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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從我開始 影響力也會從你開始

身為第一線教師，面對教育大

環境的變遷，難免會有無能為

力的感覺，覺得這些大事情，

不是一個小小的老師所能改變

的，「我如果能把自己的課教

好、把自己的學生顧好，應該

就已經算盡到本分了吧？」但

或許是大學時代道整精神的影

響，我內心一直無法放下「改

變從我開始」這件事，每次遭

遇各種教育困境，我都會納

悶：「自己真的不能做點什麼

嗎？」最近，我決定用實驗的

態度，一點一滴地去嘗試改變

的可能性，我慢慢發現，自己

能發揮的影響力並非真的微不

足道！

以藝術教育為例，我一直對於

「學校機關許多活動不編列設

計經費，而要求美術教師（或

學生）義務執行相關設計工

作」一事感到不解，類似情形

不只在學校，許多公家機關都

一樣，都認為藝術設計不值得

投資，只要能便宜行事方便解

決就好，有些美術老師會遇到

態度良好的請求，但更多師生

是被長官提出的「美術設計又

要精美又要省錢」的矛盾要求

所困擾，若台灣真想提升文創

實力，那公家單位對藝術設計

的思維實在有待改變！我認為

師生的專業能力與產出應該被

尊重且合理運用，也希望整個

社會對待藝術與設計工作者的

正確觀念，能從學校教育階段

就打下基礎。

很碰巧，去年九月透過教育部

美術學科中心，我得知立法院

陳碧涵前委員正提案修正《藝

術教育法》，希望營造更健全

的藝文教育環境，因此便把握

機會，經由學科中心將上述意

見反映給立法院，我也主動藉

由F B（臉書）聯繫上陳委員
表達想法，很感謝陳委員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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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台北市立中山女高美術教

師，台灣師大藝術教育博士，教

育部美術學科中心種子教師，師

大道德重整合唱團第26屆團長

基層的聲音，將我們的擔憂，

以智慧財產權的概念化為更具

體的保障條文，明定：「學校

應宣導並落實尊重藝術教育活

動作品之專利權、商標權、著

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當

然法律只是開端，仍有待大家

攜手推動與落實，但更重要的

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體認到：

許多我們關注的問題並非真的

無能為力，只要以正面的態度

思考各種機會和方法，還是有

得到回應的可能。

「改變從我開始」，只要願

意思考嘗試，每個人都有機會

用更好的管道及方法，來共同

努力解決我們關心的問題，發

揮屬於每個人各自不同的影響

力，台灣需要更多人放下對立，

為冷門卻重要的工作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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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笑面對世界

　　拿愛心關懷別人

憑良心做事做人

　　用行動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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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台南市社會局委託協
會為該市經濟弱勢家庭的16-20
歲青少年子女發展「逆風飛

翔」青年生涯發展專案。從財

富累積、教育培力和生活關懷

三方面著手，使其有能力面對

低社會經濟背景所造成的生活

困境和未來就業的挑戰，以免

落入貧窮的循環；最後21位學
員完成學習。

辦理成效除了獲得社會局肯

定之外，報名參加的學生跟家

長也十分滿意；學員小木的媽

媽說：「孩子參加104年逆風飛
翔活動，生活態度有很大的改

變，會和來家裡拜訪的客人問

好及互動；以前根本就不打招

呼，還將客人趕走。暑假的打

工實習，剛開始需要我陪同，

後來小木自己學會搭公車自己

上班。看到他能自己處理自己

的事情，孩子終於長大。」

今年「逆風飛翔」專案再度由

協會辦理。報名參加的學生共

有23名，預計完成：30小時的

生命2.0系列講座、兩梯次「追
夢體驗探索營隊」活動、企業

實習 (最多120小時 )、每月的
發展帳戶提撥金的存款、家庭

及個人關懷服務。課程於四月

啟動，至今已進行了一次生命

2.0講座及追夢體驗探索營；同
時，專責社工也開始對學生家

庭進行訪視，進一步了解家戶

背景及親子互動狀況。

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進行

兩天一夜的「追夢體驗探索

營」，活動第一天安排了「探

索教育訓練」，讓這群青少年

在探索教育的平面活動中學習

團結合作、練習溝通、解決問

題，在高空訓練中鍛鍊勇氣和

相信夥伴；從事戶外體驗教育

的吳教練幽默風趣的分享其選

擇科系、結合興趣發展職涯的

生命歷程。問答時，他回應學

生自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夢想

工作，他說：「要慢慢發掘自

己的興趣，然後朝這方向去努

力，不厭其煩地詢問相關領域

青少年及家庭關懷系列  1

逆風也要飛翔 辛苦也要堅強

的高手，藉此確定自己是不是

真的要走下去。」

「誰來晚餐」活動邀請台南市

十多位各行各業的朋友招待學

生體驗美食、交流人生經驗，

讓學生在飽餐一頓之餘也使心

靈充實飽滿；接受陌生人的招

待，一起用餐、對談，對學生

而言這是一次新奇有趣的經

驗。第二天，學生兵分三路，

決定在喜樹、老府城區安排自

己的探索之旅。團隊夥伴透過

充分表達、相互協商、探索訊

息決定行的方向，再按圖索驥

一探究竟。傍晚的分組報告，

生動有趣，完成夢想的團體小

旅行，增加了不少生活經驗和

知識，還互相交流帶回來的小

點心。最後，汗流浹背的學員

心得分享為兩天收穫滿滿的學

習畫上完美的句點。

隨著學期結束，暑期企業實習

的實戰體驗，需要更多的支持

和關心。如果您願意請支持協

會發展青少年品格及生涯教育

訓練及弱勢家庭青少年子女關

懷及培力方案。

Life Changers

協會秘書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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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家庭關懷系列  2

