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份爆發的塑化劑事件造成台灣社

會的高度恐慌，甚至部分產品外銷世界

各地，嚴重傷害台灣各界辛苦建立起來

的精品形象，令人無奈、失落與痛心。

綜觀近月媒體報導，從這個慘痛的經

驗，我們得到了什麼教訓？將來又該如

何防範類似事件的發生呢？對於事件原

因探討，主要歸諸兩點：其一，廠商沒

有企業良心，將降低成本、拉大獲利的

商業考量擺在第一位，視消費者健康為

糞土。結果就是上游供應商販售黑心原

料後，大量中下游的食品飲料商又缺乏

應有的企業責任，嚴格把關採購原料，

造成塑化產品流通多年。其二，政府法

令落後，雖規範為第四類毒化物質，卻

未將其列入食品檢查清單，且申報管制

與相關罰則又不足，無法嚇阻黑心廠商

的惡搞。

消弭這個問題的答案牽涉許多層面，

若從協會使命為出發點，我們比較關注

的是根本面的答案，就是企業良心與良

心企業是否能深植廣布在各行各業中。

我跟大家分享兩個故事，一個是孟加拉

農村銀行，一個是香港發起的「監察企

業良心運動」。

企業做生意賺錢天經地義，但要取之

有道。Fortune雜誌曾介紹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尤努斯講述他的良心企業運作就是

我的第一個故事。尤努斯說他搞的從來

都不會是蝕本生意，他在孟加拉建立的

農村銀行小額貸款其利息不低，但是不

少當地女性卻願意借錢且準時還錢，因

為他不要抵押，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的

經濟活動。另外他會讓乞丐無償借貸小

額金錢，讓他們做一些小生意，如果本

金交還還可以繼續借錢，亦即「有借有

還，再借不難」。這種持續性正向循環

的商業行為，為公司經營利潤回報與市

井小民輕鬆借貸，創造雙贏局面。後來

法國著名食品公司Danone還出資及協
助尤努斯建成一間乳酪工廠，向當地的

農民買牛奶後製成乳酪賣給當地居民，

而價錢是居民能夠負擔得起，希望達

成經濟自主又多贏的民生體系。其CEO
說『賺錢當然要，但不一定是要「賺

盡」』，我想這句話一語道破良心與黑

心經營者之間的心態之別。

第二個故事是2009年香港工聯會立法
會的立法委員與區議員聯合發起的「監

察企業良心運動」http://www.ccmc.org.

hk，引起諸多迴響。他們認為沒有良心
的企業不僅是生產或販賣黑心商品，也

包含剝削員工、掏空私吞、投機暴利、

惡意裁員⋯⋯等行為。當然，企業良心

的首要把關者是企業主的高度道德覺

醒，但這項要求顯然不適用於黑心老

闆，因此需要一些外部的監督，才可能

讓許多唯利是圖的商人有所警惕，因此

發起這項「監察企業良心運動」。反觀

台灣，如果扮演社會良知是我們協會的

使命之一，大家可以一起思考在台灣發

起這項運動的可能性與推動方式，為民

生福祉略盡棉薄之力。

最後，若從產業供需鏈與政府角色等

整體面來看，消滅未來黑心商品應該要

建構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是倡導企業

良心，用消費能力肯定良心企業，形成

正向循環。第二道防線是修訂符合時代

演變的法律規範並整

合政府跨部門食品安

全工作，包含管制、

檢驗與罰則等。最後

一道防線則是消費者

自保，適度調整消費

習性，不能只用眼睛

挑選賣相好，殊不知

卻是過度加工或添加

化學物而危害身心不

自覺。

良心企業與企業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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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理事長  張萬權博士

「生命行動」（Action for Life）是國際道德重整的領導力培訓課程，目前為止共舉辦五屆，

至今有十年的時間。組織成員來自多元文化，包含基督教、天主教、穆斯林等不同的信仰齊

聚一堂，其目標是要發展新的改變的一代，希望新的一代具有正直品格和且保有正確信念，

並且能夠以堅定的意志為世界帶來改變，而這些改變得先從自己開始。我們持續推派台灣青

年參與道德重整協會籌辦的國際青年領導力訓練及服務方案（Action For Life 5），做為培養台

灣青年具備立足台灣、放眼天下，地球公民視野、思維及行動力。

台灣代表楊雅鷹從眾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與其他21人成為有幸參與本屆活動的學員。本

方案重點在協助該員出國前準備、協助籌募經費、出國期間保持聯繫、適時提供必要的資訊

及心理支持，回國後安排分享會，以使其個人學習及服務心得能與更多本國青年分享。本刊

將連載雅鷹參與本次活動的歷程與心得，鼓勵更多朋友走向國際，淬鍊生命的寬度與深度。

雅鷹的Action For Life紀實（請見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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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消息
 I of C in Taiwan

