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
nt
en

t協
會
臉
書
網
站

國內消息：

求知、共處、手做、實踐—青春 Make A Diff erence .......................................................................P2
樹人成林小樹計畫2018升級版 ...............................................................................................................................P2
國際交流：

我的印度初體驗 ............................................................................................................................................................................P4

我想要的未來從我開始─第廿三屆亞太青年會議報導 .................................................P5
CATS核心團隊會議在印度 ..............................................................................................................................................P6
印度心 台灣情—印度國際友人來訪特別報導 ...............................................................................P7
個人效能工作坊 心得分享 ............................................................................................................................................P8
協會快訊 ................................................................................................................................................................................................P10

這屆理監事改選後，在其他夥

伴的謙讓下，小弟我榮幸獲選

了本屆理事長。這次的改選，

在理監事會中的大哥大姐們鼓

勵我們後輩思考是否有意願擔

任理事長一職，其實團隊中德

才兼備的伙伴大有人在，但我

這個人就比較憨膽，就搶先眾

人一步答應接下理事長的位

子。

二十八年來協會從草創時的

篳路藍縷到目前每年可以服務

到上千人次，成功的因素之一

就是強而有力的團隊合作。不

論從理監事會、秘書處團隊與

全心支持協會的會員和朋友，

大家對本會有強大的向心力，

每個人都願意發揮個人所長、

相互補位。這讓我們可以展現

極高的團隊戰力，完成各個挑

戰，也讓國際IofC對本會讚譽有
加。也是因為有這些有如神助

般的神隊友，讓我覺得能和這

群朋友共事和一起努力，是一

件幸福的事情。

我從大學時期加入道德重整

合唱團，畢業之後回北部持續

參與協會的青年團隊運作、營

隊活動與服務志工，之後再加

入理監事團隊。雖然好像經歷

了不少，但更慶幸的是這些過

程中有著很多前輩的鼓勵與提

攜，讓我在這之中逐漸成長。

也是透過M R A社團和各個團
隊，讓我結交到很多願意努力

將道德重整理念落實在生活當

中的朋友，而且大家透過組織

的力量來影響更多的人、成就

更多的善事。在協會發展過程

國際道德重整協會 

(Initiatives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 在今年

初印度亞洲高原中心

五十週年大會開幕式

上正式宣布啟用新的企業識別

系統。其中要角是新商標，造

型更為簡明醒目且具現代感，

但同時保留原有象徵從個人改

新任理事長就任感言
汪威志

中前賢先進們的付出是我遠遠

所不及的，我深知自己仍有很多

不足，還要有更多的自我充實與

學習，也望諸位愛護本會的好

友們能不吝給我提醒和指教。

近十年協會以「道德重整，

向下紮根。良能建構，刻不容

緩。」這 1 6字來統整工作願
景，期盼能透過各計畫來完成

每年的服務，不做蜻蜓點水，

而是要深化道德、品格教育到

每個人生活之中，以及結合社

會資源與策略聯盟，擴大影響

層面。

這些想法的達成，需要大家

來一同努力，盼望每位支持協

會的朋友，除了祝福，亦能化

為實際行動，不論是以資金贊

助、擔任志工或提供物資⋯等

各種形式參與及協助本會，我

們都熱烈歡迎，全部團隊成員

亦會秉持初心，攜手努力將協

會理念更加推廣、將每個目標

順利完成。

道德重整啟用新商標

變到社會改變此一動態歷程的

線條，反映日新又新、與時俱

進的精神。協會的中文識別系

統也配合新商標進行更改。

Co
nt
en

t
Co

nt
en

t 國內消息： 我想要的未來從我開始─第廿三屆亞太青年會議報導

Life Changers
銀行及劃撥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劃撥帳號：14871904
捐款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赤崁分行　銀行帳號：605-10-503047　統一發票愛心碼：070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通訊
MRA-IofC Taiwan Newsletter

第十八期
2018年7月出刊

70453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772巷15號
No. 15, Lane 772, Gong-Yuan Rd., Tainan City, Taiwan 70453

Email: taiwan.iofc@msa.hinet.net　Website: www.mra.org.tw
TEL: 886-6-2820320　FAX: 886-6-2820330