堅持　  一點
投入　  一些

青春M.A.D(Make a Difference)，
協會為台南市弱勢家庭12-18歲
青少年辦理品格教育、生涯探

索之服務方案；感謝慈揚社會

慈善基金會與臺南市政府社會

局的支持，讓活動得以順利展

開。

今年協會為使更多青少年能參

加學習，超收十多位同學，有

來自40個家庭、100多位的學生
和家長一起參與這個共學的旅

程。衷心希望參加者都能珍惜

這份用心和資源，一起提升自我

品格、發展探索世界的能力。

四月始業式以來，已經進行

三次課程，主題包括：自我認

識、團隊建立、表達藝術、

職業探索。訓練與訓練環環相

扣，提供青少年在面對未來生

活、職涯可能遇到的狀況及所

需技巧的思考與體驗；接下來

還有暑期自主生活體驗營、

小樹計畫持續澆灌幼苗為發展品格教育、

幫助孩子學習個人與

他人及與社會建立良

善的關係，使其有「知

善」、「好善」與「行善」的

習慣和能力的「小樹計畫-
兒童青少年自我管理能力

倍增專案」，已持續辦理

六年，今年秉持「一步一

腳印」的態度繼續辦理。

農曆春節後，已完成了

台南市民德國中4個七年
級班級的「自我探索及生涯發

展」單次課程，帶領七年級學

生認識自我能力特質，藉由檢

測表找出個人最突出的三項特

質，由這些特質聯想將來可以

從事的職業；接著讓學生從另

一方面思考若由個人特質發展

出來的並非他/她的夢想職業，
那麼該再增強什麼能力才能從

事這份夢想職業。最後，鼓勵

學生發揮特質、累積優點、增

加軟實力，未來都能找到自己

的夢想職業。

接棒的是台南市永華國小的

帶狀成長團體，對象是六位在

老師眼中人際關係不佳、學習

狀況有待加強的三年級學生。

學習主軸在「自我探索」：

在課程中與學生討論價值觀、

誠實態度、情緒管理、人際互

動⋯ .等議題。連續六週的課
程於五月底結束。過程中雖然

偶有學生爭吵、課堂搗蛋的狀

況，但總能在老師「溫柔而堅

定」的態度下，拉回探索的主

題。幾次課程下來，幾位同學

有了一些改變：學習

意願低落以致學習成

效落後、對很多事情

都興趣缺缺的小燐，

慢慢有了回應，在最後一堂

課主動參與活動，並主動寫

學習單；被同學嘲笑在班上

總是搗蛋不聽話的阿維，來

到教室總是主動幫忙、踴躍

搶答。只要投注以耐心與關

懷，孩子的改變是值得被期

待的。

接著，暑假一連有菁寮國小、

港尾國小、歸仁國中等三個學

校申請兩日學習工作坊，下學

期有菁寮國中的帶狀課程確

認，期待與更多兒童、青少年

激盪出更多火花。

2016年小樹計畫預計接受15
個單位免費申請，以國小中高

年級及12-18歲兒童青少年學生
為主，歡迎推薦給各國小、國

中、民間團體或社區。聯絡方

式：06-2820320 轉執行秘書林
小姐。

青春M.A.D再出擊多

「鼓動Mad力」服務學習課程、
親子一日遊⋯⋯，期待在多元

的活動中與這群青少年激盪出

更多火花、創造更多的不同！

協會秘書處整理

協會秘書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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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看夕陽─雙溪長者樂活計畫

新北市雙溪獨居長者關懷工

作，一晃眼，四個年頭。經過

一段時間的普查作業後，再把

分級工作交回區公所做策略行

的思考。今年定期訪視20多位

消息提供者  理事汪威志

較需要持續關懷的老朋友，也

把訪視的週期拉為三到四週進

行一次家訪。此外，區公所也

會不定期委託服務團隊拜訪新

個案，並針對有服務需求的個

案進行討論。

馬拉松式的關懷工作，偶爾會

因為志工的家庭責任、職涯發

展而出現人力薄弱的現象，在

此公告，下半年的服務日期為

7/10、7/31、8/21、9/11、10/2、

NGO募款高手教你做
公益勸募─網路應用篇

 研習心得 侯宜良(協會志工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學生)

常言道：錢不是萬能，沒有

錢卻萬萬不能。許多NGO或者
公益團體最常遇到的困難無非

就是沒錢，沒錢是個非常現實

的問題，不管是所欲執行的計

畫，或是辦公室人員的薪水，

錢往往事關重大，雖然聽來俗

不可耐，有時候卻攸關著團體

的存亡。

NGO團體的募款大都仰賴民
眾的捐款，所以「如何募款」

就成了團體或機構能否順利運

作的關鍵。然而傳統上，或者

說一般民眾觀念上的做法，募

款的方式其實非常地被動，這

次課程真的讓我有了不少觀念

上的改變，尤其是募款必須化

被動為主動的做法，募款不再

是單純仰賴民眾的愛心，關鍵

在於如何勾起、吸引民眾的愛

心，利用許多廣告行銷上的做

10/23、11/20、12/18(本年度原
則皆訂於周日 )。有意擔任志
工的朋友，歡迎加入服務的行

列；可於臉書搜尋「陪你看夕

陽-雙溪長者樂活計畫」公開社
團，留下訊息，將有專人與你

聯絡。

法，例如

鎖定目標

捐 款 族

群，和善

用、經營

各種網路

媒體來增

加 「 客

源」，課程中介紹的這些有別

於過去的募款方式真的讓我醍

醐灌頂。

NGO雖然「非營利」卻比誰
都需要錢，商業化的操作和自

我行銷絕對是必要的方式。尤

其許多小規模的N G O雖然長
期投入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也

幫助許多人，但卻不太為人所

知。在這個越來越競爭的社

會，NGO團體的生存也相當艱
難，「為善不欲人知」固然是

種美德，但絕對不能是募款策

安靜的力量─聆聽內在良知
◎每天找出一段時間，約15分鐘~20分鐘。
◎這段時間內什麼事情都不做，先讓心「安靜」下來。

◎然後把想到的事情、情緒、感覺都寫下來。

◎建議您可以從幾個點來鍛鍊內在的力量

✽ Thanks: 需要感謝的人事物?
✽ Sorry: 需要道歉的錯誤行為舉止。
✽ Change: 我最近做了哪些事可以做得更好或改正？
我如何可以扮演好自己生活裡的各種角色？

✽ Care: 哪些人需要我的關心和幫忙?
✽ Do: 有哪些事情是需要開始行動的?

