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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寬恕 被害者成為得勝者

從小就想要成為領袖，有

一番作為。小學時，總想

知道別人是否有午餐吃，

沒有的話就分他們吃。中

學時擔任學生會主席，非

常活躍，這也激勵了我想

要為所當為。

我的父母是非常虔誠的

基督徒，這點也影響我的

人生和信念，相信神就是

愛，時時都保護著我。

 這個信念卻在2002年給震垮。
那天晚上我服務的餐廳有一組訂

位，經理要我加班。下班後，搭

火車回家，下車後走路時，覺得

有人碰我的肩膀，正高興有人可

以陪我走一段。

 沒想到這竟是一場人生噩夢的
開端。一下子就被布條和膠帶矇

住雙眼。我試圖反抗，卻跌倒，

被拖上汽車，到了某個地方，我被

拋在地板上，感到困惑且驚怕。

 只聽到有人竊竊低語。這時
我開始和神計較，質問：「這就

是祢對我的愛嗎？祢的保護呢？

為何祢容許這種事發生在我身

上？」就在那時，我想起一段聖

經經文，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

是祈求神讓我活下去。

 噩夢持續不停，我被剝掉衣
服，慘遭毆打、強暴。記得，挨

揍時我哭個不停，直到身心麻

痺、哭不出來，只能任人擺布。

 一切結束後，隔天早上我被
載回原地放逐，徬徨無助。這遭

遇，讓我失去身為女人的信心、

失去對神的信仰、失去副理職

位，還須住院三個月療傷，變得

憂鬱且孤立自己。

 後來，我在2007年接觸了道德
重整的婦女和平圈 (Peace Circles) 
團體活動。在一次「寬恕」主題

的聚會中，對著一群陌生人，分

享了我的故事。那是頭一次覺

得，自己始終扛著的一個大包袱

從肩上卸了下來。從那天起，我

領悟到必須原諒自己、原諒那些

加害者，不是要姑息他們的過

錯，而是要從精神牢籠裡釋放自

己。我呼吸到新生命，人生得以

重新開始、生命得以獲得修補。

編譯/許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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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月後，在家人、朋友及
道德重整友人支持下，領悟到我

能為世界付出的其實很多。2009
年，我開始更加確信，要

為有類似遭遇或其他需要

療癒傷痛的婦女發聲。我

覺得神其實是在預備我，

使我有能力承擔這項呼

召，如此才能不帶評斷、

毫無保留地理解她們、建

立聯繫。

 婦女和平圈讓我有機會
擔任引導員、訓練講師、

輔導員、國際協調員、專

案經理等領袖角色。我們

接觸到的婦女大多遭遇到強姦、

家暴、低自尊、無法寬恕等生命

挑戰。在和平圈活動中，我的經

歷成為一項禮物，協助其他婦女

轉換心境，有所啟發，並且展開

自己的療癒歷程。

 欣慰的是，我不再認為自己
是一個受害者，而是一個得勝

者。現在我知道，儘管有過去的

經歷，我是美麗的，因為我之所

以是我，並不是取決於我的生活

經歷，而是我的人生使命。真正

的領導力，是身處傷痛中依然

有能力做出積極正向的抉擇。

有時候，在痛苦中我們難免會要

問「為什麼？」事實是，如果不

是我，會是誰？沒有人注定得遭

受傷痛，但是徘徊在傷痛中，只

會讓我們錯失釋放生命潛能的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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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道德重整工作者 Portia Mosia 分享她如何透過道德重整
婦女和平圈活動，拋下包袱、重啟生命，從被害者轉化成得勝

者，承擔起為受害婦女發聲的領袖角色。

藉由四月底辦理亞太協商會議的機會，安排國際道德重整夥

伴與國內志工、青少年互動的機會(詳見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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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考和素養」取代知識

的僵硬背誦，一直都是台灣教

育改革的討論重點。四月份

到芬蘭教育參訪時，有幸觀課

到芬蘭老師帶領學生準備芬

蘭全國高中畢業會考(Finnish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開放
性論述題的解題過程，值得參

考！(芬蘭高中畢業會考是芬蘭
高中生三年中唯一的考試，也

是申請大學的資格考)

觀課名稱： 
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該節課討論「價格與需求的

關係」，並以芬蘭高中畢業會

考「社會經濟」考題為例，帶

領學生討論如何透過「多元觀

點」來回答該類題目。

※畢業會考題型：每科目四~
六個開放性論述題(essay)，每科
目作答時間6小時。

教學方法

1. 教師先以石油價格為例，說

明這堂課要討論

的主要概念：

「有些物品的需

求會隨價格而大

幅變動、但有些

物品不會，因素

各異」。

2. 教師詢問學生：
哪些物品的需求會隨價格而

變動？為什麼？ 
老師舉例說汽車若價格太高，

需求可能會降低，但有學生說

在芬蘭南部可能如此，因為有

較多公共運輸可代替，但北方

由於幅員廣闊缺乏公共交通，

就算汽車價格升高，需求也不

會降低。老師對他能根據地理

觀點回答給予肯定。

接著老師再詢問食物的需求會

不會隨價格而大幅改變？ 
有學生回答不會，老師問為什

麼，學生回答食物是生物性的

需求，基本上食物攝取量不會

因為價格高低而大幅改變。老

師對他能根據生物觀點回答也

高度肯定。

3.持續引導學生了解如何回答
這類跟需求和價格有關的問

題，接著再呈現會考題目，

請學生分組討論該如何回

答。

舉例題目（2016年考題）：
哪些因素會影響下列三種事物

在芬蘭的價格？請分析。

a.巧克力

芬蘭教育   參訪分享系列
自105年，台北市包含中山女中等五所高中，開始和芬蘭兩所高中建立合作關係，雙方定期安排
師生互訪，了解彼此的教育文化，也讓學生有機會體驗不同國家的上課風貌。傅斌暉以教師會

會長及藝能科教師的身分，代表中山女中參訪團前往芬蘭考察，除了實際觀察辦學方式外，更

希望能將所見所聞，盡可能地分享給台灣關心教育的夥伴們，一起思索台灣教育的未來！

作者：傅斌暉

b.牙醫服務
c.公寓

4. 教師引導學生以價格和需求
為核心概念，並從多元角度

來分析，例如：

a.巧克力：品牌、原料來源、
可可樹的生長時間⋯

b.牙醫服務：芬蘭的醫療保險
制度、公立醫院和私人醫院

的差異...
c.公寓：(沒聽清楚)

觀課後討論與心得

這堂課主要是在教學生如何

分析沒有標準答案的開放性問

題，教師表示他們的評量標準

不是學生回答時是否能寫出正

確無誤的知識或資料，因為

知識和資料網路上都查得到，

其評量重點是要鼓勵學生以多

元、跨領域觀點來分析問題，

因此只要學生能提出看事情的

各種觀點，老師都會給予肯定

(例如：學生從地理觀點談汽車
需求、或從生物觀點談食物，

就會肯定)。
這堂課是「考試領導教學」

分
享
一
芬蘭的考試領導教學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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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芬蘭樣貌，當考試的目標是

