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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林理俐

光陰荏苒，轉眼間世界和平婦女會即將邁入第 24 年。

回首來時路，內心有許多的感恩與感激，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活

動 ，總是在志工姊妹們與理監事顧問委員們的熱心支持協助下，

編織出許多美麗與動人的回憶。

世界和平婦女會自創立以來致力提升女性形象，深信教育一

位女性即等同於教育一個家庭，通過系列的女性培力及幸福家庭培

力課程，以「願意創造愛 絕對會幸福」的核心理念 , 我們已幫助

許多女性走出人生谷底，展現生命的自信與光彩，並以帶領人的方

式在社區圖書館用生命的故事去感動幫助更多人。

在關懷青少年的事工上，我們以母親愛的心情，在全國各校

園積極從事愛滋防治與反毒推廣工作，不管山上、偏鄉或離島都可

以看到我們的足跡。尤其為引導青少年能珍愛生命，作生命的主

人，我們從小紮根，通過校園宣導、有獎徵答及創意競賽的方式，

讓青少年學生關注並一起參與。近年來由於愛滋新感染人數的增加

且有年輕化的趨勢，本會特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及台灣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合作，培訓約 100 位種子師資，自 102 年起直接針對所有

國中七年級學生進行入班宣講，共計宣導 3,250 班約 93,750 名

學生。新北市 15-24 歲每年新增感染人數，由 93 年的 80 人增加

至 101年的 171人、到 102年的 139人，呈現近 5年來首度下降，

且降幅達 19%，居全國平均 7% 之冠，顯見從校園推動愛滋防治，

已有明顯成效。 

另一項主要工作即是今年四月成立的「亞洲女企業家和平聯

盟 」Asian Women Entrepreneurs' Peace Alliance(AWEPA)
的平台。我們結合熱心公益女企業家的愛心與資源，一起幫助需要

幫助的人。值得恭喜的是永久會員蕭麗華老師實踐利他精神，熱心

幫助弱勢婦女經濟自立，通過蝶式挽面成功創業，在光輝的十月

「心心時尚東方美學館」開幕了。另一位是婦女會幸福家庭培力講

師黃馨慧老師，將多年從事心靈成長課程經驗出書後，在十月為女

性打造一處「珍愛自己」心靈咖啡空間，引導更多人走出生命幽

谷，共享生命的美好，這真是值得賀喜之事！

未來本會將在青少年培力、婦女培力與全球婦女和平網絡三

大領域持續深耕，希望從個人、家庭、社區、社會到國家世界的各

層面，搭建起綿密之和平與愛的連結網絡。

而且為更完整呈現我們工作的成果，婦女會的期刊也將改版，

以新的季刊方式來和大家見面，盼望這新的園地，可以更方便讀者

的閱讀與交流。

期待您的參與，讓我們心手相連共創美好和平新世紀！

心手相連 共創和平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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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不斷要求自己「我還能為你做什