略，新的思考策略不再是如何

募款，而是如何讓民眾捐款。

雖然我也想過商業化的手法

會不會引起質疑，會不會讓民

眾覺得與非營利的理念有所

衝突，但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時

代，這樣的做法應該也是一種

趨勢，善用各種網路資源與自

媒體的經營，在廣大的民眾中

吸引到那些與團體裡念相合的

人，並讓民眾更願意捐款和支

持我們的行動，這是未來所有

的NGO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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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兩座長城

今年五、六月份剛好有機會

走訪中國北京、上海、廣州及

成都等大都會。五月二日，和

五位同行的印度友人登上慕田

峪段長城。大雨滂沱、山氣

冷冽，絲毫不損長城的浩瀚氣

勢。回到旅館，經過兩天努

力，終於翻牆成功，看到臉書

與Gmail郵件的信息。古代的萬
里長城，意在抵禦蒙古外族、

捍衛漢室江山，今日的防火長

城，則是箝制網路資訊言論、

確保一黨專政。

兩道長城也有相似之處：同

樣出於恐懼、猜忌，也同樣終

究失效。需求刺激創新，翻牆

軟體大軍賦予中國網民一身輕

功，與全世界接軌溝通。陪行

的青年導遊表示，現在年輕一

代大抵不相信、也不看官方媒

體報導，一切仰賴手機上的網

路消息。防火長城名存實亡，

成為人民對政府缺乏信任的一

項表徵。

1924年，印度哲人泰戈爾訪
中國，呼籲兩國人民共同擔起

發揚東方精神文明、反對西方

物質文明的使命。他相信，中

國有偉大的將來，當中國站

起來，把自己的精神表達出來

時，亞洲也將有偉大的將來。 
只是，泰戈爾的熱切呼喚並未

獲得太大回響。風雨飄搖下誕

生的新中國依舊動盪，當時社

會人心盼望的是改革與進步，

想辦法迎頭趕上世界，重新贏

得世人對此一偉大東方文明的

尊敬。

1914年，中國知識界和青年
學生發起五四運動，反對華夏

傳統，一心追隨賽先生與德先

生，此一拋棄傳統才能擁有未

來的觀念，成了中國現代化一

路走來的發展基調。1966年，
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進行

全方位的階級鬥爭。文革十

年，批鬥、抄家、告密，估計

遭迫害者達1.13億人，經濟損
失1.3兆元，葬送一代青年的教
育，更嚴重的是彼此出賣的鬥

爭文化導致道德淪喪，人與人

之間喪失信任。文化大革命變

調為文化浩劫。

中國近二十年來經濟火熱，物

質文明大躍進，現在政府轉而

著重提升非物質的精神文明。

放眼中國各大城市的工地建案

圍牆上，都可看到告示倡導社

會主義的十六項核心價值觀，

其中一項就是文明。旅遊景點

更處處有著「做文明遊客」的

宣傳標語。然而在一個輿論媒

體受中央高壓管控的社會，文

明一詞很容易流於樣板宣傳，

如何落實才是真正的挑戰。

六月端午假期，在成都接待我

們的朋友是一位穆斯林。時逢

齋戒月，這位初次見面的中國

友人，特別來機場接我們，並

開車送我們往返離市區二百公

里遠的博物館。原本在旅途上

的穆斯林是可以破例開戒進食

飲水的，但這位朋友決定堅守

戒規，不為討好別人、贏得認

同，只為看重自己、遵循自己

的信仰。他也感慨提到，在週

五中午禮拜後走出清真寺，他

獨自一人停在斑馬線前等綠燈

時，還得承受其他闖紅燈教友

投來不以為然的眼光。

「有怎樣的國民，就有怎樣的

國家」，從他身上，我看到中

國文明的未來希望、還是值得

期待的。沒有人民，任何變革

都不可能發生；沒有制度，任

何變革都不可能長久。兩者在

中國缺一不可。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

而後知禮義」，如何進步成為

知榮辱、行禮義，值得人民與

各國信任尊敬的文明社會，進

而對世界做出應有而獨特的正

面貢獻，正是中國下一階段的

挑戰。與其辛苦維護一道猜忌

防堵的防火長城，中國不妨著

力於多興建信任溝通的橋樑，

從自己的人民與制度做起。

許壽峰
（中英口筆譯工作者、道德重整協會暨國際道德重整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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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學生籌

畫了一場兩天

的人際關係工

作坊，協助十

多位協會服務的青少年發展人

際技巧，主要以體驗教育和戲

劇活動為活動模式，以體驗教

育的理念設計一系列與溝通相

關的闖關活動，並在活動過程

及結束後進行反思、回饋，期

望青少年藉由實際參與活動獲

得經驗與學習，並從經驗中反

思，進而與個人的生活經驗產

生連結，使溝通的活動能對其

引發意義與影響，且能進一步

歸納與發展出因應的能力與方

法，最終運用於生活中。

服務學習

105年1月捐款(新臺幣元)：
林易虹 500,  沈士穎 500,  袁由芳 
500,  林耀文 500,  陶幼卓 500,  鍾
馥如 500,  龔萬侯 500,  李明生 
2,000,  黃筱惠 500,  汪威志 500,  顏
德琮 500,  陳淑意 1,000,  張潤明 
1,000,  李書芬 300,  曾翊嘉 1,000,  
黃炳勳 10,000,  歐陽立仁 2,000,  王
德睿 3,000,  蕭輝煌 500,  郭益銘 
600,  張清江 500,  謝富雀 500,  曾
淑品 200,  邱素澐 1,000,  方倩勻 
1,000,  陳佩儀 500,  郭佩樺 500,  想
享美食家 400,  曾蕭來喜 3,000,  許
壽峰 8,000,  林黃秀梅 5,000,  呂亞
儒 2,400,  蘇鈺婷 3,825,  徐玉婷 
26,175,  張兆慶 4,000,  葉大維 3,000
105年2月捐款(新臺幣元)：
林易虹 500,  沈士穎 500,  袁由芳 
500,  陶幼卓 500,  鍾馥如 500,  龔
萬侯 500,  李明生 2,000,  黃筱惠 
500,  汪威志 500,  顏德琮 500,  陳
淑意 1,000,  張潤明 1,000,  曾翊嘉 
1,000,  歐陽立仁 2,000,  王緒 1,000,  

