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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笑面對世界 

用愛心關心別人 

憑良知做人做事 

拿行動改造自己 

 



理事長的話 
 

親愛的會員、會友們，大家好！ 

目前全世界因新冠肺炎的肆虐，情勢仍相

當嚴峻，幸運的是我們政府與民眾提早且認真

地做了各項不錯的防疫措施，讓國內疫情發展

尚能有效的控制，甚至還得到很多國家的讚許，

這也讓這次的會員大會得以順利舉辦，我們衷

心盼望全球疫情能早日控制，不要再造成更嚴

重的傷害。 

今年是協會成立第 30 年，當時由一群曾參

加過道德重整社團的團員為了能繼續發揚道德

重整精神與更積極地參與社會公益而共同成

立。30 年來，協會依創立宗旨積極地在台灣與

國際間參與公益服務，目的就是希望更多人知

道透過自我的行為改變，能影響周遭的人也發

生改變，進而就會帶動家庭與社會的改變。 

由始至今，協會都在做深耕的服務工作，細

數過去，在改變社會風氣上，我們推動「○七零

欺誠實日」，鼓勵大家誠實面對自己，檢視自己心中想法與行動是否純正，進而

建立一個互信安全的社會；也曾與其他公益組織聯合推動「乾淨選舉救台灣」運

動來改善選舉文化，讓正直的政治人物可以當選；青年部份，在大專院校舉辦營

隊並與學生社團保持交流，培育青年種子；九二一地震後，成立志工隊進入南投

災區陪伴社區孩童與協助重建；在家庭關懷上，我們辦理家庭倫理生活營與家庭

EQ 課程，促進家庭親子和諧；在長照上，前往北部偏遠地區關懷獨居老人，並

嘗試與他們的生命對話；在國際交流上，我們參與各項國際 IofC 活動學習也分

享本會的工作經驗，並創辦亞太青年會議，今年則將在台灣舉辦第廿五屆；目前，

則持續執行兒童與青少年品格教育、生涯探索與服務學習等專案，關懷與陪伴學

子發展健全的人格，並與家長交流對話，讓家長與學生能一同成長。 

  



30 年來，協會發展出的各項計畫不但融入本會宗旨，更是細察社會現象、契

合時代脈動、回應社會的需求，也由於做的服務甚多，細數不盡，肯定有些許遺

漏，沒有列出，盼大家能夠見諒。 

當初若這些創立的成員沒有受到道德重整精神的感召，參加過社團之後就

回去各自的工作與生活，可能就沒有協會的存在了，而若沒有前仆後繼的工作團

隊持續投入與接棒，本會也不會穩當運作 30 年，後來的會員與志工也不會認識

協會、認識道德重整精神和參與服務，到現在每年能服務超過上千人次。透過協

會，我們宣揚良善的理念，更能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為了讓社會與世界更美

好而努力；透過協會，可以看到許多前輩先進篳路藍縷奮力往前的身影，也可以

效法他們的典範來引導年輕朋友提升自己與找到人生的方向。「典型在夙昔」，我

們唯有戰戰兢兢將協會宗旨與精神，結合有共同理念伙伴，落實在自己的生活，

並讓更多人能認識，如此協會的存在才更有意義，也才可能發展得長長久久。 

感謝過去一年協會工作團隊與志工辛勤的付出和努力，會員、會友與支持本

會的政府及團體的勉勵與督促，讓我們能順利完成預定的計畫，未來這一年，盼

眾人再攜手合作，大家也不吝指教，讓協會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與服務，謝謝大

家。 

 

祝 

闔府安康  世界健康 

                                威志  敬上 

109.3.14 

 

  



108 年工作與財務報告 

 

 

 

 

 

 

 

 

 

 

 

 

 

 

108 年協會持續以體驗式學習方式融合品格教育、生命教育及生涯教育來

推展三類方案，分別支持學校、社區或機構協助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發展： 

國

內

關

懷

計

畫 

1 樹人成林計畫 

(1) 提升適應生活、面對挑戰應有的知識、能力和態度等核心

素養。 

(2) 以多元學習方式發展學員的社會技巧，深入認識自我、探

索人生與世界，以建立有品有格的社會。 

(3) 與中小學、民間組織、政府單位，發展策略聯盟。 

2 
青春 M.A.D 

生涯發展方案 

(1) 針對 12-18 歲弱勢家庭之兒少品格教育及生涯訓練：常

態培訓課程、暑期營隊、服務學習、個案訪視等，提供更

全方位的關懷與支持 

(2) 陪伴探索生涯、面對挑戰、建立面對未來的內在力量以及

必要的知識和能力。 

3 
愛無礙夢飛翔方

案 

長期參與本會活動青少年透過訓練去服務社區及國小兒童，成

為工作夥伴，共同學習成長。 

國

際

交

流 

4 

(1).赴紐澳兩國認識當地道德重整工作團隊、了解組織運作、專案計畫發展狀況。 

(2).參與在印度亞洲高原進行的核心工作者協調會議及參與在韓國與行的第六屆亞

太區域協調會議。 

(3).邀請紐西蘭及印度道德重友人拜訪台灣並參與青少年方案，和青少年分享。 

(4).協助及參加亞洲區「兒童為社會變革行動者會議(CATS)」 

青春ＭＡＤ生涯發展方案 
◆全年度計畫約服務 2300 人次 
◆6 次生涯訓練課程及技藝工作坊 

◆6 次親職成長團體   

◆客製化課業輔導(平日常態進行) 

◆暑假三天二夜自立體驗營 

◆秋季一日親子遊 

◆讓愛蔓延暑期服務學習 

◆期末成果分享會 
樹人成林計畫 

◆小樹計畫：服務 16 個任務單位(含

單次性活動、帶狀課程、營隊活動) 

◆園丁計畫：5 場單次性活動 

◆服務約 2,611 人次 

國際交流 

◎拜會四個國家 

◎國際友人來台服務約 550 人次 

◎參與國際會議 10 人次 

愛無礙夢飛翔方案 

◎全年度訓練，100 小時 

◎服務 1 個小學，１間天主堂 

◎服務約 100 人次 



 

一個「千樹成林」的園丁計畫； 

一個引導孩子「見樹也見林」滋養生命的體驗學習方案。 

 

 

 

      

 

 