麼？」的功文文教機構總裁蔡雪泥博士，一直

認為只要是為國家、社會及每個人都有益的

事，就值得她全心全意的付出。從年輕時洋裁

家政的教學與事業，到中年投入教育的志業，

還有堅持一輩子的社會公益，都秉持著這個信

念，不曾改變。

在推動親職教育的工作，她總是身體力

行，從遠赴海外掌握最新教育訊息，到根留臺

灣開發兒童學習潛能，近十多年來，更是用心

促進學術的交流，努力提升教育品質。透過推

動功文式教育，蔡雪泥博士不但培育出無數優

秀的孩子，更以實際行動敦促家長關心孩子的

學習，讓親職教育深入每個家庭，在全國各縣

市、鄉鎮、社區舉辦親子時段、親子共學成長

班及親子教養講座，希望將正確的觀念、好的

方法傳遞給家長，從家庭教育開始扎根。

在面對社會公益、國家急難時，她更是

不遺餘力。捐贈救護車、復康巴士及老人福利

專車，提供各地方政府、醫療單位更多資源，

協助身障或是行動不便的老人家，能夠順利就

醫或就業；而且為了讓愛能永遠延續下去，捐

贈十二間房子給蔡雪泥公益慈善基金會，將房

租收入提供給清寒學子，讓他們不受困境的阻

礙，可以繼續求學，擁有改變一生的機會。甚

至為沖繩縣的華僑提供了中文教育器材及傳統

文物，希望第二代、第三代的華僑子女不要忘

培育優秀學子

洋裁家政教學

利他服務關懷弱勢 32 亞洲女企業家和平聯盟 熱心公益女企業家系列報導

了自己的母語和文化，並捐贈救護車給當地的

紅十字會，協助當地救難工作，這份跨越國界

的愛，感動了日本政府，特頒贈金色有功勳章

予蔡雪泥博士，並獲聘琉球第一號終身民間大

使。

「教育是我的最愛，服務是我的最樂」，

蔡雪泥博士只求付出不求回報；推動教育志業，

培育無數英才貢獻社會；熱心公益用愛擁抱社

會，她不僅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更是一位教

育家、慈善家。蔡博士用無比的智慧和勇氣，

不斷創新、突破難關，堅持到底，相信定能成

就並圓滿整個國家、社會和家庭。

捐贈救護車

愛是最美好的能量
世界和平婦女會愛灑佛陀的故鄉

  ──尼泊爾藍毗尼　興建教學大樓
世界和平婦女會亞洲總會，

聚集台灣女企業家們的愛心，在

佛陀的故鄉──尼泊爾的藍毗尼

(Lumbini)，協助當地弱勢孩童，

興建教學大樓，幫助 400 多名兒

童解決學習的問題。

此項義舉不僅獲得當地政府與

民間深深的感謝，並讓台灣與這知

名的佛教聖地建立起真摯的友誼，

讓台灣之愛聲名遠播！

——功文文教機構 總裁蔡雪泥 博士

長期細心灌溉 預見美好成果─希望種子 耕青計畫
屏東泰安國小弱勢兒童品格課輔   

泰安國小一對一課輔

本計畫服務對象為屏東縣泰安國小等之單親、清寒、隔代教養、外籍配偶、原住民等弱勢家庭

學童，由輔導老師及經培訓合格之大學輔導志工，利用週一、週二、周四下午 4:1 0 ~ 5:50 輔導學

童課業，並安排多元化品格教育及生命教育教案，期能藉此提升兒童的人際互動、自信心、品格發展、

課業等方面。讓學童及大學青年皆享有全人教育。

除了提升孩子的自信、學習興趣及能力，也改善學習態度養成自己完成課業的習慣，更協助將

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尤其希望透過陪伴，讓孩子們感受到關愛與接納！讓目前無法上安親班、補

習班或得到家中妥善教養的孩子，在身心靈上得到足夠的照顧

與關懷。同時讓家長無後顧之憂，得以安心工作進而改善家庭

經濟與生活品質。

教學相長，志工老師不只實際學到帶領學童的技巧、得到

團隊合作的經驗、體會到箇中樂趣，更能付出、惜福與感恩，

將志工的種子散播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

教育的成果雖不是短時間可看見的，但只需長時間的細心

灌溉、耐心等待，必能結出美好豐碩的果實。

已落成的教室

今年2月份破土典禮的盛況

您也可捐助這些孩子！
新教室之課桌椅資金募集中。

捐款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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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請填末頁捐款單回傳，感謝。



104 年 7 月 7~8 日「國際青年志工領袖培力」初階邀請幾位青年典範講師分享許多青少年有興

趣的主題演講，8 月 10~12 日進階培力以營隊方式進行，主軸定位在青年領袖之三心三力 (自信心、

同理心、責任心、團隊力、溝通力、執行力等 ) 培力，這群青少年從參與活動中啟發他們對自己的

認識與新的看見，對自己及他人與團隊有更多的了解，不論在活動中競賽結果如何，重要的是自己

如何看待自己及身旁的親友家人，看重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在活動體驗中看到學員們的轉變，從