2 國內消息
 I of C in Taiwan

求知、共處、手做、實踐—
青春 Make A Difference

蘇鈺婷

道德重整的青春M.A.D. (Make 
a Difference) 青少年服務專案，
目標是陪伴學員看見自己、認

識自己、發展美好的自我和人

生，希望能培養出「學習求

知、學習動手做、學習與人相

處和學會自我實踐」四個關鍵

能力，進而勇敢發展屬於自己

的生涯。

本年度的青少年生涯訓練活

動以建平里活動中心為主要場

地，第一次訓練在4月22日正
式展開，五十位同學、十多位

志工、講師和十多位家長，這

一天先後相見。爾後的每月一

次生涯訓練課程，希望透過建

立學習型團體，帶著學員一起

學習提升生命效能的技巧，不

只把現在過好，也一起思索未

來，尋找人生目標。這一天的

學習主題，是從自己感興趣的

職業開始，了解各類型職業特

定所反映的人格特質，進而對

照、了解自己的人格及能力特

質。

午後的技藝工作坊鼓勵學員

發展興趣、學習技藝，除了十

鼓、英文、食藝外，今年更新

增木工班，讓學員有不同以往

的嘗試和突破。下午時段的

親職經驗分享及座談，提供一

個讓家長交流、學習親職知能

的寶貴時段，也讓他們有機會

深入了解協會方案的精神及做

法，促進雙方的溝通與配合。

有別以往，今年為了協助高中

同學探索興趣、體驗職場，特

別與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

會福利基金會合作，於暑假期

間安排門市參訪和實習活動，

近距離了解

觀察「流通

零售業」的

工作內容與

型態。

此外，協

會團隊也拜

會了許多服

務學習的可

能單位，擬

與更多在地

組織和各級

單位合作，

希 望 今 年

自去年度開始，小樹計畫的內

容做了大幅度調整，一方面保

有原本對「兒童青少年自我管

理能力倍增專案」的計畫初衷

及目標，同時新增「千樹成林-
園丁計畫」部分，希望結合有

心的學校、社區或機構合作，

發展工作人力訓練或是支持資

源不足或有心運用體驗式學習

方式發展品格教育課程者。今

年度，將專案更名為「樹人成

林計畫」，除了「千樹成林」

的原意之外，同時也期望朝著

「百年樹人」成果斐然至於成

林的教育目標。

    園丁計畫部分，元旦過後辦
理了一場「為愛悅讀—說故事

樹人成林小樹計畫2018升級版
林淑芬

技巧工作坊」，由台南兩大說

故事團體「台南市府城故事協

會」、「南瀛故事人協會」提

供豐富的講師群，介紹說故事

方式、故事素材的選擇、媒材

及聲音、肢體、表情地運用，

上課過程中也不時分享各自的

說故事經驗，課程中不時有驚

呼與爆笑聲，讓學員度過了豐

收又愉快的兩天。

    其後，接受邀約至慈揚基金
會針對弱勢青少年關懷工作交

換經驗；至永福國小為學校教

師做服務學習知能訓練，共同

學習：服務學習如何能在十二

年國教的大旗下帶著學生多元

學習；到後壁區與天主堂菁寮

不僅訓練協會方案所關懷的學

生、更希望能擴大辦理支持更

多青少年快樂fun暑假。讓服務
學習不只是志願服務，更是青

少年學習生命技巧，發覺生涯

興趣和服務助人的機會。

學員聚精會神挑選自己感興趣的職業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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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關懷與建築藝術協會秘書

處人員分享「道德重整」的發

展與理念及參與道德重整工作

推展在其生命中的意義，同時

也分享個人在民間和政府等非

營利組織工作的心路歷程；至

郭綜合醫院進行志願服務訓

練；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社工

至本會拜訪，討論課後照顧據

點問題和志工管理技巧；接受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度志工
「特殊教育」訓練活動邀請，

