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婦女和平網絡台灣大會─團結女力 共創和平 
世界和平婦女會WFWP成立迄今廿年，於世界百餘國設立分會，並致力慈善救助及教育計畫。WFWP亞

洲總部立於台灣，希冀連結亞洲國家政治、社會、學術及NGOs等領域之女性指導者，通過交流促進友好

關係。 

2013 年 UN CSW（聯合國婦女地位委員會）所關注的婦女議題為「終止對婦女及女孩的暴力」。本會

於五月四日假台北福華文教會館前瞻廳舉行「全球婦女和平網絡台灣成立大會」。亞洲會長林理俐在會

前帶領與會者對去年印度新德里巴士輪暴案及其他受虐女性默哀。會中多位貴賓蒞臨，包括：衛生署戴

桂英副署長、內政部家防會 李美珍執秘、行政院性平處 黃碧霞處長、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執

行長 吳榮泉大使、立法院羅曉屏參事，多位駐華代表及各國婦女代表，包括：尤美女立委、黃文玲立

委、高鳳仙監委、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基督教女青年會、台北國際婦女會、現代婦女基

金會、台北市婦女新知協會、台灣大學婦女研究室、職業婦女協會台北天圓分會、台北市婦女救援基金

會、台灣展翅協會等婦女團體代表，會後響應簽署「全球婦女和平網絡台北宣言」。（我認同和平文化可

以永續維謢人類的發展與福祉。對於年輕新世代我們有責任，承諾一個公義、合作、自由、尊嚴、繁榮

與和諧的新世界價值觀。我願意在每日生活中承諾力行：尊重生命、利他分享、傾聽溝通、反對暴力、

團結合作）。 

Dr. Sreerupa 是印度政府婦幼發展部主席/女性充權國家政

策審查委員會主席及國家婦女委員會專責強暴、販賣人口及性別暴

力事務部門專案研究委員會主席，也是 WFWP 印度總會長，她分享

『從印度女學生事件談終止暴力建構維護女性安全和平網絡』。她

提出現今不僅是印度，全球都面臨一重要挑戰──道德與不道德的

大戰，若我們的人格沒有良好的教導，就容易墮落。印度發生的暴

力事件顯示男女權力不平等，除了性別平等，還需要有性別謙卑，

若沒有性別謙卑，就很難包容對方。她同時強調基礎教育應從家庭做起，家庭教育才是停止暴力的關鍵

所在。 

 Dr. Sreerupa 說，破碎家庭的孩子很難在課業上集中注意力學習，這對他們的人生造成嚴重影響。

她在印度曾親自訪問強暴犯，發現他們都曾在孩提時遭受虐待。她說，人性與純潔都在悄悄地消失，希

望透過純潔的愛，喚醒大家的愛心。「我們需要的不是更多的警察局，而是建立真正充滿和平與愛的家。」 

  會後，Dr. Sreerupa 與婦女代表分享她在印度將於 8 月展開

為消弭印度教與回教仇恨衝突而發起的義走 3000 公里路，並訪視

500 個村落，為受暴婦女及孩童之庇護中心募款。一位參與和平網

絡的婦女即熱情回應願意協助，接著她就舉辦一個慈善晚會義賣親

手製作的鳳梨酥禮盒，為印度受暴婦女庇護中心募款。台灣婦女的

熱情回應，讓印度會長深受感動與鼓舞。通過婦女互助互愛分享團

結的力量，我們對於「全球婦女和平網絡」能加速達成兩性平等，

共創和平無暴力的世界深具信心。

國際活動專題報告



參與	 2013年世界和平婦女會國際領導者研討會 
 

主題: 找尋未來願景蛻變之路，護衛家庭建立和平文化 

"FINDING THE VISION AND WAY FORWARD TO TRANSFORM OURSELVES, 

PROTECT OUR FAMILIES AND BUILD A CULTURE OF PEACE" 

2013年	 10月 7日‐10日 英國倫敦 國會大廈 House	of	Commons,	UK	Parliament	

主辦單位  聯合國 NGO 世界和平婦女會	

參與國家及人員： WFWP 聯合國辦公室代表、非洲、

中東、澳洲及美國、巴西、芬蘭、挪威、瑞典、西班

牙、義大利、瑞士、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台

灣、韓國、日本、泰國、馬來西亞、菲律賓、香港、

俄羅斯、摩爾多瓦等 30 國之政治、社會、學術及 NGOs

等領域之女性指導者，包括:英國國會議員 Mr. 

Virendra Sharma, MP, Member of UK Parliament、

Baroness Sandip Verma, House of Lords 及英國能

源及氣候變遷部長 Baroness Salldip Verma, 

Minister fo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與外交部

官員 Mrs. Ruth Will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K 及西班牙大法官也是防治家暴兩性平權主席 Ms. 

Immaculada Montalban Huertas，WFWP國際總會會長、

國際副會長及各國婦女代表約 120 位。 

活動摘要: 2013 年 10 月於英國倫敦舉辦之第十三屆

國際領導者研討會，共有 30 國、120 名婦女代表參與，包括:由歐洲年輕世代女性共同參與，會

議注重實際規劃和策略設計，以 WORLD CAFÉ 世界咖啡館的小組討論方式，促進跨種族、文化、

性別與新舊世代的交流，達到“設定未來願景蛻變之路，護衛家庭建立和平文化＂ 的目的。會

中研討如何凝聚婦女的力量建立和平網絡，EMPOWER（培力）婦女，分享全球各區域於婦女教育、

愛滋防治、協助貧窮國家婦女等工作成果。 

    世界和平婦女會台灣總會自創會以來，在國際事務上熱心的推動與參與贏得各國的肯定。

今年由亞洲會長林理俐代表台灣出席，一方面分享台灣工作經驗與成果，同時也以 GWPN(全球

婦女和平網絡)為中心，報告菲律賓、尼泊爾、泰國及馬來西亞與台灣共同倡議聯合國 CSW(婦

女地位委員會)今年的主題「終止對女孩及婦女的暴力」的成果，藉由 GWPN 成功的經驗，連結

政府與民間婦女團體及女企業家，共同建立合作交流的平台。 

	 	 	 	同時，亞洲會長林理俐以『Building	a	Healthy	&	Loving	Family	is	the	Key	for	Preven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為主題於英國國會報告，女性真愛力量與特質，已在現

今國際社會的影響力逐漸崛起並嶄露頭角。通過林理俐亞洲會長以台灣女性代表亞洲總會報告

台灣及亞洲各國的工作成果，增進各國對中華民國台灣的了解，並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 



    亞洲會長也在閉幕式中率先提出建議--連結媒體善用媒體資源來推動國際公益事務。 

    她在忙碌的行程及準備報告的情況下，特別把握機會，在會議前到法國訪問從台灣嫁到法

國的會員，她與兼具藝術家與漁民身分的先生共育有八名優秀的子女，他們幸福的家庭並獲得

政府的頒獎表揚，從短暫的相聚中，感受到多數法國人民重視家庭價值，也聽聞到當地在同性

婚姻立法後，百萬民眾上街遊行，重新訴求一夫一妻鞏固家庭的重要性。  

 