林福岳 3,000,  王德睿 3,000,  郭益
銘 600,  張清江 500,  謝富雀 500,  
曾淑品 200,  蕭輝煌 500,  邱素澐 
1,000,  方倩勻 1,000,  陳佩儀 500,  
李書芬 300,  陳美合 1,500,  吳蔡金
鈴 10,000,  熊亮原 3,000,  吳孟遙 
2,000,  許清皓 3,600,  董璟民 2,000,  
郭佩樺 300,  林黃秀梅 500,  張萬
權 12,000,  道德重整高雄團 3,340,  
想享美食家 800,  賴逸樽 2,000,  許
振強 10,000,  許振昌 10,000,  高榮
杰 10,000,  張家仁 2,000,  巫瑩慧 
3,000,  李東錫 2,000,  陳美惠 2,000,  
楊宴妮 300,  林嘉芳 10,000
105年3月捐款(新臺幣元)：
林易虹 500,  沈士穎 500,  袁由芳 
500,  陶幼卓 500,  鍾馥如 500,  龔
萬侯 500,  李明生 2,000,  黃筱惠 
500,  汪威志 500,  顏德琮 500,  陳
淑意 1,000,  張潤明 1,000,  李書芬 
300,  曾翊嘉 1,000,  黃炳勳 5,000,  
歐陽立仁 2,000,  王德睿 3,000,  郭
益銘 600,  張清江 500,  曾淑品 200,  

蕭輝煌 500,  邱素澐 1,000,  方倩勻 
1,000,  陳佩儀 500,  陳美合 4,500,  
梁慧芬 500,  丁迺龍 500,  吳俊毅 
500,  陳建良 1,000,  郭佩樺 300,  林
黃秀梅 500,  想享美食家 400,  陳
得文 5,000,  雷浩忠 2,000,  李榮錦 
1,000,  黃淑玲 1,107,  李絲縈 1,300,  
蔡忠城 500,  王淯譯 200,  財團法
人台南市私立慈揚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175,000
105年4月捐款(新臺幣元)：
林易虹 500,  沈士穎 500,  袁由芳 
500,  陶幼卓 500,  鍾馥如 500,  龔
萬侯 500,  李明生 2,000,  黃筱惠 
500,  汪威志 500,  顏德琮 500,  陳
淑意 1,000,  張潤明 1,000,  李書芬 
300,  曾翊嘉 1,000,  黃炳勳 5,000,  
歐陽立仁 2,000,  王德睿 3,000,  郭
益銘 600,  張清江 500,  曾淑品 200,  
蕭輝煌 500,  邱素澐 1,000,  方倩
勻 1,000,  陳佩儀 500,  梁慧芬 500,  
丁迺龍 500,  吳俊毅 500,  陳建良 
1,000,  張揮鈺 2,000,  郭佩樺 300,  

林黃秀梅 500,  想享美食家 400,  
袁由娟 2,000,  周淑德 200,  江淑君 
200,  顏佳雰 1,100,  張兆慶 4,000,  
蔡忠城 500
105年5月捐款(新臺幣元)：
林易虹 500,  沈士穎 500,  袁由芳 
500,  陶幼卓 500,  鍾馥如 500,  龔
萬侯 500,  李明生 2,000,  黃筱惠 
500,  汪威志 500,  顏德琮 500,  陳
淑意 1,000,  張潤明 1,000,  李書芬 
300,  曾翊嘉 1,000,  黃炳勳 5,000,  
歐陽立仁 2,000,  王德睿 3,000,  郭
益銘 600,  張清江 500,  曾淑品 200,  
蕭輝煌 500,  方倩勻 1,000,  陳佩儀 
500,  梁慧芬 500,  丁迺龍 500,  吳
俊毅 500,  陳建良 1,000,  張輝鈺 
2,000,  郭佩樺 300,  林黃秀梅 500,  
想享美食家 400,  黃偉剛、黃智
謙、黃睿賢 2,000,  ,  財團法人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20,000

捐
款
徵
信

從前兩次的服務學習活動，就讓我了解一、每個

活動的背後是需要多少人的付出，才能成就一個

活動讓它能圓滿結束，就算活動帶給你的沒有太

多的回報或者感動，但是活動舉辦過程中大家付出

的心力勞力是不可否認的。二、學到節省和珍惜有

限資源，達到有效利用的作法。做任何事時應該要

小心謹慎，注意小細節，同時要善用時間，達成效

果還要兼具效率。(王儀萍)

嘗試了很多沒做過的事，像是刷油漆、擔任青少

年輔導員⋯。輔導員，對我來說是一大挑戰，我其

實是個內向的人，但是藉由這次機會，勇敢地踏出

了那一步。這些青少年們是來學習，而我是向他們

學習，學習他們之間如何互動、如何在陌生環境與

他人相處、如何與他人溝通。他們學習，我也在學

習。我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做我平常不會嘗試

的事，收穫真的很大。(田宜雯)

協會秘書處整理

今年上半年，協會接受了兩

個學生團體來進行服務學習活

動，一是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大四9名學生，另一個則是
長榮大學科技管理系大二學生

7名。由於兩團學生的學習背
景、專長不同，從事的服務學

習課程內容也有所不同。

東海大學學生是由該校任教

的王老師引介的，王老師則是

由於過去一年協助協會進行脫

貧專案而結識的熱心的社會教

長榮大學科管系7名學生，則
是因為其中一位同學曾參加協

會的訓練。因著這層因緣，聯

繫來協會服務學習，兩次見面

討論後，敲定了服務的內容主

要分為：一、需要大量人力的

庶務工作和行政支援，二、支

援兩次青少年訓練，三、為協

會進行網路宣導。總共累積168
小時的服務時數。幾次的活動

下來，由於態度不同、收穫自

是不同：有人從過程中發現服

務其實不如想像中來得簡單，

「辛苦」讓這個經驗變得難

得；有人則能夠從服務中反思

自己的不足，看見自己還需要

再學習的地方。
心得分享

學習服務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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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交流
 Members Exchange

