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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參與 1

2017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與林理俐理事

長受邀至菲律賓參加世界和平婦女會 (WFWP)

指導者會議，與當地政府、婦女團體交流。9 月

18 日第一天住機場飯店，9 月 19 日第二天一

早坐飛機到菲律賓北邊的伊莎貝拉省，這是個

農村省，沒有什麼建設，交通也不便利。從此

次陪同理事長參與會議，我才感受到林理事長

擔任亞洲會長經年在許多東南亞國家及世界各

國奔波的辛苦。

四天的行程非常緊湊，WFWP 與當地政府

召開一場社會發展組織的會議，主辦單位結合政

府的資源做非常好的運用，例如：政府開放公

共的場所，提供當地婦女培養技能及孩童教育。

當天並進行一場社會服務，韓國的 WFWP 婦女寄

了很多漂亮的二手衣（含婦女及小孩），讓民

眾領取。政府與民間組織 ( 菲律賓 WFWP) 藉

由舉辦此活動，結合世界各國文化與飲食進行

陳素燕 副理事長

一個和平展覽活動，有一二十個攤位，展現編

織、飲食等特色文化，是很值得參考的活動。

我看到菲律賓及日本等各國婦女穿著傳統服裝，

提醒我未來國際會議及活動時，也可以穿著具

台灣特色的服裝與各國交流。9 月 20 日參加世

界領導者國際發展會議，為慶祝聯合國世界和

平日，進行為期兩天的會議，主題包括 :和平、

安全、尊嚴、恐怖主義、破裂家庭、婦女家暴、

青少年吸毒、青少年懷孕、貧窮等議題，大家

共同討論並研究更好的對策。

迎賓時，他們為外賓別上具菲律賓風格的

識別證，開場由青少年唱菲律賓的傳統歌曲及

國歌、菲律賓傳統服裝展示，可看到他們在生

活上傳承文化的用心。和平之橋活動，倡導彼

此了解、合作，進行和平的工作。我很高興與

一位大學教授 LIMA 結為姐妹。林理事長是亞

洲會長代表世界會長蒞臨指導，並進行演講。

林理事長同時頒發女性貢獻獎 (Prize of Her 

Story) 給前伊莎貝拉省長夫人 Cecilia M.D. 給

被稱為 Insabala之母，培育當地婦女建立技能。

9月21日剛好是菲律賓解嚴日，出現很多抗爭，

當天很多官員無法來，所以當天臨時我被邀請

做大會閉幕式致辭，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

的經驗。菲律賓世界和平婦女會與我們交流時，

希望未來可以組團互訪做交流分享。我感受到

婦女可以做真正的交流與關懷，建立真實的友

情，深感此行收穫豐盛很有意義。

婦女經濟共享及菲律賓之行所見所感

林理俐理事長 ( 右二 ) 及陳素燕副理事長 ( 左二 ) 與

菲律賓會長 (右一 )等人合影

菲律賓國際會議



2 幸福家庭培力

幸福人生樂齡讀書會

盛夏，由本會所培力的幸

福家庭推廣志工們帶著「以生

命影響生命」的熱情與愛心，

前往「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

館」進行八堂課的【幸福人生

樂齡讀書會】。帶領人與志工

團隊從探訪場地、課程推廣、

工作協調到備課討論等，投入

比往常更多的心力和時間，期

許每個人都能得到幸福的願

心，將幸福的種子撒向參與的

每個民眾。

彭美滿專員 / 婦女與家庭培力組

幸福推廣志工探勘場地及進行工作協調會議

幸福的生命旅程

一位手裡拿著菜的朋友，

因緣際會的來到讀書會，述說

著年輕時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

婚姻，拒絕了母親的嫁妝，一

心想要幸福的生命歷程。經歷

了 50 年男主外、女主內的家

庭生活，為了成全丈夫，低調

地走過這歲歲月月，遇到困境

獨自面對的辛苦，粗糙的手包

含著對家庭全然的付出。這兩

「愛心卡」活動，覺察生活中溝通的模式與方法



幸福家庭培力 3

幸福推廣志工探勘場地及進行工作協調會議

年，先生先走一步，她仍是那

個骨子裡追求幸福的勇者，她

告訴孩子，不要限制她的生

活，她會精彩且自由的度過每

一天。

一位女兒陪同包著頭巾、

罹癌的母親來到讀書會中，帶

領人引導參加學員畫出自己的

「家庭關係圖」，說者經營家