評量學生的多元思考能力時，

那老師就會在課堂中培養學生

這方面的能力，芬蘭教育重視

學生「思考的廣度」，這點也

確實反應在其考試和教學內容

中。但芬蘭教師並非認為知識

不重要，只是認為知識並非學

習的全部，且沒有必

要硬背下來，是很值

得參考的教育理念。

有關芬蘭高中畢

業會考詳細說明可

參考： https://www.
ylioppilastutkinto.fi/
en/

很多人都說「自由」是芬蘭教

育的特色之一，但實際上的樣

貌如何？「自由」的基礎是什

麼？以下是綜合台灣師生的觀

課經驗後，所整理出來的描述

和心得。(芬蘭高中就跟大學一
樣，都是選修跑班制，我們所

參訪的高中每堂課75分鐘，上
午8:15第一堂課，最後一堂通常
下午2:45結束。)

學生樣貌

1. 每堂課約10~20位學生。
2. 上課時一人一台筆電，可上
網看教師的PPT或查資料、或
直接做作業。

3. 會隨時舉手問問題或發表意
見。

4. 會帶手機，偶而還是有少數
學生會做自己的事，但整體

來說都很專心上課。

5. 沒有學生在教室吃東西。
6. 沒課的學生可自由離開學校
或在校園做自己的事，校園

中的學生姿態都很隨興(校園
中到處都有讓學生休息交誼

的沙發區)。
7. 放學後都有自己的興趣或活
動可以投入。

8. 有兩次學校活動結束後，芬
蘭學生都只收完自己的部分

自由的上課風貌
分
享
二

就走了，反而是在場的台灣

師生幫忙收拾。

教師樣貌

1. 許多教師仍會使用講述教
學，講述完後，幾乎所有老

師都是出題目或作業，讓學

生直接在課堂上分組討論與

完成，若學生在課堂無法做

完，才需要回家做，很少另

外再出回家作業。

2. 許多老師都用Google class上
課，沒有課堂考試。

3. 也有老師讓學生分組研讀課
本不同章節，研讀完後再互

相教授其他同學。

4. 分組方式不一定，有些老師
會讓學生4∼5人一組，也有
老師讓學生自己決定要多少

人一組，沒有太複雜的分組

規則或方式。

5. 分組討論時非常自由，學生
可以離開教室到校園中自己

找地方討論，有些老師也沒

要求學生討論完一定要回教

室。

6. 教師本身也很自由，若無共
同事務，沒課時可自行決定

要不要留在學校。

觀課後討論

很多台灣老師的內心O.S.應
該都是：「為何他們敢那麼放

任？」例如：分組時為何沒有

分組規則也沒規定人數？芬蘭

老師回答：「因為他們確實在

討論啊！」

另外也問到「為何能讓學生

自由進出？」老師說如果學生

覺得在教室討論狀況不好，或

者會互相干擾，他們可自行決

定在哪討論效果最好。當問

及「若學生出去時沒討論怎麼

辦？」老師則說：「他們不討

論就會變成回家作業，若不想

回家還要做，學生就得自己負

責在學校做完。」

我們也問了很多「平時沒有

測驗考試，怎麼知道學生有投

入學習？」之類的問題，一位

老師說：「從學生是否主動發

問便可知道。」另位老師則

說：「學生也必須懂得自我評

量。」

芬蘭校園的自由，可說是建立

在「信任」和「責任」之上，

學生能對自己的學習負責，老

師就能信任學生並給與最大的

自由，反過來說，若沒有從小

給予足夠的信任和自主訓練，

孩子也沒有機會學習負責。當

然，「自由」和「自我」之間

的分寸有時不易拿捏(有些芬蘭
學生的行為在台灣師生眼中就

顯得冷漠，當然背後還有更多

文化差異需探討)，但「信任」
和「責任」之間的關係，仍值

得深思！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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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協商會議   
4月29日-5月4日

協會今年承辦兩年一度的道德

重整亞太區協商會議 (APRG)，
在台南玉井加利利宣教會希望

之家召開，計有來自13國共39
位代表與會。會議針對區域內

各國運作概況、國際合作各面

向進行簡報及意見交流，並針

對人力培訓發展的根本需求提

出「道德重整工作者技能課

程」、「道德重整人力輔導

團」及「國際外展支援隊」等

構想，期望能進一步發展成具

把世界帶入台灣 國際交流工作小組提供

有朋自遠方來─國際友

人分享會 5月5日

難得有亞太區多國友人齊聚台

南，協會特別在區域協商會結

束後邀請 Jean Brown (澳洲)、
Siddharth Singh (印度) 及Rob 
Lancaster (英國/澳洲) 於週五
晚間在協會辦公室分享生命故

事，由馬來西亞友人黃翠菁擔

任主持人。他們談到工作上困

難、人際關係的掙扎兩難、找

體有效的行動

方案，提升區

域內服務人力

的質量。

會議前後也

是亞太協商委

員會的工作會

議時段，本會

秘書長歐陽慧

芳是委員會成

員，理事許壽峰應邀參與APRG
的流程設計與執行，並就委員

會運作提供建言。秘書處工作

同仁、台南地區的理監事及會

員夥伴也全力支持這次活動的

相關行政作業，提供交通、住

宿、地陪⋯⋯等多元服務，來

訪國際代表均對台灣道德重整

的團隊運作默契、工作效能及

好客之道印象深刻。

者深刻感受到：生命中的逆境

讓人更有厚度和力量。

到勇氣做對的事 (為年輕時偷竊
學校圖書之事誠懇道歉賠償、

與多年不合的

家人和解 )或
是父母親在戰

爭期間身處集

中營仍聆聽內

心良知、每日

尋求啟示的生

命典範，都令

現場爆滿的

三十多位與會

Jean Brown代表報告Creators of Peace發展與近況 印尼與會夥伴報告團隊近況及工作項目

有朋自遠方來分享會

APRG-閉幕活動，利用線團傳遞並牽起彼此的祝福

國際交流消息快遞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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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隻駱駝工作坊 
─探索改變的關鍵 5月6日

由 J e a n  B r o w n  (澳洲 )、
Siddharth Singh (印度) 及Rob 
Lancaster (英國/澳洲) 聯手設計
的一日工作坊，探討從個人改