北 部 安靜野餐會
5月15日在大安森林公園辦理
安靜野餐會。不同世代的會員

會友和志工朋友們，彼此交流

增進認識，是一次非常難得的

聚會。

中國團王緒、逢甲團夏海明、

臺南團張瑛娟以及師大團周澤

志⋯幾位前輩，是這次聚會最

大的亮點，他們仍然主

持或參與一些重要的活

動，傳遞信念，在人與

人之間的連結、社會的

改變等工作方面仍然努

力著，讓大家看見道德

重整的火炬，經過歲月

的淬鍊，依舊持續燃燒

著。

有幾位朋友是第一次和大家

聚會：麗玉是參與雙

溪長者樂活計畫的志

工，對服務有很高的

熱忱；希望小棧成員

智翔帶來兩位新朋友

吳芝瑩、郝懷恩，他

們聽到有野餐活動便

很熱情地報名了，也

相當樂於分享；另外

還有爾伶在蘭嶼旅遊

遇到的楊雯婷和她的男朋友高

偉倫，兩位可愛的年輕人，喜

愛藝術的他們也分享了現實與

理想的拉扯。

這次聚會以野餐形式舉辦，每

位參與者各自攜帶點心。因為

天氣不穩定的關係，實際上是

在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的陽光

大廳舉辦，適逢假日人潮多，

其實很吵雜，所以採分組進行

交流，期待下一次相聚大家可

以有更深入的對話。

台 南 好久不見之安靜分享會
5月2 7日因著中國姑娘倩涵
來訪、嫁到印度的菡亭返鄉探

親，擇日不如撞日，就訂了禮

拜五晚上邀約朋友一起來安靜

分享，經驗交流。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倩涵分享了其15歲熱情
投入志願服務猶如嬰兒學步，

在跌跌撞撞中認識自己、控制

力道、建立人我關係；菡亭分

享異國婚姻的文化衝撞、適應

和成長；還有來自香港的侯憓

談論著這幾年來探索自我、學

習靈性工作技巧的歷程。幾位

遠道而來的朋友的真心分享，

也喚起其他與會的朋友的心靈

話語，沉澱後的思緒更清明。

週五夜話，久久無法收工打

烊。

1月4日/江若薇~來自千手互助網/雙人床 ◎

包一組,行李箱一個,心靈書及雜誌一批,

電腦書一批,美容用品一批,雜物一批,衣

物一批

1月11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 ◎

屋)/高麗菜35顆

1月14日/洪郁惠/彈珠汽水2箱 ◎

1月18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 ◎

屋)/飲料一批

1月22日/陳今元~來自千手互助網/冬天 ◎

棉被1件

1月26日/lene5851236~來自千手互助網/ ◎

一箱物資,數件毯子,

1月26日/張凱庭~來自千手互助網/二手 ◎

衣物一箱

1月26日/郭秋梅~來自千手互助網/珍珠 ◎

雙人被套毯2件及范倫鐵諾X遠紅外線超

蓬鬆6x7發熱被2個件

1月27日/Shannon~來自千手互助網/19吋 ◎

液晶螢慕(二手)及滑鼠兩個(一個二手、

一個全新)

1月29日/劉信宏~來自千手互助網/二手 ◎

電腦一組

2月3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屋)/ ◎

白米15包

2月4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屋)/ ◎

棉被4件，保暖外套一批，抱枕2個，小

狗抱枕1個

3月14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 ◎

屋)/白米2大袋,及地瓜一大袋

3月15日/鄭士銘/二手牛仔褲一批,玩具 ◎

一大批.電扇2把

3月18日/郭欣怡/烏克麗麗1隻 ◎

3月14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 ◎

屋)/白米2大袋,及地瓜一大袋

3月15日/鄭士銘/二手牛仔褲一批,玩具 ◎

一大批.電扇2把

3月18日/郭欣怡/烏克麗麗1隻 ◎

3月18日/郭癸均/烏克麗麗1隻 ◎

3月20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 ◎

屋)/烏克麗麗7隻

3月20日/爵士樂器/烏克麗麗2隻 ◎

3月23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 ◎

屋)/地瓜一大袋

4月20日/梁慧芬/玩具及衣服一批 ◎

4月21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 ◎

屋)/二大袋米

5月5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屋)/ ◎

微波爐一台

5月18日/有巢氏夢時代加盟店(富群房 ◎

屋)/二大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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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