第五屆「０七零欺誠實日」於7月2日
在臺中豐樂雕塑公園熱鬧登場。今年

與台中市政風處合作舉辦「誠實參一

腳 廉潔不能少」學誠實、倡廉潔宣導
活動，活動中有闖關遊戲體驗站及精彩

文藝表演，許多民眾帶著全家大小一起

參與。當天共有360人完成闖關，發出
3120份宣傳單張；將近70位志工投入服
務，約40多個店家、單位及表演團體支
持響應。

下午2時開幕儀式由理事長張萬權、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科長李炳輝及出席貴

賓共同上臺在「誠實參一腳」的大看板

上簽字揭開序幕，由主辦單位及協辦、

贊助單位代表等來賓共同正式啟動活

動。理事長張萬權表示；希望透過這項

寓教於樂的活動讓大家知道誠實的好

處，他認為誠實就是最舒服的枕頭，人

到一把年紀之後，發現一切能心安理得

才是最輕鬆的生活方式。

緊接著則由是各民間團體義

務提供的接力式藝文表演，包

含大莊國小別具特色的環保打

擊樂器、梧棲中正國小同學們

透過肢體律動展現快樂活力的

大自然快樂操、飛行者樂團與

孤貓樂團熱力四射的流行樂表

演、梅苓全人音樂教學系統臺

中道禾教室古典打擊樂合奏演出；逢甲

大學道德重整合唱團則以歌曲、舞蹈的

方式呈現，青春洋溢的氣氛讓台下的觀

眾感受到活潑的年輕動力。活動期間，

穿插誠實與廉潔有獎徵答，主持人妙語

如珠、輕鬆幽默的帶動，引發民眾的熱

烈搶答，現場座無虛席。

闖關方面，民眾領取活動傳單，按照

上面地圖及說明進行闖關活動，每完成

一關即可獲得一個戳印，集滿「誠實參

一腳」五個中文字戳印即算完成任務。

別出心裁、深入淺出的互動式闖關活

動，讓參與民眾在輕鬆有趣的氣氛中體

驗並肯定「誠實」此價值對個人及社會

的意義及影響。大家都知道要誠實，宣

導活動就像打針、增強免疫力一樣，提

醒民眾要自醒、反思、發揮良知，很多

人懷疑自己做不做得到，但心裡有這麼

一個想法，就是對自己的提醒。誠實日

的精神就在於，從心做起，從我做起，

從小處做起，從現在做起。

活動期間好禮獎不完，前300名參與
開幕式民眾可獲精美小禮物，完成全部

闖關者憑摸彩券可登記現場彩繪手工餅

乾限量50份，還有超過100多項豐富獎
品、種類繁多。當日活動的最後高潮是

下午7時舉行的大獎摸彩，首獎為價值
5500元的住宿券一張，獲得民眾熱烈期
待，最後幸運得主誕生，也為活動劃

下一個完美的句點，2011誠實日圓滿成
功。

誠實參一腳  廉潔不能少
2011年誠實日活動報導

秘書處

感謝以下單位的贊助與支持：臺中市政府、行政
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應用
與推廣學系、西海岸有線電視、孤貓樂團、飛行
者樂團、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小、梅苓全人音樂
教學系統/臺中道禾教室、逢甲大學道德重整合
唱團、彰化縣大莊國小、18度c巧克力工房、千
翔食品、太平（隆）手工肉圓、立法委員顏清標
服務處、朱朱烘焙工作室、林金生香百年餅店、
松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晶園休閒渡假村、証理
律師事務所、萬代福影城、瑪嘉妮Majani甜美日
系、綠野仙蹤戶外休閒用品、寶旺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1原古早味現烤蛋糕、HITOMI手工眼鏡、
九龍廣東粥、三角街人文茶館、佐登妮絲國際美
容連鎖機構、利家咖哩專賣店、呷壹鼎臭臭鍋、
奇威名品、春水堂、派克雞排(向心南店)、御品
坊—古早味蛋糕、清心福全冷飲站(向心南店)、
淇姐擔仔麵、楊記茶鋪、楊董排骨燒肉便當、黛
瑪髮型沙龍、豐饌御鴨樓、櫻桃萱言販衣區

