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小樹計畫--「兒童青少年自我管理能力倍增專案」計畫說明 

 

一、 前言 

◎◎◎道德重整◎向下紮根◎◎良能建構◎刻不容緩◎◎◎ 

 

 大仲馬曾在《基督山恩仇記》中說：「只有血洗得掉品格的污點，所以一個紳士

名譽被汙衊時得去決鬥。」言下之意在當時的社會，一個人的品格若有污點，只有自殺

或放逐兩條路，因為社會上已無他立足之地。可見得「品格」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東西。

而品格培養是內隱的學習，是長期模仿、觀察，內化的結果，是潛移默化的歷程，無法

立竿見影、一蹴可幾。 

台灣整個社會正面對過去過度重視學習成就的結果，試著減低付出的社會成本與代

價。驗證了但丁說的：「道德可以彌補知識的不足，知識無法填補道德的空白。」。而

近來兒少問題更是日形多元且複雜，社會結構、家庭型態、教育策略的變化，和日新月

異的科技產品的吸引，讓青少年茫然且無力。學校、家庭、社區、政府與民間團體需要

積極串連，尋找對的方式投入足夠的資源給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建立面對挑戰和拒絕誘

惑的能力和建立起正確解決事情的概念和技巧。幫助孩子學習個人與他人及與社會建立

良善的關係，培養孩子有知善、好善與行善的習慣和能力；重要且刻不容緩。 

本會於 2007 年首次於七月七日推動「零七零欺誠實日」教育宣傳。嘗試以一年一

次的推廣活動提醒社會大眾「誠實及自省」的重要。深感不足之餘，在 2010 年研究發

展加入深根教育，與十個學校與民間團體合作，辦理約六十堂學習體驗課程，與上千人

次的國中及國小學童學習。學校與各機構反應熱烈，於 2011 年與二十個學校與民間團

體合作，擴展辦理二百五十三堂課，約與二千人次兒童及青少年接觸。爾後每年依學校

或機構提供的狀況與需要，融合教育、輔導、訓練、矯治的預防分級概念、生涯發展的

歷程來發展體驗式學習課程，提供給一般學生、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菁英學生，不同

的培力與教練活動。希望向下扎根，影響更多孩子及其家庭，甚而渴望奠定屬於台灣的

品質和品味保證。 

中國人說「三歲定終身」，三歲的孩子還未就學，指的不可能是智力，應是指大約

三歲就可以看出這孩子是否宅心忠厚、為人著想、懂得禮貌。而青少年在人格建立、生

涯發展的關鍵期，為使其面對生活裡千奇百怪的挑戰，我們認為孩子的品格教育應該像

打流感預防針一樣，季節到了就進行預防工作。透過陪伴不斷不斷提醒孩子，協助他們

操練內在的自我管理技巧和能力直到孩子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免疫力。在教育問題變成

社會問題前需要紮實投入，多做些工，多一份預防，少一些社會成本與傷害。 



多年的服務中我們聽見孩子的掙扎與心聲，老師和學校的嘗試和無力。協會希望能

透過討論式的人文教育、體驗式學習的過程引導孩子重新學習、調整自己，再出發，也

支持想做事的老師、學校和機構一起發展這一類的訓練活動。建構青少年的軟實力，讓

台灣的道德重整從小紮根。今年更希望將誠實運動與小樹計畫做一個更好的整合。 

二、目的： 

1. 支持學校老師以體驗式學習方式發展品格教育課程 

2. 陪伴國小至高中學生發展學習的能力、溝通的技巧、關懷的行動、倫理道德的態度

和聆聽內在良知的習慣等，以成為有用的人的能力。 

3. 透過宣傳、尋求贊助、經驗交流來尋找合作夥伴，並增強台灣支持道德重整的人。 

 

三、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四、合作夥伴：市政府社會局及教育局、國高中小學輔導室、學務處、訓導處、社區發

展委員會及社區據點、關懷青少年之民間團體、北中南志工團等 

五、期程：民國 105 年 2 月至 12 月 

 

六、地點：合作單位之活動中心、教室、戶外空間 

 

七、適合參加對象及人數：以國小中高年級及 12-18 歲兒童青少年學生為主，預計免費

辦理十五場次品格教育活動。 

 



八、設計理念： 

 

 

 

 

 

 

 

 

 

 

 