    樹人成林計畫，是引導孩子深度學習、培養視野的多元學習方案，也是結合學校、

社區或機構合作，發展工作人力訓練的園丁計畫。感謝各個學校、機構邀約，一○八

年度共完成「小樹計畫」七個單次性活動、九個帶狀課程、一個周末學習營，共 2,311

服務人次；「園丁計畫」則接受不同單位邀約，完成五次活動，服務 280 人。 

上半年度，接受後壁高中、德光中學、永福國小申請辦理帶狀課程，都是近兩年

密切合作的夥伴；四月，紐西蘭道德重整友人 Alison、Tony 及兩個兒子來台度假，也

趁此難得機會安排與永福國小兩個班級、菁寮國中全校學生見面、互動，同時也拜會

菁寮天主堂韋方濟神父。 

九月份，因著印度道德重整資深志工 Dr. Amit Mukherjee 醫師來台，除了分別

在台北、台南進行兩場分享會，邀約本會會員、志工參與；同時也安排到不同學校與

學生或志工互動，分享個人生命故事，包括台南市南寧中學國中二、三年級學生、西

門國小認輔志工團、台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新北市永和國中資優班，所到之處都引起

熱烈反應，許多人在活動結束後仍繼續向 Dr. Amit 提問、交流；永和國中一位七年級

資優生的媽媽甚至特別致電校方，謝謝學校為學生安排了這麼精彩的一場演講，學生

回家和媽媽也上網查了 Dr. Amit 的資料影片，他們覺得很有收穫。 

暑假期間，接受法雲文教協會邀約，為

其暑期安親班的孩子們辦理連續五週的帶狀

課程；暑假過後，陸續收到幾個學校申請小樹

計畫自我管理課程：後壁高中以社團活動方式

進行，五王國小辦理週末二日學習營，永福國

小、保西國小及港尾國小則是為期六週的帶狀

訓練課程。依著各校的需求而選擇主題、設計

不同的課程內容，再加上面對不同的孩子，自

然產生不同的變化；團體氛圍也是很大的影響

滋養一個有品有格的未來公民 

學習的能力、溝通的技巧 

關懷的行動、倫理道德的態度 

聆聽內在良知的習慣 



變因，有些團體裡的孩子很願意鼓勵別人、相互支持，有些團體裡的孩子則習慣獨立

作業，每一次上課都是不同的挑戰，對帶領課程的老師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學習。 

園丁計畫部分，共有五場單次性活動。九月初，來自印度的 Dr. Amit 受邀至西

門國小與認輔志工團成員分享「快樂的秘訣」，多位志工在活動結束後主動留下向 Dr. 