桀傲不遜、冷漠防備，到謙卑自我、包容異己、真誠袒露，通過與不同人格特質的夥伴相處學習後，

對自己要成為擁有三心三力的青少年志工領袖更具有信心與決心。

看見不一樣的生命感動
喚醒青春熱情，你的力量超乎想像

此次先感謝世界和平婦女會

讓我有這樣參與的機會，原本以為

只是當作學員參加，沒想到可以擔任助教的工

作，覺得十分開心與榮幸，謝謝你們。

從高中到大學參與過許多的營隊，但這是

跟之前所參加過的都不一樣，不是玩 RPG、

大地遊戲這一類型的，而是透過靜態與動態的

活動讓我們對自己及 DISC 四種人格有更多的

認識，也藉由活動不斷提醒我們何謂領袖，並

透過不同性質的活動引導每一個人都能成為領

袖，可以發揮自己擅長之處。這樣不僅讓我們

肯定自己，還能接納自己的優缺點。

另一個感到特別的地方在於學員從高一到

大學剛畢業的人都有，年齡層分布廣，所以在

面對有年紀衝突之下的小隊組成大家要如何互

動、互助是一個很重要的相處學習，不過我們

第四小隊都相處融洽，大家雖然一開始相處有

些害羞不熟絡，但是經過一晚之後大家的話匣

子都打開了，甚至在準備電視笑話冠軍以及愛

滋反毒宣傳企畫，更讓大家凝聚在一塊，也找

到他們擅長發揮的舞台了！

每個活動設計都讓人印象深刻，從一開始

的「不可能的任務」到最後的「勇渡流沙河」

每個都十分精采，而且也緊扣核心，讓我們藉

由活動可以去體現到每個人的發揮長處，藉由

團隊的學習更能善用這些特質。跟大家一同熬

夜、互相擁抱、一起挑戰各項任務等各種點滴，

這是這次暑假最深刻的回憶了，很開心能認識

大家，這樣的營隊很棒。

國際青年志工領袖培力 54 國際青年志工領袖培力 國際青年志工領袖培力 54 國際青年志工領袖培力

在這兩天的營隊中，我看到了

很多人的生命故事，看到了很多可以幫助更多

人的管道，看到了當志工的價值。

首先我先認識了世界和平婦女會這個

NGO 組織，後來又透過了外交部發掘了很多

現在可以和國際接軌的方式。即使我只是個小

高中生，但我透過這樣一個營隊了解到關懷世

界的重要性，了解到現在社會必須要是人與人

之間互相協助，而非只是自私的只考慮自身的

好壞，了解到這世界上還有很多人需要我們的

幫助。

國際禮儀和司儀訓練更為精彩，從一些小

故事中知道在國際中出糗可能不僅僅危害到個

人給別人的觀感，更可能因此造成國家在國際

中產生不好的印象。儀態的訓練及口語的表達

是要進入世界中重要的訓練，好的司儀必須要

學習如何安排流程以及如何權衡大局，這些都

是在司儀訓練中必修的課程。

最後，我非常感謝這個營隊，它帶給我不

同的人生體悟，帶給我不同的世界觀，帶給了

我更多關懷的心情。

志 工 分 享

團隊默契矇眼圍城

骨牌挑戰同心圓排法

陳寬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二年級

曹方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三年級

李容榛/國立師大附中一年級

第一天的最後一堂課，DFC
的理念最讓我感動，或許出自於

感同身受，看著一部部影片，我

幾乎要哭出來。在現今許多行業中，實習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環，那麼，為什麼我們還是一樣

