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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期間應該是孩子最快樂的時候，沒有課業壓力，暑假營隊

又安排了許多有趣好玩的課程，但對某些孩子來說，暑假卻過得很

辛苦，既沉重又無力。

許久不見貼心的女孩
　　阿眉從小就由邱奶奶 ( 阿眉的曾祖母 ) 帶大，兩個人幾乎是相

依為命的一起生活，雖然隔了兩代，但邱奶奶將阿眉教養得很好，

做人做事的道理、生活自理的能力，都是邱奶奶平常一再的教導，

阿眉對於自己的事情能夠認真負責，也經常幫助其他同學，開朗活

潑又樂觀的個性，讓大家都喜歡和她相處。然而最近阿眉很久沒到

課後班，同學們都很想念她，後來老師在一篇日誌中看到這一段隨

筆：

　　這陣子阿祖的身體每況愈下，每個人都很擔心，阿祖常常說：

「啊！身體好累，我要死了。」這種不吉利的話，我也很為她難過，

有時候我真的不敢想像，如果阿祖到了另一個世界，我的人生會怎

樣，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顧她。但她一直說很喘，喘到無法呼吸，

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馬上去跟叔公說，叔公租了一台氧氣筒給阿祖

用，讓我放心許多。

　　有一次，姑婆帶阿祖去醫院回診，醫生說：「她的心臟瓣膜鬆

掉，血管又塞住導致喘不過來。如果要開刀，身體恐怕承受不了；

另一個辦法就要花一百多萬塊。」聽到醫生這麼解釋給我們聽，當

下阿祖流眼淚說：「算了，那麼貴，哪有錢開刀。」上個禮拜姑婆

又帶阿祖回診，醫生說：「真的沒有處理會很危險。」所以幫我們

安排阿祖住院，要裝心血管的彈簧，又要花五、六萬塊。

　　我聽到醫生這麼說，臉垮了下來，心中的石頭仍然還掛在心

上，但我也無能為力，只能在她身邊陪著她、照顧她。

一起總動員為奶奶打氣
　　台南據點的同仁了解情況後，於是和課輔班小朋友約好，在做

完社區服務後，大家一起拜訪他們，希望邱奶奶能早日恢復健康，

更希望在暑假接下來的期間阿眉能進班，因純潔協會提供一個好的

環境來幫助孩子學習成長，尤其是暑假期間外在誘惑多（吸毒、網

路陷阱等），如能進班，這樣邱奶奶才會真正的放心，並且協會也

會定期的去關懷邱奶奶，希望她能早日恢復健康。【宛如】

生命故事



　　純潔協會校服處今年暑假分別在台西跟南投舉辦了兩性 EQ 營的營隊活動，台西是 7月 11 到 14 日，南投則是 8月 11 到 14 日，

這次營隊比較有趣的是：台西營隊以女生居多，南投營隊則是全男陣容，給大家嶄新的體驗與經驗，以下是工作人員的心得分享：

認識「愛」、如何有效溝通、解決衝突，還有如何拒絕對方

要求性行為，勇敢說「不」，了解未成年性行為的危險，也

要顧全自己的身心健康，不要走別人走過的錯誤的路，重蹈

覆轍，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如何和異性有效溝通，避免不必要的衝突，造成雙方都受到

傷害，以及如何拒絕別人，可以保護自己還可以教其他人。

愛滋病的預防跟認識、如何跟女生做朋友和選擇的方式、如

果不喜歡這個怎麼辦、婚前性行為的後果、認識純潔協會在

做什麼、學會了正確的性知識。

增加了性、戀愛、未來、生命的知識，還有讓自己變得更好、

肯定自己。

日期 地區 校名 主題 年級 人數

2017/9/8 新竹市 載熙國小 小 1-2 240

2017/9/8 新竹市 載熙國小 小 1-2 240

2017/9/8 臺北市中正區 中正國中 神 8 769

2017/9/8 臺北市信義區 三興國小 神 5-6 210

2017/9/13 新北市汐止區 東山國小 神 5-6 200

2017/9/14 臺北市中正區 國語實小 他 4 90

2017/9/15 臺北市士林區 衛理女中 神 7-11 500

2017/9/18 臺北市深坑區 深坑國小 神 5 210

2017/9/19 桃園市大溪區 田心國小 淑 3 129

2017/9/20 臺北市士林區 福林國小 他 6 85

2017/9/21 臺北市萬華區 東園國小 他 4 114

2017/9/22 新北市蘆洲區 徐匯中學 神 7-9 200

2017/9/22 新北市蘆洲區 徐匯中學 神 7-9 200

2017/9/25 臺北市信義區 福德國小 青 5-6 260

2017/9/26 新北市三重區 重陽國小 神 5 339

2017/9/27 臺北市中山區 懷生國小 小 1-2 70

2017/9/27 臺北市中山區 懷生國小 青 4-6 97

2017/9/28 臺北市信義區 福德國小 淑 3-4 280

2017/9/29 臺北市北投區 桃源國小 灰 1-2 90

2017/9/30 臺北市士林區 福林國小 淑 4 106

9 月宣導場次及人數陸續增加中 

至截稿前共 20 場   總參加人數 4,029 人

【主題對照說明】
右表主題以縮寫表示，
如欲知全名可參照，
下列縮寫與全名之對照說明。

神：神仙遊
     （藥物濫用防治）
梁：梁祝蜃樓
     （兩性相處之道）
虧：虧很大
     （拒絕色情）
他：他、她、它
     （性侵害防治）
小：小紅帽與大野狼
     （性侵害防治）
灰：灰姑娘
     （家庭暴力防制）
青：青蛙變王子
     （生命教育與自殺防制）
阿：阿里向前衝
     （霸凌防治）
淑：淑女還是鐵男
     （性別平等教育）