介紹「道德重整」及分享個人

服務經驗，同時演練入班生命

教育和誠實教育活動；參加台

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之志工聯

繫會報，分享參與和陪伴青少

年投入志願服務的經驗。同

時，從五月份起，與永福國小

家長志工團進行父母效能工作

坊，以讀書會形式討論、分享

親子教養問題，預計進行四至

六次。

    以兒少自我管理及品格教
育工作為主的小樹計畫，本年

度至今有幾次短期的活動，包

括：三月份為永福國小高年級

學生進行一場服務學習的基礎

認知分享以及一場「環境教育-

的八年級同學也有老是嘻嘻哈

哈的七年級生，相同的是活動

內容仍以閱讀、體驗式活動、

服務學習為主，每週上課總會

準備一篇選自《今天》的當日

文章和同學們一起閱讀、畫重

點，分享自己的閱讀心得。與

上學期相較，這學期的「任

務」除了要輪流擔任「桌長」

帶大家玩桌遊之外，每個人還

要挑選一本繪本為大家說故

事，同時訓練膽量及表達能

力，對同學們而言要閱讀桌遊

規則、繪本內容，然後在眾人

面前說話，是一次更進階的挑

戰。服務學習部分，則是與鄰

近的新嘉國小合作，讓國中同

學們為國小學生說故事，討論

後決定除了說故事之外還有桌

遊活動及團體遊戲，在分工上

也有主持、說故事、玩遊戲、

帶領桌遊的不同，各司其職；

5月31日下午，利用一節課時
間加強排練之後，即驅車前往

新嘉國小，除了原定的一二年

級七名學生之外，又多了兩個

已經完成功課的三年級學生，

場面很是熱鬧，大哥哥大姊姊

們很努力表現、小朋友們也十

分配合，可謂是「賓主盡歡」

啊！新嘉國小林良駿校長也到

場支持，結束後還邀請大家

到校長室休息，除了再三稱讚

之外還招待「枝仔冰」一枝，

讓同學們「吃在嘴裡，甜在心

底」。儘管先前的準備過程看

來有漫不經心、有膽怯害怕、

有不知所措，但正式上場時確

實個個都全力以赴，甚至有貼

心的同學額外準備小禮物送給

遊戲獲勝的小朋友，超水準表

現出人意表，再次證明每一個

孩子的表現都值得期待。

低碳親子手作講座」，採多元

複合式的手作坊形式，以環保

主題鼓勵家長和孩子共學，在

體驗中學習。四月初印度友

人Siddhrath、Peno來台停留一
週，安排到台南市永福國小、

菁寮國中及後壁高中、南投縣

信義鄉北梅國中等四所學校，

與不同年段的學生見面，讓同

學們對印度有基本認識，滿足

對於異國的好奇、澄清一部分

的錯誤認知，也對於該如何介

紹自己國家有一些理解，兩位

印度朋友也以自身經驗鼓勵同

學多作探索、找尋並發揮自己

的長處。同時間，在朋友的邀

約之下，到後壁高中為志工社

帶領四次社團活動，從一開始

的自我探索、吳念真導演的

「Be a giver」影片談助人，到
印度朋友Peno分享自己在印度
社區做的事情談個人影響圈，

接著由體驗式活動「迷宮」、

「彈力球」探討團隊合作，希

望讓這群高中孩子對志願服務

也對自身能力有更多認識。  
長期活動則是為期十四週的

菁寮國中社團活動，這學期又

換了一批全新的同學，有酷酷

小組分享回饋讓學員把活動中的學習連結到生活經驗

Initiatives of Chang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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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道德重整協會二十年

了，經常聽到有人從印度中心

亞洲高原 (Asia Plateau，以下簡
稱AP) 回來後的分享，有些人參
加短期幾天的活動，也有人是半

年在那裡當實習生或志工，神奇

的是我幾乎沒聽過負評，更神奇

的是五十年前AP是一片荒涼廢
地，今日卻是一方高原綠洲，成

為硬體軟體都頗具規模的國際會

議及訓練中心。這些訊息也在我

的內心悄悄地埋下一顆種子，有

朝一日我要親身去體驗。

今年一月我帶著興奮的朝聖

心情前往印度AP參加五十週年
慶，大門入口迎接我們的是路邊

兩側塗著印度風的彩繪地畫，顏

色鮮豔的祈福圖騰，這樣的佈置

我感覺到主辦單位對這天的重

視，場地選在綠樹包圍和風感十

足的日式庭園舉行，庭園兩旁掛

著數十面各國的國旗，出於本能

我的眼睛自動掃描搜尋我們的國

旗，「沒有？」我看現場出席的

貴賓也沒有那麼多的國家吧？沒

來的都可以掛國旗，我人都到現

場了為什麼沒有呢？溝通之後得

到的答案是「很抱歉，有準備，

但是印度政府明文規定我們不可

以掛中華民國、西藏和中國的國

旗」這樣的結果令我感到失望和

遺憾，在開幕典禮上我的熱情被

澆熄了一半，帶著內心的負評參

加五天的活動，總覺得所有事情

都走音了，雖然我很想調整自己

的想法融入大會的節奏和步調，

無奈內在的情緒持續悶燒影響了

我的專心度，看著大會看板上的

標語大大的四個字「Celebrating 
differences. Melting divisions」，
我覺得很諷刺。

認識道德重整的朋友都知道，

早晨的第一個活動都是從靜默和

分享開始，每天變換不同的主

題，下午有工作坊和自由活動的

時間。我印象最深刻的主題之一

是，五十年前AP由一群人發願
開始，從原本只有一棵樹的荒

原，到今日蔚然成林，那麼現在

我們要開始做什麼？五十年後又

會是什麼樣子？ 以我目前的年
紀應該是看不到五十年後的世

界，但是我馬上想到的是環保、

氣候異常，這些我認為是蝴蝶效

應關係著全人類，最簡單的改變

就是減塑生活、少用一次性商

品。個人的部分我想到台灣少子

化又社會高齡化。我能做什麼

改變？ 生孩子是不可能啦，哈
哈！人變老也是不可逆的自然現

象，所以我開始重視身體保健的

資訊，至少要健康的慢慢的變

老，回台灣後我就跟著淑芬去社

大報名自我養生班，也算是改變

從我開始的第一步。

工作坊的部分我參與了M r. 
Dilip Patel 的「禪繞畫」，老師
非常和藹可親一直強調纏繞畫就

是輕鬆舒壓，訓練自己專注於畫

畫，確實讓我得到很大的鼓勵和

啟發，回台之後，偶而我也上網

學畫了幾個圖案，禪繞畫的

確是幫助我安靜的好方法。

A P 5 0活動結束之後，我
和淑芬動身前往德里自助旅

行，許多人都知道西藏流亡政府

由印度安置在達蘭薩拉，但是在

北德里新阿魯納區（New Aruna 
Nagar），也有個小小的西藏
村，由於住宿便宜且乾淨，成為

背包客落腳德里的天堂。

很多人對印度旅遊的刻板印象

如下：

1. 水土不服小心拉肚子，這點我
和淑芬對飲食很注意，安全過

關。

2. 印度人對東方女生特別有好
感，很愛找東方女生拍照，這

是真的。淑芬皮膚白又有細細

長長的眼睛，在觀光景點總是

有人要求合照，接受一次就應

接不暇了。因為我天性正直，

不然我就在一旁收錢了，哈哈！

3. 印度人很愛按喇叭，一下飛機
往AP的路上，司機不但喇叭
按不停還蛇行，從內側開到路

肩在車縫中亂竄，而且連後照

鏡都沒有，就算是2邊都有後
照鏡也常常是折疊起來，我真

是嚇出一身冷汗。

4. 最令人擔心的「人身安全」和
「騙子多」的問題，這也是這

趟旅行我最感恩也最懷念的

重點，因為淑芬曾在AP當過
實習生，這次舊地重遊多虧了

在地友人的熱情接待和溫馨接

送，安全感十足。即使沒有朋

友陪伴，我們都是兩人同行搭

捷運，其實都算安全。

這趟印度之旅，心中五味雜

陳，我的結論是台灣和印度比較

起來，台灣對女性比較友善和尊

重，社會治安比較好，環境衛生

比較乾淨，至於目前台灣的國際

地位，我在印度終於體會「外交

困境」的意思了。

我的印度初體驗
林政榕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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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的未來從我開始
第廿三屆亞太青年會議報導