變到社會改變的關鍵。透過學

習不同面向與層次  (事實、心
情、意向) 的深度聆聽，提升人
際溝通的效能；探索個人重要

的人生價值，檢視自己需要修

正改善之處；並且從講師年輕

時的親身經歷，學習到如果人

人都能聆聽並遵循內在良知的

啟示、往往就能匯聚正確的動

能與機緣配合，在關心的社會

局勢上產生正面影響。

青春M.A.D. 的台南青少
年與世界相遇 5月7日

當天上午，青春M.A.D.的學
員在Siddharth (印度)、 Rob (澳
洲) 和 Cheng (馬來西亞) 的帶
領下，進行一場「紅與藍」團

隊競合活動，在十二回合的賽

台北拜會政府與民間單位 
5月9日-5月10日

Siddharth 和 Cheng在協會秘
書長歐陽慧芳、理事許壽峰陪

同下前往台北，9日上午拜會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分享道德

重整國際網絡的青年發展培訓

活動與制度，下午則拜會外交

部NGO國際事務會，感謝外交
部對這次APRG的經費與簽證
作業上的協助。當天中午並與

協會顧問黃日燦、汪詠雪夫婦

餐敘，並邀請他們出席明年初

的印度亞洲高原中心五十周年

慶。

緬甸拜會國際外展  
5月11日∼5月15日

Siddharth Singh (印度) 與本
會理事許壽峰前往仰光，拜會

該國長期推動社會改革的媒

體與民間組織代表，並邀請

他們參加今年7月在瑞士柯峰
舉辦的「正義治理論壇」(Just 
Governance for Human Security 

局中體會人在面對合

作與競爭的機會時必

須作的抉擇，也考驗

自己對人性的基本假

設與對他人的信賴程

度。下午則由這三位

國際友人分享自己國

家的文化、家庭與成

長過程中重要的生命

經驗，同一時段 Jean 
(澳洲) 則與學員家長進
行深度的親職座談與

經驗分享。

10日傍晚則拜會台灣公民參與
協會，與理事長何宗勳、執行長

許慧盈相談甚歡，了解協會的工

作重點也分享印度、墨西哥等

國推動公民參與的相關經驗，

也邀請他們推薦適當的優秀代

表參加明年在印度舉辦的亞太

青年會議及相關國際活動。

Forum)。拜會行程雖短，二人
卻深刻感受到緬甸社會變化速

度之快令人目不暇給，當時正

值影響該國團結與未來發展甚

鉅的二十一世紀彬龍會議暨聯

邦和平大會第二次會議前夕，

籌備過程諸多議題與挑戰雜沓

紛至，令相關人士極度關切憂

慮。

第18隻駱駝工作坊Siddharth Singh用體驗活動談個人影響力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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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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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re our future

秘書處 兒少關懷工作團隊 提供

台南市政府委託，針對經濟

弱勢家庭之十八到二十歲青年

子女所發展的脫貧方案。今年

共有二十位同學參與，其中五

04/23關鍵學習講堂

賴○嘉：很開心可以看到比以

前還要進步的自己，不論是分

享自己的事物，還是玩遊戲，

希望可以一次比一次進步。

陳○葳：今天上台做分享，雖

然緊張，但也算完成任務。透

過遊戲，學到勇於嘗試不同方

法，溝通協調。第二次玩現金

流，因太過保守而錯失致富機

會，理財觀念待加強。

廖○儀：雖然還不認識彼此，

在遊戲中卻可以看出那個人的

個性跟對事態度。

莊○佑：了解聆聽意見的重要

性。

林○婕：了解理財的重要，身

上沒有任何錢的時候，要買東

西，就要忍耐不去買。

06/25關鍵學習講堂 

黃○硯：學到了規劃人生從大

範圍（年）到小範圍（月），

而且會有各式各的工作。小組

討論時，大家都要

盡情表意見。

董○欣：更了解團

隊，與大家溝通，

學習到如何成功達

成自己的目標，今

天還蠻開心的，一

開始剛認識大家的

時候非常緊張，無

法面對，但今天讓

我學習到怎麼面對恐懼。

林○婕：感謝老師指導我的履

歷，讓我發現不足之處。在寫

想做的三樣工作的時候，我寫

了行政人員，可是透過老師的

講解我才知道行政人員有分很

多種，最後我覺得我比適合文

書方面的工作，所以選擇文書

行政人員。

王○翔：今天的課程讓我了解

以後的生涯規劃，溫馨的家庭

裡父母的加油以及老弟的肯

定，讓我有力量可以走下去。

施○恩：總算對目己以後出路

更了解了，希望能做更多想做

事情，對挑戰時可以更從容的

去完成任務。

05/20–21「城市探索」

陳○瑩：學到怎樣在團體上溝

通，互相合作，尤其是鹽洞，

讓我知道互助很重要，有很多

道理，領悟到人生有不同方

孩子是我們的未來

進入少子化的時代，資源紛紛隨著長照、銀髮照顧政策轉向；儘管如此，協會的兒少關

懷工作團隊認為「唯有今日努力，才能創造明日的希望」，在這個時刻，更應該重質不

重量，當務之急是提升兒童青少年的核心素養，即為適應現在生活、面對未來挑戰，所

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

逆風飛翔、青春M.A.D和小樹計畫，三個兒童青少年生涯及家庭輔導關懷工作方案 ，分別

就基礎、扶弱和拔尖的層次發展個別化的直接服務和二線的策略聯盟合作網絡。

位舊學員持續報名。為期一年

的訓練，內容包含：關鍵學習

講堂、戶外旅行、儲蓄獎勵、

企業實習和個案關懷，以提升

自我了解、生涯探索、經驗累

積、財富增加。四月和六月分

別辦理關鍵學習講堂課程，淺

談財務管理、進行自我探索和

生涯規劃。五月利用假期進行

兩天的戶外體驗活動。暑假期

間，正在進行的是企業實習，

考量各個學員的能力、興趣以

及未來職業發展，安排到不同

單位做職場體驗。

逆風飛翔脫貧專案

學員回饋

逆風飛翔-4月23日開幕活動，社會局楊瑞美科長致詞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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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要由自己去體驗才會知道