Amit 請益，希望將這項好用的工具帶回去與更多人分享；另外，也在協會的安排之下，

分別於台南、台北辦理分享會，邀約會員、會友、志工及新朋友參加，反應熱烈。十

二月八日，接受臺南張老師中心邀約，參加「心靈 FUN 輕鬆園遊會暨志工招募博覽

會」，分享本會志願服務成果，並擺設攤位進行「價值廉誠」公益宣導活動，邀請來

到攤位闖關的民眾分享個人的誠實經驗；十二月十六日，台南市北門區公所辦理志願

服務基礎訓練課程，本會同仁受邀前往，與前來受訓的六十位銀髮志工互動，進行志

願服務經驗分享，場面十分熱絡。 

小樹計畫 

108 年度共服務 16 個任務單位，包括單場次活動、帶狀連續性活動，計服務 2,311 人次。 

服務對象 日期 內容 

德光中學國三~高

二學生 

17 人，102 人次 

2 月 22 日-5 月 3 日 

德光中學社團活動 

六次課程，討論內容包括自我探索、溝通、志願服

務、團隊合作...等等。利用團體討論、體驗活動、桌

遊、媒體故事等等，透過不同的安排及媒材，引導

學員向內看自己，向外看世界。 

永福國小五年級

學生 

28 人，504 人次 

2 月 22 日-6 月 14

日 

永福國小品格教育 

18 週帶狀課程，以「愛與助人」為主題，搭配團隊

合作、服務學習、尊重…等重點進行課程。並延續

上一個學期課程核心，帶領同學共同完成一件讓學

校變得更漂亮的事。 

後壁高中一~三年

級學生 

6 人，54 人次 

2 月 27 日-6 月 19

日 

後壁高中社團活動 

將社團命名為「Look & Talk 路透社」，課程重點

在於觀察及表達，透過閱讀文章、觀賞短片、桌遊

體驗加強對語言、文字的敏感度，並能言之有物。 

菁寮國中一、二

年級學生 

37 人 

4 月 15 日 

紐西蘭道德重整友人

拜訪菁寮國中 

來自紐西蘭的道德重整友人 Tony、Alison 及兩個

兒子，到台灣度假，於是安排至合作學校與師生見

面、交流。 

永福國小三、四

年級學生 

47 人 

4 月 17 日 

永福國小學生與紐西

蘭相遇 

紐西蘭道德重整友人 Tony、Alison 及兩個兒子，

至永福國小三年二班、四年三班與學生見面，進行

文化交流。 

法雲文教協會一~

五年級學生 

6 人，30 人次 

7 月 18 日-8 月 23 日 

法雲文教協會暑期安

親活動 

於暑期安親班活動中進行課程，每週四下午 2 堂

課、為期五次，主題包括自我探索、情緒管理、價

值廉誠。 

南寧中學一~三年

級學生，四個班

級，約 130 人 

9 月 2 日 

Dr. Amit 與南寧中學

有約 

印度道德重整資深志工 Dr. Amit Mukherjee 受邀來

台，安排至南寧中學與師生見面交流；Dr. Amit 分

享自己不同時期的故事說明幾個重要道理，活動結



束前 Dr. Amit 以非常誠懇的態度、充滿溫暖的聲音

為在場的人祈禱，希望大家在未來都能成為一個有

為的人。 

永和國中一~三年

級資優班師生，

約 90 人 

9 月 10 日 

Dr. Amit 與永和國中

有約 

在本會理事顏德琮安排之下，邀請印度道德重整志

工 Dr. Amit Mukherjee 至新北市永和國中與資優

班學生交流，分享個人生命故事。 

芳和實驗中學二

年級師生，21 人 

9 月 11 日 

Dr. Amit 與芳和實驗

中學有約 

本會會友亦是台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校長黃琬茹，邀

請印度道德重整志工 Dr. Amit Mukherjee 到校與

學生交流。 

永福國小一~六年

級學生，約 690

人 

9 月 30 日 

永福國小生命教育宣

導活動 

接受校方邀約，於週會時間進行生命教育宣導活

動。運用體驗式活動帶領學生檢視自己的生活，發

現快樂的秘訣。 

後壁高中一~三年

級學生 

9 人，18 人次 

10 月 9 日-1 月 8 日 

後壁高中社團活動 

社團名稱為「Look & Talk 路透社」，課程重點在

於觀察及表達，透過閱讀文章、觀賞短片、桌遊體

驗、演講練習加強對語言、文字的敏感度，並能言

之有物。社團名單上有 9 名學生，自第二次~第六

次上課，出席人數均為 2 人。 

永福國小 605 班

學生 

20 人，120 人次 

11 月 8 日-12 月 13

日 

永福國小品格教育課

程 

為期六週的帶狀課程，以「愛與助人」、「情緒管

理」、「自我探索」、「價值廉誠」為課程核心。

該班級為音樂班，學生較一般班級有優越感、不易

與人合作，欣賞且尊重他人成為課程中常有的提

醒。 

五王國小三~六年

級學生 

32 人，64 人次 

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 

學習工作坊 

不過夜的週末二日營隊，以「自我探索」、「情緒

管理」、「價值廉誠」、「愛與助人」為主題，搭

配手做小書、小組討論、繪本故事、體驗式活動、

短片欣賞，帶給學生在正規學校課程外的不同學

習。 

港尾國小三~六年

級學生 

19 人，110 人次 

11 月 12 日-12 月

17 日 

港尾國小品格教育課

程 

為期六週的帶狀課程，「情緒管理」、「價值廉

誠」、「愛與助人」、「勇敢」為主題。偏鄉地區

的迷你學校，長幼之間能夠相互尊重、照顧，混齡

上課產生良性化學變化。 

保西國小六年甲

班學生 

26 人，156 人次 

11 月 15 日-12 月

27 日 

保西國小品格教育課

程 

六週帶狀課程，主題為「價值廉誠」、「愛與助

人」、「情緒管理」。同班學習多年的同學，對彼

此都頗為熟悉，在課程引導中探索彼此的不同，進

而在價值觀、情緒管理部分更多的討論。 

永福國小 505 班

學生 

23 人，138 人次 

11 月 21 日-12 月

26 日 

永福國小品格教育課

程 

為期六週的帶狀課程，以「愛與助人」、「情緒管

理」、「自我探索」、「價值廉誠」為課程核心。

該班學生不善與人合作及聆聽別人說話，欣賞且尊

重他人成為課程中常有的提醒。 

 



園丁計畫 

本年度共有五場單次性活動，服務對象包括學校志工、社區志工、一般民眾、本會會

員及會友。服務約 300 人次。 

 

 

小樹計畫-至永福國小進行生命教育宣導     小樹計畫-德光中學社團活動，以短片                                      

來討論目標設定 

 

 

 

                    

                                          

 

  

合作對象 日期 內容 

西門國小認輔志工團 9 月 6 日 

印度道德重整資深志工 Dr.Amit Mukherjee 與西門

國小認輔志工團見面。Dr. Amit 進行「人生資產負

債表 Life Balance Sheet」體驗活動，體會到人生

的快樂來自於感謝及寬恕。 

道德重整協會、哈佛蒙特梭

利實驗教育團體 
9 月 7 日 

印度道德重整志工 Dr.Amit Mukherjee 來台，本會

與哈佛蒙特梭利實驗小學合作辦理分享會，邀請本

會會員、會友及哈佛小學的老師及家長參加。 

道德重整協會、台大醫學院 9 月 9 日 

印度道德重整志工 Dr.Amit Mukherjee 來台，感謝

台大醫學院提供場地、辦理分享會，邀請本會會

員、會友及志工參加。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臺南

中心 
12 月 8 日 

臺南張老師中心舉辦「心靈 FUN 輕鬆園遊會暨志工

招募博覽會」，邀請本會分享志願服務成果；本於

會場擺設攤位進行「價值廉誠」公益宣導活動，邀

請民眾分享個人的誠實經驗。 

台南市北門區公所 
12 月 16

日 

台南市北門區公所辦理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邀

請本會同仁前往分享志願服務經驗。 



小樹計畫-帶領法雲文教協會的孩子進行「價

值廉誠」活動，找出自己最在乎的價值觀 

小樹計畫-港尾國小學生進行大團體討論 

小樹計畫-以「拋物記名」考驗團隊合作精神

以及個人專注力 

園丁計畫-於北門區公所辦理之志願服務基

礎訓練課程中分享服務經驗 

園丁計畫-參與張老師中心辦理之志工招募博覽

會，邀請民眾分享個人與誠實有關的經驗。 

 

 

 

 

 

 

 

 

 

 

園丁計畫-邀請 Dr. Amit 至西門國小與認輔

志工團成員進行交流 

  



讓夢想啟程吧~陪孩子累積遇見未來的能力 
108 年度「青春 M.A.D」方案執行紀錄 

 

西方哲學先驅蘇格拉底曾說：「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 

學習團體增能篇 

108 年，來自四十個家庭的 43 名學員參與「青春 M.A.D」專案，進入專案服務

的機制，除了每個月一次的團體訓練，我們還提供客製化課業輔導(13 位同學申請)、

服務學習課程、個人未來職涯探索輔導會談、親子及家庭衝突協助會談等支持性的服

務，合計約進行 2,300 人次的服務工作。 

為期一年的團體訓練活動，每月一次的聚會以協助青少年探索生涯和發展自我為

主。經營學習團體，帶著學員一起學習生命技巧，把現在過好，也一起思索未來，尋

找人生目標。其中，包含四大系列興趣專長工作坊，設計分科學習的空間，邀請各界

具有該專長的達人教導技藝，包含表演藝術、工藝與美感、語言文化和健康美食等面

向的發展，提升多元能力，增加了自信。而家長成長系列，除了支持團體的經營，過

去的一年特別感謝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提供財務增能課程，增強需要的家長整理財務