Life Changers



3國內消息
 I of C in Taiwan

本方案從99年度6月30日開始辦理，
為期一年。服務三十四個學員及其家

庭。

五次教育訓練之辦理含四次一日生

涯課程和三天兩夜之戶外體驗學習，

涵蓋的主題包括：「開訓典禮」、

「相見歡~我是誰」、「高中生涯
進路」、「生涯規劃」、「生涯抉

擇」、「生涯選擇題」、「人際關係

行不行」、「寒假自主營」、「生涯

大未來」、「生涯故事分享~希望就在
生命轉彎處」、「理財認知與金錢態

度」、「成果分享會」。課程期間，

共有各行各業十七人，分享就學就業

經驗，豐富學員對工作世界之認知及

生涯選擇之參考，有助於就學與就業

態度的建立。

關懷訪視之服務進行為初步的認

識、關係建立及了解需要，針對所有

學員安排初步面談，蒐集個人和其

家庭訊息及了解安排家訪及後續關懷

的需要和可能，共有3位訪視員及3位
輔導員參與其中，計有210人次接受
服務。使得親職功能不佳的家長獲得

學習和練習新的教養知能，有家庭衝

突的學員，有機會重新看待家庭問題

學習自立獲得支持。一些學員因為陪

伴更了解自己可以如何耕耘自己的生

命。

服務成果上，2名休學的學員即將在
下半年返回校園，1名轉介參加青輔會
的少年Onlight計畫，從中學習職能技

巧並至職場實習，學員信心提昇，也

使案母對協助子女有不同的看法和作

法。8名高三應屆畢業生因生涯規劃的
學習，確定繼續升學。在校生較為清

楚未來的走向，緩和心中的焦慮，與

家人之互動有所改善。

成果分享會時學員送給自己及大家

的一句話：

楊O琳：人因夢想而偉大。Stick to 
your dream.
張O苓：退一步海闊天空。
黃O菁：往夢想飛翔，努力的向前走
吧！加油！只要努力去做！一定會成

功！

余O霖：人有夢最美，但要築夢踏
實。希望我們都可以不放棄，朝自己

的目標前進！ 
王O倩：要努力加油！不要放棄自己
想要完成的事。還要賺錢給媽。

黃O綸：逆境，不過就是一道牆。加
油！

楊O憲：慢慢來，放鬆心情，雖然不
能事事順利，但是還是要加油^^
林O淯：船到橋頭自然直，順其自
然。但自己做了決定就別後悔，因為

人生是自己決定的：)
滕Ｏ：做任何事都要有：專心、耐

心、恆心、細心（三讀五對）。

趙O琳：要記得微笑，面對人生的一
切。

劉O聖：做自己我挺你。
侯O良：Yes You Can!

弱勢家庭高中職青少年生涯輔導訓練成果簡訊

學員的學習回饋分享

◎對於未來人生目標、未來規劃、生涯

方向，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及發現。

◎課程提供 豐富的資料及收穫很多。

◎對自己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及瞭解。

◎從前輩們的經驗，更了解自己的興

趣，對未來選擇有很大的幫助及可以

慢慢探索自己的未來。

◎人際互動上有更進一步的加強，脫離

沈默的自己。

◎受益良多，雖然大概知道自己目標，

還是有學到很多。

◎雖然今天上台很緊張，但很開心。

◎下午的自我介紹做得有點破。

◎上台自我介紹很新鮮。

◎早上聽完，兩位老師的求職生涯，讓

我學習到很多，不論是在工作的、家

庭的，讓我有很大的感觸。

◎聽完老師的分享，讓我知道遇到挫

折，不要怕失敗，要勇於面對。

◎更了解了人際相處方式。

◎與未來的自己對話，很有想像空間。

◎學習其他組員的用錢方法，生涯目

的。

◎今天是最後一次訓練，雖然有點不

捨，但是經過這幾次教育訓練，真的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這次的課程是最後一次，在這段時間

的課程中，學到更多之前不會的東

西。

◎希望下一次也有類似的課程。

展翼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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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從我開始/張詠富
「改變從我開始」一向是道德重整

