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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龍眼林福利協會」創辦於 1999 年 921 集集大地震的翌年 7 月，中寮鄉本

是建設相對落後及資源缺少的農村鄉鎮，地震不僅嚴重破壞地方公共建

設，更直接造成居民生命財產損害，使原本匱乏的民生經濟更加凋敝，經

各政府機關、社會大眾及社區居民辛勤努力積極投入災後重建工作，才恢

復原有生機。鑒於社區生活困頓，秉著重建家園、改造社區的精神，居民

自發性的成立龍眼林福利協會，十餘年來，陸續推動社區弱勢者送餐服

務、救助生活貧困者、創立老人身心健康關懷據點、兒童課後輔導與舉辦

社區教育課程等社區福利，主動爭取政府經費推動各項「社區營造」計

畫，使公共建設煥然一新，為繁榮社區經濟與改善居民生活品質，並不斷

推展社區觀光與休閒產業，研發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技術，提高農產品產

量和加工附加價值，都有良好績效。於 921 地震社區受到外界大力協助，

懷著感恩回報的心，龍眼林福利協會推動各項社會福利，除了照顧中寮鄉

社區居民，部分服務範圍還擴及南投縣各鄉鎮，並且還成立「財團法人台

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推動兒童暨青少年福利服務、老

人及身心障礙者服務、街友關懷服務，提供各項「社會福利」照顧需要幫

助的族群，落實政府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的服務精神。  

摘

要

(英) 

Long-Yan-Lin welfare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in July 2001, the following year of 

921 Earthquake. Chong-Liao village was a typical rural village in backward 

construction and limited resources. 921 Earthquake not only severely damaged the 

local facilities but also caused a huge loss in residents’ properties, which made the 

local economy get worse. However, with the great assistance and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the society and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in reconstruction, Chong-Liao 

village gradually recovered its vitality.On the purpose of helping community 

residents overcome difficulties in their living, the village residents spontaneously 

established Long-Yan-Lin welfare association with the spirit of rebuilding their 

homestead and community. For over 10 years, Long-Yan-Lin welfare association has 

promoted many community welfare services such as delivering meals to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in need, providing aid to the poor, setting up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re centers for the elderly, offering children after-school tutoring, and 

creating education courses for the community. Furthermore, it took the initiative in 

striving for government’s funds to promote its own community empowerment plan 

and renovate the community facilities. To prosper the community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Long-Yan-Lin welfare association keeps on 

promoting community tourism and leisure products, and do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enhance production of farm product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Eventually, it got a great success in raising the output of farm product and adding 

more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To express gratefulness for assistance from 

the society during 921 Earthquake, Long-Yan-Lin welfare association started off 



various community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giving its care to Chong-Liao village 

residents, it also extended part of services to entire Nantou County. Moreover, Long-

Yan-Lin welfar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Long-Yan-Lin Social Welfare & Charity 

Foundation” to promote children and youth welfare services, elderly and 

handicapped services, and provide various social welfare for those in need, carrying 

out the spirit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y － to integrate social welfare into 

community-based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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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6.40.213 new 09 499125071 2013.1.24 20:06 36.226.40.213 new 09 

499125071 2013.1.24 20:06 36.226.40.213 new 09 499125071 2013.1.24 20:06 

36.226.40.213 new 10 499125071 2013.1.24 20:07 36.226.40.213 new 11 

499125071 2013.1.24 20:07 36.226.40.213 new 11 499125071 2013.1.24 20:07 

36.226.40.213 new 12 499125071 2013.1.24 20:07 36.226.40.213 new 12 

499125071 2013.1.24 20:08 36.226.40.213 new 13 499125071 2013.1.24 20:08 

36.226.40.213 new 13 499125071 2013.1.24 20:08 36.226.40.213 new 13 

異

動

記

錄 

C 499125071 Y2013.M1.D24 16:53 118.167.130.251 M 499125071 Y2013.M1.D24 

17:23 211.75.165.114 M 499125071 Y2013.M1.D24 17:23 211.75.165.114 M 

499125071 Y2013.M1.D24 17:29 118.167.130.251 M 499125071 Y2013.M1.D24 

17:35 118.167.130.251 M 499125071 Y2013.M1.D24 20:26 36.226.40.213 M 

499125071 Y2013.M1.D24 20:26 36.226.40.213 M 499125071 Y2013.M1.D24 



20:27 36.226.40.213 M 499125071 Y2013.M1.D24 20:37 36.226.40.213 M 

499125071 Y2013.M1.D24 20:37 36.226.40.213 M mana2651 Y2013.M1.D24 20:39 

36.226.40.213 M 499125071 Y2013.M1.D25 10:49 118.167.133.1 M 499125071 

Y2013.M1.D25 11:05 118.167.133.1 M 499125071 Y2013.M1.D25 11:19 

118.167.133.1 M mana2651 Y2013.M1.D25 11:40 140.136.131.224 M mana2651 

Y2013.M1.D25 11:40 140.136.131.224 M 030540 Y2013.M1.D25 13:27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3.M1.D25 13:27 140.136.208.63 I 030540 

Y2013.M1.D25 13:28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