庭關係的「五種愛的語言」，

這位母親聽著聽著，眼淚順著

臉頰流了下來，勇敢地分享著

自己的生命故事。課程休息時

間，女兒特別來和我們致謝，

謝謝有這麼棒的課程可以參

與，並從中得到許多的收穫。

樸實的長者總說要向我們

多學習，謙虛的表情，使我們

更敬佩這些朋友的人生歷程。

原來，讀書會不止讀書，人是

更豐盛精彩、活生生會動的繪

本，而歷史、人文、生命，就

在一個人的身上展現著。

讀書會，是安全、可信

任的團體，一個又一個生命故

事的引出，在體驗活動、主題

課程、團體討論與對話裡，探

索自己未知的部分，覺察自己

從未看見的，一次又一次的療

癒，與來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們

一起學幸福，一起分享生命、

分享愛，這是多麼棒的體驗

啊！

▲

106/11/8 ～ 107/01/24 每

週三上午 9:30 ～ 11:30，將

在「台北市立圖書館王貫英先

生紀念分館」（近捷運古亭站

2 號出口）進行十二堂的【幸

福人生社區讀書會】。免費優

質課程，邀請您一起來學幸

福，和我們一起讀書、讀人、

讀生命。

幸福家庭帶領人工作坊

幸福家庭培力課程第三階

段――「幸福家庭帶領人工作

坊」，繼 8 月初「帶領人培

力課程」的結束而展開，準帶

領人們通過小組團體合作與討

論，用心進行備課演練，老師

專業的指導，使得參與的學員

有更深層的學習與體悟。

帶領，是生命的展現，

也是更深層了解自己的一個歷

程。小暖帶領時，察覺自己面

對衝突感到有壓力，而下意識

的逃避跳過，這樣無意識的行

為模式影響著她的生活；小花

帶領時，發現原來自己受限於

許多來自原生家庭、社會期待

的框架中，是非分明，使自己

無彈性，造成人際的距離；秀

秀發現，生活中自己情緒的反

應源於自我的投射，自己原來

是事件的參與者，而更懂得練

習調節情緒與表達自己的需

要。

準帶領人們挑戰、突破及

願意嘗試，那份勇敢與冒險，

令人感動與欣賞。備課帶領

後，進行的是「討論」，而不

是「評論」，全然地接納自己、

無條件的愛自己，夥伴們彼此

支持、鼓勵，一起成長。他們

不僅是幸福家庭的實踐者，未

來他們將進入社區服務，成為

幸福家庭的分享者，使更多人

得到「幸福」。

▲

預計明年（2018 年）三月

起，也將進行「幸福家庭培力

課程」，精彩可期，想成為幸

福家庭推廣志工或對學習有熱

忱的朋友們，歡迎您提早報

名。相關活動與課程訊息，請

洽本會或官網。

生活中的挑戰，保持正面想法，更容易帶來好的結果 挑戰、突破、願意嘗試，我好愛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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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 多歲就加入世界和

平婦女會的我，在內心裡一直

感受到這個時代社會結構的改

變，婦女的角色對於家庭及社

會比起過去更加重要。婦女需

要彼此鼓勵、彼此成長的平

詹徐美賢專員 / 桃園服務中心

要幸福」的成長講座，活動訊

息一傳開，想不到許多婦女朋

友熱烈報名，讓我感受到相當

地激勵與感動。記得 9 月 12
日開課的前一天，還收到一位

男士報名參加，讓我體悟到幸

福不單靠女性，男性也渴望成

長，用簡單的心去面對真實的

自己，生活其實可以更美好，

加上能認識這麼多願意一起成

長的夥伴，更感覺到追求幸

福只要願意，是做得到的。相

信未來在桃園地區，藉由世界

和平婦女會持續舉辦課程與活

動，能讓自己與家人朋友生活

更加美好。

「女人要幸福」成長講座

台，世界和平婦女會給我一個

看到自己、看到他人的成長機

會，也連結著世界各地婦女的

力量一起前進。

世界和平婦女會桃園服務

中心的成立，首先展開「女人

社區女性培力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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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福嗎？有人覺得幸