自己的方向在哪？然後怎麼去

突破困難、突破自己、知道自

己、去解決困難，不管怎樣都

要堅持下去。

陳○葳：第一天到方圓博物

館，瞭解到黃鄉長做人處事的

態度：外圓內方，在地方上贏

得了很大的尊重；烏腳病醫療

紀念館，王醫師花了大半輩

子，只為了這些朋友眼中的

「骯髒的人」搏感情，當家人

來對待，這樣的真和熱誠令我

為之動容。鹽洞提供了一個很

好的思考空間，在每個分歧，

我能從選擇中聯想到生活，如

何進退；第二天的旅行探查，

大家用心觀察，勇敢上台進行

報告，最後以電影欣賞，讓我

們再次思考，對於生活上，未

來的熱情，不受到別人言語而

輕易放棄，感受很深，謝謝道

整協會的老師和同學們！

莊○佑：學到了奉獻自我的偉

大情操，了解到如果一個team
沒有理性溝通、聆聽彼此需

要、團隊的互助幫助，這個

team是無法維持下去的。也學
到一個限制的環境下，要如何

善用資源、克服生命給予的挑

戰，仔細觀察在生活周遭一切

能幫助的事物。總結，希望在

任何一次類似的活動中，是發

青春M.A.D  青少年生涯訓練專案

發展學習型團體，分三個主軸

進行成長訓練：生涯探索(生涯探
索訓練、技藝學習工作坊、戶外體

驗學習活動)、關懷服務(親職座
談、不定期個別關懷、親子一日小

旅行)、加值培力(服務學習、客製
化課業輔導、悅讀計畫)。今年共
有四十二名學生參加，已經辦理

04/16學習團體

陳○緁：午安枕很實用，也很

考驗耐心，很有成就感。

吳○霓：我體驗到打鼓的樂

趣，講話大聲。

周○晴：我覺得烘培坊做的東

西好吃、精緻又可愛，而且做

完之後很有成就感，我也學到

了要對自己有信心。

05/07學習團體

王○華：了解不同國家的文

化，也多訓練了英文的聽力。

從三位講師的生活經歷，讓自

己可以思考，收穫良多。

黃○元：早上的活動讓我了解

每個人做的事都可以改變他人

的行動；也讓我學習了一些談

判的技巧，下午的活動讓我了

解到各國的風俗習慣跟禁忌。

黃○雯：領導&影響力，雖然
平常都有發生，但都沒有感受

到，不過今天深深地被他們

的分享影響，尤其是對家人的

愛，千萬不要吝嗇要適時表

達。

謝○婷：與家人的部分，不管

是家人，朋友，生活上所有的

人事物，我們都應該珍惜與表

達，別等到失去了才後悔。

揮100%的熱情、努力，還有
最最基本的禮貌。也希望在

同隊的隊友能夠try，任何新
的人生挑戰，也能夠和睦的

相處！

呂○葶：這兩天的活動

有許多的第一次，和不

熟的人一起相處一起合

作，讓原本不熟的我們

關係更緊靠了，其實剛

開始我根本不抱任何期望，

想說就那樣而已，可是現在

我很慶幸有來參加，並且和

他們一隊，沒想到和同年級

的一起活動是那麼地快樂，

身為團隊第一次活動的組長很

開心，而且很害怕自己年級最小

會不會否定，可是沒想到他們

根本不在意年紀，而且還很信任

我，很謝謝他們的信任。

過三次生涯探索課程、三次技藝

工作坊、三次親職座談會及暑假

探索體驗營；除此之外，另有十多

位同學加入「鼓動MAD力」鼓藝
學習課程，於7月29日佳里榮民之
家、8月12日高雄紅十字會育幼中
心進行服務學習活動，活動內容

全由參加同學一起討論、安排。

學員回饋

逆風飛翔-「城市探索」營隊活動，至北門進行鹽洞

探險，學員完成體驗

逆風飛翔-4月23日關鍵學習講堂，進行現金流活動

帶入理財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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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8學習團體

羅○歆：一個小小的舉動，就

可以把愛傳到全世界，因為有

施與捨，就像大家一起去宣

導，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大家身

體健康，讓大家把愛送到全世

界。

鄭○瑜：去外面宣導的時候，

讓我更勇於表達，還有就算是

做對的事，還是有可能會被人

拒絕。早上看的影片，讓我知

道如何幫助人，還有工作坊讓

我學會更多英文。

周○廷：學習到幫助別人，最

後會回報給自己。打鼓的技藝

有變更好，雖然真的很難學。

7/8-7/10三天兩夜探索體驗營

許○嘉：這次三天的旅程都不

一樣，每天的方式也都不一

樣，從五、六年前到現在真的

在協會學到很多，也讓自己改

變了許多，在達人

分享時上聽到的夢

想，轉捩點，或許

在我的學生時段，

協會就是我的轉捩

點，要是當初沒有

進來協會，或許就

不會有現在的我，

我人生或許真的跟

現在差很多。當然

也包括在練十鼓比賽

的時候和賴安的相

遇！今年我要升高三

了，這次旅行雖然已

經少了許多往日的朋

友，但是比起以前是

最special的旅行，因
為每年的旅行，才

讓我知道台灣還有

那麼多我不知道的景

點！！因為有出來我

才能知道那麼多！這次雖然可

能是最後一次在協會參加的旅

行！！但是如果可以真的還是

希望可以跟協會的旅行！！很

感動，很開心在這次旅行。

郭○妤：三天下來很感謝我的

夥伴，很團結，也很有想法！

像歐芳說的，這次旅行有很多

的第一次，對我來說也是∼最

喜歡的是「高美溼地」，我很

認真聽解說導覽，很喜歡那

裡∼雖然太陽超熱情的歡迎，

但跟團隊一起就很棒，一起撿

垃圾，一起認真完成每件事的

感動是一時片刻無法形容的。

雖然遇到有夥伴比較內向，不

太說話，但至少，我嘗試了一

直一直不斷的與她溝通，幫助

她能更表達自己，也希望她也

能有所突破！！！最後，非常

感謝老師們，規劃這麼棒的行

程，真的很有趣！辛苦你們

了∼

林○智：不是因為有收穫，才

有所付出。在台中的第一天就

能和隊員們打成一片，不僅是

在隊長的帶領下，許多新朋友

也能勇於提出想法。分工合作

不只是重要，它讓整個團隊能

發揮自己的專長。審計新村裡

是年輕人的聚集地，文化創新

使社區成為新的熱點。在晚上

的生命分享中，是一對夫妻的

生命歷程，最終，能相信並改

變自己的，必能成功。第二天

在高美時，遇見新的自然，也

開啟新的知識，感謝陳老師半

天辛苦的講解，中午又讓我們

叨擾。下午爬上華山的時間，

雖然下了場大雨，不過能如預

期的踏上小天梯。三天來感謝

各組原和隊員，今日能平安的

完成旅行，也是老師們的辛

勞。

周○廷：這三天，學習到非常

多的事務，第一天本來想說隊長

應該不會是我，可是隊友都選

擇我，當下覺得我會不會帶不

好，第一次搭公車非常忙，我真

的不太會分配事情，導致我忙

得不可開交，不過那也只有在

上午而已。到了下午到台中，

我就試著把組員的意見加上自

己的意見，選出最好的，試著

青春MAD-技藝工作坊之DIY生活隨手縫-Apple老師教導學員做

手壺袋

青春MAD-遇見高美-認識濕地的歷史及生態

青春MAD-5月7日三位外籍講師帶領人際連

結和群體合作的課程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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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小樹計畫也進入轉型、

評估的階段，希望除了一線訓

練外，也能發展二線的組織策

略聯盟，讓提升兒童青年生命

素質這件事，能夠更扎實地發

展出一個網絡。

在菁寮天主堂的引介下，去年

開始和菁寮國中合作。新的一

年從寒假創客營、開學後的帶

狀小團體課程，讓協會對於偏

鄉地區學生的品格教育有更多

的著力點。

新化區大新國小申請帶狀課

程，為三年級兩個班級的學生

小樹計畫─品格教育與自我管理計畫

進行為期四週的學習活動，主

題為情緒管理與價值廉誠，小

學三年級孩子的情緒跳動，往

往能為課程提供恰到好處的實

力教材，當然，一方面也考驗

了上課講師的控場能力。

暑假亦不得閒，除了協會自辦

的夏令營活動活動，跟不同單

位都有合作機會，例如：與一

人一故事劇團合作辦理公益演

出、為香港聖母聖衣教會的教

友上課、和永福國小志工團合

作辦理親子戶外體驗活動⋯⋯

等。

把事情的分配做好，所以我覺

得一整天下來，真的不錯。

黃○榕：第一次主動舉手表示

我想擔任財務長這個角色，這

是我參加好幾次的活動中，最

大的突破。擔任財務長時，承

擔著5000元鉅款的壓力，一開
始很怕自己會弄丟，會算錯

錢，但幸好後面順利的完成

了。去爬華山時，走了好幾公

里，累得要死，終於到了吊

橋，下山時，看著來時走過的

路，超有成就感的。最後一天

爬鹽洞，在某處摔了十幾次，

一直爬不出去，不過最後靠著

隊友的幫忙，成功了，在這三

天二夜中，我學

得團隊合作和不

放棄的決心，在

達人分享的活動

中，我了解到夢

想只要一直努力

前進就會成功，

學到很多，期待

下次的活動。

陳○翔：從第一

站（台南到台中），我們的旅

行開始了，第一天我最記得的

是在逢甲大學，聽了達人的演

講，我開始覺得有夢想的話就

要盡快的做。在第二天時，在

高美溼地遊覽，原來台灣有這

麼多美麗的地方，到

後來撿垃圾，覺得好

熱，所以我們不要亂

丟垃圾。第三天，北

門鹽洞裡面很暗很

悶，但在大家團隊合

作，最後到了外面，

這三天要感謝的人太

多了，希望在未來可

以換成我去幫助別人，這三天

真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李○廷：這一次的旅遊活動讓

我學到非常多的知識，從第一

天的客運旅行開始，大家就相

處得非常快樂，台中的宮原眼

科、審計新村、逢甲夜市，真

是令我打開眼界，向達人學習

的課程，也讓我學習到人生的

道理。第二天高美濕地的凈灘

活動，讓我觀察和發現到大自

然是多麼奇妙，雖然走小天梯

的時候下雨，但是大家都玩得

很盡興，希望下次還可以參加

這樣的活動。

菁寮國中小團體課程

周○翔：非常棒，老師教會我

很多事情，希望下次還能來小

團體的課程，非常希望來這邊

上課。老師上課非常的棒，老

師講話時我都很認真的聽。希

望下次玩遊戲我可以玩更多。

楊○哲：在參加的時候可以多

認識我以前不同的態度和溝通

方式，也要謝謝老師教我們，

雖然我們很吵但老師一樣細心

的教我們。

李○禎：我覺得參加小團體很

有趣，能透過同學、老師來互動

學員回饋

青春MAD-「夏日趣遊—城市踏查」暑假探索體驗營-回饋與反思

青春MAD-有任務的旅行-北門街道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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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我發現我從原本的