    此次會議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培力一群年輕優秀的歐洲女性全程參與協助國際事務，包括:

活動安排、同步口譯、報到接待、旅遊導覽，感受到新舊世代緊密地連結融合，資深的婦女工

作者願意無私地引導帶領年輕後進，年輕的女性們也熱忱謙虛的學習。 

 

    透過此國際研討會及全球和平婦女網絡的建立，促進交流、協調與溝通，凝聚婦女力量並

建立合作與溝通平台。通過此會議著實讓與會貴賓了解台灣如何推動婦女培力議題及社會參與

的軟實力，並共同討論未來如何在國際合作、婦女與非政府組織之間更有效的協力合作，落實

建立婦女和平網絡的目標。 

 

  



     聯合國第 58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2014 年 3 月 9 至 3 月 21 日 UN HQ NYC 

                                 撰寫人:林理俐   

  今年在聯合國紐約總部舉行的婦女地位委員會第五十八屆會議，會員國代表、以及從世界各地區的

經濟和社會理事會（經社理事會）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代表約有 3000 人出席，來自世界各地的公民

社會組織聚集一堂，深入探討全球在促進女性權益和兩性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和當前依然存在的差距

與挑戰。3 月 9 日 NGO -CSW 的 Consultation Day 在非常有歷史意義的庫珀聯盟(Cooper Union)的人

民大會堂(The great Hall)舉行，此地是見證美國歷史和思想流動的堡壘，是一些最早的工人權利

的活動，並為有色人種協進會，婦女選舉權運動和美國紅十字會的誕生的平台，也是著名的美國總

統(林肯，羅斯福和歐巴馬…)競選重要演說的主席台。 庫珀聯盟是一個獨特的機構，致力於創始人

彼得·庫珀(Peter Cooper)的主張-“教育不僅是個人的繁榮，更是公民美德與和諧的關鍵＂。我覺得

NGO –CSW 選擇此有歷史性的地方揭開序幕別具意

義。 

 

  在這期間，聯合國相關機構舉辦 150 多場專項

活動，而國際非政府組織也主辦近 300場相關活動，

以鼓勵男性、青年以及國家領導人、社區、宗教和

商業人士一起為實現性別平等而努力。 聯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出席開幕式並發表講話，呼籲國際社會從

性別平等的角度認真審視千年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

及仍然面臨的挑戰，積極促進女性賦權，消除一切

形式的性別不平等。他提到促進兩性平等和女性賦

權不僅是他的首要優先工作之一，更對實現聯合國

千年發展目標以及 2015 年後發展議程的成功至關重

要。儘管國際社會近年來在此方面取得了顯著進步，

但相關工作依然任重而道遠，且面臨緊張的時間限

制；聯合國將繼續致力於推進目前仍處於滯後狀態

的與女性相關的千年發展目標，例如改善衛生設施、

降低孕、產婦及幼兒死亡率、確保女性生殖健康教育及服務、抗擊愛滋病對年輕女性威脅等。他同時敦

促所有男性提高認識並採取行動，結束針對女性的暴力行為，改變觀念、慣例和習俗。潘基文強調，聯

合國將一如既往地全力支持保障女性權利的行動，力爭結束一切形式的性別不平等，以最終實現人人得

享尊嚴的世界。 

 

  為期兩週的會議，包括高層的圓桌，交互式對

話和小組討論，以及平行會議活動，今年的會議集

中在以下領域：優先主題：落實｢千禧年發展目標」

女性相關指標的成就與挑戰（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or women and girls）；審查主題：女性取得、參與教育訓練及科學技

術，包括充分就業與尊嚴勞動（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in education, tr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qual access to full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婦女和女童的千年發展目標的實現面臨的挑戰和取得的成就。 

 

【參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Attaining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or 

Women and Girls through the Peace Revolution 

program.通過和平革命計劃實現婦女和女童千年發

展目標。 

  Date: Mar 10.2014    Time:4;30-6:00pm     

10F,Church Center Dhammakaya Foundation 主辦。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side event，我對這個主辦單位

不熟，整場的活動是教大家如何冥想靜坐，然後有兩三位講者分享他們的靜坐體驗。其理論是 Peace is 

the inside story ,World Peace through Inner Peace. 

  “和平革命＂是一項全球計畫， 支持個人找到內心的平靜，努力帶來和平的世界，和與家人，朋

友和社區共享和平，口號 PIPO  Peace in  Peace out 和平入，和平出 

因此，為了改變世界，我們需要從改變自己做起。暴力，生態和生計 - 面對不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形式

的暴力行為，造成不可持續的發展和有關的環境退化。強調唯有經驗內在的和平，才可以實現可永續發

展和消除對婦女的暴力行為。Inner Peace +Outer Peace =Sustainable World peace.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or Women & Girls)「婦女暨女童千禧年發展目標之執行挑戰與成果」國際研討會 

Date: Mar 12.2014    Time:2:00 PM-6:00PM      駐紐約辦事處 

這一場是由「駐紐約有關聯合國事務工作小組」與「薩爾瓦多駐聯合國代表團」(Permanent Mission 

of El Salvador to the UN)、「聯合國系統學術理事會」(Academic Council o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及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會(行政院性別平等會)合作，出席的貴賓有國際法律專業女性協會

副會長 Denise Scotto、全球政策研究所主任 Michelle Fanzo、薩爾瓦多駐聯合國常代 Carlos 

Garcia大使、聖多美匹林西比駐聯合國常代Carlos Das Neves、ACUNS代表 Dr. Basilio Monteiro。

為配合聯合國舉行「第 58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大會」(CSW 58)及歡迎台灣婦女代表團蒞臨，特別於

駐處大樓舉辦此研討會。 

  駐紐約辦事處章文樑大使在研討會致歡迎詞表示，目前正值各國面臨設定「後 2015 年發展目

標議程」(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及「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相關藍圖闢劃，在此一關鍵時期舉行 CSW 58 會議，藉以回顧聯合國「千禧年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在促進性別平等、婦女賦權、婦女權利等所獲致之成果，

同時展望未來所面臨之挑戰。他同時呼籲各界支持「聯合國婦女署」所提出之「性別貫穿目標」

(Stand-Alone Goal)，將性別主流意識貫穿在所有 SDGs 目標設定，以全面落實提高婦女之決策參

與、防治對婦女及女童歧視與暴力、協助女性享有平等機會及資源。章大使另指出，台灣經過去



多年之努力，目前兩性平等獲得具體進展。我國在 2007 年由馬總統簽署加入「消除對婦女一切形

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並於 2009 年完成首次婦女國家報告書，立法院於 2011 年三讀通過 CEDAW 施行法，2012

