5. 影片不均想自行拍片廣泛徵片 

「圓缺之間」身心障礙影展至今年舉辦 20 屆，早年以國外影片為主，超過九成的比例。

一來早期國內拍攝水平尚不足，投入身心障礙議題的導演也不多；而透過引進國外影片，

也能了解各國在障礙議題的觀點，以及就醫、就養、就學、就業之相關政策，輔具相關

科技..等。 

傳善獎之後廣青擴大國內徵片活動，也帶起很大迴響，三年共有 68 部影片投件，也有

相當多優異之作品，部份作品也在本會推薦下參加別的影展，並得到殊榮。這些投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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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有優秀的專業導演、公民記者、障礙者，有更高的比例是學生，讓更多人才看到

障礙議題，並投入拍攝是當初徵片之目的，顯然也已經達到這目標。 

在傳善獎的贊助下，廣青也委託導演拍攝本會聽你說專線志工的紀錄片「溫暖一線牽」，

為這群樂觀正向的障礙志工，留下美好的身影與紀錄，進而鼓勵更多走不出來的人們。

本片亦入圍 CKfff 全球基督教國度影展之最佳紀錄片獎。 

6. 擴展服務質與量 

成立食物銀行，除了新店地區的據點，也將物資發送的服務拓展到新莊與士林兩個服務

據點，使這兩個障礙資源中心，除了法定的服務資外，第一線的工作人員也能視服務對

象的狀況，給與物資的協助。 

這段期間也盤點現有外部單位，並增設據點，至 2020 年底，共有 2 個障礙者資源中心，

2 個日間照顧中心，2 個小型作業所。如此在資源連結以及專業互助，以及內部人才調

度，都能更大彈性與空間，並能有加成效果，使服務量能再提升。 

二、資源募集能力提升 

過去廣青沒什麼陌生捐款，捐款金額每年都在 100 萬元上下，得到傳善獎前的 2017 年

捐款金額為 104 萬元 

2018 年與 2019 年的捐款增加至 161 萬元及 254 萬元。在食物銀行方面，也陸續有廠商

提供物資與食材 

肆、傳善獎後廣青的展望 

一、持續進行之方案 

[組織發展] 

宣傳行銷人員繼續聘任，使宣傳效果持續加成，資源募集成果再加分，合作單位繼續增加。 

強化議提倡導，讓更多人關注障礙議題。 

多方連結企業，活動串聯，並募集更多資源。 

[影展] 

「愛在圓缺」徵片活動持續辦理 

影展及系列活動持續辦理，並增加合作單位以及贊助廠商 

播映媒介更多元化 

[聽你說專線] 

 總會：主動關懷專線(全國) 

 士林：主動關懷專線及家訪 

 新莊：新北市障礙關懷專線 

 新店：銀髮主動關懷專線&送餐(大新店)  

以上服務皆繼續辦理 

並且持續招募新志工，辦理志工職前訓練。 

既有舊志工，繼續舉辦團體督導以及在職訓練，以期能持續精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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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擴增] 

 士林長照日照中心，因政府長照政策衍伸之相關規定，多數以解決長者問題與需求而

設立，也是由衛政系統來主導，對障礙體系的社政系統而言，長照法規有相當多需要

再修正與調整之處。初期即進入長照體系的障礙日照中心，推行上遇見許多困難，且

造成虧損，當初五個成立的長照中心已經有一個結束營業，兩個尚在茍延。這幾年因

為傳善獎注溢，才使此單位能繼續營業，預計在 2021 年結束此單位。 

 新增設奇岩小作所，於 2021 年開始招收學員，提供服務。 

 新店食物銀行，繼續運作，並結合其它外單位，提供物資發送服務。 

 原負責外單位之副執行長，階段任務結束，已另謀他職。 

二、永續經營與願景 

這三年的傳善獎贊助，讓廣青有機會將原本的服務做盤點，重新規劃，人力組織優化與

再造，讓外部單位穩定，並能與其它的服務彼此串聯合作，資源共享。同時強化教育訓

練，使人員精進，提升服務的品質以及可行的拓展服務。 

這段期間也不斷地向外伸出觸角，去探索外界可能的資源與合作案，同時讓更多外界認

識廣青，主動投入資源，或索取資源。 

倡議的部份，不只在粉絲專業或是官方網站上，有更多元又有力的發聲，透過影展的影

片，讓影像說故事產生影響力，觸及更多的民眾。也讓這些議題與影像，有更多人願意

轉發與瀏覽，使追求平權這個理想，更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