福就是吃一頓大餐，或是去

shoppingmall 逛到爽，又或

者是和家人好友聚在一起說說

笑笑。幸福的定義就是如此，

它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妝點，就

能讓人生更加璀璨，但有時候

幸福並不容易得到，因為它需

要懂得人去認識它。很開心來

參加這十分有意義的「女人要

幸福」課程，十分感謝主辦單

位對婦女同胞的用心，精心安

排這一系列對個人、家庭、社

會十分有幫助的成長講座。

從第一堂課「幸福從我

開始」，就深深吸引我，至今

再忙都會抽空來參加，沒錯，

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特色，

卻不小心被世俗的枷鎖框住自

己，而忘了本來面目。有句很

有感觸的話與您分享：山不轉

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

轉；心不轉呢？心隨境轉則煩，

境隨心轉則善，所以我們每個

人都要從心對自己好，作個幸

福快樂的人。

老師問我們：「幸福在

哪裡？」就在鏡子裡，因為唯

有自己快樂，才能帶給別人快

樂，試著發自內心地笑，你會

發現世界到處都是美好的，情

緒有如感冒一般，傳染力是很

強的，而你就是散播快樂最大

的貢獻者，散播歡樂散播愛，

取悅自己的同時，也照亮你周

遭的所有人，讓這世界發光發

亮，就從自己開始吧！

心清了，看什麼都清楚，

感謝婦女會辦「女人要幸

福成長講座」，當我見此海報

時，其大小標題、課程目錄皆

深深吸引我，是期待已久的心

靈成長課程且是免費的，哇！

太棒了！因此也邀新婚的女兒

參加。

課程內容非常豐富，讓我

收穫很多，在此簡述：

𡛼課程的層次與內涵，每次

上課皆讓我驚嘆不已，嶄新

的感受，例如：

 心情曲線圖：透過座標

圖，將一日的心情（情緒的變

化）自我覺察，細細省思，真

實的呈現標示與註記內容，清

楚的理解自我內在與外在人、

事、物的牽動，而產生微妙的

相互關聯是「心隨境轉」或是

「境隨心轉」的相互對照與反

射作用。

 愛的語言檢測活動：自

我檢測中，進一步深入觀察自

所謂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每

個人都能成佛，你就是那最棒

的自信佛，透過這一系列知性

講座必可遨遊其中，自在無

比，「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期待大家愛的存摺數不盡，讓

更多人都能來一場心靈 spa ！

我內在最深層的需求，讓自我

反思「需要」與「想要」彼此

消長勿執著的點與面。

𥕛感謝帶領人與學員們：

 將個人的經驗、感受、

分享交流，提供我多元的思考

與理解，不同的體悟，面對

人、事、物有更圓融、更適切

的思維、語言和行為表現，

做為滋養自我生命與生活的活

水，進而豁達、正向面對逆境

與困境。

 帶領人自我內在曾經受

傷的小孩，自我對話的經驗分

享，讓我體會到自我療癒的重

要性與用對方法、方式，一次

次地讓自己解脫，放下不愉快

的經驗並自我肯定、自我讚

賞、自我成長茁壯。

𥐥意外的收穫――

  與女兒共學

在活動分享交流過程中，

彼此有新的認識與理解，對過

去的角色扮演有更深的了解與

認知，而課後共同研討、切磋

內容，以夥伴學員的角色心態

互相交流、分享與運用，營造

家庭和樂，為人妻、為人媳的

心境，及人際互動趨向智慧與

圓滿的方向。因此，我們的情

感更濃郁，心靈的距離拉近

了，而共同的話題也更深入、

更寬廣了。

《幸福成長課心得》桃園 張碧娥學員

《婦女會課程心得》桃園 呂貞慧學員

社區女性培力講座



6 菸害防制宣導計畫

曹方繻專員 / 青少年培力及菸害防制組

菸害防制宣導計畫──

傳遞愛的種子

師資培訓——初階

在 9 月 11 日於新北市衛生局大禮堂舉辦整

天的師資培訓課程，共有 128 位參與培訓，其

中學校代表為 80 位，非學校者 48 位。當天邀

請積穗國中龍芝寧主任及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張

佳雯主任，擔任專業知能的授課講師，參與學

員皆受益良多；下午接著請新莊國中馮嘉玉老

本會於105學年度初次承辦新北市菸害防制宣導計畫，皆獲得師生及衛生局

一致好評與肯定，因此，今年繼續承辦106學年度計畫，從8月開始進行相

關準備工作。

師及永福國小林國榮老師分別演示國中小教材

宣導，透過示範教學，使學員更加明白宣導的

各項細節及重點。最後，學員透過分組討論與

分享，更加瞭解個人對於入班宣導的準備及想

法。

本會講師與重慶國中組長一起力挺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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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班宣導開跑