 

 

 

   自我管理及品格提升訓練計畫重點在於提升三 Q(AQ-逆境商數、EQ-情緒智商、MQ-

德行智商)為主的能力，使其能自我肯定、發覺潛能、建立生活目標、尋得生命意義。協

助兒童及青少年成功社會化、有反省自律的能力、成為自己的主人。故協助國小中高年

級至高中職學生發展下列能力與技巧： 

學習構面 重點內容 

認知方面 

 知道自己是誰(自我概念)、知道自己可以去哪裡(選擇)？想去哪

裡(興趣、願景與遠景)？知道如何到達？(方法、技巧) 

 探索及建立人生價值觀 

 知善 

能力方面 
 提升自我認識與自我管理的能力 

 能有與人互動的良好社會技巧 

態度方面 

 能夠心平氣和和家人與朋友討論事情 

 能忍受挫折、面對挑戰 

 樂於學習 

 樂善，喜歡為善 

行為方面 

 積極投入學習和完成目標、勇於嘗試 

 適切良好的言行舉止 

 行善，樂於助人(帶入英國 Duke_of_Edinburgh 獎章的服務學

習概念 ) 

 

道德重整，向下紮根；良能建構，刻不容緩 

孩子需要的就是愛、教育和保護 

多一份預防，少一些社會成本與傷害 

建構青少年的軟實力，道德重整從小紮根 

依學校或機構提供的狀況與需要，融合教育、輔導、訓

練、矯治的預防分級概念、生涯發展的歷程來發展體驗

式學習課程，提供給一般學生、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

菁英學生，不同的培力與教練活動。 



 九、辦理方式： 

 

      (一)前期工作：呼朋引伴、宣傳期： 

1.  透過市政府教育局和社會局發文學校及相關民間單位，邀請合作夥伴。相

信道德重整需要向下紮根、青少年能力建構，刻不容緩。 

2. 擬合作辦理小樹計畫 -「兒童青少年自我管理能力倍增專案」 -

品格教育之單位，依參加辦法後詳細填寫申請表，以便為該單位

之需求修正課程設計。  

3. 同時推廣誠實日及介紹感恩聯絡簿。 

      (二)工作期： 

和合作學校與機構一起辦理青少年的自我管理訓練活動，預計辦理至少十

五場次品格教育訓練。同時宣導「價值廉誠」的生命概念，鼓勵孩子和老師養

成聆聽良知的好習慣。因此，服務對象最好是該校和該機構常態服務的對象，

如此訓練後，機構社工、學校老師或主要負責人可以延續教練工作。 

1、 辦理流程： 

1) 向全台南市及各地有需求的單位發出通知及邀請  

2) 接受 15 個單位申請，申請單位可依據需求提出申請  

3) 經過協會與單位聯繫評估，協調上課內容及日期。  

 帶狀成長團體：每週運作一次課程，一次 80 分鐘至 120 分鐘 (連

續二堂課最佳 )，共六週。每次學習團體，以探討一個主題為主。

可安排課程時間，每週星期二到星期五上午 9:00-12:00 及下午

1:30-4:00。  

 學習工作坊：兩天不過夜形式營隊以三到六個主題作為成長課程。每個梯

次上課團體人數最少 16 人，最多以不超過 40 人為限 (預計每組

最多 10 人，以確定互動及受服務品質 )。若需過夜，另募款。  

4) 學校或機構負責招生，提供參與學員的背景和需要。並依照下表課程主題資

料庫，選擇需要培力的主題。 

5) 協會依據合作單位提供資料設計訓練活動。 

6) 雙方協調辦理行政合作細節。 

7) 本會不負責為學校和機構製作成果資料，歡迎老師或機構派員觀察和參與。

並希望在公開資料上註明，道德重整協會辦理字眼，以負責信。 

8) 合作單位有義務協助本會作辦理後續問卷(承辦人員會 email 與主責老師或

社工聯繫，文字，約需花 30 分鐘思考和書寫)，回饋學生學習後的反應，或

觀察的感想，以作為本會將來改進相關活動或合作的依據。 

9) 合作單位請製造感謝狀，於活動結束前頒發最佳。(言教及身教，示範給學

生知道，社會資源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是需要感謝和珍惜的。) 