協會積極傳遞給世人的訊息，為使

2011年青年營能夠引領學員有更深刻
的體會，承辦團隊-希望小棧今年第一
次例會，棧員們決定讓改變先發生在

自己身上。

例會中，棧員們分享了生活中最需

要或最重要的改變目標，這些改變

的需要是來自大家對平凡生活的認

真體會，大致可分類為：改變與家人

朋友、同事的關係、付出對他人的關

心、改善生活作息或生活態度，還

有積極地向學習目標邁進⋯等，其實

就是一般青年人常遇到的挑戰，籌辦

營隊的成員希望在敦促自己改變過程

中點點滴滴的體會，在帶領營隊活動

時能化成深厚的內功，增加活動的深

度。當然成員們也承諾對於彼此的改

變行動互相支持、鼓勵，營隊前大家

還會再度分享自己的改變行動進行的

情形。

除此之外，第一次例會還有更令人

振奮的消息，就是師大道德重整合唱

團的成員立偉和阿泰也加入小棧的運

作，且熱心投入協助青年營的工作，

為希望小棧的精彩100年開啟一個好彩
頭。

為一個好的念頭找到一個行動 
/顏德琮
即將承辦今年暑假「2011青年生命
行動體驗營」（簡稱青年營）的希望

小棧伙伴，在4月10日的例會活動中，
特別請來福岳與大家分享為大學生設

計課程的經驗，基本的課程設計理念

如何與MRA的精神結合。
福岳從他帶領學生進行部落服務課

程談起：只要願意給年輕人一個舞

台，就可能看到平日表現漫不經心、

消極散漫的年輕人會積極表現自己、

承擔責任，投入的程度會令人感到驚

奇。然而，這一切美好的結果發生之

前，設計課程前的準備是關鍵，例

如：與部落事前的溝通、設定具體、

可達成又有意義的課程目標、確認提

供的學習環境是安全又具有挑戰性。

接著福岳又提到，對於我們每個籌

備人員來說，弄清楚個人的「初衷」

更是重要：究竟是什麼精神或態度支

持我們這麼多年來願意承擔籌辦活動

的辛勞？如果只是想著「我們要給參

加青年營的年輕人學習什麼？」，坊

間許多訓練課程或許可以提供更直

接、更專業的內容。我們若是以把年

輕人帶到道德重整生活方式這條路上

為目標，才能突顯出青年營的獨特價

值。

福岳最後以許多發人省思、會心一

笑的短片讓我們體會籌辦青年營是在

「Make good better」、「隨時」都是
把握傳遞訊息的機會、「為一個好的

念頭找到一個行動」！經過短短一個

半小時的歡樂時光，我們分享了福岳

在青年工作上的關懷、熱情與執著，

同時也看清楚了在即將著手設計課程

前自己應該完成的課題。

與黃日燦夫婦聚餐/林淑芬
日燦大哥、詠雪姊雖然不是經常出

席協會各項活動，但對於協會運作、

青年活動始終默默關注、給予支持；

4月10日晚上，在歐芳的安排之下，
讓希望小棧的年輕朋友們有機會與兩

位「老MRA」共進晚餐，彼此交流。
在聚會之前，歐芳已經先將所有參與

人員的名單及簡單個人資料提供給日

燦大哥及詠雪姊，也在白天的例會時

間中稍微介紹兩位長輩的背景，因

2011年5月14日，師大道整歡度40週年團慶，在現任團員努力聯絡之下，大約
有30多位老團員齊聚在綜合大樓307室－多年來舉辦道整大大小小活動的場地，
其中最資深的團員是67級（第六屆）的
周澤志（老周），透過短短的分享讓現