年元月份實施，使 CEDAW 之規定在我國具有國內法效力。目前我國已完成第二次婦女國家報告書。

此外我國亦根據聯合國「性別不平等指數」(GII)，在 2012 年全球參與評比的 149 個國家中，台

灣性別平等高居全球第二。最後章大使公開感謝其夫人對他的協助，為落實提高婦女地位，做了

男士角色最好的典範，是晚會中最溫馨的時刻。 

"Stories of Women's Leadership: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toward achieving the post 2015 

agenda goals." “女性領導力故事： 完成後 2015 議程目標的挑戰與成就。＂ 

Date: Mar 18.2014    Time:2:30-6:00pm     1IF,Church Center,	Hardin	Room	

主辦:世界和平婦女會(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 

  會議在 Church	Center	11F	的 Hardin	Room	舉行，吸引了近二百多位新鮮的面孔，邀請四位傑出婦

女分享他們的故事，其中有一位是二十多歲的年輕女性代表，是 WFWP 會員的第二代，每位講者對問題

的描述都非常深刻並具啟發性，所有問題都傳達了強調希望和聯結的主題。論壇由世界和平婦女會新駐

聯合國副主任 Mrs. Alexa Ward 主持.第一位是由世界和平婦女會新駐聯合國辦公室主任 Mrs. Carolyn 

Hndschin 她分享了 “Gender Role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From Matriarchy …, Patriarchy to 

Familiarchy. 從性別角度談領導權的分享:母權制，父權制到家庭權制(Famili-archy)，她提出一個新

的和平架構 叫 Famili-archy 是一個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制度， 家庭成員彼此協助各發揮所長與提升

個體的價值，擴大到政府體制一樣男女共同分享責任，如同父母自然引導培育子女一般，讓長者與年輕

人一起參與。子女必需要從父母身上來學習到「人生中最重要的素質就是成為一個良善的人」只有當一

個人在人生的抉擇時，知道什麼是更大的善時，聯合國憲章中的「神聖尊嚴」(Sacred Dignity) 才有

意義。還有誰比父母對一個人的影響更深呢？第二位是 Dr. Arceli Hernando,她是菲律賓 Bohol Island  

大學副校長，她很熱烈的分享在 Bohol 地區，推動婦女參與活動的成果。另一位 Mrs. Sachiko Kimura,

她是日本世界和平婦女會派駐非洲 Zambia 的國際志工與企畫專員。她以千年發展目標中的第一項消除

貧窮與與四項減少兒童的死亡率為中心分享了如何在 Zambia 教育當地的母親們如何給孩童營養的食物

並給予他們希望。她認為千年發展目標中一項目標的成功將打開另一項目標的成功，MDG 八大目標間皆

彼此息息相關，然而最大的悲劇是母親的無知，所以世界和平婦女會展開許多的幫助，提供心理輔導，

並不斷鼓勵婦女成長且自信地生活。這些接受醫療照顧的婦女，現在都充滿希望，而不是沒有醫療保健

面臨邊緣化的人。他們通過服務計畫、工作坊、研討會與婦女網絡找到持久的支持，來幫助當地的母親

們，看到日本國際志工在發展中國家所付出的努力，讓在場的人多深深感動。最後一位講者則是以年輕

的心，興奮地分享她從事國際志工的感受，她強調世界一家的時代已來到，呼籲人類能以愛、希望、聯

結合作來結束爭端與貧困，鼓勵大家用熱情改變世界。 

 

【整體感想與建議】 

每次參加 CSW，因參加成員的不同呈現的風貌與感覺也不一樣，CSW 是世界各國的婦女，通過分享彼此

學習並帶來改變的很好的平台。往年 WFWP 的 side event 皆是在第一星期就舉行，但此次因世界會長

的行程，在美國多住了好幾天，但也因此有時間會見一些重要人士。其中受邀與 Rockefeller 夫人在

Tarrytown 洛克斐勒家族莊園共用午餐，是此次行程很特別的經歷，因聯合國大樓的土地是洛克斐勒家



族捐贈的，使我覺得此行更具意義。台灣對 CSW 的關心與參與，一路走來，感謝許多人的努力與經營，

現在已有更多婦女團體知道如何利用 CSW 的平台來發揮。但平台是需要長期經營的，有關心並常常討論

的地方就一定會有發展，也可以議題為中心，分小組定期討論。將來要走的路很長，台灣的特殊處境，

一定要與國際交流，善用 INGO 的連結能豐富我們的資源，讓小而美的台灣被世界看見。	

  



婦女培力專題報告 

樂活女性幸福成長團體─2013 春 快樂生活 黃瓊慧 
  機緣之下，參加了婦女會的樂活婦女成長班，雖然上一期只趕上後面
幾堂課，許多激勵我的話語，仍牢記心上！馨慧老師提到：遇到困難過不
去時，其實選擇面對、接納，就是在處理了；承認並原諒不成熟的自己，
省視內心、反省自我、除去恐懼，不斷學習成長。事過境遷，便會發現當
時那個過不去的點，其實不算什麼！ 
  的確，每個人在忙與盲中，尤其是家庭婦女，忙著處理家中大小事，暫時忘下煩憂，適時的充
電是需要的。學習新知、聽聽別人寶貴的心得及專業分享，真的令自己受用無窮！ 
  這一期的樂活課程，一、二堂由風趣的張鐸嚴教授分享，一般人常說「生、老、病、死」，張教
授卻提出「病、老、死、生」，因為一個人若有了許多壞「毛病」（抽煙、喝酒、利己、自私...），
身體老化、人際關係老化，若能因為自然老化而「死」（老死），是幸福的！當一個人能留下令人懷
念的內容（立德、立功、立言），即使肉身逝去，其精神及美好的德性，卻能永遠長存（永「生」）！ 
  三、四堂由香草藥師郭姿均老師為我們分享「天然無毒清潔術」，原本不愛打掃家裡的我，最初
聽到有點提不起興趣。但經過老師介紹各種精油，讓我們親身感受精油的氣味，並分析現今常用的
清潔用品，多半摻雜一些有害物質，而自製清潔用品，利用小蘇打粉及加入對人體無害成份及些許
精油，不但達到的清潔、抑菌效果 ，使清潔不再是若差事！讓我在拖地、清潔廚房抽油煙、洗廁所，
沒有化學合成清潔劑的毒害，反而散發淡淡的精油香！連水龍頭都亮晶晶的，好像打掃不再令人生
厭！ 
  最近，這兩堂課則是由林松洲教授，具有豐富的醫學背景及實務經驗的醫師，為我們分享婦女
會面臨的生理、健康、精神方面的課題，透過健康飲食藥膳來保健！在林教授熱情地專業的分析，
原來生活中一些食物（香蕉、茄紅素、益生菌、蜂膠、鈣、EPA、DHA...)對我們有益，可以改善或
預防老化、精神安定！真是獲益無窮！ 

