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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為林書豪的熱潮，連

帶引發的媒體效應是，美國媒

體如何報導亞裔傑出人士的新

聞，成為新聞報導的焦點之

一，媒體會透過這種方式來驗

證林書豪在美國社會中受歡迎

和肯定的程度。

一個社會中媒體對於少數族

群新聞報導的數量和方式，反

映了社會中對待少數族群的方

式和心態。二月份的時候，中

國時報以專題報導的方式，連

續報導了新移民在台灣生活努力爭取

自我定位和價值的故事，為這些平時

少有機會近用媒體的族群發聲，這是

一個頗具多元文化價值的做法，讓讀

者有機會正視他們在社會中實實在在

的生活方式和奮鬥歷程。然而在多數

時候，我們的媒體是怎麼報導少數族

群的新聞呢？各個族群都有足夠的發

聲空間和機會嗎？被報導時有得到應

有的權益和關注嗎？

事實上我們可以用從媒體對於少

數族群在呈現時的顯著程度(promi-
nence)、再現方式(representation)和內
容描述(content)等三個面向，來檢視
是否符合多元文化的社會價值。學者

Wilson & Gutierrez曾經針對美國各種
媒體對境內少數民族（包括非洲裔、

拉丁裔、亞裔和原住民）的報導進行

內容分析，結果他們發現美國媒體對

於少數民族的呈現狀況，最初是完全

排除，不予報導，等於是忽略他們的

存在；而後是將他們視為社會的負面

因素，強調他們是社會安定的威脅。

之後的發展是媒體將少數民族和主流

社會對立起來，他們未必是社會的負

面的因子，但卻不是我們的一部分，

是社會的異類、他者。而我們身在台

灣，也可以從這幾個面向來觀察和思

考，我們的媒體，相較於過去的美

國，我們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我們的

媒體表現有比較進步嗎？

忽略和負面，往往是主流社會對待

少數族群的態度，媒體做為反映主流

價值的文化機制，當然不免負載者類

似的價值判斷。因此當原住民、外籍

勞工或新移民涉及刑事案件時，往往

第一個披露的就是他們的族群身分；

而這種再現方式的不斷累積，便形成

了社會對少數族群的刻板印象。但是

如果反過來，媒體在報導有關少數民

族的新聞時，可以用較進步的意識型

態帶領公眾的思考方向，對於社會多

元價值的建構將會是正面的助力。

最近美國有關林書豪的新聞報導

中，ESPN不慎用了"Chink"這個帶有
歧視性的字眼來形容林書豪，馬上引

起大眾的反彈，ESPN不得
不再三道歉，並將犯錯的

工作人員革職。類似的事

件過去也發生過，每年為

各家媒體帶來數千萬美金

收入、每日擁有200萬聽
眾的美國王牌主持人Don 
Imus，在2007年4月4日，
以"nappy-headed hos"一詞
來形容打進NCAA美國大
學女籃冠軍戰的羅格斯大

學女籃球員。"nappy"是用
來形容黑人的特殊髮質，來源可以追

溯至奴役時期；而"hos"則是娼妓的簡
稱。Imus同時踩中種族、性別和階級
三大地雷，自然引來公眾批評。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CBS)起初想採用拖延戰
術，期待風聲平息；孰料雪球愈滾愈

大，遂宣佈Imus停職兩週。但此舉仍
無法使大眾心服口服，連各大廣告主

都紛紛跳出來撤廣告，CBS這才壯士
斷腕，決定辭退Don Imus，忍痛終結
這隻會下金蛋的金雞母。

媒體反映社會的動態，更引導著人

們對議題的觀念和態度。一個多元文

化的社會中，媒體一方面必須十分謹

慎地處理與族群有關事件的報導，另

一方面也應該有更強烈和深刻的社會

責任，體察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族群對

待態度和相處方式，來建構報導的觀

點和再現的框架。

本文原刊於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傳

媒與教育電子報》第1 6 4期，原文

網址http://www.feja.org.tw/modules/

news007/article.php?storyid=908

多元社會中族群新聞的報導態度
林福岳（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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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志工分享
Volunteering