任團員們想像一下這40年來道整的成長
軌跡。

現任幹部們很用心地收集了許多道整

「老照片」，以黑白輸出，將團慶會

場布置的更有看頭，在兩個半小時的團

慶活動中，還穿插了許多表演節目，現

任的團員依年級展現他們的才藝與創意，將唱歌、跳舞融入在戲劇中，讓回娘

家的學長姐們重溫舊夢之外，更感染了年輕一代道整的活力。在接近活動尾聲

時，當然是大家最期待的團歌登場，儘管唱歌的動作因年代不同有些許差異，

但大夥心裡流竄的都是對道整深厚的情感，最後唱完人人至上後，老團員們一

時興起也為學弟妹們唱了一首無彩排之告別憂傷，在歡愉又溫馨的氣氛中結束

40週年團慶活動。

顏德琮

HOPE INN 希望小棧例會報導

師大道整40週年團慶

P.S.希望小棧為協會臺北青年工作團隊

Life Changers



5國內消息
 I of C in Taiwan

四月的分享會邀請到會友僑敏帶領主題分享─你不可不知

道生活中的危機。由於今年三月份發生日本大地震，面臨天

災人禍日益頻傳，社會逐漸有不同新價值的浮現，同時引發

大家對核能、環保與切身相關的關切，核災也延伸出我們對

生活上各種潛藏危機與健康議題的注意。因此她設定你不可

不知道的危機為分享主題，僑敏發下幾則實用的環保資訊請

大家摘要分享，同時讓大家欣賞最近火紅的網路短片「東西

的故事」，提醒大家在我們買個不停、丟個不停的背後，自

己的健康和生活的環境就在這個過程中被糟蹋了。雖然危機

看似已經無法挽回，但只要每個人起身行動，就能夠重新有

所改變。

五月份的分享會由志工朋友雅鷹進行國際生命行動的參與

分享。這六個月裡雅鷹跟著生命行動團隊旅行至不同國家，

除了受訓外也接觸不同單位組織及人事物。在

多元文化中與不同國家友人建立友情；也因為

旅行伸出的視角讓她更看見台灣這塊土地。當天現場來了30
多位的朋友聆聽她的學習與感動，引起許多的共鳴與回響，

同時也激發年輕朋友對未來的憧憬與生命的熱情。

六月份則由理事玉萱帶來「6一夏」，我的成就「講」。
玉萱將她在卡內基學習到的寶貴經驗與大家分享，請大家提

供一件曾經做過很得意的事，透過分享幫助大家認識及了解

自己的優點。過程中每個人分享得意的事情不同，包含考試

得滿分、完成一樣非常困難的作業、自己的寵物上電視、終

於學會打排球等等，每件事看似沒什麼，大家說說笑笑就帶

過，但這樣的成功經驗對每個人來說卻是彌足珍貴的，大家

覺得更有信心去面對未來的挑戰。最後同場加映一場秘密的

慶生會，祝福本月壽星小娟姐、僑敏、逸樽生日快樂，大家

給與雪花片片的祝福，也希望他們未來的日子能夠更好。

此⋯儘管有多位朋友是第一次與日燦

夫婦碰面，卻也沒有太多的生疏與隔

閡，在日燦大哥的幽默言談、詠雪姊

的親切招呼之下，用餐過程始終輕鬆

自在；除了關心年輕人目前的動態之

外，日燦大哥、詠雪姊也不吝分享個

人經驗，讓所有人的肚子與心靈都得

到滿足！

關懷行動「建國100 擁抱100」 
/周青

5月15日例會是由棧員們集思廣益設
計出一個活動，讓「傳愛」成為一個

ACTION而非只是口號，實踐在生活
中。

為了走出戶外、走入人群，同時響

應5月15日國際家庭日，特地選在適
合全家出遊的台北市立動物園及貓空

纜車入口舉辦了一個「建國一百 擁抱
一百」的關懷行動。透過邀請100對夫

妻、情侶檔、親子檔參與，在鏡頭前

給彼此愛的抱抱，用拍立得照片為他

們留下愛的見證；目的是要鼓勵大家

多關心家人，愛要即時表達。

當日天氣雖然下著毛毛細雨，仍然

不減這群熱血青年的堅持，喊著「建

國一百擁抱一百，國際家庭日大家一

起來」的口號，吸引了不少親子的注

意。蒐集一百張擁抱的照片，看著熱

情的民眾與自己的家人幸福地擁抱在

一起，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那是最

真實且最美麗的畫面。有許多民眾給

予肯定與回饋，表示這個活動讓家人

之間感受到幸福與感動。這也表示小

小的關懷行動已在許多家庭中種下更

多幸福的種子了。

東方人較不擅長表達內心的情感，

但是對家人的愛可不要吝嗇說出來，

時常給爸媽一個擁抱以表達愛與感

謝，給兄弟姊妹一個擁抱來表達愛與

珍惜。讓這樣的關懷行動時時刻刻的

實踐在生活中。

你有多久沒有跟家人擁抱了呢？

當希望小棧遇上彩虹天堂 
/邱于真
「你對於你的選擇能夠付出多少?」

答案是：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每一

件事情做得很有使命感，並且充滿

感恩和愉悅的心情讓這些想法化成一

個又一個的行動。這是在接觸彩虹天

堂的整個過程中，令人感觸最深的事

情。

「彩虹天堂」是一群佈道者在看到

這個世代年輕人的需求後，做出的一

連串行動，進而成立的一個組織；讓

年輕人在創意中勇於追求夢想、從生

活中體驗品格、透過志工服務、讓參

與人員們意識到自己的公民責任，最

後促進社會文化的參與。從對談中，

可以深深的體會到，當心中有一個核

心的信念，意志堅定的相信，人從內

心發展出來的行動充滿著無限可能。

在互相介紹分享中，我們發現彩虹

天堂和道德重整的理念有許多相似的

地方，小棧的朋友也詢問了許多問

題，例如：組織的運作、活動背後理

念、活動推廣、與會人員的生命改變

歷程等等，分享總是會帶來許多支持

的力量，一個晚上不僅充滿收穫，也

開始刺激大家思考和分享很多對現況

以及未來運作的想法！

台南志工月分享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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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鷹的 Action For Life 紀實(1)