問題、提升管理知能。 

108 年的開始以「未來公民培力」作為我們兒少訓練陪伴計畫的標竿。因此加入

更多的國際元素增加台灣的孩子與世界接軌的經驗和習慣。四月，邀請訪台紐西蘭的

道德重整友人 Tony & Alison 一家人蒞臨開幕式分享他們的生涯歷程與國際經驗，

藉此點出世界公民的典範和必要性，也為這一年的青春 MAD 訂下國際化、內在深化

和生命技巧培力的學習主軸。爾後有紐西蘭有人 Sarah 的異國成長故事的分享。九

月印度道德重整資深志工 Amit Mukherjee 醫師來台，貢獻一場「能力」和「品格」

與領導力的學習活動。他勉勵台灣的青年朋友都能有所學習跟成長，不只在台灣還能

走向世界，成為一個品格與能力兼具的高效能領導者。 

青春 MAD 方案，主要在陪伴瘋狂(mad)青少年走出人生暴風雨期，創造

屬於自己的一點點不同(Make a Difference，MAD)。道德重整投入家庭關懷

和青年志工培力工作約三十年，而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時，南投的社區工作

啟發我們從兒少關懷工作開始創造社區的改變。六個年頭的陪伴，累積出成

長，意外得到肯定的掌聲，辛苦的汗水滋養了團隊、資歷與勇氣。2005 年台

南市政府借重本會多元的服務經驗，邀請研發體驗式學習之弱勢家庭第二代

子女脫貧旗艦方案「豐羽專案」等訓練計畫。爾後執政者更易，政策改變，協

會囿於此等計畫若持續發展能夠陪伴年輕生命和支持需要的家長前進，於是

承擔起獨立募款、連結資源的社會責任，開源節流以持續協助 12-18、18-20

之青少年累積走出自我人生的能力，至今十五年。 



另外，感謝協會的兩位理事張萬權

及林政瑢(coco)老師接力出馬，分別教

導化繁為簡、學會用心智圖法做規劃，

和演說及表達技巧。許多學員回饋這些

可以馬上學以致用的技巧和知識非常有

幫助。讓學習更有感，貼近問題、對應

需要的設計活動，也使得 MAD 課程一

直保持相當的出席率。 

除了外國友人外，衷心感謝志銘老師、素芬老師、浿榛(妙妙)在有故事的人系列

中分享他們的生命歷程和生涯選擇，啟發孩子對生涯規劃和發展有更多想法；讓家長

有機會從孩子的角度來看事情、聽心聲，對自己也有更多的認識與覺察。 

 

 

 

 

 

 

 

108 年青春 M.A.D 在 12 月 1 日成果分享會後暫告一段落，分享會過程充滿了

喜悅與感動，每個孩子都有機會上台介紹活動內容、分享學習心得、或是才藝表演；

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拿著麥克風對著一群人說話，這些願意站上台的孩子，都值得被

鼓勵；能言之有物報告、架構完整的呈現，更是值得被讚許。也感動於遠在義大利進

修的歐芳與壽峰老師稍來的祝福。 

道德重整又誠惶誠恐地陪伴青少年孩子

與家長走了一年。十個多月他們時而進步神

采飛揚，時而跌倒狼狽不堪，我們學習耐心

等待，探索適當的方式，一起重整步伐。孩

子與他們的主要照顧者的每一個成長和每一

次的登峰造極，都是老天爺給我們的獎賞。 

 

感謝這一年和多年來，給予大大小小支

持陪伴的四方好友，老師和志工朋友，計畫

的贊助單位和合作夥伴。 

 

衷心感謝您們，期望和各位繼續加油，持續集結更多人，一起成長自我、關懷社會，

讓愛可以蔓延，影響生命。 



 

MAD 自我及生涯探索團體 

紐西蘭友人 Tony 分享成長歷程和生涯選擇 

MAD 自我及生涯探索團體 

小組體驗活動：建立團體氛圍和認識彼此 

  

MAD 自我及生涯探索團體 

小組體驗活動：建立團體氛圍和認識彼此 

MAD 自我及生涯探索團體 

思考人生重要的事、探索價值 

  

MAD 自我及生涯探索團體 

認識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四大保障 

MAD 自我及生涯探索團體 

「Jogging with pot」體驗活動帶出領導力 

  

 

儒：今年我學到了很多，學會了團隊合作、規劃思考跟表達溝通，今年九月我進入五

專就讀，陌生的環境讓我十分的害怕，但是在協會學到的技能派上用場，在學校我因

為表達溝通的能力交到了很多朋友。在此我要感謝協會，讓我有成長與進步。 



「COOL 藝」學習工作坊—菁英會 「COOL 藝」學習工作坊—菁英會成果呈現 

  

「COOL 藝」學習工作坊—木創手 「COOL 藝」學習工作坊—木創手成果作品 

 
 

「COOL 藝」學習工作坊—良食烘培坊 
MAD 家長成長聚會 

由娟老師分享如何陪伴孩子一起長大 

  

 

銘：在今年活動中，我從不怎麼參與討論，轉變為積極投入課程，表達能力有變好。

今年的 MAD 課程對我有蠻多的幫助，像心智圖法、學習怎麼有效率規劃目標和一部

戲劇要如何演出。 



親子共學篇—「客遊客鄉，愛在三義」親子一日遊 

    青春 M.A.D 親子共學，是每一年秋季為參與生涯培力計畫的孩子和家長辦理的

輕旅行。邀請大人放下為生計奔走的辛勞、也邀請小孩放下叮咚不停的手機，與他們

的主要照顧者一起共同學習累積共同的回憶，增加談心的話題。是一趟有任務的旅

行。 

    於 11 月 3 日舉辦到三義采風，認識木雕藝術、文化產業參訪、走訪老街、品嘗

客家料理，透過參深度旅行認識台灣多元文化，增加社會知能，共有 62 人參與。最

後以有獎徵答方式來了解大家一整天下來的收穫，現場氣氛相當熱絡，畫下一個美好

的句點。 

 

 

 

 

 

 

 

 

 

 

 

節錄～家長的心得回饋 

✓ 「道德每次親子遊都很有涵義，也很有充實感，謝謝老師們。」 

✓ 「感謝道德ＭＡＤ規劃親子遊，感受大自然現在孩子最欠缺的，這次的活動安

排，不僅僅只有接觸大自然，另外也配合傳產的認識及轉變簡介；藝術與文化的

陶冶，讓身心靈都得到滿足。」 

✓ 「非常感謝協會用心規劃此有意義的活動，這是我們第一次全家坐遊覽車出遊，

留下深刻的回憶。建議：下次也可以邀請爺爺奶奶或親子過夜營隊或舉辦出子廚

藝競賽也很棒。」 

 



感謝合作支持單位 

十鼓文創 後壁安溪國小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後壁安溪寮天主堂 

木雕博物館 茅鄉炭坊 

永春護理之家 財團法人俊逸文教基金會 

竹山社區關懷據點 華山基金會 

竹山鎮公所 萬年護理之家 

老吾老日間照顧中心 臺南市九六新村活動中心 

車籠埔地震保留園區 臺南市北區區公所 

采棉居觀光工廠 臺南市青少年服務中心 

俊逸文教基金會 臺南市婦女服務中心 

南投縣生活重建協會 臺南市復興里活動中心 

 

 

 

 

 

 

 

 

 

 

 

 

 

 