2、 主題選擇表格： 

關懷議題 範圍 

自我探索 價值、特質、興趣、優缺點、人際關係、生涯與夢想 

情緒管理 處理及面對情緒的方法、認識挫折、面對挫折的態度及方法 

勇敢 自信及勇於挑戰、培養作決定的能力、面對錯誤的智慧 

價值廉誠 
不說謊、用愛說實話、良知與自我控制、道德兩難的討論 

遵守法治和規範、廉誠的價值觀 

仁愛 
人際關係：親子、手足、友情、愛情 

自然與我：環境、生命 

助人 知善、樂善、行善、無私 

領導力 領導的秘訣及遵循的藝術 

3、 範例工作坊流程：(主題將依申請單位需求而有所變動) 

    月    日     月   日 

8:45-8:55 報到 

9:00-1030 團隊一家親 

(自我認識 人際互動) 

900-1010 情緒管理與價值

澄清 1030-1200 1030-1200 

午餐 

1300-1400 愛與助人 

價值廉誠 

1300-1350 人際溝通 

領導與追隨 1420-1520 1410-1510 

1530-1600 統整與安靜 1520-1600 回饋與分享 

 

(三 )、支援和加值活動：  

1.  支援及訓練對於兒童青少年關懷有興趣者。以擴大關懷網絡及提升青

少年關懷者的知能。  

2.  於志工訓練、邀請合作單位時，同時  

1)宣導廉誠價值、感恩生命的生活態度。  

2)強調道德重整得向下扎根，青少年關懷應聚焦能力建構。  



改變的歷程 

Starting With Yourself  

從我開始 

Engaging Others   

邀請他人參與改變 

Creating Answers   

創造答案 

Giving Hope to Humanity  

帶給人類希望 

附件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簡介 

本會宗旨：由自身改變做起，健全家庭，安定社會，促進人類和平 

道德重整，是被聯合國所承認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在許多的國家都有它的工作團隊。

這是一群願意為社會帶來建設性且實際有改變的人，結合而成的一個國際性人際網絡。

他們為了能夠協助地區和全球建設性的改變，決定從改變自己的生命開始。 

台灣道德重整運動是民國 57 年由政府引進大學校園，直到民國

79 年成立道德重整協會，積極擴大社會教育的使命；民國 96 年向

法院取得為社團法人身份，希望更有責信的成為倡導心靈覺醒、品

格教育並持續邀請社會大眾成為積極使用生命之火車頭的力量。 

壹、精神和宗旨 

一、道德重整相信「萬物可以改變，改變從我開始」。 

二、道德重整鼓勵「聆聽內在聲音」。每個人每天撥出一段時間沈澱

自我和反省生命，聆聽內在的聲音(清晨最好，約 15 到 30 分鐘)。 

 

貳、台灣工作重點  

本會的工作項目包含：社會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國際參與、青年

工作及會員關懷之基礎行政工作。主要策略是以提升個人內在的能量及助人技巧，進而

其邀請參與社會關懷的服務學習活動，以共同進行社會關懷及社會教育工作。 

一、社會教育及自覺： 

從民國 80-年起道德重整協會發起「乾淨選舉救台灣運動」，全力投入選舉風氣的

改善。共 70 多家其他民間和宗教團體參與。連續推動六年後，成立正式乾淨選舉委

員會，本會有代表持續參與監督相關政府單位積極進行反賄選工作之責。同時透過

國際道德重整網絡的經驗分享，先後在巴西、肯亞及其他非洲國家和所羅門群島發

起類似活動，造成政治淨化和關心社會的風潮。 

2007 年起，更積極推廣「聆聽內心的聲音」運動來回應台灣作弊和不誠實的惡質

社會文化之問題。藉由 0 七零欺的諧音開始在 7 月 7 日前

後展開我們的「0 七零欺誠實日」暑期教育宣導活動。邀

請大家停下腳步，勇敢的面對自己、對家人、對朋友、對

社會誠實零欺，善用良知，深刻自省，停止自欺欺人的行

為。呼籲大家釋放過錯或接受道歉，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2008-2010 年起分別在台北淡水、台南安平及孔廟商圈