於 9 月 20 日起展開新北市校園宣導，在

11 月 30 日止已累積 828 場宣導 ( 國小 424
場 / 國中 404 場 )，參與學生共 23374 位。

106 學年度國小共 209 所 /1257 班；國中共

我始終相信，意義的形成與價值的建立，

是所有重要改變的觸媒，與維持有效行動的燃

料；所以，在基本的生活常識與核心的健康概

念之下，更需要引導青少年建立正向的自我價

值，釐清生活與生命的意義，發展對於未來的

美好想像。因此，一份合宜正確的成長地圖和

一個值得追尋實現的理想夢想，給了孩子們一

個努力的理由和方向，願意自律、延宕滿足，

成功避開圓夢之路上的地雷或陷阱，做好為自

己出征的裝備和準備。除此之外，在宣導實務

上，進班的面對面溝通，更是直接收穫師生間

對於菸害議題之理解與態度的有效方法。透過

宣講師資的充分準備與清楚表

達，隨班老師多數都能給予肯

定，而宣講師資的授課技巧及

幽默示範，更能吸引孩子們的

專注力與認同感。

好，還要更好；除了掌聲，

也有期待。因應學生家庭概況

與生活圈，有的老師提出希望

加上反毒、戒檳等內容；為加

深學生對於菸害的理解與學習

興趣，希望有更多使用菸品後

的實例照片或影片，或是配合

學習單、後測問卷的設計，以

我在菸害防制宣導工作中的看見與盼望

/ 鄧淑鳳講師  

95 所 /1141 班。目前國小已安排 144 所 /837
班，進度達66.5%，國中已安排56所/668班，

進度達 58.5%。

《宣導心得分享》

深化學習效能。對於相關期待，我們多半在宣

講過程中做了及時回應與補充，期待在未來的

宣講規劃上，可以更臻完善。而在孩子的課堂

回饋中，我們也感受到對於家人健康的關照與

無力。除了提供相關方法策略外，也鼓勵孩子

們堅持不放棄，在愛中持守健康信念，提醒孩

子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確選擇。

懂得感恩，是遇見幸福的重要能力指標。

感謝每一次相遇的人與事，因為心懷善念，我

們彼此善待、成就善緣。延續棉花田老農的智

慧，唯有讓周圍的種苗都好，才能始終收穫良

田。就讓我們一起揮汗撒種，歡呼收割吧！

幸福的我，有能力建構屬於自己的美滿家庭；

幸運的我，有機會成為擘畫健康個人、家庭乃至社會的推手。

每一次，總是期盼帶著輕聲暖語成功破冰，

每一回，總是能在孩子的歡聲笑語中看見希望，

所以，不管再遠、哪怕再累，

我們仍然懷抱熱忱、滿心歡喜的踏上宣導之路，

因為一切都值得。

我為何而來，是課前不斷的自我探問，

孩子為何要聽，是課中持續的溝通對話，

所有的感動與行動，是課後期待引發的心 /新生活策略。

樹林國小學生與淑鳳講師熱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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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雯雯專員 / 青年培力防愛滋反毒組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長期投入校園宣導防範愛滋、反毒以及兒少性教育之

主題，相信教育能改變及影響學生的態度，讓青少年在關鍵時刻懂得「珍愛自

己，遠離危險環境，拒絕毒品與性誘惑！」

2017金門地區防愛滋反毒
     兒少性教育宣導

2017年於金門縣政府的

支持下，推動金門地區防愛滋

反毒、兒少性教育宣導，安排

9月11-14日為期四天共17所

校園的宣導，由彭素華講師及

張巧兒講師宣導，受益學生人

數達1,857人。學校都很歡迎

能舉辦此次宣導，不但對學生

有很多助益，學生也很喜歡實

用的宣導品。

其中，古城國小楊成業校

長及全體師生到場參與，表達

校方對關懷愛滋、拒絕毒品宣

導活動的關注。楊校長指出，

預防勝於治療，教育是最省錢

且最省事的防治方式。楊校長

非常感謝本會長期投入校園性

教育與防愛滋反毒宣導，加強

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初級預防服

務，幫助學子們建立正確防愛

滋、拒絕毒品的概念。

古城國小宣導由本會彭素

華副理事長擔任，她也是中華

民國演說藝術學會理事長，曾

於全台灣多所國中小學做過多

場愛滋防治專題演講，內容活

潑生動有趣。以幽默風趣的口

吻和深入淺出的方式配合有獎

徵答，吸引學童積極聆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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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間引導學童思考，並進