1月3日會員汪威吉完成終生 ◎

大事，與鍾依婷小姐共組家

庭。

1月15日會員楊意瑩與林憲恩 ◎

先生共結連理，完成結婚大

事。

1月22日會員洪金冠女兒劉曉 ◎

青產下第三個孩子，母子均

安。

6月5日會員楊雅鷹與藍天平 ◎

先生舉行文定之喜，訂於10
月29日辦理婚宴。

工作團隊/聚會

1月16日龍劇老道於台北國軍 ◎

英雄館聚會。

1月18-22日逢甲大道德重整 ◎

合唱團於苗栗通霄舉行寒假

生活營「佐料」，會員林福

岳、執行秘書林淑芬受邀前

往授課、分享經驗。

2月27-28日於南投埔里謝緯 ◎

紀念營地辦理第十八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暨團隊會議。團

隊會議除有台南市家庭情緒

智商發展協會、人人至上協

會、台灣逢甲道德重整合唱

團協會等單位代表出席外，

還有本會青年志工代表、台

南團及高雄團團友參與討

論，交流主題為未來工作重

點、合作方向。

3月13日南北志工組團參加 ◎

「2016 SKECHERS RUN前所
未有路跑」活動，挑戰目標

14公里。
5月15日北部理事與希望小棧 ◎

朋友於台北大安森林公園辦

理「草地安靜野餐會」。有

跨越社團、世代的老中青朋

友出席，好不熱鬧。預計7月
16日預定於中強公園（捷運
象山站）進行野餐分享會。

5月27日於協會辦公室舉行 ◎

「好久不見--安靜分享會」。
有來自中國的熊倩涵、香港

的趙侯 、回娘家的印度新

娘潘菡亭擔任開場分享。

5月28日逢甲大學道德重整 ◎

合唱團舉行期末演唱會「偽

妝」；5月29日與台灣逢甲道
德重整合唱團協會合辦第45
屆團慶「傳唱45」。
7月3-10日逢甲大學道德重整 ◎

合唱團至澎湖進行暑期巡迴

演出及服務，演出：7月4日
澎湖監獄、7月5日澎湖特殊
教育中心，社區服務：7月7-9
日鳥嶼國小。

台北希望小棧年度聚會時 ◎

間：5月15日、7月16日、9月
4日、11月5日、12月17日。
中部志工研究院下半年度第 ◎

一次聚會於7月17日舉行。

告別

2月5日志工張黛玲舉行告別 ◎

式。

2月21日會員王德睿父親、志 ◎

工林建宏父親舉行告別式。

2月26日理事汪威志及會員汪 ◎

威吉父親舉行告別式。

2月1-2日多位青少年志工到協 ◎

會協助年終大掃除，為辦公

室進行除舊布新。

3月1日秘書長歐陽慧芳與社 ◎

工徐玉婷至長榮大學出席

「104年低收入戶生活狀況暨
脫貧方案需求調查計畫焦點

團體」，提供青少年脫貧培力

經驗，並推薦學員參與研究。

3月18-20日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

系9名學生假協會辦公室進行
服務學習活動，為青少年辦

理「英雄聯盟-人際溝通大解
密」工作坊。

3月31日王篤強老師、秘書長 ◎

歐陽慧芳、社工徐玉婷進行

「逆風飛翔」青少年脫貧專

案督導會議。

4月12日秘書長歐陽慧芳、 ◎

社工蘇鈺婷、執行秘書林淑

芬、理事郭佩樺、志工賴逸

樽一行前往雲林斗六、西

螺、虎尾地區為暑期青少年

營隊進行場勘。非常感謝會員

蔡佳珍小姐協助提供訊息。

4月22日長榮大學科技管理系 ◎

學生到協會辦公室進行刷油

漆、資源回收、環境整理等

服務學習活動，預計每人提

供24小時服務。
「青春M.A.D」4月24日活動 ◎

開幕式，運用相見歡活動建

立團隊默契。5月22日「青春
M.A.D」活動，進行職業選擇
及生活開銷估計課程，讓學員

對於自己未來想選擇的職業

及可能會有的生活開銷有較

為清楚的概念；邀請理事林

政瑢分享自我推銷的技巧。

逆風飛翔4月17日辦理第一 ◎

次「生命2.0講座」，於開幕
式邀請會員謝玉萱分享個人

生命故事；也進行「聚沙成

會員/志工動態

協會快訊
I of C Information

協會工作推展
青少年服務

1月5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和社 ◎

工徐玉婷至台南市社會局進

行「逆風飛翔」專案計畫期

末報告。

1月26日秘書長歐陽慧芳與社 ◎

工徐玉婷至台南市社會局參

加脫貧方案評選會議。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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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儲蓄計畫活動。

5月28-29日「逆風飛翔」專 ◎

案進行兩天一夜「追夢體驗

營」，於南大附中探索教育

園區進行體驗式活動課程、

與不同行業的長輩朋友共進

晚餐分享生命經驗、各小組

討論規劃台南境內自助旅

行。中國友人熊倩涵亦參

與、觀摩課程進行。

品格教育

4月25日秘書長歐陽慧芳、 ◎

理事許壽峰、社工徐玉婷、

蘇鈺婷、執行秘書林淑芬至

民德國中為七年級班級進行

「自我探索及生涯發展」單

次課程。

4月26日「小樹計畫-兒童青少 ◎

年自我管理能力倍增專案」

之永華國小帶狀課程，開始

為期六個週二下午課程。

6月27、28日於菁寮國小進行 ◎

「小樹計畫-兒童青少年自我
管理能力倍增專案」課程，

為即將升上五、六年級的學

生進行升級訓練。

本會代表分別參與每月亞洲 ◎

區域協商委員會議及國際理

事會議。

機構聯結

1月21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出 ◎

席教育部參加國際志工座談

會。

2月16-1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參 ◎

加0206震災後情緒危機處理
工作人員訓練。

3月2日理事許壽峰出席外交 ◎

部NGO團體年度聚會。
3月8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徐玉婷至璨揚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進行第二次企業志工

訓練。

3月11日社工蘇鈺婷參加感恩 ◎

基金會分享會。

4月14日秘書長歐陽慧芳至台 ◎

南市政府照顧服務管理中心

進行志工訓練。

4月15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受邀 ◎

出席教育部「未來教育概念

展」開幕活動。

5月3日社工蘇鈺婷代表出席 ◎

台南市政府兒少服務單位聯

繫會議。

5月1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出席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舉辦之國