結合在地文化古蹟、藝術店家和小吃發展「逛古蹟，學誠

實」的寓教於樂闖關活動。2011-2012 年與台中市政府

政風處合辦，分別以誠實參一腳、價值連誠號召民眾參與教育活動。 



二、社會福利服務暨青少年及兒童教育關懷： 

青年工作及志願服務： 協會成立以來，成長青年、培養青年志工始終是主要核心

工作。透過國內外的生活營、社團高峰會議、社區志願服務培訓及參與、會心團體、

充電營等活動，邀請青年學子自我探索及成長、共同交流、學習及體驗，承諾成為

改變自我、關心生命及社會的種籽。78 年寒假起在文建會支持下辦理「大專青年道

德倫理生活營」；爾後 20 年先後取得內政部、教育部、青輔會等政府單位及財團法

人中正農業科技及社會公益基金會等單位的指導及支持，持續嘉惠青年學子，造福

社會。逐年培養劇有體驗教育、服務學習概念的志工，並提升其助人的知能和願心。

目前有台北「希望小棧」、台中志工團隊和台南豐羽志工隊等青年工作團隊分別擔

承擔重要的服務輸出任務。921 地震本會青年投入六年協助部分社區發展志工團

隊、建立重建團隊和工作站和青少年及兒童之關懷工作。 

青少年及兒童教育關懷：921 地震後，「希望小棧」

發展『苗圃計畫』，邀請青年及會員擔任輔導人力，從

「安頓孩子的心靈和生活，進而安定大人的心靈和生活」

開始，為災區兒童及青少年的心理重建盡一份心力。協

助魚池、埔里及國姓鄉等地之兒童。爾後，與政府及其

他民間團體合作發展了「青少年脫貧的豐羽計畫」（94

年至今）、「國姓鄉中低收入戶學童成長計畫」（94-95

年）、「三峽兒童輔導計畫」（95 年）、「安溪寮社區活化及學童成長計畫」（94-95）。 

94 年起與台南市政府共同辦理「脫貧計畫—豐羽專案計畫」，針對低收入戶、特殊

境遇家庭知青少年發展相關的生命教育、獨立生活能力培養和生涯教育的課程。以

大手攜小手，用生命來感動生命的方式來提攜需要支持和陪伴的生命成長；增加年

輕人參與社會的深度和廣度。近幾年，亦積極與國中小學校及民間團體合作辦理青

少年自我管理團體(小樹計畫)以生涯為導向的品格教育及生命教育活動，以提升孩子

的心靈能量、辨別事理及解決問題的技能。 

家庭關懷： 協會成立前十年積極辦理家庭生活營、婦女成長班，並成立家庭 EQ

中心，透過重新學習創造家庭重生及關係活化。94 年成立家庭 EQ 協會。本會則以

家庭為中心的個案管理工作、婦女成長課程及親職教育等活動方式持續進行家庭議

題之關懷。 

三、國際參與及交流： 戮力邀請台灣青年進入世界、也把世界引到年輕人的生活中。期

待提升台灣青年的世界公民責任和視野。 

國際服務：自 92 年起青年輔導員於夏季組團前往泰

國地區從事國際組織交流。93、94 年則與馬來西亞紅

新月會與馬來西亞道德重整協會合作，籌組國際服務團

隊至吉隆坡鄰近地區社會福利機構及當地華人社區從

事定點志願服務及經驗分享，95 年則至印尼日惹地震災

區捐贈物資並從事提供育幼院關懷服務。爾後，逐年分

別安排青年至不同國家參與服務學習。也持續邀請國外

青年來台體驗服務，增加台灣青年及青少年朋友的國際敏感度和國際關懷之習慣。

爾後台灣團隊展開不定時至其他國家協助組織及青年工作之推展。 



99-101 年並辦理國內外籍人士的志工訓練交流及服務計畫，希望以「愛心無國界」

來增加外籍人士與國人的互動和瞭解。 

國際會議：「亞太地區青年會議」﹙Asia-Pacific Youth Conference﹚在台灣發

起後，平均每一至二年夏季在亞太地區國家輪流舉辦。提供一跨越國家、文化、宗

教等界限的空間，協助亞太地區各國青年進行深度文化交流、建立積極有效的人生

態度、涵養立足本土胸懷世界的眼界、並進而建立跨國的青年志願服務聯繫網絡。

此外，每年夏天在瑞士辦理為期兩個月探討不同議題的系列，也是一個讓台灣接近

世界和展現台灣的國際舞台。其他在不同的道德重整國家的年會也都是交流和學習