一步了解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建立對愛滋病正確認知。並透

過師生討論，讓學童更懂得尊

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的身體，

聰明做好自己身體的主人。

活動最後，校長楊成業特

別致贈感謝狀給講師彭素華，

代表師生表達謝意，同時與講

師及全體師生合影留念，為宣

講活動劃下圓滿的句點。

古城國小楊校長非常用

心，在宣導後將宣導活動發新

聞稿給媒體，以下是「金門日

報」的報導摘要：「幸福來向

我招手，一起用愛守護青少

年！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

（9月12日）到古城國小辦理

「2017兒少性教育與愛滋毒

品防治宣導」活動，世界和平

彭素華講師金沙國小宣導

婦女會台灣總會副理事長彭素

華，以幽默風趣的口吻，深入

淺出的方式配合有獎徵答，將

防治愛滋、拒絕毒品等防範觀

念傳遞給學童，也吸引學童積

極聆聽和搶答。古城國小楊校

長表示，希望學童從小建立

正確的愛滋及毒品防治的觀

念。」

彭素華講師多年國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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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很榮幸能擔任離島宣導活動志工，於

9 月 11 日至 14 日，隨同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

總會副理事長彭素華女士，以及台大公衛所博

士生張巧兒講師，深入金門各地進行兒少性教

育與防愛滋反毒宣導，四天三夜的行程了包括 1
所金門大學及 16 所各地國中小學，三鎮二鄉全

數到訪，可說是全金門走透透了。

當地居民表示，金門地區的水資源不足，

日照強，蒸發快，物資較台灣本島缺乏，除當

地種植的少數蔬菜外，絕大部分的蔬菜水果多

依賴台灣空運，但縣政府長期以來對居民非常

照顧，尤其對於教育資源的投入及用心，更是

不遺餘力。

世界和平婦女會多年以來，每年到金門校

園宣導。許多學校表達很需要這樣定期的宣導，

幫助孩子們瞭解毒品的危害及正確地認識愛滋。

人們在感染愛滋病毒 (HIV) 後，通常不會立刻

發病；可能在感染後六個月，甚至長達十年或

更久才會發病。愛滋病人在發病之前，從外觀

是看不出來的，但是卻有傳染力，這種病毒會

使人失去抵抗病原體的能力，甚至喪命。透過

每年的講授以及重點複習，加深孩子們的印象，

萬一遇到周圍有愛滋病患者，孩子能懂得保護

自己，並且尊重同學，不害怕、不歧視，仍然

可以一起上學、打球、運動，愛滋病的病毒可

以存活在哺乳類動物及人類身上，但並不會透

過蚊子叮咬而傳染，主要傳染途徑有三：

𡛼血液傳染：如果同學受傷，不要碰觸血液，

趕快報告老師或送到保健室。注射毒品共用

針頭、針筒是愛滋病毒散佈很快的方式，因

為病毒會留在針頭及針筒血液上，而進入下

一位使用者的血液中。

𥕛性行為傳染：在求學階段，要把重心擺在課

業上，避免發生婚前性行為，尤其如果有吸

毒，更容易發生不安全的性行為，應避免出

入危險場所。

𥐥母子垂直傳染：已感染病毒的母親在妊娠期、

生產期、或因授乳都可能將愛滋病毒傳染給

嬰兒而染病，由於罹患愛滋病後，現行醫療

尚無法根治，必須終身服藥控制，因此愛滋

媽媽一定要事前透過醫療系統取得專業協

助，以免憾事發生，造成一輩子的負擔。

有別於一般校園的宣導，在金門同一場次

的宣導，可能年齡層會有所差異，考驗著講師

的功力和臨場反應，素華講師透過生活化的案

例加以說明，台下不時傳來同學們恍然大悟的

驚呼聲，並以輕鬆活潑的搶答方式，加強學童

的專注力，及促進參與，彷彿同樂會般的熱鬧；

另一場印象很深的是隨同巧兒講師到金湖國中

的宣導，全校七至九年級總共四百多名同學齊

聚大禮堂，同學秩序良好且反應熱烈，顛覆了

以往對於國中生調皮搗蛋又愛唱反調的刻板印

象，經詢問，老師們不約而同都表示金門當地

民風純樸，尤其特別重視品格教育，自小就奠

定很好的基礎，到了國中階段，也不會因為過

於偏重知識教育而疏忽了品格教育的必要性，

這點讓我非常的感動。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長期投入校園性

教育與防愛滋反毒宣導，就是希望防治觀念能

從小做起，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期盼有更多關

心社會，關心下一代的朋友們，也能夠一起投

入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助教 黃儷華感想分享

儷華金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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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方繻專員 / 青少年培力及菸害防制組