許壽峰

道德重整亞太青年會議 (Asia 
Pacific Youth Conference，簡稱 
APYC) 二十多年來已經是本區
域內的國際青年會議、訓練、

交流的一大盛會。第二十三屆 
APYC 由印度主辦，於2017年
12月27日至2018年1月3日，共
有來自20國120位代表與會，本
屆的台灣代表團共有11人。
本屆會議主題為「我想要的未

來」(The Future We Want)，每
日上午時段有來各界各國代表

分享他們如何從自己做起，創

造出想要的未來，主題包含 我
的做人與做事如何表裡如一、

擁抱多元聆聽彼此、Grampari 
社區工作經驗分享、跨越社群

鴻溝療癒傷痛、涵養同理心接

觸各方、從理念到行動的團隊

建立等。

APYC 的特色在於與會者有機
會同時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在與

外在世界，此次台灣代表團有

多位是第一次與會，台師大學

生彭顗睿就提到她在靜默時段

的領悟：「做真實的自己意謂

我們不必活在別人價值、眼光

中。那我首要的應該是『接納

自己！』，承認自己也有脆弱

的一面，如果願意更多敞開自

己，會覺得世界上的人並不是

都會論斷我，更多的時候，因

為大家其實也都有相同感受，

所以更能連結彼此的距離。」

另外她還體會到，「一開始

每個人來到世界的時候，也沒

有任何能力，如今有的智慧/能
力，其實都來自世界的幫助。

因此，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更應該付出能力幫助別人。」

這是她第一次透過會議一次接

觸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有時

跟不同背景的接觸難免會擔心

語言隔閡造成溝通障礙，但她

發現「舞蹈、音樂，還有真誠

的傾聽、微笑及擁抱，好像能

暫時超越這些限制，讓人與人

還是能建立起友誼。有時候

「真誠」好像才是友情中很重

要的一環，對別人的態度友

善，別人也會以友善的態度回

應，超越了言語，一個擁抱、

一個微笑，讓我也有機會去認

識這個世界上的人！」

在會議中有機會與許多不同國

家代表分享自己國家及社會現

況，這也讓她和台灣代表們體

會到，「臺灣人沒有經歷嚴重

的國家衝突、貧富差距，或信

仰紛爭，在物質及生活環境上

相較起來真的不錯。所以台灣

人更應該利用些資源，去發揚

台灣並與世界接軌，而不只將

視野關注在臺灣島。我也期許

自己將來有機會出國，看見更

大的世界。」
台灣代表團與印度國父甘地塑像合影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itiatives of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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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為社會變革行動者會

議(Children as Actors of Trans-
forming Society, 簡稱CATS) 倡
導兒童參與主流化，過去四年

來在道德重整國際會議中心 
CAUX 舉辦，累積相當正面經
驗與成長動能。下一階段的發

展目標之一，是要把 CATS 的
經驗從瑞士柯峰帶向世界。經

過二年多的籌畫，目前已確認

CATS會在印度道德重整的亞洲

CATS核心團隊會議在印度
許壽峰

高原中心舉辦，日期暫

定為2019年2月。
今年元月4 - 8日第一
次核心團隊籌備會在

亞洲高原，CATS發起
人 Johnathan Levy 代表 
CATS 國際團隊出席主
持會議，其他與會者則

是來自Save the Children、Nine 
is Mine、Shaishav、AIILSG 等
倡導兒童參與及權益的合作單

位，本會監事許壽峰則以APCG 
祕書身分代表亞太協商委員會

出席。

會議中最特別的與會者是二

位來自德里的當地學生議會部

長Simran ，他們不只代表青少
年，也代表 CATS 會議與眾不
同的特色精神：把兒少視為與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成人有同等權利的個人，在會

議籌畫及實際執行中實踐此一

原則，營造出兒少與成人能夠

以真正平等的夥伴關係交流互

動的契機及場域。

經過四天的密集會議，與會

代表深入了解 CATS 會議的基
因特色、亞洲高原會議中心運

作的精神與實務、團隊成員的

腳色分工、議程設計流程等。

與會代表也有機會體驗亞洲高

原中心的 Soul Nurture 及 Inner 
Governance 晨間靜默及道德重
整主題課程的精隨所在。

放眼世界，CATS 是少數倡議
兒童參與權的國際會議，而且

CATS與國際兒童教育及權益組
織從規劃到執行期都以結盟夥

伴關係運作，也是有別於道德

重整團隊全然自主規劃執行活

動的傳統，將會為亞太地區的

國際道德重整工作帶來新穎的

視野及經驗，值得矚目期待。

107年1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陳建良 200
郭佩樺 300
徐靜山徐小寶 4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500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張清江、陳佩儀、汪威志
梁慧芬、吳俊毅、謝淇安
陳珮蓉、林黃秀梅、鄭文欽
郭益銘 600
顏德琮、陳淑意、張潤明