  所謂，「活到老、學到老」，隨著高齡化趨勢，如何快樂、有品質的生活，祈願身心靈皆能不斷

精進、提昇！感謝婦女會安排這些寶貴的學習機會！ 

樂活女性幸福成長團體─2013 夏 

  本會基於婦女乃為建構良善社會最重要的種子，期望透過有效的學習幫助女性建立自信心，
以期注入新的觀點來看見自己，解開自我情緒的枷鎖，開發女性自我的潛能。本次，以主題式
深度的學習方式，由熱心專業的講師，耐心導入互動和自我覺察能力的課程，開發婦女理解自
我的心靈狀態，提升情緒的品質和管理的能力，因學習的實際操作能自發深省，進而在生活中
找回自我。 
  本次課程在台北及中壢開班，報名踴躍超過原本預定名額，學員不論是一般婦女或單親及
特殊境遇婦女，都帶著熱切的心情來學習，學員體會到我們常被外在人事物觸發了情緒，通過
學習澄心後，懂得往內覺察自己，先不急著採取行動處理事情，而是與自己對話處理心情，結
果發現自己居然可以更冷靜坦然地避免衝突，讓事情更順利，生活更加自在如意。也有學員體
察到，自己長期身體的病痛，經過澄心課程之後，得到改善，所謂「心理影響生理」，因為心裡
累積許多壓力與情緒，因而引發身體的不舒適，長期造成生理上的健康問題!  
  看見參與樂活女性幸福成長團體的學員們認真學習，又能彼此分享內心聲音的交流和互動，
看見學員的成長與改變，真是令人心喜！本會期以此成長園地來長期守護婦女朋友的身心靈健
康，提供優質學習，成為姐妹們生命能量充電站。

心情打理好 事情自然好處理   古亭班 雀華 

  世界和平婦女會夏季所開辦的「澄心法」課程是由王銀賜老師所帶領教導，教我們自我覺
察當下內心那情緒變化，而導致身心靈受影響的心路歷程。我開始學「澄心法」是在 1年前，
學了第一階，不過學完一階後，我還是模糊不太使用，直至第二次重新上課，才有茅塞頓開的
感覺，覺得很興奮很受用。其實，每個人的內心都時時會受外在環境的影響，而和內心的本我
信念起衝突，造成內在的焦慮、不平衡，現在透過「澄心法」的學習，讓我能在當時當刻先聆



聽、察覺內在的聲音，然後由內在的主人靜靜的陪伴這個「風吹草動」的心靈，安撫它，使其
平靜，此即─心情得安穩，事情自平順。 
  老師希望我們每天都能演練「澄心法」三次，然後記錄下來，才能熟練而臨事不亂，發揮
功用。 以我為例，每天臨睡前，我都會使用「它」，讓我心無掛礙安然入眠；還有雜事臨頭時，
也是使用的好時機。 
  現今離婚率偏高，人際關係緊張，如能習得「澄心法」，必可心平氣和處事圓融，營造幸
福美滿家庭。 總之， 希望有更多人來學習，領略其中之妙，而減少社會暴戾之氣。 

 透過今天的澄心，更能夠查覺內心那個脆弱、
感性、易感動的我，也感恩內在有個大我在
陪伴、撫慰著我！覺得內在的大我不斷提醒：
要愛自己，要多注意健康！好感恩自己身體
的陪伴！ 

 減輕很多情緒的負擔 
 澄心帶給我更大的平靜 
 與不同的夥伴練習，有不同的發現和收穫 
 看到自己身心的真實狀態 
 時時營造感謝的磁場讓內在的主人坐得更穩 
 經過澄心之後對負面情緒的釋放比較徹底 
 當內在的主人穩穩的坐上寶座，就不會被情緒

淹沒那個本我，而是用覺察的方式，去分辨那
一個個的小我，再用主人角色(大我)去陪伴、
聆聽，如此內心覺得好平靜、好輕鬆、好幸福！ 

 認識自己真正的感受更多。 

 認真的寫下作業，一字一句慢慢寫會更清晰。 
 有意識的察覺，並隨時可當下做小小澄心 
 自從上了澄心課後，我在每個當下，都會去察

覺內心之變化，能對外來之刺激有深刻之感受、
行動，步調也會慢下來。 

 陪伴也可以很感動、人不一定都要以自我為中
心 

 看到老師真誠「如實的報導」自己的感覺，也
激勵自己這星期要好好作作業，很感動老師的
認真及真誠。 

 開放的心、接納更多 
 像滴水穿石般溫柔的聆聽，善待自己。 
 今天有更深的接觸到身體的深感，更深的感動 
 聆聽、察覺內在的聲音，感覺很溫暖，似乎有

人陪伴，好幸福的感覺! 

愛的曙光   中壢班學員  李佳音 

我一向相信自己直覺的選擇，來到世界和平婦女臺灣總會上黃馨慧老師帶領的樂活女性幸福成
長團體，是由同學惠妃介紹的機緣。老師帶領「無條件的愛」第一堂課我印象很深刻，要拿掉
自己心中的「罪咎懼」，這深深的重擊到我的內心。我記得自從我進入婚姻家庭中，就一直有
一個討好的想法和行動，在自己的世界裡，拼命的做自己認為的「好」，而沒有關心到周圍環
境的人、事、物，結果事倍功半，很辛苦的在這條路上。聽了老師這堂課，我醒悟到我原來一
直認為自己不好，所以一直要求自己朝好的方向去做，而這一直努力做好的日子裡，我把自己
萎縮、隱藏、看不見自己，這段日子裡我沉浸在怨懟、抱怨、不平、生氣、恨的染缸裡，找不
到出路，很苦、很無助，不知如何離開這漩渦?經歷了一些課程，往自己內在深入的探究後才看
見一線曙光，慢慢找到出路，聽老師帶領「無條件的愛」，書中的提要常觸動到我的生活點滴，

我在課中每每都和老師、同學回應
我的狀況，也得到良性的支性，我
在這個場域感到自由、溫暖、舒服，
感謝大家，也感謝婦女會提供如此
舒適的空間，讓我在此接受正面、
良好的學習。

 