珊：更勇敢表達意見想法！更勇於上台！會出來帶領同學。參加這次活動後變得更加

勇敢，可能是因為跟大家更熟了~但是真的很開心，能有個地方讓我盡情做自己、展

現自己。感謝協會在會考後有再次邀我來，也一直在各方面幫助我、鼓勵我。感謝支

持著協會的人！讓協會能一直辦這個活動！感謝我的家人願意放心讓我參加 MAD 的

所有活動。 

森：這個活動讓我學習幫助別人，讓我開闊視野、增廣見聞，還可以表達自己的想

法，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幫助。 

 

  



「青少年 Fun 暑假」系列活動   

    暑假為了避免學習力的流失，設計了一系列的 Fun 暑假訓練活動，希望青

少年學員在做中學習、體驗中鍛鍊社會技巧，和累積個人軟實力，以下分為三

個面向：(一) 自立探索體驗營、(二)「讓愛蔓延」青少年服務學習、(三)「愛

無礙、夢飛翔方案」。這一年也利用這個機會，讓學員有機會擔任幹部、負擔

職務，經過一個暑假，志工們有了革命情感，大家如同家人一般，互相吐嘲，

互相砥礪，練出一身能夠服務社會的好功夫。 

系列一：三天兩夜自立探索體驗營    

三天兩夜的自立探索體驗營，除了南投縣竹山及車埕走讀，也安排學生至車籠埔

斷層保存園區，了解二十年前九二一地震的情景，讓這一群對於二十年前九二一地牛

翻身毫無概念的同學了解了那短短幾秒鐘造成的影響，導覽人員的口述科學的記載另

外學生規劃社區快閃服務活動。其中，包含廟埕快閃演出、竹山社區關懷據點的三十

分鐘表演、竹山的華山基金會的街頭勸募、國姓福龜日照中心的九十分鐘嘉年華。 

學生開始體驗主導籌畫和小組分工的角色。事前開始規劃快閃可以表演的曲目，

但透過不斷的討論及訓練，終於在 7 月 6 日下午在竹山社區關懷據順利演出。除了付

出，我們在活動期間，也邀請在地人的分享，讓學員看到在地人如何利用在地的資源，

創造出就業機會，帶來改變。事前可以看到學生的不安，但生命影響生命的美好帶來

了築夢踏實的堅定。 

 

小組分組尋找前往目的地的交通方式 竹山鎮長與青少年的對談 

  

 

  



南投生活重建協會理事長生命故事分享 協助華山基金會募集發票 

  

系列二：「讓愛蔓延」青少年服務學習 

1. 「讓愛蔓延」服務學習，是以在需要中看見自己的社會責任、在過程中發掘個

人的興趣長才、培養合作協調、主動積極態度為目標。 

2. 帶領 30 位學生進行志願服務知能訓練，提升志願服務基本概念、認識服務對

象的特性與需求、練習規畫服務方案等；16 位青少年投入鼓藝集訓進行服務

展演，合計 156 人次參與。 

3. 從暑假初期的行前訓練、服務發想、規畫討論，到最後一起執行，完成五場

次社區及安養中心長輩關懷服務，學員十八般武藝輪流上場，與阿公阿嬤一

起同歡同樂，共度美好時光。合計 292 人次參與服務，關懷超過 100 人次長

輩。 

4. 暑假的機構服務需求調查中，有一件新任務是復興里長輩故事訪談，因長輩

凋零的速度遠超過進行記錄的速度，同時世代之間因為沒有交流的機會，對

於彼此的生長背景不了解而存在不少的隔閡，所以希望有更多人來聽聽他們

的故事，幫忙記錄下所見所聞。關心這些曾經為國奉獻青春年華的長輩，透

過聽故事能使它們享受關心和受到尊重與價值。 

 

 

 

 

 

  



志願服務工作內容說明 志願服務的規劃與討論 

  

永康復興里老兵故事訪問 老人關懷服務—與長輩互動猜謎 

  

老人關懷服務— 

手部運動操，讓雙手更靈活有力 

老人關懷服務— 

動動手、動動腦，摺紙做愛心 

  

昀：在這個暑假我發現自己哪方面做得好，哪方面有待加強，我覺得參與志工服務不

只是幫助別人，也是同時在探索自我，對自己有更多了解。參與老人照護中心服務

時，一開始會有點小害怕，但我仍試著與長輩們聊天，有些長輩們會熱絡的回應你，

有些不會，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心態感覺上的調適，不要因此氣餒而退縮。印象最深

刻的事就是每次服務後的討論，發現自己觀察力還很弱，所以未來要好好加強，表達

能力也很重要，每次聽其他志工分享的時候，查覺到了那麼多事覺得很佩服。 



系列三：「愛無礙夢飛翔」方案 

計畫是這樣開始的 

    107 年暑假服務計畫之後，青少年志工

深感暑期服務收穫頗豐，故秘書長邀請青少

年籌組志工團隊持續從做中學習，然學期開

始後同學的熱情一度被新生活打斷，直至十

一月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志願服務成果競賽，

獲得第一名的特優殊榮，同學深感志願服務

在其生命帶來的變化。藉此寒假過後，結合

協會週一夜間共學食堂，邀請有意參與的同

學定期來聚會。 

   愛無礙夢飛翔方案，讓參與方案多年的青少年成為夥伴，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對

社會的觀察力，並在蹲點服務中學習相互尊重。從發散到集中，需要時間的醞釀，青

少年容易在這個時間點感到不安和挫折，對工作人員來說也是不容易的事。再則，組

織要有相當的累積，在知能、人脈和經驗上給予孩子適時的幫助和指引。 

訓練及服務 

(1).訓練－2 月開始每週一次，大約進行 45 週，訓練 100 小時。受訓學生：固定 7

人，暑期 10 人，受訓約 270 人次。 

(2).服務－暑期支援讓愛蔓延服務計畫，並在 8 月 9 日至 17 日進行九天蹲點服務，

借宿天主堂，協助整理天主堂牆面、大門及車庫之整理、粉刷，服務安溪國小、舉辦

兒童營隊，計 25 個學生，服務 100 人次。 

工作人員：秘書長及其他五位社工老師和輔導員輪流與和陪同。 

服務前：1.集思廣益，每週固定聚會，討論事情。2.統整資料，場地探勘。 

 

 

 

 

 

 

 

 

 

每週固定聚會，討論事情。          場地探勘，神父說明需要協助的地方。 



服務中：1.開會討論。2.團體生活。3 以工代償。 

     服務前，工作確認，並且打包相關器材。 

 

青少年協助天主堂做牆面清除 

                            

                                                        