完完全全不想跟人講話、互動，

改變成有點敢跟人合作了。

王○富：這裡可以讓我了解異

國文化，讓原本對外國沒興趣

的我產生了興趣，來這裡還可

以讓我知道我想要什麼。

林○傑：我覺得很開心，因為

可以發表自己內心話，而且有

時老師們還會讓我們玩有趣的

桌遊，還有外國人來我們學校

講他們國家的特色，希望下次

還這樣。

蔡○芳：在這個團體裡，可以

更勇敢的表達自己的意見與傾

聽別人的意見，學會和別人努

力的溝通與欣賞自己的優點，

玩遊戲時更努力的在活動。

外國友人與同學互動(菁寮國中)

小樹計畫-7月12日於永福國小進行一人一故事

劇團公益表演

工藝老師指導同學使用工具切割椅子(菁寮國

中寒假創客營)

學員運用舊衣製作環保袋 

(青春Good life夏令營)

106年1月物資捐助
捐助人 日期 捐助物資

陳姿圭 1/3 菜刀一把、鞋子一雙、牙線一

批、行事曆一本、毛帽一頂、

CD包一個、除塵拖把一支、
娃娃一個、裝飾品一個

Evelyn 1/3 生活用品一批、袋子三個、零

錢包兩個、鑰匙圈兩個、香皂

兩個

張瑜君 1/3 真空掃除機一部、識別證套一

批、吊飾一個、卡片一張、說

故事機一部、零錢包六個、筆

記本一本、相片印表機一部、

滅蚊燈一部、3C產品充電線
一批、香氛片一批、卡片夾一

個、文具一批、手表一支、耳

環一對、藍芽耳機兩副、USB
集線器一個、木匙一支、USB
一個

蔡小姐 1/4 資料夾兩個、攜帶式吹風機一

部、窗戶貼紙兩張、乳酪製造

機一部、真空收納袋一批、烘

焙器具一批、手提包兩個、衣

服一批、水壺兩個、星巴克冷

水杯一個、男用零錢包一個、

髮飾一批

張智傑 1/5 書一批、盤子兩個、計算機一

個、筆袋一個、筷子四雙、指

甲剪一支、小人名片夾一個、

喇叭一組、鉛筆一組、環保袋

一個、鑰匙包一個、名片夾兩

個

梁慧芬 1/5 口罩一批

黃瓊儀 1/9 頭巾一條、行動電源一個、

USB傳輸線一條、露營燈一
個、按摩器一個、沐浴乳一

瓶、保溫瓶一個、相機腳架一

個、鞋墊一組、故事繪本一

本、萬用包一個

褚玉婷 1/9 坐墊四個、名牌套一批、遙控

器車兩部、手機保護套二十四

個、手套一批、零食一批、玩

具一批、衣服一件、手錶一

支、涼巾一條、鉛筆袋一個、

皮夾一個、蘆薈膠一瓶、生活

用品一批

宋小姐 1/10 製冰盒一組、長夾一個、果醬
碗一組、資料夾一組、帽子一

批、衣服兩件、檯燈一組、年

曆兩本、筆記本一本、大象擺

設一隻

捐物徵信

青春Good life夏令營

倪○博：營隊讓我學到了毒品

的危害、濫用藥物的危險和如何

了解情緒、如何拒絕給自己毒

品的人，令我感到十分充實。

李○元：我喜歡這兩天的課

程，因為可以讓我們去市場自

己買東西，也可以讓我們知道

市場的好處，那裡的店家看到

我們都很開心，所以會賣便宜

一點。

吳○恩：兩天的good life課程
裡，我覺得做個人小書可以認

識自己多一點，而且在這兩天

也讓我的心情很放鬆，也可以

在課程交到很多朋友，我覺得

在這課程裡讓我很愉快，下次

還會再來。

康○晴：很有趣，其中我最喜

活動是自己出去買午餐，我們

這一組的人把所有的錢都花光

了，所以只有得到最佳創意

獎，另一個我也很喜歡的活動

是製作環保袋。

楊小姐 
Vickeys

1/11 化妝包一個、存錢筒一個、水
壺三個、防曬帽兩個、側背包

一個、鐵盒一個、抱枕一個、

玩具一批、鉛筆盒一個

徐詩涵 1/12 卡片一批、飾品一批、漫畫兩
本、書兩本、筆記本一本、零

錢包一個、印材一個、

程先生 1/12 自行車一部
陳喬茵

曾紀輔

1/12 童襪六雙、帽子一頂、保溫杯
三個、隨身杯一個、玩具一

個、毛毯一件、翻譯機一部、

膝上襪一雙、圍兜三件、購物

袋兩個

楊小姐 
Vickeys

1/13 包包三個、拼圖三組、圍巾兩
條、玩具一批

啟盟公

司

1/13 游泳浮板二十五個

106年2月物資捐助
捐助人 日期 捐助物資

杜建寧 2/6 衣服一批及生活用品一批

鄭雅君 2/10 鞋子七雙及飾品一批
郭癸君 2/14 音樂CD三片、項練一條、拼

圖兩個、電腦清潔組一個、杯

墊一組、浴沐乳一瓶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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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教學心得