的場域；每年本會推薦或邀請適當青年到國外參加訓練課程和機會，如：澳洲”life 

matter course”、於印度辦理的國際生命行動、瑞士的國際會議實習…等各國提供

的實習和志願服務體驗機會。 

參、社會服務工作紀錄一覽表 

執行期間 計畫專案名稱 計畫專案概述 

99 年至今 
兒童青少年自我管理及

品格教育推廣計畫 

為建構有品社會，支持學校發展有效的品格教育及兒童青少

年自我管理能力。與國中小及相關民間團體聯合辦理品格及

生命教育宣導及訓練課或營隊,以期台灣成為有品格、有品

味的社會。 

100 年至今 雙溪老人樂活服務計畫 

1) 組織志願服務團支援雙溪區公所，進行獨居老人關懷普

查、訪視及深度關懷工作。 

2) 為雙溪高中辦理國高中學生志願服務訓練、透過服務學

習自我探索、助人能力、人際技巧及解決事情的能力。 

94 年至今 

豐羽專案 

青春 M.A.D.專案 

青少優勢力專案 

針對低收入戶、高風險青少年家庭的第二代，進行生涯發展、

生命教育、自立訓練，期能擺脫貧窮的惡性循環，能飲水思

源，回饋社會。(100 年專案名稱改為青春 M.A.D.) 

99 至 100

年 
展翼飛翔方案 

針對弱勢及高風險家庭之高中職子女辦理之生涯探索方案。

以體驗學習方式引導學員欣賞自我、探索興趣、發展專長、

開拓生活視野、體驗工作世界。以期累積生涯發展及解

決問題的能力和能量。 

98 至 99 年 府城女兒節女兒營 

市政府婦女中心邀請本會協助為一百位國小六年級之少女，

辦理體驗式之女兒節成長營隊。以培養有知識、活力、自信、

勇氣及責任內涵的新女性為活動設計之主要精神。體驗和服

務為重要的學習方式。 

93-94 年 
安溪寮社區兒童教育服

務專案 

為資源較不豐富的安溪寮社區（台南縣後壁鄉）提供家庭關

懷的服務性專案，著重於關懷國小學童的身心發展 

91-92 年 

一年兩次 
「青春營」專案 

以國中生為關懷對象的營隊設計，讓國中生能在課業的壓力

下了解自己的能力並接受自己 

90-96 年 「少年營」專案 
以國小學童為關懷對象的寒暑營隊活動，主旨為增強學童們

對自我生活及情緒的管理 

88 年至今 生命及生涯、品格教育、 與多所國高中及民間團體合作舉辦生命教育課程營隊及高風



執行期間 計畫專案名稱 計畫專案概述 

高風險團體相關活動 險少年團體 

99 至 101

年 
府城國際志工旗艦計畫 辦理及建置外國志工至府城服務之平台及服務計畫 

99 年至今 COP 和平天使方案 
辦理學習尋求個人內在和平及發展社會和平之技巧之婦女成

長團體  

96 年起至

今 
誠實日 

7 月 7 日前後辦理寓教於樂的宣導課程，結合「逛古蹟、學

誠實」的概念，將文化學習與品格教育做一番結合。 

92 年至今 
國內及海外青年輔導員

服務學習體驗專案 
輔導員透過國際舞台分享彼此經驗、服務學習與對話 

90 年起至

今每兩年辦

理 

「國際生命行動」專案 
為期九個月的國際青年朋友領導能力的培訓專案，讓生命的

被使用成為社會改變的動力 

88 年起至

今 
國際青年交流訓練 寒暑假與亞太地區青年發展互訪或輔導員合作方案 

80 年至今 
亞太地區青年會議

(APYC) 

本會與國際活動接軌的國際青年對話專案，已舉辦 18 屆，

台灣爭取到舉辦 4。 

79 年至今 

約每年一次 

大專青年暨社區關懷體

驗專案 

引領大專青年學習積極有效的生活方式，激發改變的承諾與

決心，而能身體力行於參與志願工作，服務社會，共二十屆 

91-92 年 
「學習型家庭－家庭心

靈活化」專案 

配合教育部「學習型家庭」政策，以一系列的家庭成長課程

為主軸的家庭關懷專案 

80-88 年 

間 
家庭生活營 親子同樂，寓教於樂的成長活動，後轉成立家庭 EQ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