從小被要求不斷讀書而不去實踐呢？只擁有，

卻不懂得運用，那有多可惜呢？我想，這對我

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反思機會，正因為現在

已經長大，所學過的知識應該不會比那些孩子

們少，那麼我們能夠實踐的一定更多。

老實說，第二天我偷偷流了幾回眼淚，早

上春天老師帶給我們生命的故事，讓我們知道

沒有誰比誰更加不幸，只有誰比誰更能夠堅強

勇敢的生活下去，下課後，我走到她的面前，

有好多話想對她說，但我最後只說了：「妳很

偉大。」因為我知道，這樣就足夠了。而下午，

陽靖導演的演講，讓我受到非常大的鼓舞，我

念心理系，我想成為諮商師、助人者，我總是

非常擔心自己能力不足，覺得自己因此無法幫

助別人，但在聽了演講後，我決定要再變得勇

敢一些，我還是會努力朝著自己想前進的方向

走，但我不再害怕自己會能力不足，不管未來

我做什麼，只要我有一顆願意助人的心，就算

用盡全力也只有一點，只要願意把那一點付

出，就能夠有貢獻。

經過這兩天的培訓，我獲得了什麼？我對

於整個世界在關注的議題有初步的了解，我知

道了有哪些我可以參與改變世界的機會，還學

到了不少有用的新知識，沒錯，這些東西都非

常重要，但我覺得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除了需

要有目標、有知識、掌握機會，還需要有一顆

願意去愛人的心，有熱情付出，才不會讓熱血

與愛心流於功利。



2015 年 3 月開始舉辦的幸福家庭基礎課

程至 6 月開始展開的帶領人培力至今已逾半

年，許多人起初只是抱著學習自用，經營自己

的家庭步上幸福之路，先從學習幸福的三根

柱子理論 ( 如何愛自己、愛別人、接受別人的

愛 )，把愛自己當做是主餐，別人給的愛就當

做是點心，當自己把主餐吃得七八分飽，別人

給的點心兩三分有沒有就無所謂了，學員們從

中領悟學習，讓自己有了更盈滿的愛就更願意

把愛分享出去。一位曾經心靈傷痕累累的姊妹

真誠地說 : " 非常感謝本會舉辦幸福家庭培力

課程，我通過學習愛自己，家人子女與我更親

近了 "，現在她勇於面對自己，沒有委屈、抱

怨，時時覺察自己，一步步活出精彩生命，她

很開心地與人分享身為憂鬱症的經歷，更感謝

通過這個課程救了自己及家人，現在她積極學

習及裝備自己，希望未來可以到社區去分享幸

福課程。 

從基礎課程到帶領人課程，只有少數幾位

學員受限於經濟因素需要投入職場，或者要照

顧家人或孫子只好暫停課程，幾乎八九成的學

員順利堅持過來，「帶領人課程除了由馨慧老

師繼續深化帶領人的基本功外，安排林貴真老

師講授有效的團體動力，貴真老師妙語如珠，

吟詩看影片，生活中俯拾皆是她的好素材，在

生動有趣的互動中看到老師的功力，自然而然

的魅力絲毫不露出教導的痕跡，讓學員領略帶

領的方法「貴真」！ 7 月 20 日適逢爾雅出版

社 40 周年慶，學員們一起與貴真老師、隱地

先生相約爾雅書房慶祝，透過當日人文薈萃的

交流分享，再一次領略帶領之妙存乎一心，靈

活運用四層次在每個生活的當下。還有王琇慧

老師帶領同學自我覺察，深入淺出地與同學問

答互動，示範如何提問、引導問題、處理問題

的技巧。許多學員從幸福家庭基礎課程到帶領

創造幸福是我的終身志業
2015幸福家庭培力課程 報導

林理俐理事長開幕致詞

小組討論

第八課 帶領人的溝通與領導技巧實作篇 
貴真老師請學員分享自己主動打破冷場的覺察

人培力，歷經了半年多紮實的培訓，看到學員

們的成長與蛻變，在生活中都具體落實所學。

學員們表示感恩世界和平婦女會提供如此優質

的課程幫助許多女性轉變人生更自信成長，他

們也期許未來到社區分享，要學習老師的教學

心態與精神，適時適地的不做作不刻意卻充滿

愛與智慧。

此外，學員們還認真參與第一期帶領人學

姊自六月開始在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舉辦的

社區帶領讀書會，看見學姊們將所學運用在社

區服務，幫助許多社區居民有滿滿的收穫與感

動，也更增強自己參加完帶領人培訓之後，要

繼續參與下一階段的工作坊培力及未來也要投

入社區服務。同時與學姊們及學員們互相切磋

激勵，凝聚更強的向心力共識，增進姊妹情誼，

結業獲頒證書

婦女培力與家庭倫理重建 76 婦女培力與家庭倫理重建

為未來在社區推廣幸福家庭課

程作一個嶄新的出發。

8 月 27 日帶領人課程之

後，緊接著在 9 月 3 日展開

為期 12 周密集的備課工作坊

培訓，學員說雖然備課及上

台演練壓力超大，常常熬夜準

備，但是一旦付出過，就知道

自己是學習最大的受益者，從

中更可以讓自己將所學做整理

融會貫通，大家分小組發揮

同儕支持與團隊合作精神，在困難極限中找到

方法突破，從緊張發抖地站上講台，到真情地

分享見證自己成長的生命經歷，克服困境的過

程。並能設計極具創意與趣味的暖身活動，看

到每位學員無限的潛力，這群帶領人學員將創

造幸福當作終身的志業，不僅讓自己越來越幸

福，也要將幸福的種子播撒到社區及社會更多

的角落。

學員幸福家庭的學習更精進，世界和平婦

女會自 2015 年 9 月起與空大合作開辦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專班」，以營造幸福