郭沛靈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系二年級

陳柏勳
國立嘉義大學水利系畢業生

很榮幸能夠在道德重整協會當

課輔老師，其實這也是我第一

次定期而且有規劃地做我一向

很喜歡的英語教學，這一學年

裡，每一個跟孩子們相處的時

間總是令人期待，看著孩子一

年裡的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陌

生到熟識，學業能力的進步與

成長，回頭看到自己，同樣隨

著時間的流動以及教學經驗的

累積，而緩緩茁壯的歷程。所

謂「教學相長」，這是個我在

國小時期就認識的詞彙，直到

大學以來，真正的從事不同種

類的教學活動，比起以往偶一

為之的同學間切磋琢磨，而有

了更深刻的體會，在教學過程

中，老師和學生都有所收穫，

同樣的解釋在扮演「師」的角

色時，對我而言已擁有了更深

刻的意義與了解。

教學，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情，即使有些時候，除了典型

乖順的小綿羊之外，必得碰上

不怎麼願意配合的學生，就像

艱難的數學題目，迫使一個人

去思索每一個有可能的解法，

過去的數學經驗告訴我，答案

可能只差一個茅塞頓開，也有

可能無解，可能那個解還不是

現在的自己能了解並運用，教

學亦然，在短暫的相處時間

裡，我竭盡做我能做的，如此

便沒有虧待了每一次教學，這

是個充滿挑戰的任務，總能燃

起熱情的烈火。

文末，是的，我很高興能夠認

識協會裡善良的孩子們，大部

分的孩子都將畢業，展開不一

樣的人生，在我們短暫的相聚

裡，我們都談過關於未來，我

和柏勳也盡我們所能地和你們

分享關於升學的議題，這是一

條沒有標準答案的道路，每一

步每一步向前，你們都將創造

屬於自己的人生，這是一條獨

一無二的單行道，就像我很喜

歡的那篇賈伯斯演講稿所言，

未來的某一天當你回頭觀望，

你會發現你所踏下的每一個腳

印，都將成為一連串有意義的

線索，成就某一個時刻裡看得

更清楚的你，於是，孩子們，

請把握每一個當下，活得更精

采及更豐富吧，我從不說生活

容易，但力爭上游的人創造更

好的人生！

短短一年，伴隨孩子成長學

習，迎接國中的下個階段，非

常榮幸。

原本只是陪同沛靈一同前往道

德重整協會洽談有關課輔老師

的面試，得知需要協助教學老

師，便非常樂意盡一份心。

跟傳統的填鴨式教學相比，由

於學生人數少，我喜歡與學生

互動，才知道孩子哪裡的觀念

薄弱做加強，寫在筆記內時時

複習。記得前兩個月的教學內

容是基礎的打底，希望學生懂

了再記下來而不是埋頭抄寫老

師口中的重點，有時我會讓學

生上台講述教過的內容以加深

印象，或是在課前進行上一次

課程的複習問答，少去了考卷

式的分數壓力，感覺學生更樂

意學習。

還記得有位學生在一次上課前

興沖沖跑來跟我分享考試分數

的大幅度進步，那是個充滿成

就感與感動的時刻，當時更加

期許自己能為他們帶來更多更

多可以學習的內容。學期中和

沛靈討論課程，我們想將課業

之外的知識帶入課堂，決定在

課程中安排出一點時間，看一

些具啟發性的影片，並從中進

行討論與反思，讓孩子開始思

考關於未來的各種議題，以及

造就成功的元素⋯⋯等。

最後，謝謝道德重整協會的同

學們帶給我這無價的經驗，和

你們討論過許多未來的計畫，

國中畢業對於你們不只是一個

階段性的結束，這更是另一階

段的開始，善用時間在課業、

人際、娛樂上都很重要。每一

個偉人、成功者的經歷都是無

法複製套用的，你們唯一能做

的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用自己

的雙手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康莊

大道。

課輔老師郭沛靈與陳柏勳

志工分享
Volun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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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接觸到關於協會的訊

息是透過學姐的社群網站。當

下心中便想著想要當志工的想

法，那是一個瞬間進入腦海的

想法。而在做了這個決定後，

身邊的朋友跟家人其實蠻驚訝

的，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很喜歡

小孩子的人，對於教育這方面

也並不是抱著很大的熱情。而

我覺得當初我接下這份工作的

時候似乎跟教育還有對於小孩

子的喜好是完全沒關係的，而

是出於一種對社會上資源分配

的感嘆吧。以客觀來說，相對

擁有較多資源的我，當下是覺

得也許這是一個現階段我有能

力可以做的回饋社會的方式，

也是一個能讓這些孩子們能有

機會更喜歡學習這件事的機

會。

其實接下工作後，因為沒有教

學的經驗，一開始很害怕學生

們聽不懂或是讓他們更害怕數

學，但到後來學生們在上課的

時候互動越來越多或是學習成

果反應在成績上的時候，我便

知道也許他們可能還沒辦法喜

歡數學但卻至少不討厭跟害怕

了，這也讓我稍微地放心了。

而接下這份工作的時候我是大

三，是我們系上課業壓力最繁

重的時候，其實過程中在期中

考的時候我也曾經想過不要繼

續做這件事，然而這時候卻會

想到準備要上國三的學生，我

發現自己想陪著他們到會考、

畢業。上課的時候會發現每個

學生都有他們不同的學習方式

或是不同的學習成果，然而每

個孩子卻都很善良可愛，雖然

有時候上課很調皮我讓我在心

裡偷偷的想打他們。

就這樣，在今年的夏天我跟

我的學生一起畢業了，最後一

天上課的時候看著他們用心製

作給我的禮物跟影片其實內心

很感動但不太知道怎麼表達，

很謝謝大學的生活中曾經在這

個協會當過老師，我想這可能

是我做過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

了。而我也希望將來他們都能

找到自己喜歡的事不論是興趣

或是工作都好，我認為這是很

重要也是人生中很難懂的課

題，連我也還一直在找著自己

到底喜歡的是什麼，也想告訴

他們，也許他們有些人並不是

對唸書那麼有興趣那也不要

緊，念書或許是成功的途徑之

一，然而卻不是絕對且唯一的

路，況且人生的成功與否並不

應該取決於別人的口中，而是

自己看自己的價值，祝福他們

在未來的人生旅程中可以過的

幸福快樂。

也謝謝協會的每個老師都對

我那麼好，謝謝當初你們讓一

個沒有教學經驗的我擔任學生

們的老師，讓我有這個機會可

以當一次別人的老師。每次到

協會的時候也都會擔心我還沒

吃東西等等，生病了也都會收

到老師的關心，是一個很溫暖

的地方，之後再回到台南的時

候希望還有機會可以去找老師

們，也希望老師們可以平安快

樂。在協會的這一年多會是我

十分難忘的回憶。

廖韻穎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畢業生

106年3月物資捐助
捐助人 日期 捐助物資

譚學鳳 3/28 雙人床組三組、羽絨被一件
江淑君 3/28 二手衣物一批、吸塵器一個、

皮包一批、茶具一批

徐玉婷 3/28 抱枕套兩個
106年4月物資捐助

捐助人 日期 捐助物資

陳鈺佩 4/11 二手電腦液晶螢幕一台
林易佳 4/16 二手電腦液晶螢幕二台
史蓓蓓 4/16 二手電腦液晶螢幕一台

林淑芬 4/20 抱枕套一個
林政瑢 4/25 時鐘一個、衣服一批
林尚君 4/24 衣服一批

106年5月物資捐助
捐助人 日期 捐助物資

陳千琪 5/1 衣物一批

吳小嬋 5/15 衣物及雜物一批
106年6月物資捐助

捐助人 日期 捐助物資

廖月清 6/2 玉米濃湯一包、披薩餅皮十五

片

志工分享
Volunteering

捐物徵信
永慶不

動產台

南小東

南紡加

盟店

1/16 床包兩個、娃娃一批、浴巾一
條、果汁杯一個、玩具智能手

機十四個、美容工具十五個、

小風扇兩個、車用手機架兩

個、冷熱雙用水袋一個、帽子

四頂

3/15 白米兩大包
3/29 抱枕三個
4/12 白米兩大包
5/17 白米兩大包、物資八份 (麵

條、沙拉油、罐頭、魚鬆)
5/25 粽子一批
6/13 白米兩大包、物資八份 (麵

條、沙拉油、罐頭、魚鬆)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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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團隊／聚會