1,000
曾翊嘉、陳旭虹
李明生、曾許澄安、周淑德、
李雅芬

2,000

歐陽立仁、王德睿、葉大維 3,000
黃炳勳 5,000
徐玉婷 28,033
袁少緹 3,374
蔡金滿、李美純、徐秋芳 1,200
李榮錦、莊盛博 1,000
鍾佳妘 545
楊雅鷹 345

107年2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陳建良 200
郭佩樺 300
徐靜山徐小寶 4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500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張清江、陳佩儀、汪威志
梁慧芬、吳俊毅、謝淇安
陳珮蓉
郭益銘、林黃秀梅、高新喜 600
顏德琮、陳淑意、張潤明

1,000
曾翊嘉、方倩勻、陳旭虹
巫師銜 1,000
李明生、曾許澄安、周淑德

2,000
張兆慶、尹佩芳
歐陽立仁、王德睿、何惠珠、
曹明傑

3,000

黃炳勳 5,000
余欣霓、蔡詠絃 6,000
袁由忠、簡逢儀 10,000
張萬權 12,000
鍾馥如 510

潘菡亭 520
鍾佳妘 545

107年3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陳建良 200
郭佩樺、中部志工團 300
徐靜山徐小寶 4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500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張清江、陳佩儀、梁慧芬
吳俊毅、謝淇安
陳珮蓉、林黃秀梅
郭益銘 600
顏德琮、陳淑意、張潤明

1,000
曾翊嘉、方倩勻、陳旭虹
洪士捷 1,000
李明生、曾許澄安、周淑德、
張兆慶

2,000

歐陽立仁 3,000
王德睿 4,000
黃炳勳、陳羿杭 5,000
林政瑢 10,000
羅敏城 1,314
袁少緹 147

捐款徵信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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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8-16日，二位印度
道德重整友人 Siddharth Singh 
及  P e n o  H i e k h a來台訪問。
Siddharth 目前是道德重整亞太
協商委員會 (APCG) 委員，Peno 
則是印度東北道德重整核心團

隊成員。二人均曾來台參加過

亞太青年會議，這次來訪則是

從會議室走入教室，與台灣朋

友進行深刻的第三類接觸與交

流。

在協會安排下，二人拜會與協

會有合作關係的多所學校，與

青少年學生分享道德重整訊息

及個人生命經驗，並為協會會

員舉辦系列生命成長工作坊。

短短一週內，兩人走過台南市

永福國小、哈佛蒙特梭利小

學、菁寮國中、後壁高中及南

投縣北梅國中進行八場交流分

享。除了介紹印度文化風俗、

人文歷史，回應學生們好奇提

出的各式問題，他們分別分享

印度心 台灣情—印度國際友人來訪特別報導
許壽峰

各自的重要青少年

成長經驗以及道德

重整的精神及實務

供學生參考。

P e n o  是來自東
北  N a g a l a n d  省
的  Angami 族原住
民，她特別談到自

己從偏鄉部落走入

印度主流社會時所

面對的內心衝擊，

一開始時總會看

到自己與他人不同或比他人不

足之處，後來她了解到自己需

要克服這種覺得自己渺小的恐

懼，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現在

她與幾位朋友共同創立了一個

ACT Hub (Action for Community 
Together) 希望能為部落居民提
供一個無菸無酒、健康優質的

休閒、聚會空間，協助提升休

閒及精神生活品質，凝聚社區

意識。

永福國小學生有備而來，讓來訪的朋友感覺倍受尊重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捐款徵信

107年4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曾淑品、陳建良 200
郭佩樺 300
徐靜山徐小寶 4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500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張清江、陳佩儀、梁慧芬
吳俊毅、謝淇安、陳珮蓉
林黃秀梅、鄭文欽
郭益銘 600
顏德琮、陳淑意、張潤明

1,000
曾翊嘉、方倩勻、陳旭虹
啟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
李明生、曾許澄安、周淑德、
劉淑女

2,000

歐陽立仁、王德睿 3,000
哈佛蒙特梭利實驗教育團體 4,000

黃炳勳 5,000
徐玉婷 10,000
張承硯 20,000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成家立
業專款)

160,000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慈揚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青少
年方案指定專款 )

200,000

107年5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陳建良 200
郭佩樺 300
徐靜山徐小寶 400
林易虹、沈士穎、袁由芳

500
陶幼卓、鍾馥如、龔萬侯
張清江、陳佩儀、梁慧芬
吳俊毅、謝淇安、陳珮蓉
曾淑品、林黃秀梅

Peno 提到這次台灣行令她最
深刻印象的，是道德重整協會

協助偏鄉弱勢青少年的教育服

務工作：

「這些學生來自弱勢背景，

覺得人生沒意思、對自己的信

心低落。面臨這些挑戰，協會

團隊盡其所能，運用各種創意

方式回應他們的需求，實在

令我驚嘆。學校活動辛苦但有

成果，經過一天辛勞回到辦公

室，他們還忠實地繼續行政事

務。

我希望其他國家團隊也能來

支援台灣的工作，因為我認為

這支有高潛力及高實力的團隊

已經負荷滿載。前來協助同時

也是一種學習。我看到他們團

隊工作有效率，關心別人的需

求，又有歡樂氣氛，所以能締

造優良工作品質。」

Peno 的回饋，是對協會服務
工作品質、團隊素質的一種肯

定，令人欣慰。另一方面，這

也點出其實協會需要更多人共

同支持，才能永續運作並進而

擴大服務能量。

Initiatives of Chang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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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難得有領導力培訓專