幸福家庭師培力─2013 秋 

  世界和平婦女會多年從事婦女教育工作，感受到許多女性即使外表再堅強，或是職場的女

強人，但在家庭中仍強烈渴望獲得愛。碰巧從事多年婦女教育及心理輔導的馨慧老師，熱情地

希望可以幫助婦女營造幸福家庭。於是就展開這段美麗的結合─幸福家庭師培力課程。 

  課程一推出吸引許多婦女的關心，許多學員懷疑，我有資格成為幸福家庭師嗎？面對姊妹

們的遲疑，我們的回應是：「願意創造愛 絕對會幸福」，擁有幸福是每個人的權利，只要願意



努力，保證讓你幸福，無效退費！幸福家庭師是給每位用愛與智慧為家庭付出的人最高的肯定。

即便過去在追求幸福的道路上，跌跌撞撞，但「願心」就是幸福的起步，初階課程先 EMPOWER

每位學員成為懂得愛的人，能百分百的接納寬恕自己，就能百分百愛自己，懂得愛自己的人，

就會懂得愛別人。 

  課程規劃循序漸進，先創造「個人家庭」的幸福，進而協助「他人家庭」的幸福，「深層」

學習，強化幸福是「由內而外」的，「體驗」學習，「親自體驗」做中學，學員們回去做了什

麼比老師教什麼更重要，凝聚一家人的支持陪伴網絡，學習不只於課程中的 2.3 個小時，課後

的聚餐討論，共同討論幸福活動的進行，陪伴與關懷，分享交流心得與經驗，臉書社團彼此分

享生活中的點滴，引導學員心中有愛、有感恩；和諧平等中，學習欣賞與鼓勵對方。發生任何

事情，能彼此寬容接納相互扶持。營造一個在關愛與肯定的氛圍中的成長團體。

重組幸福生命  鄭佳音 

  每個人一生會扮演多重角色，有時身不由己，有時心甘情願，在生命中錯綜複雜的呈現。
我是單親媽媽，雖然自恃調適良好，但多少還是有虧欠孩子的心結。感謝世界和平婦女會及馨
慧老師提供這麼棒的培力課程，讓弱勢婦女有機會深入省思內在感受，進而覺醒願意改變心態，
創造出幸福家園來。 
    非常紮實的 12 堂課，從核心理念到面對困難與瓶頸，並分組演練「傾聽」與「不批評」的
運用技巧，還有『幸福標語』與『幸福布包』的實作活動。學員個個有創意
與潛力，製作出智慧與巧思的溫馨作品。 
    我滿喜歡第三堂課的補充文章：「芝麻人生」，人只要怡然自得開心做自
己就夠了，聖人畢竟是少數，能管理好自己不虛度人生，於願已足。當你標
準降低，無形中壓力減輕，很快就能達到目標，不用跟他人比較，當你一點
一滴慢慢在轉變，家人無形中也會受到感染，幸福不用強求自然緊貼在你
家。 
    初階課程轉眼就結訓，師生相處如家人，我還要繼續上中階、高階班，
因為不僅聽課還能有互動、分享，感覺能量大增，也期待成為幸福種子，散播到家庭、社會，
也盼望更多人都能有福氣來接受薰陶、塑造，讓『愛』源源不絕流動，成為創造並改寫歷史的
原動力。
幸福家庭師培力─2014 春 找回珍貴的自己    小雅 
  唯有開心的媽媽才能帶出開心的小孩，擁有幸福的家庭是我一生追尋的目標 。當時我的處

境不知道該如何解套，正好世界和平婦女會舉辦幸福家庭師課程。當時以為是一門嚴肅深硬的

課，上了第一堂課，就受生動的內容深深吸引，老師常常分享生活實例，讓人容易明白。每一

次上課對我都有很大的收穫與幫助。 

  『找回你原有的幸福，就要自己先去創造愛，不要老是被動的要人家給，原來我自己也有

能力給自己！』這句話令我非常受用！用一把尺 0-10 分衡量我的快樂，如果我能把自己的人生

基本分數照顧好，有 8分的話，那麼另外 2分，即使別人無法給我愛，我還是可以過得很好！ 要

踏上幸福之路，先學習愛自己，當自己充滿愛的時候，就會溢出來，有能力去愛別人 。老師深

入淺出地開啟我們重要的觀念，還有很有意思的創意實作和練習 。 

  現在我知道要覺察，hold 住胡思亂想的情境，多正向思考，並學習說出內心的感受，協助

對方更了解我和我的需求，也明白別人可以有所不同，因為我們

都有來自原生家庭的影響。當別人和我不同時，不強迫別人了解

我，因我可能也不了解對方，接納對方可以和我不同，如此讓緊

張的關係鬆了許多。 

  我開始學習創造家庭的新意，常在家中佈置，插束美麗的鮮

花，營造幸福美好的氛圍 。朋友們如果你也正在追尋幸福的人

生，歡迎一起參與世界和平婦女會的幸福家庭列車，一起探索幸

福的無限可能，祝福大家都有個幸福美滿的家！ 



弱勢服務專題報告 

世界和平婦女會與世界和平統一家庭聯合會台大青年會館這學期與永和國小合作，每週三下午 4：10-5：

40，針對小五之弱勢學童進行課後陪讀計畫。	
  每一位孩子都是獨一無二而珍貴的，也都有最優秀的地方，我們最需要做的，就是幫助他們看見自

己的優秀，並且激勵他們好好發揮，讓他們走出屬於自己的美麗未來。	
小朋友的心情  庭庭說能夠來參加課輔班，對她來說是件很幸福的事。因為有老師的教導及同學的幫忙，

她漸漸可以完成回家功課。這學期她發現自己人緣變好！她寫下對老師的感謝：「謝謝老師經常 

教我做作業，讓我進步很多。」 

有九成的小朋友覺得能參加課輔班，是幸福 的！ 

而其中有七成的小朋友覺得非常幸福！  

有八成的小朋友覺得這學期變得比較有自信！ 

有四成的小朋友覺得這學期 人緣變好！  

感謝板橋德多屋贊助營養康麵包和超好吃蛋糕！ 

感謝許美秀監事贊助可愛的布偶娃娃等 

感謝許多愛心店家及善心人士默默支持與贊助！ 

孩子們感受到暖暖的幸福，展現出幸福的臉！	

結業慶祝會這天，小朋友認真完成功課，就有機會優先選擇超值實用的愛心禮物！ 

2013 暑期兒少品格成長營 
時間：2013/6/28PM3:00~2013/6/30PM 6:00 

於台南市東區招募 32 名相對弱勢的國小學生，通過三日的魔術方塊、骨牌、數獨、拼圖等營隊活動規

劃，讓孩子在快樂氣氛中，從不同的挑戰中得到正向的成功經驗，訓練孩子的組織邏輯能力、專注力、

手眼協調能力；學習正面思考的重要性 ，在面對遊戲的挑戰時發揮團隊合作的精神克服困難，提升孩

子的學習力、自信心與成就感。且通過訓練國高中生擔任小組長，培養他們成為未來有愛心的領導者，

學會付出、惜福與感恩！並在三日團體生活中幫助學童培養良好生活習慣，形成良好品 

格。幫助孩童們度過一個精彩有意義的暑假！ 

受益者故事： 

小玉平日功課不佳、不喜歡寫作業，經由這次相互學習、克

服困難挑戰遊戲成功！看到自我的價值，變得更有自信心，

體會到原來努力加堅持沒有做不到的事！也感受到在這很

多哥哥姐姐的照顧！不再畏縮在角落，不敢和人說話！ 

服務長者冬季出遊 
在 2013 年跨年日的前一天，12 位世界和平婦女會幸福家庭師志工們，陪伴「一心一仁老人養護所」

的長者們一起到台北市立動物園半日遊。 

在大家都上復康巴士後，發現司機先生真的不容易，要調整輪椅位置，最後還全靠他一人拉扣好

輪椅固定帶，感謝服務的司機先生超級有耐心與愛心；感謝養護所的社工先生小姐以長者們 

最熟悉的方式付出關懷，提醒我們這些志工該注意什

麼，也適時主動幫助；感謝志工們都熱情協助讓長者

們超開心；感謝導覽解說志工親切幽默又讓我們有更

豐富的見識；也感謝老天安排今天開始不下雨！ 

  半日志工獲益良多，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

責任，感謝有機會當陪伴志工！雖然有時候覺得還是

不太會推輪椅，但大家都還是有滿滿的溫熱愛心喔！



 
 