1月22日於「享溫馨KTV」舉辦 ◎

協會尾牙聚餐。

2月11日於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 ◎

物館舉辦第十八屆第三次會員

大會。

拜會與來訪

會員賴逸樽每月一次利用休假 ◎

日從高雄至協會辦公室擔任一

日志工，進行電腦硬體設備維

修、更新網頁資料等行政事

務。

2月9日會員劉雅頻來訪，分享 ◎

生活近況。

2月16日監事黃冠瑋來訪，並協 ◎

助整理協會後花園。

2月17日會員王德睿、蔡佳珍之 ◎

子王信權來訪。

3月29日天主教菁寮人文關懷 ◎

與建築藝術協會理事長韋方濟

神父及秘書林尚君來訪，討論

青少年關懷活動方面的合作事

宜。

4月1日逢甲大學道德重整合唱 ◎

團團長林奕誠及幹部一行六人

來訪，就暑假到台南地區進行

社區服務的對象及內容，向秘

書長歐陽慧芳、秘書林淑芬請

教、討論。

4月10日志工柯昶宇(柯南)與王 ◎

如平來訪，兩人均是當年參與

九二一地震災區服務計畫的資

深志工；得知協會的會議桌已

不堪使用，特地從台中載運一

張桌子南下捐給協會。

4月11日會員郭益銘來訪，分 ◎

享生活新動態(結束在大陸的工
作，返台定居)。
6月28日天主教菁寮人文關懷與 ◎

建築藝術協會秘書林尚君、蔡

佳珍來訪，討論暑期青少年關

懷活動。

7月4日會員楊雅鷹偕同先生藍 ◎

天平到訪，分享近況。 

間設計、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

情緒智商發展協會、財團法人

台灣省台南市天主教仁愛修女

會/仁愛日間照顧中心、跳舞的
羊、臺邦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7月4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工 ◎

徐玉婷與蔡和蓁老師進行督導

會議。

(二)青春M.A.D 青少年生涯訓練專
案

2月15日慈揚社會慈善基金會至 ◎

本會進行106年度方案訪視。
4月16日本年度活動開跑，藉由 ◎

團體活動及小組討論，增進彼

此認識、打破陌生感。理事長

張清江、慈揚慈善基金會黃淑

雅主任參加開幕式。

5月7日第二次訓練課程，邀請 ◎

國際友人黃翠菁(馬來西亞)、
Siddharth Singh (印度) 及Rob 
Lancaster (英國/澳洲) 為青少年
設計一堂課程，並分享自己

國家的文化及個人成長重要歷

程；同時邀請Jean Brown (澳洲)
於下午時段和學員家長進行親

職講座。

6月18日進行第二次課程，從團 ◎

隊合作、溝通進行到「為世界

做一件美好的事」，同學們分

組到附近店家做「不販賣菸酒

檳榔給18歲以下青少年」宣導
活動。

7月8–10日進行「夏日趣遊–城 ◎

市踏查」暑假探索體驗營，足

跡遍布台中逢甲、清水、雲林

古坑、台南北門⋯⋯，讓同學

們走出固有生活圈、增加新視

野；鍛鍊做人做事技巧。非常

感謝逢甲道德重整合唱團協會

前任理事長長許清皓及會友陳

雅筑，來跟學員分享求學就業

的歷程及生涯的轉換，也被願

意支持有夢想的人前進的信念

會員、志工動態、工作紀實

協會快訊
I of C Information

協會工作推展
A.青少年服務
(一)台南市政府委託之106年度逆風
飛翔脫貧專案

2月9日辦理評審會議。 ◎

4月6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工 ◎

徐玉婷前往東海大學拜會王篤

強教授，進行督導會議。

4月23日第一次關鍵學習講堂課 ◎

程，開幕式、團隊建立、理財

課程。開幕式邀請本會理事長

張清江及台南市社會局社會救

助科科長楊瑞美致詞及勉勵學

員及家長。並透過體驗活動建

立團隊，利用現金流等工具，

帶出理財概念。

5月20–21日於將軍鄉、北門 ◎

區、台南市區進行「城市探索–
兩天一夜小旅行」，深化學員

對家鄉及土地的認同感。

6月25日第二次關鍵學習講堂課 ◎

程，進行職業探索、為個人職

涯發展作深入規劃；邀請台灣

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何宗勳分

享個人生命歷程，以及如何循

序漸進、有概念性地規劃自己

的人生。

6月30日企業實習正式開跑， ◎

合作廠商今年合作的廠商有：

三商美邦人壽碧華區、平平安

安企業行、來來會計記帳士事

務所、長頸鹿美語大灣分校、

永康區復興里辦公室、芃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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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打動著。

7月18日慈揚慈善基金會黃淑雅 ◎

主任及同仁到協會辦公室進行

期中訪視。

「鼓動MAD力」鼓藝集訓： ◎

1月7日、1月14–15日、4月16
日、5月7日、6月18日、7月
15–16日、7月23日、7月28日。
7月29日「鼓動MAD力」班學 ◎

員至佳里榮民之家進行服務，

和長輩互動、進行表演。

B.品格教育及成長課程
1月20–25日與菁寮天主堂合作 ◎

至菁寮國中為一、二年級學生

進行「寒假創客營」，帶領學

生發想、思考、討論、操作，

進行圖書館活化課程。

菁寮國中成長小團體：三到五 ◎

月進行帶狀課程，主題為人

際互動與兩性關係。5月8日課
程，邀請國際友人黃翠菁(馬來
西亞)、Siddharth Singh (印度)加
入，分享自己國家的文化、家

庭及個人成長的重要經歷。

大新國小帶狀課程：五到六月 ◎

工進行四次訓練，主題為情緒

管理、價值廉誠。

7月12日與永福國小、南飛‧嚼 ◎

事一人一故事劇團、香港言遇

劇團合作辦理「當道德重整遇

見南飛‧嚼事–讓Playback走進
小樹」暑期公益演出，邀請協

會會員、志工、永福國小師生

前往觀賞。

7月15–16日假大光國小教室辦 ◎

理「青春Good life」夏令營，
共有18名學員參與，內容主題
包括自我探索、服務學習、情

緒管理、價值觀建立⋯⋯等。

7月19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秘書 ◎

林淑芬前往菁寮天主堂為香港

聖母聖衣教會的教友進行「A到
A+生活加油」親子共學活動。

C.社會關懷
1月14日新北市雙溪區公所辦 ◎

理「獨居老人歲末溫馨共餐活

動」，本會汪威志理事代表前

往參加，並接受區公所頒發感

謝狀。

台北團隊持續進行雙溪長者樂 ◎

活服務計畫，今年度服務時間

為：1月14日、2月22日、3月11
日、4月8日、4月29日、5月20
日、6月10日、7月1日、7月29
日、8月19日、9月16日、10月
14日、11月11日、12月2日、12
月23日，服務內容包括：到家
訪視、協助整理居家環境、共

餐。

D.國際事務
4月25日道德重整亞太區域協商 ◎

會議(APRG)工作人員進駐。
4月29日–5月4日，道德重整 ◎

亞太區域協商會議(Asia Pacific 
Regional Gathering)於台南市玉
井區加利利宣教中心希望之家

舉行。

5月6日「第18隻駱駝」工作 ◎

坊，邀請Jean Brown (澳洲)、
Siddharth Singh (印度) 及Rob 
Lancaster (英國/澳洲)擔任講
師，和大家一起探索改變的關