每天開會討論，偶爾神父加入 

 

晚餐後共同清潔打掃    

 

                                            

                       

 

青少年小庭：「學到不知道的事，有能力解決問題，改變最大的事情，有勇氣站到台上 」 



服務中：1.陪伴及關懷服務對象。2.成果展現 

 

鼓藝教學及交流               透過閤家歡桌遊，增進彼此認識。 

服務安溪國小 25 名學生，最後一天晚上，舉行成果分享會，邀請家長、老師、校長、神父

同歡，並且分享大家的學習。 

 

不以超越孩子的速度前進，帶著我們的經驗和孩子攜手前進 

 



小珊 安溪國小服務心得 

  這五天半(8/11-8/16)下來，很累，但是累得有價值，學了很多！耐心，引導方

式，怎麼做能讓學員更加成長，像是闖關時，解決吵架紛爭，也要時刻關心學員，不

能專注在特定的人身上，還有團隊和隊輔間默契及互助精神！當出狀況就是考驗團隊

和隊輔們默契及互助精神的時候，例如：要如何控制失控的學員，或是學員要去廁所

卻離不開的情況，還有如何處理學員各種情緒，如何安慰，如何讓他冷靜！面對小孩

就得要軟硬兼施，做得好，就要鼓勵做錯事，就要糾正，例如：環保袋做得好，肢體

律動兩個學生吵架。然後佩昀還跟我分享了鄉下小孩和都市小孩的落差，我覺得鄉下

小孩家庭和學校教育跟都市一定有落差，可能競爭力沒那麼大，或者生活環境家長會

比較願意放任孩子，但鄉下多數家長都很開放和熱情。 

 

小原 安溪國小服務心得 

  營隊進行第一天，隔壁組有兩個學員在吵架，當時最好的解決的方式是把兩個人

的組別排開，於是小瑋就來到我們這組了，他的到來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讓我們

小組更有向心力，但可惜的是壞處比好處多太多了，他是個很有自我主觀的男生、他

不喜歡聽老師的話、不喜歡人家阻止他的不好的行為、很喜歡挑釁別人、覺得自己是

最厲害的，導致了我們的小組氣氛整個都繞著他，一開始我跟小珊想說可以用感化的

方式讓他改變，我們試過很多次後，發現不是能在短時間就可以改變的，是家庭互動、

生活環境塑造了現在的小瑋，這個時候我就明白了，不是要在這五天裡面讓他改變什

麼，而是盡可能讓他參與及體驗這個活動。 

經過五天的服務後，我的耐心有很大的進步，應對突發狀況的速度也有所提升，

作為踏出去的第一步我認為我們表現得真的非常的優秀，當老師說你們比我想像的好

很多的時候，我超開心的！ 

也要謝謝天父讓我們第一次就遇到很多問題讓我們去面對，我相信在這之後的服

務都會越來越上手的。 

 

  



國際事務報告 

 

協會為國際道德重整協會正式會員，也與其他國家道德重整友會及友人積極保持聯繫，從國

際參與、網絡合作、參訪訓練此三方面拓展國際事務。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從台灣走向世界

—參與國際活動 

1 月 12 日-1 月 30 日 

秘書長歐陽慧芳拜會道德重整團隊 
紐西蘭、澳洲 

1 月 31 日-2 月 2 日 

秘書長歐陽慧芳、監事許壽峰參加道德重

整核心工作協調會議 

印度道德重整中心 

2 月 11 日-2 月 16 日 

秘書長歐陽慧芳、監事許壽峰、志工許惟淳

於亞洲高原參加「兒童為社會變革行動者會

議」(CATS Asia) 

印度道德重整中心 

4 月 27 日-5 月 1 日 

理事陳俊杰、監事許壽峰、秘書長歐陽慧

芳參加亞太區域協調會議(APRG) 

韓國首爾 

把世界帶入台灣

—國際友人來台 

4 月 9-23 日 

紐西蘭道德重整友人 Alison Hayes 及先生

Tony、兩個兒子來台兩週，並在協會安排下

至不同學校進行交流、分享 

菁寮天主堂 

菁寮國中 

永福國小 

本會「青春 M.A.D」專案 

4 月 15 日-6 月 28 日 

紐西蘭道德重整友人 Sarah Teng 與一雙兒

女來台，於台南停留十週訪友、學習、並參

與青少年工作 

本會「青春 M.A.D」專案 

6 月 17-21 日 

香港道德重整友人 Bakie Chan 來訪 
 

8 月 30 日 

愛撒尼亞道德重整友人 Inese Voika 來訪 
 

8 月 30 日-9 月 13 日 

印度道德重整友人 Amit Mukherjee 來台

灣參與道德重整工作推廣 

南寧中學、西門國小 

國際英語演講會、璨揚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永和國中、台北市芳和實

驗中學、哈佛蒙特梭利實

驗教育團體、台大醫學院 

12 月 24 日 

香港道德重整友人梁小慧來訪 
 

 

https://www.facebook.com/inese.voika


從台灣走向世界 

 

⚫ 紐澳訪問(1.13-1.30) 

秘書長歐陽慧芳以亞太區域調委員及本會秘書長之雙重身分，與馬來西亞籍亞太區域

協調委員黃翠菁同赴紐澳兩國認識當地道德重整工作團隊、了解組織運作、專案計畫

發展狀況及拜訪資深道德重整長輩及亞太青年會議之歷屆參與學員。並確認紐西蘭友

人 Alison 和 Tony 夫婦、Sarah 將於四月分別訪台、參與台灣的青少年活動。 

 

⚫ 道德重整核心工作協調會議 Sangam Global Gathering program(1.30-2.2) 

2019 年核心工作者協調會議在印度亞洲高原進行，來自世界各地工作者約八十名齊

聚一堂，於各項會議之間完成精實的討論議程會議。各區域協調委員會也藉此機會進

行分區討論會議。 

 

⚫ CATS Asia 會議(2.10-2.16) 

經過一年的籌備，「兒童為社會變革行動者會議」終於正式於在印度道德重整中心亞洲

高原舉辦。本會監事許壽峰、秘書長歐陽慧芳參與為期一年的籌畫，於二月六日開始

進駐印度會議中心協助會議之協調及辦理。台灣與會代表有許壽峰、歐陽慧芳、許惟

淳 (10 歲，兒童代表)一家三人、支援志工-亞洲高原台灣實習生玉婷，目前住在印度

的會員潘菡亭及她的二歲小女兒 Omisha、先生 Biplab 也全程參加。 

 