    近年青少年感染愛滋的比例趨增，加上毒品持有施用的年齡層下降之社會現象，不禁令人憂心與關注，關懷

青少年之防治愛滋拒絕毒品的宣導更顯重要，而如何宣導能讓青少年喜歡，且進一步學習接受成為自己的內容，

更是我們一直努力發展多元化活動型態的目標。今年主要的工作內容包含：1. 校園宣導演講 2. 創意作品徵選—

短片徵選及網路票選 3.網路揪團闖關有獎徵答。為喚起年輕人對愛滋、 毒品

議題的關切，邀請深受青少年歡迎的歌手蕭敬騰擔任「2013 防愛滋反毒 大

使」，以吸引青少年、家長、學校與社會大眾的關注參

與，讓青少年於趣味中學習正確知識及預防方法。 

校園宣導演講成效評估 
(1) 對愛滋感染者的接受度從54%提升到90%。 

(2) 同學們對拒絕毒品的態度達93%，仍需要繼續朝向

100%目標努力。 

(3) 對於拒絕婚前性行為的比例達79%，比去年多提升 

    了11%。 

(4) 同學對於宣導的滿意度達 89%，大部份同學都藉由 

    宣導得到收穫。 

※ 學生回饋心得 
1.我本來以為這次的演講沒有什麼，但是講師開

始說之後，驚喜連連，所以讓我有許多的收穫。
---台北市文昌國小 

2.人生不能活第二次，所以不要選擇自己會後悔的事，也不能歧視感染愛滋病的人---桃園縣永平工商 
3.我絕對不吸毒,而且等到結婚後才有性行為,不只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嘉義縣布袋國中 
4.愛滋病是可以握手擁抱的，所以不可以歧視他們。---金門縣金沙國中 
5. 不管是誰給你毒品，都要勇敢說 No! 就算有些人得了愛滋病，我們都要接納他們、幫助他們。絕對

不能歧視他們。 ---新北市積穗國小 
6. 我覺得現在的年輕人應該要再多一點自制力，如果遇到愛滋病患者應該持有包容的心，不要讓他們

內心受創。---台北市華岡藝校 
7.我覺得愛滋病毒很可怕，而且全台灣竟然有那麼多人獲得，我們正值這歲數，一定要小心謹慎，愛自

己!! ---新北市金陵女中 
8.我覺得這次的演講，不但讓我們知道毒品的可怕，還讓我們知道如何防範。 ---台北市日新國小 
※ 教師的回饋 
1.講師非常專業，題材具有教育意義，同學們很專注的上課，對於防範愛滋有很深的印象。---台北市
文昌國小 李玲慧老師 
2.藉由宣導可使學生對愛滋有更深的認知，也更懂得如何做好預防。---桃園縣永平工商  劉國銘老師 
3.小朋友反應熱烈，以及講師以深入淺出方式講述，相信孩子及師長皆有所收穫。---金門縣多年國小 林
佳蕙老師 
4. 非常感謝貴會協助提供優良講師，讓敝校師生皆受益匪淺。---
雲林縣宜梧國中 陳慧珊訓育組長 
5.講師演講內容豐富，頗具教化作用，可提醒同學拒絕同儕之間不
當的誘惑，保護自己。---台南市亞洲高級餐旅職業學校 洪睦偉老
師 
6.感謝講師願意無酬協助，也感謝貴會大力協助，為我們安排良好
的師資。教材方面，感受到貴會用心製作。---南投縣鹿谷國中黃
怡慈組長 
7. 簡報製作精美，吸引小朋友目光。講解清晰有條理，收獲良多。
---台中市南屯國小 李淑華老師 

  

台中市和平國小 

青少年培力專題報告  2013 關懷青少年愛滋毒品 NO 創意宣導計畫

金門縣古城國小 



國際和平青年大使培力營 
全球和平聯盟台灣總會與世界和

平婦女會台灣總會於 2013 年 1 月

17至 18日假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

務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 2013 國際

和平青年大使培力營。參加學員約

60 位，來自全國 17 所大專院校，

學員多是個別報名，部分由學校、

獅子會及社團推薦優秀青年參

與。 

  1 月 17 日為外交專題演講，

由世界和平婦女會亞洲會長林理俐講授和平願景、外交部國際事務學院邱仲仁大使講授聯合國

千年發展計劃、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執行長吳榮泉大使講授接待外賓與參加國際會議

英語表達技巧。1月 18 日為禮儀實作課程，由親善大使培訓講師周純如老師講授形象管理、餐

桌禮儀實際演練、應對接待禮儀。兩天的培訓課程，學員反應熱烈。會後申請加入志工行列。 

  全球和平聯盟台灣總會與世界和平婦女會台灣總會為國內少數具有聯合國經濟暨社會理事

會具最高諮詢地位之非政府組織。兩會積極參與國際事務與推動國際和平活動，並致力通過真

愛家庭及青少年品格教育以實現世界和平願景。 

  本次二日培力營活動邀請到多位知名的外交部大使於會中分享外交實例與經驗，活動從宏

觀的角度了解聯合國千年發展計畫、台灣外交的現況，到與會青年可以直接實作的國際會議的

運作與主持，及專業老師教授國際禮儀的學習。 

  以行動支持青年參與了解國際事務，期盼能培養新一代的青年大使，讓台灣走向國際。期

許青年參與國際會議及服務工作，發現自己

無限的價值與潛能，深入培養國際事務必備

知能，成為未來廿一世紀國際領導者。 

學員的收穫 

台灣大學  陳〇安：這兩天下來我成長了許

多增長了與自身、台灣切身相關的外交知識，

明白世上還有很多可以發揮自己能力的地方，同時也看到世界和平婦女會台灣總會對台灣的貢

獻，不僅如此還學習了外交禮儀，裝備了我有更好的儀態跨出國際，讓世界看到台灣。這些都

是學校從未教過的，我覺得很感激，很榮幸有這樣的機會參與國際和平青年大使培力營。 

台北醫學大學  張〇宜：對於自己、對於他人，對於這個世界都有更不同的、想要努力的目標，

希望能幫助更多，做更多事情。 

東吳大學  陳〇伊：堅定想投入 NGO，貢獻自己的信念，立足台灣，放眼世界，並以禮真心相待。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張耘瑄：對於和平、禮儀、外交事務會議用語更加熟悉。學到了很多在學校