尋找發揮的舞台。6. 多參加活動，多接觸自己

尚未接觸的，才會知道自己的面向，找到適合

自己的方向。7. 學習效率管理，高效率創造高

報酬。8.溝通的能力很重要。9.年紀不是問題，

志氣才是關鍵。江軍認為，只問實力不問年紀，

是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寫照，因此一定要好好充

實自己、培養自己，把自己投資在對的事物上。

要如何實踐目標，達成夢想 ? 江軍在最後

提供三個方法供大家參考學習。

𡛼觀察法――試著模仿並參考想要成為的人。

𥕛三個理由――給自己三個理由，想清楚為什

麼做這件事，不匆促盲目。

𥐥便利貼管理――把目標具體化，時時刻刻提

醒自己。

「你跨出的那一天，就是你蛻變的那一

天！」跨越舒適圈，經歷磨練挑戰過後，將會

發生你過去所想像不到的好事，既然年輕是最

大的本錢，就讓我們多多將自己打磨打亮，開

創屬於自己的路吧！

8 月 30 日在「吉他好朋友」舉辦了國際青

年志工培力講座，此次邀請本會優秀的青年志

工――江軍，分享「在全球化時代開創屬於自己

的路――厚實新世代的軟硬實力」。當天參與者

共 28 人，在場大部分為大學生，現場貴賓有來

自韓國世界總會的實習生 Youngsoon Quinn
及四位日本國際志工，以及本會的理事。

江軍的學經歷背景可說是非常豐富精采，

是一位很懂得自我規畫並一一實踐的青年創

業家，現為博納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也是

Google 亞洲華人講師 ( 亞洲僅 31 人 )，除此

之外也積極參與國際公共事務，並關注各項青

年發展事務。不僅如此，還積極考取各項證照，

並出版著作。

「你想要什麼人生 ?」是江軍在分享過程中

的第一個提問，一開頭就非常吸引人深思！一

個人之所以可以如此多領域發展是因為他「把

心打開」了，學習不同領域的面向，需要對世

界常保好奇，並且要懂得善用資源！江軍分享

幾段話給各位主人翁去思索：1.年輕就是本錢，

是失敗的本錢，也是臭屁的本錢。2. 確定自己

的方向，多參加研討會、各種活動、研習或課

程，並學著課外延伸，不要只停留在課堂內的

學習。3. 找到適合自己的，因為天生我材必有

用。4. 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5. 別拿自己的弱

點和別人比較，大前研一說要成為一個「π 型

人」，「π 型人」就是要充實基礎知識，精通

第一專長，學習第二專長，再貫通兩大專長並

在全球化時代開創屬於自己的路
──厚實新世代的軟硬實力

日本國際志工與韓國總會實習生

一起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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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兒童品格營共有 35 位國小孩童參加，帶領孩童們