2004年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我報
名了道德重整協會的大專營，那時候

協會網站的首頁一開啟，便是四個顯

目的「絕對誠實」、「絕對純潔」、

「絕對仁愛」、「絕對無私」的標

語，我心中暗自嘀咕：「都什麼年代

了，還有人在談道德嗎？這該不會是

什麼邪魔歪道的組織吧？！」沒想到

那一次的大專營卻讓我再也離不開道

德重整。

幾年來沒間斷地在道德重整的羽翼

下工作與學習，認識許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從聆聽良知到身體力行，

從關心自己到幫助他人，從「只在乎

自己擁有的夠不夠多」，到「在乎遠

方的人是否也擁有足以溫飽的糧食

衣物」，點滴擴展自己的世界觀，也

無時無刻挑戰自己能不能為「世界和

平」再多盡一點心力。

道德重整的中心理念強調每個人都

能帶來正向的改變，滴水能穿石，牽

一髮能動全身，如果每個人都做一點

小小的改變，世界的樣態與未來都能

被扭轉。在幾年的學習與沈澱之後，

我決定投身教育領域，因為當人在吃

穿健康的基本需求被滿足之後，教育

是滿足人的精神需求的下一步。

之所以選擇「蒙特梭利教育」，是

因為蒙特梭利教育是和平的教育。瑪

麗亞．蒙特梭利博士是二十世紀初期

義大利的第一位女醫師，她專攻小兒

醫學，並取得教育與哲學的學位，曾

在人類學系任教。她被指派到羅馬市

內的一處貧民區教育無人管教的兒

童，接下來的幾年，她在兒童身上的

重大發現讓她領悟到：「兒童是人類

的未來」，唯有當成人把重心放在幼

兒上，人類的未來才能更趨進步；道

德與和平的種子必須種在幼兒身上，

未來才能結出和平的果。

蒙特梭利博士在一個培訓課程的畢

業典禮致詞上，她如是說：

我們一開始是談如何保護孩童，但

是現在我們領悟到我們是在保護我們

自己；我們一開始談孩童的教育與文

化，但是課程的最後我們承認孩童是

我們的老師，並不是教導我們社會文

化的老師，乃是孩童本身向我們展示

了人類的奧妙與人類的潛能。因此我

們個人以及社會受到孩童的感召，一

同為建造更好的人類而努力。

距離我成為一個真正能夠抱持蒙特

梭利精神，以愛與尊重的態度去對待

幼兒，並在幼兒身上看到人類之美的

蒙特梭利教師還有一段路要走；但對

我而言，有著道德重整的「改變從我

開始」與蒙特梭利的「和平教育」的

兩大支柱，這段和平的旅程有個美好

的目標，或許有點天真或傻氣，但是

勇者無懼！

和平的旅程 志工//前青年理事  潘菡亭  美國分享

送愛到日本─311震災募款 日本道德重整協會感謝信

親愛的台灣道德重整友人，

我們由衷感謝所有在台灣的道德重整朋友，為日本去年受難於災害的人募款，慷慨

捐贈了一筆善款。你的捐款已轉贈給相馬救濟及救援隊。這個救援隊是特別組成幫助

福島相馬區這次被地震、海嘯和核災三種災害影響的人。

相馬救濟及救援隊將捐助的錢用在行政單位無法照顧到的地方，項目如下：1.提供
文具給孩子、2.提供生活用品給受災者、3.蓋馬廄以照顧福島核能廠20公里危險區內撤
出的馬匹。相馬區過去一千多年以野馬追的傳統聞名。去年七月，災難後依然舉行，

儘管規模比往年小很多，但是許多在地人被激勵去觀看和參與。

過提供日常用品和提供食物提高士氣，以持續幫助本區的居民。同時計畫建造安全

的遊樂區，讓孩子可以不用擔心輻射的影響自由的玩耍。

 長的一段時間讓相馬區和福島的人們重返正常生活。然而，你仁慈的奉獻肯
定對他們有所激勵和有助於生活條件的改善。

我們再一次感謝你們的付出、關心和友誼。希望2012年不僅對我們兩個國家
是更光明，更有庇佑的一年，對全世界也是如此。

 Yours Sincerely,

Director & Secretary General
International IC Association of Japan

A Letter from International IC Association of Japan

日本道德重整協會接受本會捐款收據

Life Changers



3國際消息
 I of C International

親愛的先生、女士

首先，非常感謝你們的努力，帶來

大額的捐款給相馬地區因地震而受苦

的居民。特別感謝那些不畏惡劣氣候

在街頭募款的小朋友。

我們得到來自世界各地道德重整人

士的支持，包括你們協會。這是一個

我們的祖母相馬雪香也曾相當投入的

運動。代表我們的祖母，我們真的感

激這群人和組織，同時也很感念她老

人家。

3月11日地震日後，匆匆的前進相
馬縣。永遠忘不了3月16日抵達相馬
時的震驚。海邊佈滿了塑膠，人們面

對基本生活用品嚴重缺乏的困境。為

了解決民生用品的缺乏，我們組成“ 
Sohma Kyuenti”.。透過它，大量的必
需品從日本各地湧進。同時由於在地

政府已經過量工作，我們則專注在那

些他們無法照顧到的層面。

如你所知，日本不僅被地震和海嘯

重創，同時還有核災的問題。我們不

知道需要多久的時間人們才能重返撤

出的家園回復正常生活。然而，因為

相馬家族與這個區域有千年的淵源，

身為其中的一員，我們將盡全力回復

此地地震前的原來的樣子。

為了讓重返相馬的人(特別是小孩
子)能再展笑容。我們將善用你們的捐
款。因此請熱切的注意我們的行動，

同時與我們一起支持相馬區域。

由衷的

NPO Sohma Kyuentai
Director Michitane Sohma

2012/02/06

A Letter from Sohma

(A Letter from Sohma)