家庭及推展社區的家庭教育。



新北市國中一年級入班愛滋防治宣導

全國校園防愛滋反毒宣導

8 愛滋防治與反毒

預防教育─愛惜自己 尊重他人  

認識全球議題 預防無法治癒的傳染病  

十分感謝世界和平婦

女會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參與新北市校園入班宣導，

我很榮幸能夠透過這樣的

宣導，把我所知道的知識

分享給國中生們聽，也希

望能夠透過宣導課程讓學

生們更重視這樣的議題。

由於愛滋病現在已是全球相當嚴重的問題，台灣的感染率也不斷在上升，而現在的網路資訊很

發達，入班宣導時會發現大部分的學生都知道愛滋病，也知道它會透過性行為傳染，但是他們得到

的資訊常常是片面的，有些還很不完整，比如說 HIV 會攻擊人的性器官、和愛滋病患接觸就會感染

愛滋等等，另外有時在媒體的渲染下，甚至也有學生表示覺得愛滋病患是很可怕的，我覺得這樣的

活動能幫助他們釐清很多疑問，也能讓他們知道愛滋病雖然無法治癒，但是是可以預防的，而且愛

滋病患者並不可怕，透過課程也能夠鼓勵這些學生多愛惜自己，在和網友出去前先多想一些。宣導

到現在，我很高興看到很多學生非常熱烈的提出自己的疑問，如果能夠透過這樣的宣導，讓學生們

對愛滋議題多一點點關心，我覺得非常值得。

很感謝透過世界和平婦女會的訓練，可以擔當寶桑國小、仁愛國小及台東豐榮里社區「環保 反

毒 你我他」社區活動裡的反毒宣導講師，讓反毒的概念落實在學校及社區當中。

個人認為毒品是比食安問題更嚴重百倍的問題，可以毀滅人身心靈的健康，並造成家庭的破滅，

國家的負擔，多作一分宣導，多作一分防範，使孩子能在關鍵時刻選擇珍愛自己的生命，就是為社會，

國家盡一份力量。我們應該讓孩子在小時候就有正確的價值觀，可以保護自己。

這次因為當宣導講師，實際和幾個輔導團體接觸，了解毒品可以傷害身體各個部位的器官，也

去體會真正受毒品之害的孩子父母所要承受的痛苦與壓力。

我認為我們需要通過毒品宣導活動讓人了解毒品，防範及遠離毒品；需要社區，教育，醫療「三

管齊下」才可以讓反毒宣導產生好的效果。

通過醫療界的宣導讓人警醒，並藉助

醫療幫助已染毒的病人；通過教育讓人

珍愛自己，尊重他人。希望每個人都

不被毒品侵入，也加入世界和平婦女

會裡學校及社區的反毒宣導行列，

結交好的朋友，不讓毒品有機會

可以害人。

 

蔡祁珊 /新北市國一入班宣導講師．國立陽明大學 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

黃麗娟 /世界和平婦女會花東地區宣導講師

 9月份共422班/ 10月份共369班

(共113場)

台北市

大龍國小

大同大學

木柵國中

成淵高中 

三興國小

民族國小

西湖國中

光仁國小

師大附中

國中部

三玉國小

立人高中

立農國小

新北市

石門國小

恆毅中學

三多國中  

米倉國小  

桃園

元智大學

(6 場 )

桃園國中

六和高中

新竹

中華大學

(2 場 )