參與單車挑戰完成任務，增進孩子之自信心，並培養毅力。營

隊中安排課程，講授歷史偉人的故事，啟發孩子的知性，並學

習偉人的精神；更藉由團康活動，引導孩子們學習團隊合作。

營隊的活動服務，讓年長的孩子擔任小組長，學會付出、關懷

他人。經過五天四夜的營隊，孩童們學習規律的生活，遠離塵

囂及 3C 產品，接近大自然，親近山水，開發知情意的生活。

2017兒童品格營

羅淑婉 / 淡水服務處

2017/7/19~23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小

愛滋感染 15-24 歲佔近 3 成以及毒品濫用年輕化，預防

教育乃是當務之急。本會在屏東地區的服務處積極在屏東縣學

校、社區，傳達正確防治愛滋及反毒的觀念與態度，守護青少

年的健康。

彭彩香宣導講師 / 屏東服務處

2017年屏東服務處

防愛滋反毒宣導
學 校

前進國小

建國國小

里港國中

惠農國小

振興國小

歸來國小

九如鄉新庄社區

仕絨國小

土庫國小

彭厝國小

九如國中

長治國中

崇文國小

德協國小

長治鄉頭前社區

九如國小

中正國小

瑞光國小

繁華國小

新圍國小

宣導日期

1/4

1/11

2/17

2/21

3/14

4/18

5/13

5/16

5/24

6/6

6/7

6/8

6/14

6/15

8/15

9/6

10/20

10/27

11/16

11/17

在這次活動中，我們這組
最期待的就是單車挑

戰。原本我們這組是最早完
成任務回到集合處的，所以
我們一直以為我們將會是第
一名，但是因為回頭去挑戰
加分題，小組長沒有和班長
溝通好集合時間和地點，使
得我們這組喪失第一名的資
格。剛開始，我們小隊的成
員都不太能接受，結業式時，
我也因此心情很沮喪。但是
班長告訴我們 :「並不是自
己很厲害或小組很快完成任
務，就是第一名，更重要的
是團隊合作的精神，如果只
是自己做自己的，但沒有團
隊合作、符合團隊的盼望，
那麼即使我們表現再好，都
沒有用 !」後來我自己也反
省，覺得班長說得很有道理。
小組本應贏的，卻輸了，雖
然還是有點難過，但我覺得
學習到寶貴的一課。

◎學員分享：

  小五學生 宗平

團體動力

屏東校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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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Taiwan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

捐款專戶 帳號：118-20-074256-8
華南銀行公館分行 戶名：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本會 (02)2363-7656
衛生福利部勸募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51364093 號

徵求守護青少年愛心天使！
每天存 10 元捐款，預防年輕生命迷失！捐款單筆 2,000 元，即贈一限量版手環型隨身碟！

歡迎至官方網站 http://www.wfwp.org.tw 線上捐款

幸福家庭培力  利他服務關懷弱勢  反毒防愛滋預防工作  菸害防制衛教服務宣導  國際青年志工培力

凝聚婦女力量，推動倫理教育，以善化我們的家庭與社會
We are dedicated to uniting women to take action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and healing of our families and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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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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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說

明

幸福家庭
帶領人培力

在安全信任的團體，深層

地自我覺察與深度專業學

習，培育幸福家庭帶領人，

成為幸福家庭的實際者與

分享者。

帶領人
工作坊

透過一系列智慧

與愛課程設計與

創意活動、體討

論，學習愛自己

愛別人一生最美

的功課，創造自

己與家庭的幸福。

幸福標語：「願

意創造愛，絕對

會幸福」

基礎班
(台北 )

近期活動 活動可至本會官網報名！ 官網ＱＲ→

捐款單筆滿600元，

即贈《飛翔的一條

線》或《蜂潮來襲》

女力好書1本

或歡迎來電(02)23637656洽詢！http://www.wfwp.org.tw

看電影
學性平

初階：

6/17~ 8/23
9:30~12:00 

進階：

6/19~ 8/7
9:30~12:00 𥕛

防愛滋反毒有獎徵答獎品

請接洽承辦人 楊小姐
歡迎捐贈

3/8 ~ 5/31 
9:30~12:00
主題課程 (必 )

13:00~14:30
體驗課程 (選 )

9/6~11/22 
9:30~12:00

3/6~5/22 𥕛
9:30~12:00

2017/

11/14~12/19
上午 9:00~12:00

品質學會 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75 號 9 樓

           ( 古亭捷運站 4 號出口 )

可單堂參加

帶領人 :

幸福家庭
帶領人團隊

洽詢電話 :

徐專員

03-4517458 

桃園服務中心

桃園市中壢區中福路 248 號

透過一系列

智慧與愛課

程設計與創

意活動、圑
體討論，學

習愛自己愛

別人一生最

美的功課，

創造自己與

家庭幸福。

基礎班
(桃園 )

2018 年度幸福家庭培力計畫
桃園社區婦女

教育講座
高 雄

服務中心

快樂學排舞

每週日下午
12:00~13:00

聯絡人 :

黃惠俐 主任

0987617730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

一路 27 號 8 樓

日期  2017 / 12 / 30 𡠪 上午10點開始報到 11點開始 

地點  台北圓山大飯店 VIP樓層 敦睦廳    

電話  2363-7656 分機14 彭小姐

世界和平婦女會25週年慶及全國幸福家庭表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