4 國際消息
 I of C International

親愛的會員、贊助會員和好朋友，

大家好。協會已於三月十八日完成會員大會。寄上過

去一年的工作報告及101年的工作計畫，這一年仍秉著改
變從我開始的精神，希望能發現更多善良的人來為多的

人著想，建立一個「頭冷(冷靜)、心熱(熱心)」的友善社
會。

第十八屆亞太青年會議即將在日本舉行，協會正展開

代表團的籌組。台北青少年關懷志工的志工訓練即將在

四月七日於永和國中展開，希望協助更多樂善好施的道

整人取得符合內政部志願服務法的志願服務紀錄冊。有

興趣參與的朋友請參閱協會網站的訊息或來電洽詢。目

前正在規劃的是一連串親職教育、品德教育和生命教育

工作坊和團體的推展、弱勢家庭兒童青少年的生涯教

育，第七屆誠實日台中市的聯繫與安排。惠請指教、支

持和參與。

最後，提醒大家協會搬進自己的家了。非常感謝目前

有八十位個人、家庭和企業以270萬捐助和100多萬借款
支持協會成家立業計畫。約翰藍儂的妻子小野洋子曾

說：「一個人的夢想只是一個夢想，共享的夢想是一種

實現。」還有很多事要做，大家一起吧!!
祝　心曠神怡

道德重整協會  秘書長

2012/4/3

一、目的：
協助日本道德重整協會及Soma Relief 
and Rescue Uint在日本福島地區的相馬
市及南相馬市災區從事安置及重建家

園等相關工作。

二、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100年9月1日起
至100年12月31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101年1月1
日起至101年1月30日止。
三、許可文號：
內授中社字第1000019407號函同意辦
理。

四、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項目：

1. 勸募收入：$206,119元(100年9月1
日~12月 31日)

2.利息收入：$51元(100年12月21日)
支出項目：

1.11月27日街頭勸募行政費：$707元
2.印刷費：$250元
3.郵電費：$2,033元
4.轉帳手續費$35元
　(以上支出項目本會自行吸收)
5.匯款至日本帳戶手續費 $400元
　(由專戶存款直接扣抵)
實際匯款金額：

台幣205,770元(專戶收入$206,170元－
匯款手續費$400元)
五、網站徵信網址：
http://www.mra.org.tw/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
&id=344&Itemid=246

 