業講師Siddharth Singh來訪，
為了嘉惠會員，協會特別安排

於四月10-12日連續三天晚上，
每晚兩小時的「個人效能工作

坊」，全程以英語進行，由協

會監事壽峰即席翻譯。參加的

會員個個都是有備而來的認真

學員，對於三天內容都有深刻

省思及學習。以下摘錄部分朋

友的精要心得與大家分享：

陳美珍Dinger。
課程第一天是探索個人內在，

再一次認識腦中「話匣子」對

自我的影響，第二天是衝突管

理的面向，講師建議我們可以

有更創造性地回應（response, 

not react)  ，而關鍵在於停頓
p a u s e，彈性地運用解決策
略。第三天認知關切圈(Circle 
of Concern)與影響圈(Circle of 
Inf luence)如何運用資源，將
自己關切的議題，化為積極正

面的影響。講師提醒我們，把

注意力及能量放對優先順序，

改變總是從自己開始。這個訓

練，從認知討論（辯論），到

構思可執行的作為。協助學員

省思生活的態度，避免耗損能

量又看不到滿意結果，導致抱

怨與憤世嫉俗。反之，把注意

力放在影響圈，在關心的議題

思索可以落實推動的具體步

驟，運用團隊，爭取資源，保

持正向樂觀，慢慢擴大影響，

無遠弗屆。

陳素芬Cindy
兩天的課程裡，有些內容雖

然不陌生，但當下仍是在自己

的心裡迴盪出許多的撞擊。我

喜歡那個空間，在面對刺激時

能先創造出一個空隙，不急著

做決定、抉擇，透過靜默，覺

察自己的想法，看清楚有何選

擇，做出選擇，找回能力來回

應。而非立即性的反應。

我喜歡那份對自己質疑後喜悅

的看見，在談到處理衝突不同

的五種風格，從一開始內心裡

開始有些比較、批判自己的風

格時....在透過講師的解釋中，

個人效能工作坊 心得分享 許壽峰 編輯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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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開始有了溫暖的釋放，原來

「了解不論斷」還是自己內在

最需學習成長的功課。

而對於關懷圈、影響圈的觸

動，從我不能做什麼到我可以

做什麼的思考裡....再次回歸到
「改變從我開始」的心念，我

可以做什麼讓世界因我而更美

好，我可以再更勇敢一些走出

我的舒適圈？我可以....？
帶著心底一些新的問號回家，

我知道答案會慢慢的出現，如

同我在課程裡所感受到的，當

我的注意力放在哪裡，能量就

會在哪裡，生命無需強迫，遵

循內在良知，改變自然發生。

林政瑢Coco
工作坊讓我印象最深刻也最

實用有兩部分: 第一是Circle of 
Concern(COC)，關心的議題
有哪些？大家舉例：空污、噪

音、環保 . . . . . .，如果我們把注
意力放在這些議題上卻又無力

改變，這時候COC會變大，人
會變得既負面又悲觀，漸漸會

讓自己陷入被害者的心態，只

會抱怨而失去行動力，內在的

能量逐漸降低，心裡覺得很挫

敗。反之，如何

採取行動發揮影

響 力 使 這 些 議

題變成Circle of 
influence(COI)，
人會變得積極有

創意，內在能量

會增強，自信心

也跟著提升，擴

大COI會使COC
變小。

第二是一部五分鐘的紀錄片

"Let's do it"，內容是北歐的一
個小國愛沙尼亞，有一小群人

覺得美麗的森林堆積多年的垃

圾，為什麼沒人清理？就這樣

一個念頭化作行動，當時主辦

單位打造特製軟體，找出並拍

照紀錄當地超過1萬個非法垃圾
堆。活動成果出乎預期，超過5
萬名志工在5小時內，就清理1
萬公噸的非法垃圾，範圍涵蓋

路邊、樹林和各大小城鎮。

這兩件事讓我第一次發揮小市

民的行動力，與其每次路過家

附近某停車場周圍的人行道，

看到滿地的垃圾這麼髒亂，我

都在心裡發牢騷，內在的COC

不斷地悶燒擴大，不如採取行

動發揮影響力COI，到市政府
網頁和環保局去投訴，果然有

清潔隊員來打掃也把垃圾清走

了。

現在，我每天再經過相同的地

方，都覺得路邊的花草樹木很

漂亮，如果每個人都能發揮公

德心，不要亂丟垃圾，我們的

市容街道很乾淨很美麗，才能

提升「城市居民光榮感」台南

市才能成為真正的幸福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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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iatives of Chang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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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2月27日會員周青木棻順利產 ◎

下一子，母子均安。

4月13日會員邱于真順利生下 ◎

一女，母女均安。

2月3日馬來西亞好友黃翠菁 ◎

於馬六甲完婚。

致哀

監事張萬權父親辭世，於2月 ◎

14日舉行告別式，理事長張
清江偕祕書處全體同仁及多

位會員，到場致意。

拜會與來訪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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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慈揚社會慈善基金會 ◎