際志工評審會議。

5月21-22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受 ◎

邀至遠東科技大學「教育部

資訊志工期末分享會」，擔

任競賽評審。

職能提升

2月25日秘書長歐陽慧芳、 ◎

社工徐玉婷至輔仁大學參加

「金融社工—資產累積服務

的財務知能養成策略實務」

座談會。

3月23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徐玉婷、執行秘書林淑芬

參加台南市社工師公會辦理

105年度慶祝社工日系列活
動之「童詩童話繪本製作應

用」工作坊。

3月28、30日社工蘇鈺婷至高 ◎

雄參與「兒童及少年社區預

防性服務方案教材及培力計

畫」。

4月15日理事許壽峰、執行 ◎

秘書林淑芬至慈揚基金會參

加「NPO充電站-影音編修課
程」。

5月12日社工徐玉婷、蘇鈺婷 ◎

參加「婦女社會工作—婦女

婚姻與家庭議題」工作坊。

5月13日理事許壽峰、執行秘 ◎

書林淑芬至慈揚基金會參加

第二次「NPO充電站-影音編
修課程」。

5月26日社工徐玉婷、蘇鈺 ◎

婷、執行秘書林淑芬參加台

南市社工師公會辦理105年度
慶祝社工日系列活動之「生

命書寫」工作坊。

拜會與來訪

2月1日長期捐款人林耀文、 ◎

江淳卉夫婦及小孩到協會拜

訪。

2月18日「Run點子社會設計 ◎

平台」發起人謝東宏來訪。

3月7日慈揚社會慈善基金會 ◎

黃淑雅主任來訪。

3月15日長榮大學科技管理系 ◎

二年級7名學生到辦公室討論
服務學習事宜，由秘書長歐

陽慧芳、社工蘇鈺婷、執行

秘書林淑芬接待。

4月2日志工鍾馥如與三名外 ◎

籍研究生借宿協會，於台南

地區進行文化采風。

4月19日秘書長歐陽慧芳、 ◎

協會快訊
I of C Information

國際事務

1月28日-2月9日理事許壽峰 ◎

前往奈及利亞參加國際理事

會。

4月30日-5月10日理事許壽峰 ◎

陪同印度道德重整友人訪中

國。

5月，APYC(亞太青年會議)五 ◎

位申請人面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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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道德重整國際實習與志願服務計畫

社工徐玉婷拜訪成功大學

「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
年程式設計教學計劃」理事

長蘇文裕。

4月2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蘇鈺婷至復興里拜訪里長，

討論暑期服務學習事宜。

5月13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蘇鈺婷拜訪菁寮國小戴淑

娟校長，討論兒童青少年自

我管理課程合作事宜。

5月19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徐玉婷至台南大學附中體

驗教育園區場勘，與教練詳

談體驗教育注意事項，並邀

其分享生命故事。

5月27日中國友人熊倩涵、香 ◎

港友人趙侯僡以及自印度返

鄉的潘菡亭至協會辦公室參

與安靜分享會。

6月1日韓國友人Min Hui與女 ◎

兒來台參加會員楊雅鷹訂婚

宴，並與北、中、南部朋友

見面聚會。

 感謝

菁寮天主堂韋神父、林尚君 ◎

秘書安排與菁寮國小及國中

校長，討論兒童青少年關懷

合作事宜。

志工賴逸樽每個月一次利用 ◎

工作休假之餘到辦公室協助

行政工作，檢視電腦硬體相

關設備。

志工張正頎自104年10月起， ◎

利用周三晚上至協會支援行

政事務。

志工吳凱文自105年5月，不 ◎

定時至協會支援行政事務。

課輔志工楊雯媛、張至皓、 ◎

廖韻穎分別提供每周一至二

次的英語、數學課業輔導。

印度 INDIA
亞洲高原實習計劃（APIP）的想法源自於2001年12

月在此舉行的「全球HOHO聚會」，專為充滿活力、

主動、年齡介於21到35歲之間、已準備好改變自己並

為社會帶來的完整和正面改變的青年人而設計。這個

計劃在「亞洲高原」IofC中心(原名道德重整Moral Re-

Armament，M.R.A)進行，位於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潘

奇加尼，距離浦那(Pune)城市約一百公里的山丘上。

實習時間(一年兩梯次)：9月1日至1月31日（5個 ◎

月）；2月1日至6月30日（5個月）

實習內容：參與研討會、會議、工作坊及中心其 ◎

他活動，和一些知名、有成就的講師以及來自不

同背景、職業和地方的參與者認識、交往及產生

互動；互動式會議，實習生將被要求為各自國家

作呈現、發言，生活在這個多元信仰、多元文

化的社區裡，提供了生活技能、關係建立和團隊

工作的豐富經驗；領導和組織中心活動和小組會

議；檢視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學習建立完善社會

的力量，理解個人與世界狀態之間的關係(Learning 

through attendance at seminars,workshops, conferences 

and other programs of the Centre which provide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hear experts on various subjects and to 

meet, mingle and have interactions with some eminent 

and accomplished facilitators and participants coming 

from varied backgrounds, professions and locations. 

Interactive Session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cultures. Interns will be expected 

to make presentations about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Living in a multi-faith,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provides 

a rich experience in life skills, relationship-building and 

team-work. Leading and Organizing participants of all 

levels in the practical running of the Centre’s activities 

and at group meetings. Dedicated Sessions for personal 

empowerment through effective living and leadership as 

encouraged by IofC, allow one to examine one’s own 

life and living, study the forces that can build a sound 

society as well as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

具備條件與能力：此為不分性別、宗教、背景的 ◎

開放性申請。年齡介於21-35歲之間，身體健康，

具備工作和服務能力；研究生（優先，但不是必需

的）；具備英語口語及書寫能力；能口說印度語

/馬拉地語，和音樂、表演或其他才藝將是額外的

優勢；應為一個負責任、可靠、自動和歡快的團隊

成員，並承諾依「亞洲高原」群體規定而生活，尊

重權威和維護紀律是至關重要的；接受道德重整的

四大絕對標準：純潔、誠實、無私、仁愛，作為賴

以生存的價值觀，為擁有一個關懷與服務的生活

做出真誠的努力(Age: Between 21 and 35 years, should 

be physically fit, in good health with ability for hard work 

and service；Graduate (Preferable but not essential)；

Knowledge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spoken Hindi/

Marathi, and musical, acting and other talents will be an 

added advantage；Should be a responsible and reliable 

self-starter and a cheerful team player.  A commitment to 

協會快訊
I of C Information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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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by the Community Guidelines of Asia Plateau, respect 

for authority and maintenance of discipline are essential. 

Acceptance of IofC’s standards of Unconditional Purity, 

Honesty, Unselfishness and Love as values to live by and 

endeavoring to make a sincere effort to live a life of care 

and service.)