日期 收據編號 姓名 金額 日期 收據編號 姓名 金額 

9月 14日 001801 謝玉萱 1,500 9月 30日 001840 林嘉芳 2,000 

9月 14日 001802 楊長程 1,000 10月 3日 001841 陳美珍 1,000 

9月 14日 001803 汪威志 2,000 10月 3日 001842 徐玉婷 400 

9月 14日 001805 顏德琮 1,000 9月 29日 001843 黃麗雲 2,000 

9月 14日 001806 蔡欣哲 1,000 10月 3日 001844 林鴻儒 1,500 

9月 14日 001807 周青木棻 1,200 10月 12日 001845 莫偉呈 1,000 

9月 14日 001808 邱于真 1,500 10月 17日 001846 鄧碧華 3,000 

9月 14日 001809 潘菡亭 1,000 10月 28日 001847 歐陽慧芳 1,000 

9月 14日 001810 楊宴妮 1,000 10月 18日 001848 林定三 50,000 

9月 14日 001811 蔡志銘 1,000 10月 25日 001849 無名氏 5,009 

9月 14日 001812 邱婉英 1,000 10月 28日 001850 徐玉婷 500 

9月 14日 001813 林巧玲 1,000 11月 26日 001351 賴淑芳 2,000 

9月 14日 001814 
黃日燦、 
汪詠雪 

30,000 11月 26日 001352 顏德琮 1,000 

9月 17日 001815 郭奕欣 1,000 11月 24日 001353 歐陽慧芳 500 

9月 17日 001816 周廷芳 1,000 11月 25日 001354 黃文姿 1,000 

9月 19日 001817 張素婷 500 11月 17日 001355 楊宴妮 500 

9月 19日 001818 袁少緹 500 11月 30日 001356 龔萬侯 1,500 

9月 19日 001819 楊雅鷹 700 12月 1日 001357 張萬權 2,000 

9月 19日 001820 徐玉婷 300 12月 1日 001358 林淑芬 2,000 

9月 19日 001821 郭佩樺 1,000 12月 1日 001359 徐玉婷 700 

9月 20日 001822 賴逸樽 1,000 12月 1日 001360 楊意瑩 2,000 

9月 20日 001823 許壽峰 1,000 12月 1日 001361 楊宴妮 1,000 

9月 20日 001824 歐陽慧芳 1,000 12月 13日 001362 簡志偉 500 

9月 20日 001825 戴家鴻 1,170 12月 13日 001363 白寓粢 100 

9月 19日 001826 林政慧 1,000 12月 13日 001364 希望小棧 3,940 

9月 22日 001827 吳信安 1,000 12月 20日 001377 無名氏  500 

9月 17日 001828 
墨客軟體工
作室 

1,000 12月 23日 001365 曾子瑄 3,000 

9月 23日 001829 黃春榮 5,000 12月 23日 001366 曾子嘉 3,000 

9月 23日 001831 王爾伶 500 12月 26日 001367 張至言 1,000 

9月 23日 001832 李建儀 2,000 12月 26日 001368 余明麗 100 

9月 23日 001833 張萬權 2,000 12月 26日 001369 
許壽峰、 
歐陽慧芳 

1,000 

9月 23日 001834 黃筱惠 1,000 12月 27日 001374 洪榮志 20,000 

9月 26日 001835 汪威志 1,000 12月 27日 001371 黃麗朱 8,000 

9月 27日 001836 鍾宜真 1,500 12月 27日 001372 洪敏倫 2,000 

9月 29日 001837 
蘇建合、 
簡惠貞 

5,000 12月 27日 001373 洪筠晴 2,000 

9月 29日 001838 蘇鈺婷 1,000 12月 29日 001376 劉雅頻 1,000 

10月 3日 001839 何惠珠 3,000     

    
  總計 206,119 

 

送愛到日本─311震災募款 募款活動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六、捐款名單及收據編號

秘 書 長 的 信

Life Changers



國內消息
 I of C in Taiwan

5

寒假生活營一直是我們道德重整重

整合唱團很重要的一個例行活動。

寒假生活營是個可以和夥伴學習、

共同成長的機會，讓大家的聯繫更加

緊密。寒假生活營不單純只是針對團

員也對外開放，今年就有許多的非

團員跟我們一起參與，這次我們訂在

1/17~1/20，主題是「香格里拉」想
讓大家在最自然的地方做最自然得自

己。

香格里拉這個美麗的名詞，代表了

人們心目中理想、完美的夢中仙境。

它，或許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山麓，

也或許就在我們心中，無庸至疑的

是，這股超自然的神奇感覺，不就代

表著我們心靈深處對於淨土的嚮往及

追求。所以我們選了南投桃米這個自

然的生態村，希望帶給大家一個世外

桃源的地方，讓大家親近大自然忘記

所有的煩惱憂愁。

南投的桃米社區有漂亮的山水景

觀、眾多的野生動物(如：蛙類、蜻
蜓、鳥類)、具有特色的原生植被、生
態價值很高的溼地，是一個值得旅遊

放鬆的地方。

這四天三夜我們邀請了逢甲前校長

黃鎮台校長、傅延峻學長(現任新竹友
達光電工程師)、楊裕仁老師(逢甲大
學專任教師)、黃圻文老師(擔任許多
大學的兼任講師)、吳樹平學長(現任
環球科技大學助理教授)來幫我們授
課。

逢甲道德重整合唱團 寒假生活營報導

搭配著半露天的上課地點，在這個

令人放鬆的地方讓大家放下所有的煩

腦憂愁，也使大家相處更加融洽認識

了許多的新夥伴。最令大家印象深刻

的就是就是朔溪與靜默的活動。

桃米地區有夜間導覽的服務，正好

搭配今年香格里拉的主題，帶領大家

欣賞許多的生態動植物，更接近自

然。

而靜默是道德重整合唱團非常重要

的一環，在靜默的過程中不僅讓大家

更加的熟識，也成為大家心中最美好

的回憶之一。

這四天三夜的行程雖然已劃下句點

但過程中的種種、美麗的桃米社區卻

成為了大家心中最美好的一段共同回

憶。

逢甲前校長黃鎮台先生與學員合影

學員桃米地區的夜間導覽活動夜間導覽

學員們靜默分享的情形

捐款徵信
100年11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林易虹 200 顏德琮 500 財團法人中