無法學到的技能，培力營真的培養很多專業能力，希望未來在服務時可以實際運用到這些能力，

成為更專業的青年大使。 

台灣大學 朱思樺：這次營對的課程讓我獲益良多，「和平願景」讓我了解真愛的力量與和平的

重要，「聯合國千年計畫」讓我體認到世界不分國界的問題與全人類互動的毅力和決心，「我國

對外關係」讓我了解台灣艱難的外交處境，且對外交有更多元的認識，「禮儀與實際演練」的課

程讓我更能將理論與實務結合。



國際和平青年大使進階培力營

    世界和平婦女會台灣總會與全球和平聯盟台

灣總會繼1月舉行初階國際和平青年大使培力營後，

獲得外交部的肯定，3 月 23-24 日於福華國際文教

會館舉辦第二階段「國際和平青年大使進階培力營」，使青年有機會

瞭解政府推行之「活路外交」政策，學習如何介紹台灣優質多元文化，

促進與世界各國文化交流，更有能力積極回饋國際社會，擴大國際參

與。 

    參與學員共 35 位，來自台大、政大、師大、東吳、北醫、輔大、

淡江、長庚、台北護理健康大學、高醫、馬階醫學院、文藻外語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景文科

大、北科大、勤益科大、暨南大學等大學。 

    活動第一天 3 月 23 日早上由世界和平婦女會亞洲會長林理俐講授「WFWP 在聯合國及國際活動 

介紹」、全球和平聯盟台灣總會創會理事長即前政大校長張京育講授「在全球性危機時刻所需要的願

景與領導力」。下午由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葉德蘭講授「認識聯合國 CEDAW」、外交部非政府

組織國際事務會執行長吳榮泉大使講授「接待外賓與參加國際會議英語進階表達技巧」並指導一堂

「國際會議模擬」，由學員實際實作的課程。 

  「國際會議模擬」由 10 位負責學員群親自擔任主席及論述人，由吳榮泉大使現場指導。進行以

英語為主，討論兩大主題：第一組──婦女決策與政治參與，第二組──婦女自立與經濟培力。 

    第二天 3 月 24 日早上由世界和平婦女會台灣總會林淑慧祕書長講授「NGO 如何協力聯合國達成

千年發展計劃──WFWP 愛滋反毒宣導工作之分享」。午餐由親善大使培訓

講師周純如老師親自指導「西餐禮儀實務實作」。下午繼續由周純如老師

講授「國際禮儀進階培力」。結業式由學員分享學習成果並頒發結業證書。

 

景文大學 高主惠 
  國際和平青年大使培力營，走向國際的開始；國際和平青年大使進階
培力營，立足台灣，放眼全世界。 
    兩天精彩充實的研習課程，每位演講老師用他們的專業和經驗，觸動我的思維，刺激我去省思，
開闊我的國際視野，更不吝於與我們分享他們自身成功的經驗與擁有正向觀念和座右銘。 
    很高興在踏入大學生活的時候，就能建立起良好的價值觀和自我反思的能力，肯定自己身為婦
女的價值，以世界和平婦女會為和平、疾病、教育、貧窮、性別平等、婦女角色建立與自我價值肯
定所做的努力感到驕傲，產生願意以行動為國際事務和世界和平願景共同努力的期許。 
站在巨人的肩膀看這個世界，世界和平婦女會給了我一個良好的啟發媒介，引發了我對於國際事務
參與的熱忱，但光有理想和抱負是不夠的，需要不斷的自我充實和提升，讓自己隨時保持在備戰狀
態，才能在機會來臨時緊緊把握住它。 
    這是一段不同凡響的收穫與體驗，隨著眼界提高，我們看見的不只有熟悉生活圈的競爭者， 
走出來與世界接軌後，就如同井底之蛙跳出古井般的喜悅。藉由了培訓課程的研習和活潑互動式的
學習，在與全國來自不同學校不同科系大學菁英的交流上，看見自己的不足和成長空間，產生了精
進自己，培養多元能力的強烈動機。 
     與會的發言和提問中，學習肯定自我，勇敢的為自己爭取在人才濟濟的團體中被看見的機會。
更從與學員的互動中彼此切磋找到超越自已的動力和淺能，提升自我的競爭力更創造自己意想不到
的無限可能。 
    加入社團，成就非凡!NGO WFWP 為我開啟了從未有的眼界和格局，而我堅信格局決定結局，態
度決定高度。 
    將自己定位在國際，把目標放在參與!如同成功飛過喜馬拉雅山的簑羽鳥般，越挫越勇，勇往直
前，因為鷹的翅膀從不會怨天太高。 

東吳大學政治系 陳玟潔 
參加國際和平青年大使進階培力營的第一天好緊張，但慢慢認識大家後活動過程超開心。學習到國
際禮儀之熟習、認識 WFWP、 CEDAW 及認識許多新朋友拓展人脈，行程緊湊，幫助我擴展大學生的視
野。課程都好精采，希望我們青年可以集結起來為社會付諸心力。