⚫ 亞太區域協調會議(6th Asia Pacific Regional Gathering (APRG)(4.26-5.1) 

兩年一次的亞太區域協調會議在韓國首爾舉行。理事陳俊杰和許壽峰代表台灣團隊，

秘書長歐陽慧芳以亞太區協調委員身分出席會議。 

本次會議除了各國工作分享、問題討論外，還進行兩年一次的委員改選，本會秘書長

歐陽慧芳完成四區域協調任期，決定不連任，順利卸下職責。 

此行台灣團隊確認主辦 2020 年第 25 屆亞太青年會議(APYC)，並邀請印度資深工作

人員 Amit Mukherjee 醫生九月來台灣短期參與道德重整工作推廣。 

 

 

 

 

 

 

 

 

 

  



把世界帶入台灣 

 

⚫ 紐西蘭道德重整友人 Alison、Tony 一家四人，來台參與青少年活動(4.9-4.23) 

Alison 與 Tony 在台灣相識，台灣對他們而言有著特殊意義，年初時接受邀請、趁著

假期帶兩個孩子Elijah、Isaac來到台灣度假，並在協會安排下至不同學校進行交流、

分享。4 月 15 日前往後壁區菁寮國中與全校學生見面，分享紐西蘭的生活與文化；

並至菁寮天主堂與來自法國的韋方濟神父見面。4 月 17 日，與永福國小合作，安排

至四年級、三年級各一個班級，由兩個小男孩 Elijah、Isaac 主講，分享個人學校生

活，並開放班級學生提問、進行交流，最後由 Alison 教唱毛利歌曲作為結束。4 月

21 日為協會「青春 M.A.D」專案第一次課程，邀請學員及家長共同參加開幕式，並請

Alison 及 Tony 分享他們的成長經驗與轉折點滴，透過生命故事分享，除了開闊視野、

與世界連結外，更希望讓學員了解人生目標和生涯發展的關係，更進一步思考自己的

夢想。 

 

⚫ 紐西蘭道德重整友人 Sarah 與兩個孩子來台學習並參與青少年活動(4.15-6.28) 

Sarah 自小就參與道德重整活動(父母親為資深道德重整志工 Peter Wood & Glenys 

Wood)，也曾經是第一屆國際生命行動 Action for Life 成員，隨著團隊來到台灣進行

短期工作。這次帶著兩個孩子來到台灣停留十週，旅行、拜訪舊友的同時也是學習

(Sarah 至華語文中心加強學習中文，兩個孩子到哈佛蒙特梭利小學上課)，另一方面則

利用時間參與協會的青少年活動，於「青春 M.A.D」專案中分享個人經驗。 

 

⚫ 香港道德重整友人 Bakie Chan 來台(6.17-6.21) 

Bakie 利用假期來台灣度假，借住協會會館。停留期間，多為私人拜會行程，與不同時

期認識的道德重整朋友相約、聚會，也有機會與本會秘書處同仁分享其個人參與道德

重整工作的歷程，並了解協會的工作重心。 

 

⚫ 愛撒尼亞道德重整友人 Inese Voika 來訪(8.30) 

Inese Voika 在國會工作，因公來台訪問，下榻在高

雄的飯店，於是聯絡歐芳及壽峰能見上一面，分享近

況、彼此的生活重心。 

  

https://www.facebook.com/inese.voika
https://www.facebook.com/inese.voika


⚫ 印度道德重整友人 Amit Mukherjee 來台灣短期參與道德重整工作推廣(8.30-

9.13) 

Amit Mukherjee 從事道德重整工作逾四十五年，此次接受邀約到台灣，短期停留、

參與本會工作推展。Dr. Amit 先後停留台南、台北兩個城市，除了參與本會「青春 M.A.D」

專案，用體驗式活動和青少年說明「領導」與「品格」的關係，此外，也在會員、會

友的安排下到不同學校與青少年進行交流或是參與不同性質的小型聚會，例如：理事

林政瑢、會員陳美珍邀約至國際英語演講會、國台語演講會；會員洪金慧邀約參加其

讀書會；璨揚企業及慈揚基金會多年來支持本會青少年訓練工作，此次也安排 Dr. Amit

前往會面，Dr. Amit 熱情邀約璨揚企業主管至印度參與商業會議(Caux Initiatives for 

Business, CIB)；在理事林政瑢及秘書處同仁徐玉婷、林淑芬陪同下，參觀奇美博物館；

與本會前任理事長蘇仁亮醫師餐敘；透過財團法人台北市立仁愛醫院許金玲主任安排，

與潘維剛(前任立委，2018 年當選「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洲聯盟」百年來第一位華人

主席)會面、交流……。 

 

⚫ 香港道德重整友人梁小慧來訪(12.24) 

梁小慧與朋友來台灣參加進修課程，透過理事袁由娟安排、利用時間到訪協會，認識

秘書處同仁，也了解協會目前的工作推展重點。 

 

 

           

 

  



志工名單 

 

 

王秋萍 邱彥銘 郭佩樺 楊喚凱 

王彬宇 柯浩瑋 郭芸妤 楊喬安 

江雅翔 孫珮昀 陳俊杰 楊聖英 

吳伊立 徐玉婷 陳冠志 葉怡雯 

吳岱芳 袁由娟 陳美珍 葉俊嘉 

吳欣霓 高新喜 陳素芬 廖玉豪 

呂浿榛 張芷瑜 陳詩沄 歐陽慧芳 

李婕妤 張清江 陳韡杰 蔡宇廷 

汪威志 張萬權 曾茝甯 蔡素卿 

周子晴 張詠富 游子萱 鄭子瑋 

周建廷 梁慧芬 黃建源 鄭棠元 

林政瑢 許冠儒 黃筠珊 賴逸樽 

林淑芬 許晏慈 黃詩庭 謝玉萱 

林歆婕 許壽峰 楊芳綾 籃中凱 

林群淯 許惟淳 楊原境 蘇鈺婷 

邱彥碩 郭欣怡 楊琇閔  

 

  