行程說明

生命行動課程總共有五個月，其中

兩個月主要是受訓、接著三個月為行

動，整個團隊會分散成四組到不同的

地區進行行動，我被分配到派太平洋

組，會拜訪紐西蘭三個星期、斐濟五

個星期、索羅門島三個星期、再接著

回到澳洲墨爾本進行將近一個星期的

評量。

因為語文的因素，所以提早到印度

以習慣環境與語言。課程的主軸為Life 
Matters Course、Peace Circle在印度的
兩個月裡，先當學員後，再逐一學習

如何帶領課程。印度的兩個月中，其

中的兩個星期到印度的其他城市做服

務，在兩個星期的時間，拜訪IofC友
人，到當地非營利組織或學校進行經

驗的交流與分享，也希望藉此與更多

人產生聯繫，使得接觸到每個人成為

change maker。
整個活動的重點在於而後的三個月

的外展旅行，跟著太平洋團隊到紐西

蘭，在當地進行了家庭生活營活動、

Life Matters workshop，幾場在教堂的
分享會，一次的peace circle也會面當
地的首長，以了解不同的非營利組織

的發展。接著到達斐濟，到當地村莊

進行peace circle的課程及Life Matters 
workshop，除課程外也會面當地的首
長。原本要在斐濟待上五個星期，在

第三個星期時，接到弟弟突然過世的

消息，便於隔天返回台灣，回台灣約

一個月後，再到墨爾本進行一週的評

量。

這趟旅行最大的收穫，除了開擴眼

界、認識不同的文化外，便是開始相

信生命的旅程並非只有你自己，而是

有大的力量在指引著你。開始禱告。

也學習與自己相處。除了讓自己成為

一位可以帶課程與分享經驗的人外，

自我的探索也是耕耘的重點，28年的
生命，也是帶著許多沉重的擔子，如

何邁向自由也是此趟旅程的功課。

學習重點

在印度，我稱為打開視野之旅，那

時的我，沒有給自己太大的侷限，每

個當下到來時皆虛心接受，那時候認

識的朋友來自18個國家，其中還包括
政局混亂的蘇丹與阿富汗，還記得聽

他們講述他們的生命故事時的震撼。

在印度我發現我的熱情所在為教育與

環境教育，當我在其他城市進行田野

服務時，有個題目是每個人在進行調

查時針對你所感興趣的題目可以有另

外的研究，當時的我對教育感興趣，

因此拜訪當地幾家特別的學校，其

中一所Riverside學校我們與國中生對
談，他們進行許多議題的探討與行

動，深深的感動著

我。那趟旅行，我

發現印度的垃圾隨

街都是，於是產

生疑問到底為什麼

人們總是將垃圾丟

得滿地 ?後來再與
當地的朋友聊過，

漸漸清楚自己要做

的圖像為於當地學

校進行環境教育，

讓孩子能自覺身處

的環境且願意去維

護與改善它。於是與幾個夥伴開始著

手進行規劃，希望讓當地的學生來到

亞洲高原接受訓練。最後六十個學生

上了這個課程。這是我第一次這樣的

經驗，當你想做一件事，有一個願景

時，你想完成就得把這個想法與人分

享，那麼這件事才可能成真。

 在紐西蘭，這一個文明的國度，我
有幾個想法受到挑戰。在文明的國度

裡需要我的存在給予幫助嗎?英文能
力的問題，在一次的生命故事分享打

擊了我的信心，因為我分享完後，當

地的友人提出並不了解我講的故事內

容。於是我再一次的整理自己的生命

故事，並且找出重點。我發現在紐西

蘭的旅程磨練了我的講述能力與組織

能力。另一項挑戰，是中國與台灣的

身分問題。如果我是把久未使用劍，

那麼在紐西蘭便是磨刀的時刻，雖然

仍未鋒利卻能使用。還記得在某次

LMC訓練中我首次帶領一個主課程，
使用英文講述為什麼每個人都是重要

的，都可影響世界，我使用公平交易

咖啡的例子進行說明。

楊雅鷹

這個世界有多大，小學的時候看著世界地圖，哇！世界好大喔！越長大後便

想著要外面的國度看看。村子裡的一位友人剛剛結束澳洲的打工度假，內心有

股呼喚，於是決定給自己近一年的時間旅行。

那天打開mail看見來自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的來信，提到Action for Life，於

是我想若是旅行的機會很多，內在反而有更多的期待，希望透過旅行能壯闊自

己的視野、培養堅定的內在、能在故鄉帶著孩子經歷不同的眼界和世界。
印度田野調查

斐濟Peace Circle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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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實踐理念
於生活中

從個人開始，在家庭、學校、工作
場合、社區等生活各層面，積極主
動實踐道德重整的理念。

1

參加營隊與課程
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學習聆
聽內在的聲音與生命改變的祕訣 ，
活出改變的力量。

2

擔任志工
既可投入公益服務，又可磨練能力
與學習團隊運作，更有國際培訓的
機會。歡迎社工學生前來實習。

3
成為會員或
贊助會員

讓志同道合的朋友凝聚成一股力量，
成為回饋社會的共事夥伴。4

捐款或
長期小額捐款

您的每一分奉獻，我們都會好好珍
惜，化為推動改變力量的一部份。5

地址：701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148巷17弄50號

電話：06-2350320　傳真：06-2350321

網站：www.mra.org.tw

電子郵件：taiwan.iofc@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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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存款帳號：605-10-503047