桃山國小

台中

大肚國小

大楊國小

公明國中

和平國小

北勢國中

崇光國小

四育國中

嘉義

興中國小

台南

寶桑國小

萬豐國小

豐榮里

德協國小

嶺東高中

龍潭國中

榮華國小

新興國小

嶺東科大

志開國小

豐榮里

大成國中

東光國小

黎明國小

繁華國小

德協社區

黎明社區

口碑國小

關山高工

公誠國小

湖埔國小

賢庵國小

南興國小

開瑄國小

新市國小

惠來國小

鹽埔國中

西港國中

福陽國小

懷生國小

崇學國小

惠農國小

崑山國小

關渡國中

六甲國中

柳營國中

溪口國小

繁華國小

僑孝國小

黎明國小

新民國中

善糖國小

溪崑國中 

嘉南藥理

大學

濱江國小

新圍國小

大成國中

雙十國中

高雄

明正國小

佛公國小

屏東

泰安國小

崇文國小

玉田國小

泰山國小

北港社區

美和高中

屏東高工

海濱國小

玉光國小

忠孝國小

小栗國小

仁愛國小

崇文國中

瓦磘國小

台東

仁愛國小

花蓮

大進國小

金門

古城國小

金鼎國小

金寧中小學

中正國小

古寧國小

多年國小

金沙國中

金門大學

中正國小

安瀾國小

柏村國小

西口國小

上岐國小

烈嶼國中 

二重國中

三民高中

三多國中

三和國中

三重高中

三峽國中

土城國中

大觀國中  

中山國中

中正國中

中和國中

北大高中

平溪國中

永平高中

永和國中

石碇高中

光仁中學

光復高中

光榮國中

安溪國中

尖山國中

江翠國中

竹林高中

自強國中

育林國中

佳林國中

坪林國中

忠孝國中

明志國中

明德高中

林口國中

金陵女中

南山高中

柑園國中

重慶國中

時雨高中

格致中學

桃子腳國中小

泰山國中

海山高中

烏來國中小

貢寮國中

深坑國中

清水高中

欽賢國中

新埔國中

溪崑國中

瑞芳國中

裕德實驗中學

漳和國中

碧華國中

福和國中

鳳鳴國中

樹林高中

積穗國中

錦和高中

懇請捐款支持 世界和平婦女會 讓我們一起共同守護青少年的健康

豐珠國中小

雙溪高中

辭修高中

蘆洲國中

鶯歌國中

鷺江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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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任何問提歡迎洽詢本會 (02)2363-7656
勸募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 103136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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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G)！

歡迎至官方網站 http://www.wfwp.org.tw 線上捐款

《近期活動訊息》

婦女培力   利他服務關懷弱勢   反毒防愛滋預防工作   國際青年志工培力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5797號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839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請退回

結帳前請告知愛心碼：１２３

即可捐贈電子發票！

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Taiwan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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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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祝你幸福

幸福人生社區培力課程

幸福人生社區培力

課程 (2015 第四期 )

你想知道如何愛自己＆愛他人？

如何提升我與家人的幸福感？

我們的幸福目標 !「願意創造愛，絕對會幸福」

彍讓家庭每位成員心中都有愛、有感恩；在和諧平等

中，學習如何欣賞與鼓勵對方。

鈫當發生任何事情時，能彼此寬容地相互扶持，在創

造關愛與肯定的氛圍中成長茁壯。

�承諾打造「幸福家庭」為此生之重要使命，善用「

智慧」與「愛」來經營幸福家庭。

幸福標語：「願意創造愛，絕對會幸福」

詳情請上本會官方網站，或來電 2363-7656 洽詢

104 年 11/26-12/24 及 105 年
1/7-1/28 與 2/18-3/3 每周四

上午 9:30-11:30 
( 共 12 堂，可單堂參加 )

台灣國家婦女館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02-23687577 

健康養生
舞蹈班

全年度 
週四 

10:00-12:00

戀舞天空

台北市羅斯福路

2段 101 巷

9 號 B1

結 合 太 極、

瑜 珈 和 舞 蹈 的

精華編輯教材。

在 優 美 的 音 樂

與 舒 適 的 環 境

中， 做 適 當、

適 量 的 運 動，

獲 得 愉 悅 的 心

情， 促 進 身 心

健康。

樹立正確價值觀，

來對抗色情、關懷愛

滋、拒絕毒品、避免性

誘惑，以建立和諧良好

的兩性關係！

對象：學生、家長、師

長、社區居民皆可。

※ 請至官網互動區下載

申請表詳填後，回傳

至本會即可申請。備

精美有獎徵答贈品！

預防教育宣導演講
主題：防治愛滋、拒
絕毒品、兒少性教育
、親職教育

全年度

全國

104 年 11/25~1/27 及
105 年 2/17~2/24 每周三 

上午 9:00-12:00
( 共 12 堂 )

大安區古莊里辦公室

師大路 102 巷 7 號 1 樓

( 暫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