學員分享佳文及摘錄心得 



Peace Love 創藝青年戲劇營 

創意與熱忱是新世代人才的關鍵！展現年輕人熱

情、理想與服務的舞臺！ 

  Peace Love創藝青年戲劇營是世界和平婦女會

繼多年從事校園防愛滋反毒宣導工作後，將攸關青

少年健康的議題，主導權交由青少年，首次嘗試以

戲劇方式，引導年輕學子用青春熱血，勇敢主張「堅

持做生命的主人 向毒品愛滋 SAY NO」  

通過此培力營，培訓出一群創意青年的校園宣導團，

藉由青少年同儕的影響力，以活潑創意的戲劇表達

方式，傳遞青少年如何主管欲望，培養良好的主管

力，免於接觸毒品及性誘惑，成為生命的主人，享

受健康活力的人生。 

實習報導  師大社教系實習員 江育恆  

  愛滋病的篩檢與治療以及毒品的戒治很重要，

但更重要的是從預防層面著手，認知到愛滋與毒品

的危險性，並採取健康的生活模式來紓壓，而不是

採取會傷害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免除不必要的傷

害。 

  參與學員來自不同學校的高中.大學生，因著

特別的緣分(有網路看到、好友介紹、家長推薦…

等)相聚在 Peace Love 創藝青年戲劇營；在首次見

面會中，聊聊對於愛滋毒品的看法，關於愛滋毒品

的危害大家都知道，學校都有教，但是為什麼還是

有人在危險性行為以及毒品中沉淪？舉例來說有

渴望別人的愛與認同、家庭缺乏溫暖、家庭暴力、

同儕環境影響與生活壓力……。人們會接觸毒品或

得愛滋病其實有許多徵兆，重點在於我們是否視而

不見？如果不去處理，得愛滋與吸毒只是時間早晚

的事。 

  營隊由青藝盟韓定芳老師授課，從七月底至八

月中持續三周，每周兩天下午的課程。第一周藉由

各種活動來讓學員們舒展開肢體，認識到如何在一

個場地空間中把主題畫面呈現出來；還有發聲的練

習學習把要說的話說得大聲又清楚。第二周多了團

隊合作的練習，拉近學員的向心力，藉由找資料做

報告把主題防治愛滋與反毒帶入，去理解並感受感

染者及毒癮者的心情，如此才能真誠地藉由表演為

他們發聲。第三周也是最後一周，集合前兩周學習

精華，撰寫劇本且演出。分成兩組：一組敘說少女

因一夜情染上愛滋病毒，仍不放棄自己努力地活著，

並阻止一名染毒意圖自殺的青年，感動青年要過有

意義的人生；另一故事描述一個雙薪家庭的父母忙

於賺錢，留給女兒的僅有紙條與金錢，因生日父母

爽約，女兒與朋友到 PUB 慶生時吸毒，生活開始走

調，當女兒被抓入警察局時，母親質問女兒為何吸

毒而爆發衝突，這促使父母與女兒重新反思與溝通。

最終，父母以更多的陪伴與愛，逐漸回復與女兒的

關係。 

  戲劇營末堂課舉行成果發表，將六天的學習化

為戲劇表演出來，包括：亞洲會長林理俐會長、世

界和平婦女會成員以及學員家長前來觀賞演出，最

後學員們圍成圓圈，分享參與戲劇營的喜悅和感

動。 

  這個暑假我在世界和平婦女會實習，看著戲劇

營一點一滴的成形，從開始報名、處理資料、電話

聯絡、見面會的聊天，正式營期大家開心地參與，

最後呈現出精彩的戲劇，過程真的很美好充實，非

常感謝戲劇營優秀的學員們，今年暑假我們共同創

造美好的回憶，非常感謝定芳老師，用心專業的教

導讓我收穫良多，每個活動都歡樂有趣，感謝世界

和平婦女會舉辦這營隊，讓我們有緣聚在一起，傳

遞善的價值觀與文化。 

 

學員心得與回饋 
 超歡樂的戲劇營今天結束了~~好喜歡跟你們

在一起喔!:D 

 一群可愛的瘋子♥ 這六天的回憶會成為我人

生中重要的養分 

 第一次體驗舞台劇就愛上了  謝謝大家帶給

我這麼美麗的回憶⋯⋯──紀又瑄 

 戲劇真是一件魔法，可以脫下人們臉上的裝備，

展開心胸，認識不同的自己，從高中意外加入

戲劇社後，我就很喜歡戲劇，雖然我 still ㄍ

ㄧㄥ，不過戲劇真是熱血的事！青春就是不能

輸！──胡瑋庭 

  



國際青年志工領袖培力 
國際青年志工領袖培力在 3月 1-2 日於台灣金融研訓院熱血展開，來自全國各地的高中大學生
齊聚一堂，共同分享研討，如何成為具備全球性視野與領導能力的青年領袖，通過增強對愛滋
病及毒品等相關議題的認識及防
治能力，提升青少年公共參與知能
及公民意識，經由國際禮儀實地演
練，及口語表達及表達能力的呈現，
近七十名的學生儲備滿滿的能量，
並結識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他們
除了得到專業知識外，更開闊視野，
堅定自己想要回饋社會的心。從他
們的身上，看見了台灣的希望。

學員心得  
彰化女中  李佳玲 
  感謝主辦單位用心籌備此培訓，第一天由世界和平婦女會亞洲會長主講，讓我認識更多聯
合國組織，了解其發展及倡導議題，對世界和平婦女會有更深的認識，「世界是我們盡情揮灑的
畫布。」會長這句話讓我有深刻的感悟--世界是無限的，我們可以透過志工服務照亮世界的每
一個角落，讓這個寬廣的畫布更繽紛、亮麗！而這就需要有心服務的熱血的青年一同參與國際
事務，在外交部副執行長李朝成的講授下，我們得到了許多 NGO 的相關資訊及平台，也分享了
自己參與國際事務中所遇到的困難，教導我們如何處理外交上的困難，讓我們有更具體的行動
方向。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國際禮儀，周純如講師透過實際演練培養我們良好的國際禮儀、用餐
禮儀、接待禮儀等。第二天，彭素華講師幽默風趣的演講，深入地探討志工倫理，透過討論及
省思了解志工的服務目的。我以前對於愛滋病只是表面上了解，經由王威勝醫師詳細解說，讓
我深入探究這個議題，如何防治愛滋及關懷愛滋病患。宋素卿講師讓我們發揮想像力，設想自
己是一位行銷員來向不同的人行銷愛滋防治的理念。 
  活動中讓我們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團隊互相合作討論，不僅學習到很多社會服務、醫療衛
生的相關議題，也透過這樣的課程學習如何與人溝通及合作精神，更重要的是，在不斷的激盪
與省思中，讓我再度燃起了參加國際事務的熱忱！國際青年志工領袖培力的活動使我獲益良多，
讓我認識許多優秀的菁英們。感謝最辛苦及用心的主辦單位團隊，讓我在整個活動中都能快樂
地學習。

成功大學 中文系  楊芷媛 
  這兩天扎實豐富的課程，是我第一次參加可以收穫這麼多的活動，很開心也覺得很幸運，
內心特別感動，有融入在活動中的感覺，且結交許多興趣相投的朋友。在這裡，看到大家勇於
表現自我，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從大家身上反思自己的經歷及人生規劃。第一天最後一堂課
理應是精神最薄弱的時候，但大家都很活躍又興奮，因為可以聽到各組不同的想法和交流人生
經歷，印象深刻的是大家要寫對志工的定義以及類別、特質及目的，因經過深刻反思及發表，
記憶特別強，尤其知道每個人對每件問題分析及歸納的方式均有不同，都有可取之處，透過志
工經驗分享，我學會從不同視角看待事物。 
  第二天課程多有進行小組討論，記憶猶新的是說服他人如何做愛滋病的防範，每一組都好
有創意，讓我覺得人的潛力無窮，只要互相合作激盪，都能發揮出最好最燦爛的一面，能夠在
自己的人生旅途中開啟不一樣的扉頁，亦能帶給他人發光燦爛的價值與意義，這才是我們服務
他人並找到自我人生價值與方向的理由及目標! 

明新科技大學  黃薏珊 
  這次營隊學到很多,對我來說最大收穫是對不當的性愛如何說＂不＂,由於長期帶山區小學
的孩子，我通過課程學習到要用委婉的方式引導孩子性與愛的差別,甚麼是自己能接受甚麼是自
己無法接受的行為,當遇到非自願性的侵害時應當如何勇敢地說"不"。雖然我從高中開始走過中
投區參與山區小學志工服務及無數培訓,覺得自己歷練豐富,但通過參加培力營，看見這麼多夥
伴盡己所能幫助他人,才知道自己多麼渺小,每個人的生活背景、動力來源、擁有的能力,是我所
沒有的也不會擁有的, 所以不論我們是各種不同的開始，都是善的開始。即使是小小的愛心,最
後都能成大果，願意踏入志願服務工作的大家都是最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