如何參與或服務

來到斐濟時，有種家的感覺。在斐

濟，氣候與瀰漫在空氣中的氛圍像台

灣的夏天，我們會見當地的團隊，並

且到一些村莊進行和平圈的課程，也

到教堂與當地政府、政府組織進行交

流分享。在課餘之時，我時常沿著海

邊散步，也到海邊寫生。原本要在斐

濟待上五個星期，而第三個星期我們

到一處小村莊進行LMC，第二天凌晨
接到從台灣打來的電話，我的小弟在

凌晨過世。這趟旅行，在此先暫時畫

下一個頓號。

回家後辦理弟弟的喪事，弟弟從小

便有先天性心臟病，對於喜愛畫畫的

他來說，生命是一份禮物，他讓我瞭

解生命是如此得來不易，我帶著在斐

濟所畫的圖與他分享，或許他的肉體

生命無法回應我，但是靈魂還是可以

感覺得到。這趟旅行並不是到這裡就

結束，因為弟弟過世，對於這一路所

學習的靜默與相信生命裡那可以信靠

的力量，讓我更加得以著祝福的心面

對弟弟的死亡。

回台灣後的一個多月，團隊成員也

將結束旅行，到澳洲進行一個星期的

評量。我決定參與這次的評量，為自

己做階段性的句點，但是我知道，其

實旅行並未結束，人生才剛剛開始。

心得分享

以下為在旅行的五個月中所寫的分

享。

一、蛻變：印度

來到印度已經一個多月，漸漸習慣

在印度的生活，認識許多來自不同國

家的朋友。那天跟朋友聊起，雖然每

個人來自不一樣的文化與國度，但是

在最後對於生命的需求，似乎沒有太

大的差別。都是需要愛與給予，也是

會恐懼與膽怯。

記得11/1那天是星期一，是action for 
life的開始，也是Life Matters課程的開
始。

 那天我們到附近的tableland,那是
一大塊的岩石延伸到路的一頭，上方

是一大片的草原，還有一些水聚集。

我們等待黎明的升起。一起做了印度

祈福的儀式，各自許下願望，我希望

自己能有勇氣去面對將要帶來臨的挑

戰，以著開放的心。期待一個在內在

裡擁有勇氣、沉靜、面對恐懼更為自

在的雅鷹。

Life Matters課程共有九天，當整個
課程結束後，團隊請我們寫評量，回

想九天的課程，就我而言，這些天的

課程就生命的任務談起，範圍從個人

至社群再到國家1.個人的部分:個人的
夢想、意義、與他人的關係、方向、

決定、行動。這當中個體將經歷內在

的旅程(靜默、四大絕對標準)2.社群: 
當地社群的造訪、社群的建立(願景、
實際操作)3.國家:不同國家間議題分
享、增加各個國家間的認識(自我的認
識推及身分與文化乃至議題)。這過
程中，有許多的學習，透過不同課程

的交流漸漸與這些來自不同國度的朋

友建立友誼，在交談當中也就慢慢的

認識不一樣的文化，在亞洲高原除了

action for life 的朋友外還有實習生，
共來自將近20個國家。
三天的晚上進行生命故事的分享，

現在回想起來，帶點沉

重卻盛重。戰亂出現在

像蘇丹、阿富汗這樣的

國家，來到Baroda進行
田野服務的我們，認識

的一個朋友住在喀什米

爾，那天他提及了駐守

的軍隊，毫無理由得殺

害當地的居民。這是住

在台灣的我所無法感受

的，縱使幾十年前的台灣也曾經驗過

白色恐怖等時期。但是卻真實的發生

在朋友身上。

在亞洲高原將近一個月的學習，過

著像是在學校般的生活，規律、簡

單 。接著到Baroda感覺上像是這一個
月的驗收。像是從天堂來到真實的人

間，如何將這一個月來的學習真實的

使用。如何透過靜默的力量幫助釐清

內在的混亂。

我們拜訪一位在印度致力於關心穆

斯林議題長達40多年的Dr. Bandukwala
先生，

記得提及邀請去上學如何取得穆

斯林女兒家人的信任時，他說 :「他
們知道的，因為我是用自己生命去

實踐。」當我提到如何讓不同宗教

的學生能互相了解時，是否有設計

課程有關於各自宗教間的瞭解，Dr. 
Bandukwala笑一笑說，這是一件很自
然的事，當他們成為朋友，那麼所謂

的了解也就發生了。在Baroda當地並
沒有Iof C團隊，因此能聚集IofC的友
人，希望可以在當地組成團隊。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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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會員/志工動態
◎ 恭賀理事顏德琮下學期晉升為永和國
中教務主任。

◎ 恭禧中部志工楊雅鷹至南投竹山從事
醫檢師工作。

◎ 恭賀會員陳美珍榮升中華民國國際演
講協會K部總監；理事林政瑢榮升區總
監。

◎ 恭禧理事張詠富及雷爾伶於新北市中
和區購屋，於日前喬遷。

◎ 5月21日龍劇「老道」在美國聚會，並
蒐集早期台灣道德重整推展的歷史資

料給於協會留存。我們也期許曾經受

台南青少年關懷工作

─「我就是力量 The Power In Me」
十鼓打擊樂服務學習活動

集訓時間：7/16、7/23、7/30、7/31、
8/6、8/14
服務交流：8月13日老吾老養護中心
成果演出：8月20日十鼓文化村

品格一百  開跑!! 