捐款徵信 
捐贈單位：共 216 人及 17 個單位 

Alison&Tony 吳俊毅 林易虹 
徐靜山 

徐小寶 
許月美 陳信林 

Amit 吳冠儀 林政瑢 翁秀珍 許兆文 陳姿秀 

丁迺龍 吳姿瑩 林珍蘭 翁儷衿 許美慧 陳建舟 

尹佩芳 吳軒字 林桂好 翁譽綺 許素凌 陳建良 

方泓翔 吳婉菁 林淑芬 袁由忠 許貴齡 陳思如 

王文子 呂妙倫 
林淑瓊 

邱宣寰 
袁由娟 許閔軒 陳玲敏 

王柑桂 
宋成平 

宋成弘 
林黃秀梅 高季庭 許壽峰 陳美珍 

王恭亮 宋幸潔 林嘉芳 高榮杰 連琨銘 陳美英 

王珠對 李沂蒨 林漢青 張兆慶 郭小黃 陳珮蓉 

王鈴淯 李宛蒨 邱素澐 張清江 郭佩樺 陳素芬 

王爾伶 李明生 邱婉媖 張詠富 郭宗宜 陳得文 

王德睿 
李松昀 

李軒宇 
邱詩儀 張瑛娟 郭癸均 陳淑意 

史幸敏 李錦芳 侯伯隆 張瑞櫻 郭益銘 
陳惠珍 

張中興 

史慧柔 汪威吉 侯宜良 張萬權 郭麗琴 陳 粧 

左榕婷 汪威志 姚 凱 張潤明 陳乙樂 陳翠紅 

朱盈襄 沈士穎 釣魚三帥 張黛櫻 陳月香 陳慧慈 

朱淑娟 沈雅妃 施中信 曹明傑 陳永慶 陳憲明 

江怡菁 周子晴 洪慧玲 梁小慧 陳旭君 陶幼卓 

江亭萩 周佳欣 胡素娟 梁淑卿 陳旭虹 曾淑品 

江淑君 周依芬 胡詩晨 梁慧芬 陳佩儀 曾淑美 

何惠珠 周淑德 修莉鈞 梁慧芳 陳佳玲 曾翊嘉 

吳岱芳 林秀美 孫寧一 莊盛博 陳怡如 曾許澄安 

吳泳騰 林易佳 徐秋芳 許 O 娜 陳俊杰 曾絮琴 



游富安 黃美智 楊淑惠 劉伯淳 鄧碧華 謝裕峰 

游雯雅 黃偉銘 楊雅鷹 劉桂真 鄭月春 鍾馥如 

甯嘉齡 黃稚泓 楊靜文 劉淑女 蕭世頊 簡玉娟 

童稚芳 黃筱惠 楊麗融 劉艷衢 蕭偉君 顏德琮 

黃子羿 黃碧霞 葉大維 歐陽立仁 賴俞嘉 魏晴秋 

黃日燦 
黃翠菁 

凃偉儀 
葉秀慧 歐陽慧芳 賴淑芳 魏嘉民 

黃可名 黃語恩 葉東澄 歐陽慧娟 賴逸樽 羅婉寧 

黃生財 黃慧端 葉銘祐 蔡佳珍 戴杏宜 羅敏城 

黃志榮 黃韻芯 
雷明芳 

雷明賢 
蔡宜蒨 戴苡安 蘇建源 

黃冠雄 黃麗雲 雷浩忠 蔡素卿 戴禎宏 蘇麗秋 

黃炳勳 楊如意 鳳發牌 蔡詠絃 謝玉萱 龔萬侯 

黃美芬 楊宴妮 劉玉雪 蔡瀛慶 謝淇安 
隱名氏數

名 

 

三中實業有限公司 元發貿易有限公司 

人本有機世界商行 世竑企業有限公司 

台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柯鎮洋 艾冷企業有限公司-張黃芒 

躍駿有限公司 傑平有限公司 

啟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牧水巷老爺製作所 谷文堯 

成大交管系同學會 銘傳大學大傳系 87 與 88 級 

璨揚企業(股)職委會 

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青少年方案指定專款) 

財團法人蔚華教育基金會(青少年方案指定專款)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青少年方案指定專款)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青少年方案指定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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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度徵信請參酌協會網站 http://www.mra.org.tw/donation-credit-information.html 



物資捐贈 

捐贈單位: 共 127 人及 11 個單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單位 

小林 

眼鏡 
吳佩甄 林雨蓮 徐明瑋 陳宥霖 黃香蘭 蔡惠如 瑄譽科技 

王小姐 吳欣怡 林姿妤 徐詩涵 陳得文 黃偉銘 蔡漢津 千手互助網 

王旭光 吳整昌 林春城 翁如萍 陳梅蘭 黃煜程 鄭彥彣 坤興發五金有

限公司 王呈婷 呂欣蓉 林陏叡 袁由娟 陳喬茵 黃詩庭 鄭庭杰 

王若蓓 宋米琪 林嘉玫 梁博淞 陳湘蘋 黃筱惠 鄧碧華 財團法人感恩

社會福利基金

會 
王家文 李○棠 林福岳 梁慧芬 陳楚翰 黃韻緁 盧靖縈 

王崇銘 李秀萍 邱明華 莊小姐 陳鈺佩 黃韞宸 賴逸樽 
棣南股份有限

公司 

王啟信 李庭萱 邱婉媖 莊惠嵐 陳藝華 楊小姐 薛一凡 達陞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王菘俞 李誠軒 邱靖惠 莊閔涵 陳姰如 楊芝欣 鍾明峰 

王鈴淯 沈慧珊 金小姐 許哲偉 曾秀玲 楊鳳珠 鍾瑋敏 
萬線實業有限

公司 

朱端 周奇紘 金若羽 許梅香 曾俊綸 葉大維 藍淑玉 友僑食品工業

有限公司 何佩蓉 周智慧 姚考斌 許澄安 游雯雅 詹小姐 顏妙蓉 

何玟賢 底興秀 施植理 許瓏瀞 無名氏 廖月清 羅婉寧 繁榮社會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余明麗 林小姐 洪雅雯 郭先生 黃丁財 熊姿婷 籃中凱 

余思樺 林佳宣 胡小姐 郭癸均 黃千瑛 趙鶯美 蘇小姐 財團法人臺南

市私立慈揚社

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吳小姐 林怡靜 胡素娟 陳小姐 黃子庭 劉信宏 蘇先生 

吳忻玲 林易佳 范綱宇 陳岑楓 黃小姐 劉桂真 蘇裕峰 

吳依紋 林易虹 范馨云 陳佩伶 黃幸儀 劉慧硯 
蔡志銘  

邱婉媖 

財團法人俊逸

文教基金會 吳佳燕 林芳榆 展維光 陳姿圭 黃柏蓁 
歐陽 

慧娟 

Double Soul coffee               

& bistro 游雯雅 
Gotojessica 

Leslie 

Yang 

Monica 

su 
  

 

可用轉帳、匯款(手續費 30)、劃撥(手續費 15)、信用卡(手續費 2.5%)。 

第一商業銀行赤崁分行 605-10503047、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郵政劃撥帳號：1487190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