國信託慈善

基金會

690,000 
沈士穎 500 張揮鈺 1,000 

袁由芳 500 曾子芸 1,000 梁慧芬 1,000
王德睿 2,000 陳淑意 1,000 張萬權 400
林耀文 500 林淑芬 10,000 袁由娟 200
汪威志 500 林育熙 500 徐玉婷 400
陶幼卓 500 張兆慶 4,000 郭欣怡 400
蕭輝煌 500 袁少緹 6,000 廖秋茹 200
張潤明 1,000 陳佩儀 400 歐陽慧芳 1,000 
龔萬侯 500 葉大維 800

100年12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林易虹 200 曾子芸 1,000 廖秋茹 400
沈士穎 500 陳淑意 1,000 陳佩儀 200
袁由芳 500 林淑芬 500 張菀容 200
王德睿 2,000 鄧碧華 2,000 謝亦璿 200
林耀文 500 簡志偉 2,000 楊意瑩 400
汪威志 500 許澄安 6,000 楊宴妮 200
陶幼卓 500 葉大維 3,000 眾達國際法

律 事務所
100,000 

蕭輝煌 500 徐玉婷 6,400 周淑德 10,000 
張潤明 1,000 許壽峰 4,800 劉春銀 5,000 
龔萬侯 500 袁由娟 200 鄭文欽 500 
顏德琮 1,229 楊雅鷹 400 林育熙 500 
張揮鈺 1,000 郭佩樺 400 蔡詠絃 6,000 

101年1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林易虹 200 曾子芸 500 謝玉萱 1,900
袁由芳 500 顏德琮 500 楊雅鷹 2,400
王德睿 2,000 蔡金鈴 1,000 林美欣 600
林耀文 500 歐陽慧

芳

4,300 張萬權 1,000

汪威志 500 許壽峰 1,900 林育熙 500
陶幼卓 500 袁由娟 1,900 楊靜文 6,000
蕭輝煌 500 洪金慧 2,400 賴福鑫 2,000
林淑芬 500 徐玉婷 1,900 黃綉英 2,000
張潤明 1,000 蘇鈺婷 1,900

101年2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蔡中暄 800 袁少緹 2,000 林耀文 500
林韋楨 100 林淑芬 1,000 汪威志 500
林焜壬 100 楊雅鷹 500 陶幼卓 500
汪威志 2,000 蕭輝煌 500 歐陽慧琪 100
黃日燦 1,500 王爾伶 500 林淑芬 500
呂亞儒 1,000 張詠富 500 張潤明 1,000
許秀安 1,000 張萬權

袁由娟

4,000 曾子芸 500

黃駿翰 1,600 郭佩樺 1,000 顏德琮 500
黃偉雄 1,600 林易虹 200 陳淑意 1,000
郭文斌 300 沈士穎 1,500 楊淑如 1,500
謝玉萱 1,000 袁由芳 500 林育熙 500
林政瑢 1,500 王德睿 2,000

第十八屆亞太地區道德重整國際青年會議 
Asia Pacific Youth Conference: Japan

KIZUNA
絆之道─
敞開心胸、向前邁進

發現珍貴人間情誼

世界因此改變

2012年8月22日至8月29日@日本國家奧運青年中心、
山梨縣富士Calm 研修所
活動詳情請聯絡：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秘書處
地址：704台南市北區公園路772巷15號
電話：06-2820320　傳真：06-2820330
電子郵件：taiwan.iofc @msa.hinet.net

AP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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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鷹的 Action For Life 紀實(3)
三、接近家的地方:斐濟