派員進行年初提案訪視。

感謝成大同學張芷瑜、柯浩 ◎

瑋、本會理事袁由娟及秘書

林淑芬三到六月期間協助青

少年學生課業輔導，提升學

習興趣。

4月14-15日由中部理事陳俊杰 ◎

召集於南投辦理家庭式露營

活動，風雨無阻，北中南約十

多個家庭，三十人參與相聚。

餐，感謝老師一學期來的辛

苦與用心。

3月22日拜會天主堂大專青 ◎

年中心，感謝安溪寮天主堂

呂神父以法語協助與個案會

談。

4月2日邀請幾年來持續參加 ◎

訓練的同學以及已經從課程

「畢業」但仍持續保持聯絡

的學長姊到辦公室聚餐，並

針對「青春M.A.D」課程給予
回饋及建議。

4月22日辦理本年度第一次生 ◎

涯訓練，理事長汪威志、慈

陽基金會社工高瑋翎、台南

市安平區建平里里長傅建峰

出席開幕式。第一次課程藉

著小組合作、團體闖關，來

認識彼此、打破陌生感，下

午透過測驗活動初探職業性

向。

5月11-12日祕書處人員前往台 ◎

東，為暑期自立體驗營進行

場勘。感謝會員蔡志明和邱

婉媖接待協助和會員林福岳

引介在地資源。

5月14日馬來西亞友人Jul ie  ◎

Tan、Ivy至協會烹煮馬來西亞
道地美食-肉骨茶，與課業輔
導師生、秘書處同仁共進晚

餐。

5月20日第二次生涯訓練，以 ◎

「為自己出征」為主題，延

續自我了解、職涯探索的歷

程，鼓勵學員超越現狀和覺

察使命，成為自己生活中的

領導者。

6月10日第三次生涯訓練，本 ◎

次以「善意溝通」出發，教

導學員從溝通型態的辨識，

增進對自己表達模式多一點

的覺察，並透過同理心的例

句練習，練習傾聽他人、適

切表達自己 。
B.樹人成林計畫
(1)小樹計畫

2月10日106年逆風飛翔學員 ◎

聚餐。

3月8日 -  6月21日於菁寮國 ◎

中進行「豐閱無邊」社團活

動，共十四次，由秘書長歐

陽慧芳、秘書林淑芬、社工

徐玉婷接力完成課程。社工

實習生葉羽晴同行見習。

3月12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前往 ◎

永福國小為高年級學生進行

服務學習訓練課程。

3月1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徐玉婷至為永福國小「環

境教育-低探親子手作講座」
帶領多元複合式的手作坊，

以環保主題鼓勵家長和孩子

共學，在體驗中學習。

3月28日-6月20日，由會友莊 ◎

盛博引介秘書長歐陽慧芳、

社工徐玉婷至後壁高中進行

五次志工團訓練及自我探索

活動。

4月9日理事許壽峰、秘書林 ◎

淑芬偕同印度友人Siddharth 
Singh、Peno Hiekha前往後
壁區菁寮國中，與一二年級

學生見面。兩位印度友人分

享個人經驗分享，鼓勵同學

們探索、尋找自身在行的事

情。

4月10日，應道德重整朋友簡 ◎

惠貞之邀，理事許壽峰與兩

位印度友人Siddharth Singh、
Peno Hiekha至南投縣信義鄉
北梅國中與全校學生見面、

分享。

4月11日印度友人Peno Hiekha ◎

與秘書長歐陽慧芳、社工徐玉

婷至後壁高中，與志工社同

學分享其投入社會關懷跨大

會員、志工動態

協會工作推展
A. 青春M.A.D 青少年生涯訓練
專案

1月21日十鼓班同學參與俊逸 ◎

文教基金會「歲末有愛嘉年

華會」活動表演。

1月22日課輔班期末師生聚 ◎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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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影響圈(CoI)」的經歷。
4月13日理事許壽峰、印度 ◎