兒童青少年 

自我管理能力倍增專案

2011兒童青少年自我管理能力倍增專
案於五月開跑，本案獲台南地方法院

地檢署緩起訴金、行政院青年輔導委

員會及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部分補助，共有將近30個單位申請，
20個自我管理帶狀團體及工作坊將陸
續進行，預計服務數千人次的青少年

學生。也歡迎各界持續捐款，支持品

格一百的扎根教育行動。

婦女創造和平 

培力工作坊

－「女人，改寫生命的故事」

時間：預計連續8周之周三晚上7-9點
（招生滿額隨時開班）。

對象：台南單親家庭之女性主要照顧

者

內容：單親家庭親職教育成長團體及

合作團體及時間一覽表

編號 單位名稱 時間 辦理方式
1 大新國小四戊 5月 帶狀團體
2 大新國小四丁 5-6月 帶狀團體
3 安順國小 6月11、12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4 虹橋教會 6月11日起,週六下午(20次) 帶狀團體(負擔部分講師費)
5 東山國小 6月27、28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6 民德國中 7月5、6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7 錦湖國小 7月18、19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8 海佃國中 7月30、31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9 東原國小 8月1、2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10 竹橋國小 8月8、9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11 安業國小 8月11、12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12 大灣高中國中部 8月16、17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13 學甲國小 8月24、25日 兩日營隊工作坊
14 北勢國小 9月，週三下午 帶狀團體
15 歸仁國小504 9月13起，週二下午 帶狀團體
16 海東國小 9月中至10月 帶狀團體
17 大光國小 9月後 帶狀團體
18 新營國小 開學後，週五下午 帶狀團體
19 福爾摩沙觸愛基金會 10月8日起，週六下午 帶狀團體
20 仁德國小、竹埔國小 取消

個案關懷，藉此增進親職技巧、提升

參加者的自尊感和復原力，並增加正

向的情緒支持與情感表達。

台南辦公室分享會

時間：9/23、10/21

台中志工聚會

時間：9/18、10/23、11/20、12/18

過道德重整洗禮的「道友們」持續聆

聽內在良知、一起關懷社會。

◎ 5月29日理事許壽峰和秘書長歐陽慧芳
應興國大學邀請辦理教職員校園推動

品格教育之工作坊。

◎ 5月31日秘書長應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
作系邀約，於週會談道德重整及品格

教育的理念。

◎ 恭賀會員蘇仁亮女兒蘇奕恬於6月19日
在台北舉行結婚典禮完成終身大事。

◎ 恭賀會員洪金冠女兒劉曉青7月24日於
台北舉行歸寧喜宴。

◎ 恭賀志工簡雅婷考取嘉義長庚大學護
理系。

◎ 恭禧會員賴逸樽自崑山科技大學資訊
工程系完成學業，即將從軍報國。

◎ 恭禧去年度社工系實習生張嬿心、王
彥勝於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畢業。

◎ 理事許壽峰於6月29日至瑞士出席國際
理事會議，7月28日返抵國門。

◎ 理事郭益銘於7月17日接受台灣堤維西
徵召至大陸昆山堤維西派駐，預計服

務1年。
◎ 會員黃冠瑋7月14日至澳洲參加亞太青
年會議(APYC)，會議結束後將在澳洲
進行打工旅遊一年，敬請期待冠瑋的

打工日誌。

◎ 秘書長歐陽慧芳、理事雷爾伶與林淑
芬、會員黃冠瑋及志工楊宴妮於7月
18日至24日到澳洲參加亞太青年會議
(APYC)。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工系學生趙淑玲
與吳姿瑩至本會進行暑期實習。

◎ 贊助會員巫瑩慧利用南下開會時拜會
協會。

捐
款
徵
信

四月捐款
王德睿2,000  張兆慶2,000  曾子芸1,000 
吳俊毅800  張揮鈺1,000  黃美瑄200
沈士穎500  張萬權17,500  蕭輝煌500 
汪威志500  張潤明1,000  賴逸樽500 
洪士捷500  許壽峰1,400  顏德琮500 
郎小瑜300  陳淑意1,000  蘇鈺婷400 
袁由芳500  陶幼卓500  龔萬侯500 
袁由娟200

五月捐款
丁耿耀1,000  陶幼卓500  王德睿2,000
張揮鈺1,000  曾子芸1,000  沈士穎500
張潤明1,000  蕭輝煌500  汪威志2,600
許美芳500  謝財福500  林育熙1,000
陳得文1,000  顏德琮500  林耀文500
陳淑意1,000  龔萬侯500  袁由芳500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100,000

六月捐款
林易虹200  林耀文500  曾子芸1,000 
王德睿2,000  袁由芳500  熊亮原1,500 
巫瑩慧2,000  張兆慶2,000  蕭輝煌500 
沈士穎500  張揮鈺1,000  顏德琮500 
汪威志500  張潤明1,000  林育熙500
陳淑意1,000  龔萬侯500  林美欣700
陶幼卓500
寶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0,000 

Life Chang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