抵達斐濟的那天，天氣晴。接著，

突然的下起了大雨。雨的味道與氣息

與台灣相近，天氣像極了小時候台灣

的夏天，城市的鳳凰木花開得燦爛，

我是有些想念台灣了。

一場會面讓我更為珍惜身為台灣

的子民。昨天與住在斐濟的 J o n e y 
Dacuvula其為一間大學的教務主任，
目前正在籌畫將不同學校間的課程與

師資等做整合的計畫，目前斐濟處在

資訊不公開的局勢，在會面時，語言

上並無法有更全面的了解，但是從斐

濟的歷史中可以發現經過幾次的政變

後，目前正處於沉默的狀態，人民沒

有過多的言論，在其心中是否有所不

滿等情緒也不得而知。

在我們的團隊中，有澳洲、羅馬尼

亞、南韓、斐濟與印度，肯亞背景的

友人，其中以南韓目前的社會狀態，

最讓我吃驚，他們描述近兩年來，新

政府將整個國家的導向從較為開放民

主轉為較為封閉的政治型態，人民的

發言權減少，不再是自由的狀態。身

在台灣的我，讀過歷史上白色恐怖時

期，從國民政府到目前走向民主的國

家，民主之路走來不易，也得來不

易。若此時處在台灣看見電視與新聞

間報導的亂象，無法感受到能自由發

言與集會的珍貴。當我走出台灣，遇

見來自不同國家的友人，當他們談起

國家的情勢，讓我更加感謝那些為民

主而戰的前輩。

共產制度與民主制度，那一個好

或壞，各有其好處與壞處。身為人民

的我們能有機會發言與表達內在的情

緒，這是極為重要的事。二二八事

件、美麗島事件等皆是前輩用血汗寫

下民主的歷史。在歷史的流中，在其

中的現在正走向哪個怎樣的未知呢?台
灣與中國的狀態，台灣目前的局勢發

展。當經濟已走到目前的發展，下一

階段是否往更為內在的富足前進。

記得有天在河岸散步時，遇見一

位來自中國的朋友，與他分享改變從

自身開始的想法，他回答我，我在社

會上待久了，小姐你的世界談的美好

縱使存在，但是當你看到有人因為權

勢與錢踩著別人的頭往前進，你就知

道了。接著，他提到台灣的社會局勢

跟大陸不同，縱使是台灣，陳水扁也

被抓到監獄裡去。心裡混亂的我只是

匆忙的回應，你說得也沒錯，但是人

也是有良善的那一面，如果你知道甚

麼是重要的 :良知、價值觀、愛、和
平等，相信選擇會不同。其實，他說

的我也知道，世界或許沒有像烏托邦

一般的美好，但，或許也沒有我們所

想像的那樣的壞，也或許我們忘了這

個世界的美好。如果內在有力量與良

知，那麼外在的混亂也不至於讓你過

於的失望。

我問自己，雅鷹，你能肯定，當你

回台灣後、工作後一再遇到令你感到

挫折的事情，你仍能如此樂觀相信人

性的美好嗎?我想我相信那個美好存
在，我想我也可能會迷網，但是也是

能再次找到方向。

所有的改變皆從自身開始，甘地說

改變自身使其成為你所想像的世界。

你是否想過怎樣的世界是你所想像

的?

四、愛與痛：台灣

2月18日斐濟的早晨，接到來自
台灣的電話。小弟在凌晨離開人

間，團隊幫我定最近的機票返回台

灣。

從斐濟回台灣的飛機上我遇到一位

在尼加拉瓜就讀醫學院的台灣人，一

路上我便與他聊了起來，她是個基督

徒，他與我分享了自己的生命經驗，

也提及他的爺爺過世後一年回到空蕩

的家中的感受，我跟她說到我正在旅

行中現正在趕回家的路上。因為他的

陪伴這趟回家的路多了信仰，便多了

力量。姐姐來機場接我，回家的路很

熟悉，可惜的是現在的回家不是因為

歸程而是參與弟弟的告別式。傳統的

喪禮，每天都十分忙碌，沒有多餘的

時間悲傷，弟弟的遺體還躺在冰櫃

中，每天為他準備三餐，像極了他還

在世一樣。我們要為她辦一場不一樣

的喪禮，整理出他生前的畫，整理與

他一起共同的回憶。

短短24年的生命是一份禮物，因為
他找到自己熱情所在。因為愛他所以

心也會因為思念而痛，一開始因為

痛，我關上了自己的心門，縱使朋友

想要關心我，有一天，我看了朋友給

的紀錄片，片中提到的是愛的十個條

件，是一位維吾爾族的女性為了她的

民族奮鬥的故事，突然間，我發現，

為什麼我沉浸在自己的悲傷中，

在那四個月裡所學習的傾聽內在的

聲音，相信有神，禱告，卻有種說不

出的感覺。回到家後，那四個月裡的

學習似乎被某種甚麼給掩蓋住，而我

的雙眼也給矇住，心也感受不到，只

沉浸在自己的悲傷裡。甚至，這種悲

傷卻是說不出的感受。

以前在內觀時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一位母親因為不願意接受孩子的死亡

而求助於佛陀，祂請她到一家沒有人

過世的中藥行買藥，他找過一家又一

家的藥店雖然他們都有這個藥卻因為

家裡都有人過世，最後那位母親放下

緊抱在懷裡的孩子，願意重新生活。

我呢?這趟旅行所經驗的，所學習的
應該在生活中使用，我用了半天的時

間靜默，並且開始與身旁的朋友分享

旅程的經驗。同伴們在索羅門島進行

田野服務，我可以在台灣啊!!那天的
靜默，很想做一件事，寫個繪本給孩

楊雅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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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參加完弟弟的喪禮後，那些與弟