鍵。

5月8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秘書 ◎

林淑芬及黃翠菁(馬來西亞)、
Siddharth Singh (印度)前往菁寮
天主堂拜會韋方濟神父。

5月9-10日Siddharth Singh (印度)  ◎

、黃翠菁 (馬來西亞) 與秘書長
歐陽慧芳、理事許壽峰拜會教

育部青年發展署、外交部NGO
國際事務會及民間單位拜會(詳
情見會訊活動報導)。
7月21–23日秘書長歐陽慧芳代 ◎

表台灣至瑞士柯峰出席道德重

整國際年會。

7月29日–8月4日秘書長歐陽慧 ◎

芳、理事許壽峰、學生代表

陳思葳和侯冠宇、志工許惟

淳於瑞士柯峰參加CATS會議
(CHILDREN AS ACTORS FOR 
TRANSFORMING SOCIETY)。

E.機構聯結
1月15日參與由俊逸文教基金會 ◎

在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主辦之

「歲末有愛 嘉年華會」義賣活
動，感謝多位志工前往協助。

1月17日理事許壽峰前往台中新 ◎

社為逢甲大學道德重整合唱團

「尋」寒假生活營擔任課程講

師、分享經驗。

2月22日理事許壽峰代表本會出 ◎

席2017年外交部 NGO 新春聯誼
茶會。

2月23–2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 ◎

社工徐玉婷及蘇鈺婷、秘書林

淑芬、理事袁由娟及許壽峰、

志工許惟淳前往香港拜訪創邦

善心社、香港聖公會馬鞍山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尚志培訓

顧問吳國雄先生，進行港台兩

地非營利組織運作模式、兒童

青少年關懷方案。

3月28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工 ◎

徐玉婷參加慈揚慈善基金會喬

遷茶會。

3月31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工 ◎

蘇鈺婷參加教育部青年志工中

心聯繫會報及青少年社會參與

跨專業網絡組織聯繫會報。

4月13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秘書 ◎

林淑芬前往菁寮天主堂拜會韋

方濟神父，並參觀正在修繕中

的平安聖若瑟堂。

4月14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理事 ◎

許壽峰出席慈揚慈善基金主辦

之NPO主管培訓。
4月18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理事 ◎

許壽峰前往高雄參加感恩基金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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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年度分享會。

4月24日社工蘇鈺婷參與106年 ◎

度臺南市社福類志願服務小隊

第一次聯繫會報。

5月8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工 ◎

徐玉婷、秘書林淑芬至北門與

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討論

未來合作方向與場地探勘。

6月21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前往慈 ◎

揚慈善基金會擔任「106學年
大臺南偏遠學校深耕計畫」評

審。

6月13–14日理事許壽峰至臺北 ◎

參加教育部青發署舉辦的青年

海外志工推動組織交流座談。

F.職能提升
3月26日高雄獅甲國小2017  ◎

AAEE體驗教育地區性年會及
工作坊。

5月26日台南市政府社會局與台 ◎

南市社工師工會合辦之「青少

年團體動力及活動設計技巧」

工作坊。

6月2–3日林澄輝社會福利慈善 ◎

事業基金會主辦之「人生八階

段的需求、創傷與成長研討

會」。

6月7日台南市社工師工會， ◎

「精神疾病個案處遇與倫

理」。

6月27日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 ◎

童關懷協會CCSA「促進青少
年自立–就業輔導研習」。

106年1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 200

李書芬 300

郭佩樺 350

想享美食家 400

郭益銘 6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汪威志、顏德琮、張清江

陳佩儀、梁慧芬、吳俊毅

謝淇安、薛妙玲、林黃秀梅

黃馨儀、林國豐、

日月潭好茶茶好

500

陳淑意、張潤明、曾翊嘉

陳建良、陳旭虹、簡玉娟

歐陽明慧

1,000

李明生、張揮鈺、劉雅頻

曾許澄安、陳美英、陳素芬
2,000

蘇鈺婷 2,280

徐玉婷 3,204

周淑德 2,500

歐陽立仁、黃冠瑋 3,000

張兆慶 4,000

黃炳勳 5,000

賴逸樽 6,000

張萬權 20,000

106年2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 200

李書芬、郭佩樺 300

想享美食家 400

郭益銘 6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汪威志、顏德琮、張清江

陳佩儀、梁慧芬、吳俊毅

謝淇安、薛妙玲、林黃秀梅

500

陳淑意、張潤明、曾翊嘉

陳建良、陳旭虹
1,000

楊宴妮 1,200

李明生、張揮鈺、劉雅頻

曾許澄安、張萬權、袁由娟

張辰如、郭癸均、洪士捷

2,000

周淑德 2,500

歐陽立仁、王德睿 3,000

張兆慶 4,000

黃炳勳 5,000

王文子 7,960

袁由忠 10,000

天主教菁寮人文關懷與建築

藝術協會
36,000

106年3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 200

李書芬、郭佩樺 300

想享美食家 400

郭益銘 6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汪威志、張清江、陳佩儀

梁慧芬、吳俊毅、謝淇安

薛妙玲、林黃秀梅

500

捐款徵信

顏德琮、陳淑意、張潤明

曾翊嘉、陳建良、陳旭虹
1,000

李明生、張揮鈺、劉雅頻

曾許澄安、周淑德
2,000

歐陽立仁、王德睿 3,000

黃炳勳 5,000

張博硯 100

106年4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 200

李書芬、郭佩樺 300

想享美食家 400

郭益銘 6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汪威志、張清江、陳佩儀

梁慧芬、吳俊毅、謝淇安

薛妙玲、林黃秀梅

500

顏德琮、陳淑意、張潤明

曾翊嘉、方倩勻、陳建良

陳旭虹

1,000

李明生、張揮鈺、劉雅頻

曾許澄安、周淑德
2,000

歐陽立仁、王德睿 3,000

黃炳勳 5,000

林銀屏 1,200

張兆慶 4,000

歐陽慧娟 7,767

袁由忠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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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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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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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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重整協會 
Taiwan - IofC

0707 誠實日
Honesty day

陪你看夕陽─雙
溪長者樂活計畫

協會快訊
I of C Information

106年5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周子晴 200

李書芬、郭佩樺 300

想享美食家 400

郭益銘、劉雅頻 6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汪威志、張清江、陳佩儀

梁慧芬、吳俊毅、謝淇安

薛妙玲、林黃秀梅、曹明傑

500

顏德琮、陳淑意、張潤明

陳美珍、曾翊嘉、方倩勻

陳建良、陳旭虹

1,000

李明生、劉雅頻、曾許澄安

周淑德、楊秀珍
2,000

歐陽立仁、王德睿 3,000

黃炳勳、歐陽明慧 5,000

吳俊毅 3,300

張萬權 3,900

106年6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 200

李書芬、郭佩樺 300

想享美食家 400

郭益銘 6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汪威志、張清江、陳佩儀

梁慧芬、吳俊毅、謝淇安

500

薛妙玲、林黃秀梅 500

顏德琮、陳淑意、張潤明

曾翊嘉、方倩勻、陳建良

陳旭虹、劉慧君、無名氏

1,000

李明生、劉雅頻、曾許澄安

周淑德、黃秋發與李足英

何宗勳

2,000

歐陽立仁、王德睿 3,000

張兆慶 4,000

黃炳勳 5,000

Tu Anh Thi Nguyen 1,250

吳佳恩 667

天主教菁寮人文關懷與建築

藝術協會
6,000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100,000

捐款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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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Chang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