至少於實習時間日的六週前進行申請。填妥申請表

格寄出後，在最後篩選前將進行Skype或電話甄試，成

功的候選人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通知。

往返亞洲高原的交通花費，以及附帶的個人支出和

任何其他個人旅行的費用由實習生負擔，同時也應該

負擔個人停留在印度期間的所有醫療保險。食宿將是

免費的，但歡迎自由奉獻。

詳細訊息，請見亞洲高原Asia Plateau網站http://in.iofc.

org/ap-intern-programme 

柯峰實習領導力計畫提供機會讓青年充份體驗柯峰

會議中心的豐富生活。成員將提供各項會議服務，並

且透過

訓練課程投入學習如何在本世紀發揮領導力。且把

你對一般實習的刻板印象以及對領導力的傳統看法通

通拋開，本計畫要求你對任何事都勇於挑戰，從挑戰

自己開始。

實習時間：兩梯次，每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7月下 ◎

旬至8月下旬，詳情請至協會網站查詢

實習內容：柯峰的各項國際會議吸引來自全球數百 ◎

位與會者。中心日常運作的若干基本工作是由實習

計畫成員帶領會議與會者共同執行，這是建立社區

共同體關係過程的一部份。成員具有大好機會，

可以接受訓練並透過帶領國際工作團隊來培養個

人技能，並且參加專為實習生開設的一系列領導

力工作坊。(The International Caux conferences attract 

hundreds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s part of the 

community-building process, elements of the day-to-

day practical work of the centre are done by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led by Inside Change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have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skills and receive 

training in leading international teams, as well as follow a 

series of leadership workshops offered specifically for the 

participants team. Completion certificates are given.)

服務：柯峰會議的一項核心精神是賓至如歸。這個 ◎

以服務為本的社群可以讓你實踐世人重視的各種價

值，包含團隊合作，建立信任，包容，多元文化，

建立社群。藉由察覺到營造真實社群所需的各種技

能時，我們會體驗到這一切。成員分屬不同工作部

門，每週工作約26小時，內容包含用餐服務、廚房

烹飪、食品倉儲、客房清潔、技術支援、秘書行

政、房間分配、迎賓櫃台、插花佈置。(Hospitality 

is a core value of the Caux conferences and of the In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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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SWITZERLAND

日本 JAPAN
日本道德重整協會，自2002年起開始進行學校活

動，目的在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提供相關實習計畫，

對於參與實習的年輕朋友而言是個很好的機會展現個

人領導能力及體驗不同的文化

實習時間：每年5月初至6月初，詳情請至協會網站 ◎

查詢

實習生需求：3~4人 ◎

實習內容：至中小學、大學進行交流、呈現；展 ◎

現各自國情文化；與夥伴、他人分享自己的改變

經驗及IofC價值觀(Give presentations to school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Present your own 

culture；Share IofC values and experiences of change 

with IofC Japan team and others)

具備條件與能力：開放接受新事物的心；會唱IofC ◎

歌曲及表演短劇呈現IofC價值；樂意與團隊工作；

會說英語或日語；如果會演奏任何樂器那就太棒

了！(Open mind and heart; Able to sing IofC songs and 

play skits to share IofC values; Willingness to work within 

a team; Good at English or/and Japanese; Able to play 

any musical instruments will be most helpful)

徵選文件：申請表、推薦函(致力於IofC工作者) ◎

日本IofC將會提供實習期間住宿、交通相關基本開

銷，並協助負擔往返日本之機票費用

詳細訊息，請見日本 Io fC網站http : / /w w w. io fc .

org/2016-invitation-work-iofc-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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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Programme. This "community in service" is the 

place where we put into practice the values we talk about 

– teamwork, trust-building, inclus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community-building. We experience it by becoming aware 

of the skills needed to create authentic communities. 

The departments where participants will be involved, for 

roughly 26 hours each week, include: dining room, kitchen, 

economat, housekeeping, technical, secretariat, allocation, 

reception and fl ower arrangements.)

訓練：這是一個領導力的訓練課程，是一系列的兩 ◎

小時工作坊，能夠自我挑戰、更深入地發掘自己的

生活和經歷、開啟你的創造潛力。課程宗旨為：探

索個人變化和社會變化之間的關係；鼓勵來於個

人價值觀、準則的個人和集體倡議；發展對於變

化本質的理解，並且創造變化的條件；為團隊建

立、溝通提供有效性的具體工具。(This will primarily 

be structured around the Leadership course, which is 

a series of 14 two-hour workshops.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to explore your own life and experience more 

deeply, to challenge yourself, and unlock your creative 

potential. The course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change and societal change - the link 

between the intimate and the global；To encourage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initiatives that are grounded in an 

application of personal values and standards；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hange, and the 

conditions that create change；To provide concrete tools 

for eff ectiveness in team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

具備條件：年齡介於18-30歲之間；具備英語會話及 ◎

書寫能力，能說另一種語言更好(法語最佳)；具備領

導能力和組織經驗為優勢。

詳細訊息，請見瑞士科峰Caux網站 http://www.caux. ◎

ch/caux-interns#req

Life Changers

捐款贊助本會會務執行，各項服務方案專款帳戶：

支持協會綜合業務弱勢家

庭青少年服務專案

兒童青少年品格教育專案

郵政劃撥
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帳號：14871904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赤崁分行
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銀行代碼：007  銀行帳號：605-10-
503047

支持會館借貸款還款計畫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府城分行
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銀行代號：017 銀行帳號：006-09-
10908-1

支持國際交流與服務專案

8月8日前
銀行：京城銀行  北台南分行  
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銀行代號：054銀行帳號：
020125012710
8月8日後
銀行：京城銀行  府城分行  
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銀行代號：054銀行帳號：
048125023080

匯款後，請來電、傳真、或E-Mail告知匯款日期及帳號

末5碼，並留下你的姓名、電話及地址，以便核對資料

及寄捐款收據  

信用卡捐款：請填妥授權證書及同意書後，郵寄或傳

真回協會

如何參與或服務

嘗試實踐理念於生活中1

參加營隊與課程2

擔任志工3

成為會員或贊助會員4

捐款或長期小額捐款5

信用卡捐款授
權書及同意書

本會方案活動臉書專頁：

Compassion 
without Borders-
志工無國界 愛
心滿人間 IofC 
Taiwan

0707 誠實日
Honesty day

陪你看夕陽─雙
溪長者樂活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