弟很親近的孩子，突然生活中少了一

個人，我想是很孤獨的吧!!對我來說也
是這樣的。

在心中總有個未完成的旅行，在家

人與朋友的支持下，前往澳洲。

五、回歸：澳洲

在澳洲生活在IofC5中心，最大的學
習是對於生命必經的死亡有某部分的感

受，隨著長大，內在的力量會多一點，

當你面對死亡，尤其是那麼深愛的人的

離開，悲傷有時很深卻也有種對於生命

的讚嘆與某種程度的了解。我說不清楚

是怎樣的一回事。從弟弟過世後，我不

斷的想生命是什麼?死亡又是什麼?這個
疑問也讓我懷疑神的存在。

與長輩會面時，我還是忍不住問

起如果相信神的安排，但是為什麼神

要人經歷死亡? 她，70多歲，坐在餐
桌前，說起最近的健康狀況，挽起袖

子，時常被抽血的血管已經浮起於表

皮，紫色的，清晰的。前幾年都在接

受血液透析、接受家人的腎後現在好

些，但是五年前發現得了癌症，動了

近14次的手術。突然她安靜下來，然
後走到廚房，倒了垃圾後再坐回座

位。她說自己生命裡許多時候都是處

在生病的狀態，卻也因此更為清楚知

道生命是怎樣的一回事。一方面感慨

於自己的病痛，另一方面卻是更了解

與感受到這就是生命。所以她清楚我

對弟弟的感受。她說，神的愛讓她相

信神，這無關生死，生與死就是自然

的一部分，人類也是如此。那是生命

必經的過程。

漸漸覺得生伴隨著死，死也讓生命

這件事更為清晰，你會悲傷，會痛，

但更為清晰這是生命是這樣的一回

事。

活著。或著死去。是自然。人之

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自然會感到

悲傷。我悲傷無關於生命的狀態，死

是生也是活著，是回憶與情感讓愛延

續。愛讓生命以另一種狀態活著。弟

弟，還在。活在我的愛裡。

六、自我評量

在澳洲進行的一個星期評量裡，我

們各自分享這趟旅行的收穫：

Q1: 什麼是你想要在Action for Life中實
現、而已經實現?還有什麼是你想要實
現或學習的?
我實現的是1.旅行在不同國度感受、

不同文化的滋養、展開視野。2.友誼的
建立:因為這幾個月的相處，有一群夥
伴，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夢想並且他們不

是為了自己而活，相信每個人具有改變

世界的可能，這讓我有勇氣去實踐自己

的夢想、勇於做夢。3.找到信仰。
內在的部分是想要學習的是如何能

夠不要太過於矛盾，在理性與感性間

找到平衡，能夠自在的讓靈魂安居在

這個身體裡。如何能信任神的安排，

接受祂對我的計畫與美意。適時提出

需要。

Q2: Action for Life幫助在你的生命裡發
現了什麼?你對這個世界的感覺有何不
同、你能做的改變又是什麼?
這趟旅行裡最大的收穫與幫助那便

是開始禱告，當人覺得軟弱時，倘若

你相信神那麼將使你強壯。我發現每

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是可能去影響人、

鼓勵人，即使是平凡如我，但是如果

你願意敞開自己的心，接受你自己的

不完整且願意與他人分享，那麼你有

可能超越這份困難，因為你經歷過後

才能真正了解他人的苦痛。

人必須學習接受自己的生命，坦承

自己的脆弱，因為人都需要陪伴。我

也發現人並不是孤單在這個世界上。

我會有夥伴，但是我也是孤單的，因

為沒有人可以代替我走自己的路。可

是能彼此支持與陪伴是生命裡的禮

物。

在這期間因為弟弟的過世，了解

到生命的無常，這個無常讓我看見了

不論如何要接受且臣服於祂的安排，

當我能接受每個來臨到你的生命的狀

態，便能行走在這個世間。這個世界

裡有悲傷的人、有痛苦的人，有深陷

在痛楚裡的人，但是也有人對生命懷

抱希望，總是在一次次的痛苦裡破繭

而出，蛻變成蝴蝶，但是這樣的過程

並不是代表因此沒有了困難，而是能

看見光，不會絕望。於是我自問？那

麼我是怎樣的那種人?在這趟旅行裡，
我看見過不同面向的自己，忠於自己

懷抱、希望與盼望，那麼這個世界便

會展開以著另一種面貌出現。我們能

改變自己的思維，並且傾聽他人與他

人分享經驗。   

七、感謝

這趟旅行需要感謝許多人，歐陽慧

芳、壽峰大哥及家人與友人們的支持

與協助，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所有

朋友們，也謝謝外交部提供的補助，

出國後發現能在台灣生長是份令人驕

傲的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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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會友鄧碧華自二月底開始，於每
周三下午至本會擔任行政志工。