友人Siddharth Singh及Peno 
Hiekha應蒙特梭利小學邀請
至課堂分享，並與學生進行

交流。

4月13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理 ◎

事許壽峰、印度友人Siddharth 
Singh及Peno Hiekha前往永
福國小與小學五年級學生見

面，學習用不同角度看世界。

5月3日馬來西亞友人Julie到 ◎

後壁區拜會菁寮天主堂韋方

濟神父，同時受邀參與菁寮

國中社團活動，分享個人成

長故事。

(2)園丁計畫
1月13-14日辦理「為愛啟誠- ◎

說故事技巧工作坊」邀請台

南市府城故事協會、南瀛故

事人協會擔任講師群，希望

透過這次初階訓練，培養更

多園丁的品格教育知能，並

形成經驗分享、資源交流、

相互支持的社群。

3月6日秘書長歐陽慧芳至慈 ◎

揚社會慈善基金會拜訪並針

對弱勢青少年關懷工作交換

經驗。

3月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至永 ◎

福國小為學校教師做服務學

習研討訓練。

3月15日秘書長歐陽慧芳應菁 ◎

寮天主堂協會邀請，為其祕

書處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介

紹「道德重整」的發展與理

念及參與道德重整工作推展

在其生命中的意義，同時也

分享個人在民間和政府等非

營利組織工作的心路歷程。

3月22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秘 ◎

書林淑芬拜訪後壁區新嘉國

小林良駿校長，連結未來合

作的可能性。

4月14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受 ◎

邀至台南市郭綜合醫院於年

度志工大會，以志工精神與

一百多位志工交流。

4月19日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 ◎

社工一行人來協會針對課照

據點發展議題和志工管理技

巧進行討論。

4月2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受邀 ◎

參加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
度志工「特殊教育」訓練，

於訓練課程介紹「道德重

整」、分享個人服務經驗，

演練入班生命教育和誠實教

育活動，共有八十多位志工

家長參與。

5月4日秘書長歐陽慧芳應邀 ◎

參加青少年社會參與跨專業

網路組織聯繫會報，分享青

少年團體動力、服務學習概

念和陪伴青少年投入志願服

務的經驗。社工蘇鈺婷亦

代表協會與其他團體互動交

流。

5月15日上午永福國小志工團 ◎

家長六位於協會進行家長親

職共學讀書會活動。

C.發展與擘劃
1月6日召開理監事會議。 ◎

3月3日於台南玉井加利利希 ◎

望之家舉行會員大會，進行

理監事改選，由汪威志當選

新任理事長。同時，邀請

資深會員王德睿作主題演講

「MRA與我」，分享「道德
重整」在生活中、工作上帶

給他的影響。

D.國際交流
12月25日理事許壽峰偕同九 ◎

位年輕朋友前往印度參加

第23屆亞太青年會議 (As ia 
Pacific Youth Conference)，12

月27日為開幕式，為期八天
七夜。

1月15日理事林政瑢、秘書長 ◎

歐陽慧芳、秘書林淑芬、志

工許惟淳前往印度參加亞洲

高原(Asia Palateau)第50週年
慶典活動。會後秘書長與理

事許壽峰繼續參與道德重整

協調會議。

印度友人Siddharth Singh、 ◎

Peno Hiekha先後於3月26日、
4月7日抵達台灣於台灣停留
至4月16日。期間，辦理了三
日的「個人效能工作坊」，

進行七次學校交流活動，並

分享個人經驗。

4月28日- 5月17日來自馬來西 ◎

亞的道德重整朋友Julie Tan與
友人Ivy到台灣旅行，同時會
見老朋友們。

5月 5日由台灣人人至上協 ◎

會、日本NPO法人Common 
Beat聯合主辦的「Common 
Beat 15週年特別紀念公演」
在台北中山堂演出，理事長

汪威志、秘書長歐陽慧芳及

多位理事、會員出席參與盛

會。

5月25-29日秘書長歐陽慧芳以 ◎

亞太區委員身分與馬來西亞

委員黃翠菁同行，至韓國支持

家庭生活營及拜會在地友人。

E.機構聯結
1月4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工 ◎

蘇鈺婷拜訪台南市北區區長

李皇興，歡迎其至北區服務。

2月12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蘇鈺婷拜訪台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里長傅建峰及及總幹

事顏美華。

2月12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出席 ◎

教育部107年志願服務發展諮
詢會議。

Initiatives of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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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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秘書長歐陽慧芳應邀 ◎

協助企業基金會規畫經濟弱

勢青少年之培力訓練。

3月13日社工徐玉婷代表參加 ◎

俊逸文教基金會承辦臺南市

青年志工中心第一次聯繫會

議，了解「青銀共榮計畫」

及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自主團

隊之事宜。

3月21日為文化大學社工學分 ◎

班學生進行實習面試。將於

四到六月期間於本會實習。

4月2日理事許壽峰、社工蘇 ◎

鈺婷至台南市成功國中為學

校師生介紹「道德重整」及

本會「青春M.A.D」青少年生
涯訓練專案。

社工徐玉婷、秘書林淑芬應 ◎

南瀛故事人協會邀請於「兒

童文學月 -戲劇文學列車」
參與演出，先後至中洲國小

(4/10)、大社國小、那菝國小

(4/13)服務。
4月18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蘇鈺婷拜會台南市永康區

復興里長李鎮國，討論暑期

服務學習活動。

4月24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社 ◎

工蘇鈺婷拜會萬年及永春老

人照顧中心，討論暑期服務

合作事宜。

5月7日社工徐玉婷代表參加 ◎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之臺南市

社福類志願服務小隊第一次

聯繫會報。

5月14日秘書長歐陽慧芳與北 ◎

區區長李皇興會面討論社區

合作相關事宜。

5月26日逢甲大學道德重整 ◎

合唱團舉辦期末演唱會《夢

想‧抉擇》，理事長汪威

志、理事陳俊杰及多位會員

朋友均前往觀賞支持。

G.職能提升

4月20日秘書長歐陽慧芳、理 ◎

事許壽峰參加慈陽社會慈善

基金會辦理之NPO主管增能
課程。

5月 8日秘書林淑芬參加台 ◎

南市府城故事協會主辦之

「玩撕‧玩詩—玩創意工作

坊」。

5月10日馬來西亞友人Jul ie  ◎

Tan為秘書處同仁帶領「Love 
Yourself」工作坊。
5月1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出席 ◎

市府由臺南市社工師公會辦

理之倫理管理訓練活動。

5月27日社工徐玉婷及蘇鈺婷 ◎

參加由臺南市社工師公會主

辦之「牌卡在自助與助人者

的媒材應用」。

6月15日社工徐玉婷參加由 ◎

臺南市社工師公會主辦之

「身‧呼‧吸-花精紓壓工作
坊」。

協會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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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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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