◎ 感謝顧問黃日燦汪詠雪夫婦為首捐款
支持協會進行搬家事宜，爾後大力邀

請各界支持成家立業方案。

◎ 感謝理事長張萬權之兄長張萬達協助
本會辦理購屋貸款事宜。

◎ 感謝林珮琪女士協助指導協會辦理購
屋之相關程序。

◎ 感謝林育熙及歐陽慧琪伉儷於過年期
間協助新會館之水電系統之檢查和裝

修工程。

◎ 感謝林正雄及林妙芬伉儷提供協會老
屋整修的意見。

◎ 龍劇團魏光中先生蒙主恩召，2月18日
於美辦理追思會。

100年
◎ 本學期會員林福岳轉任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 12月11日上午台北希望小棧拜訪賽珍
珠基金會。

◎ 12月11日下午希望小棧與台北友人於
火車站前為日本三一一進行街頭募

款。感謝李雅芬小姐特別從宜蘭邀請

4位國小朋友、EAV姐邀請同事來參與
服務活動。

台南青少年關懷工作

◎ 12月22日秘書長歐陽慧芳應高雄醫學
大學邀請，進行國際志工專題演講。

101年
◎ 1月2日完成日本三一一震(核)災捐款知
匯款工作。

◎ 1月5-17日理事許壽峰於至印度出席國
際理事會議、並參與「民主對話」國

際會議。

◎ 1月15日辦理臨時會員大會。
◎ 1月19日與嘉義教師工會合作，於嘉義
縣人力發展所辦理101年度精進教學
研習再度以「老師，生命的改變者」

與100位國小教師探索生命歷程以強化
內省覺察的能力及教師價值觀、教師

自我認同的議題和面對學生家長及學

校政策等問題時的心態和方法。感謝

林易虹老師、謝錦老師協助及本會工

作團隊歐陽慧芳、袁由娟、洪金慧、

許壽峰、謝

玉萱、徐玉

婷、蘇鈺婷

參與。

◎ 1月20日協會喬遷新會館(台南市北區公
園路772巷15號)。

◎ 1月20日協助弱勢家庭青少年家庭大掃
除及家屋油漆，感謝理事袁由娟及社

工員蘇鈺婷帶領四位受服務學員進行

服務，感謝會友周淑德捐款支持。

青春M.A.D  青少年生涯訓練服務方案
時間：4/29、5/27、6/10
地點：臺南市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說明：「青春M.A.D」為本市弱勢家庭
12-18歲青少年辦理生命教育、生涯輔導
之服務方案，預計約有60位青少年及40

協會申請為道德重整

國際會員乙案，國際

理事會審查正式通過

◎ 2月希望小棧成員拜會雙溪區公所，了
解該區之社區環境、生態及需求，以

評估青年志工社區關懷服務方案之發

展。

◎ 2月10日拜會基益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報告本會弱勢家庭之青少年關懷

之理念及計畫，洽商合作事宜。感謝

林麗梅執行長的肯定。

◎ 2月10至12日團隊會議，於虎頭埤辦
理，共有約三十人出席。

◎ 恭禧會員傅斌輝於2月18日在高雄文
定，三月初完婚。

◎ 2月19日涴莎室內樂團執行總監陳室融
老師邀請本會服務之青少年免費欣賞

兒童舞台劇天上的星星，非常感謝陳

老師、志工陳柏錞及會友陳素芬的支

持和協助。

◎ 2月24-25日辦理青春MAD專案寒假自
力生活體驗課程。於高雄地區辦理，

共有六十人參與，擬於下期會訊報導

成果。感謝內政部南部兒童之家、台

北定向越野協會的協助、眷村文化

館。 

個家庭在未來一年共同學習生命的事、
培養興趣和建構能力。「青春M.A.D」
是借用Make A Difference的精神，來鼓勵
青少年努力學習，以使生命大不同。

青春M.A.D  課業輔導
時間：100/10/31起，每週一、二、四晚
上6:30-8:30
地點：協會辦公室二樓

北區青年志工訓練招生

一場一起關心生命的聚會

基礎訓練：4月7-8日    
特殊訓練及認識計畫與機構：4月22
日、5月6日

國一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時間：4月30日
地點：民德國中

自我管理品格教育課程

時間：每月兩週週六
地點：虹橋教會

台中志工聚會：

4/29、5/26、6/10

台北希望小棧例會：

每兩週例會一次、週四英文俱樂部

好消息!!!

Life Chang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