宣 導 場 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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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先修班：兩性EQ營營隊心得

　　Ami：人常常會破壞關係，就是因為不

會使用「溝通」功能，我們將溝通功能打

開，給予使用的能力，讓孩子在摸索中成

長，尤其人是有溫度的，其中一個孩子說：

「你都不管我們。」大人沒有做甚麼，反

而是孩子先感受到了，也許他渴望被注視，

又不喜歡被管，希望孩子能學會獨立思考，

老師並不會特別限制他們。

　　小綠：同樣的課程其實可以呈現不同方式的教

法，男生跟女生的教法也不一樣，謝謝同學很喜歡

我的夢想分享，也讓我更加瞭解自己下次應該要注

意的細節；我想只要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弟弟妹妹對

待，雖然他們還是可能不理你，但到最後那些純潔

的孩子也會把你當成自己的大哥哥一樣跟你講悄悄

話，我趁機教他們一些聽講禮儀，如：不要上課翹

腳或趴著聽課之類，最後看到孩子端端正正的坐著

寫字，心裡就很有成就感。

　　ANGEL：這次的南投營
隊，最不一樣的就是組員都
是清一色的男生小帥哥們，
其實剛知道的當下冒了一點
冷汗，因為加上他們年紀又
是小六升國一，是很頑皮的
時候，害怕自己掌握不住他
們，不過到現場後發現他們
其實也就是非常單純的孩子
而已，我有點想太多了，後
來我比較放鬆，卻驚人的發
現，當你沒那麼緊迫盯人
時，他們的表現反而出乎意
料，不知不覺就一直加分，
感覺真的很棒！

    小朱：這次台西營隊自

己也學到如何引導家中的孩

子，如何跟他們溝通，成長

的過程要如何尊重「性」，

更知道如何教導生命教育的

課題，自己也很有收穫。

學生參加營隊之後，有哪些收穫呢？
以下是學生的心得分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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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篇短篇作文讓孩子寫了他們未

來的職業，有孩子寫：「我未來的職業是

警察」，我們有了消防局和警察局參訪的

構想，大家都滿心期待，每個人對派出所、

消防局的想像都不一樣，但大家都認為警

察及消防員都是辛苦又偉大的職業，都是

盡全力在保護大家的人民保母。

　　在消防局，消防局人員熱情接待我

們，一開始介紹消防人員的標準裝備，但

在介紹後不久，局裡的警鈴卻突然大響，

這時看見介紹的消防人員立刻衝進辦公室

要確認是哪區發生警報；消防人員說他們

現在必須立刻前往通報地點滅火，無法繼

續進行解說，說完立即上了消防車，突如

其來的事件讓在場的同學以及老師都震懾

住，這是我們是前完全無法預料到的景象，同學們內心既緊張又害

怕，甚至開始對消防人員產生了無限的敬佩。

　　因為突然的警報，暫時告別消防局前往派出所，派出所所長同

樣與以熱情的態度接待我們，一人一袋警察宣導的紀念品，所長及

警員對於同學們所提出的疑問幾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連同學們

想了解警察所佩有的

裝備也一一介紹，疑

問獲得解答的我們也

滿意的離開，離開的

路上也趁著機會告知

孩子：

　　「事件不發生的

和平，才是真正的幸

福，不要因為覺得

有任務才偉大才厲

害」。

　　揮別派出所後重

返消防局，消防人員

剛執行完勤務，一樣很熱心地為孩子們解說，孩子們聽得認真，解

說人員用幽默的口氣替孩子們詳細說明傷口包紮程序，以及瓦斯使

用日期檢查等等，甚至還為孩子們準備了兩套兒童消防服裝給他們

試穿，大家既興奮又害羞。

　　經過這次參訪後，相信學童們不僅對於警消人員有所認識，也

顛覆了他們對這些職業的幻想，更重要的是希望他們能從此次參

訪，學習並了解各行各業的辛苦。【鈺筑】

　　暑假的家事學習，我們讓孩子自己動手試作美味可口的鬆

餅。

　　首先我們先介紹基本的材料，讓孩子認識製作鬆餅需要哪些

食材，接著讓他們動手參與整個鬆餅的製作，倒入牛奶、鬆餅粉

及放入新鮮的雞蛋攪拌，並且告訴他們：

　　「要用愛去攪拌鬆餅糊，作出來的鬆

餅才好吃。」

　　當鬆餅機在預熱時，孩子就開始說：

　　「老師，好香喔！」

　　我們忍住笑意地回說：

　　「我們還沒放入鬆餅糊去烤，怎麼會

有香味呢？」。

　　預熱完烤盤後，跟孩子說：

　　「鬆餅烤盤現在非常燙，所以等會倒

入鬆餅糊時，一定要小心！」

　　讓孩子們一個一個挑選自己喜愛的圖案，小心翼翼地放入鬆

餅糊，其中小潔專心倒入鬆餅糊時，旁邊的小武突然大聲的說：

　　「小潔，你的手為什麼在抖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當放完鬆餅糊後，就是一小段時間的等待，而等待時的香味

飄溢，惹得大家直說：

　　「鬆餅好香喔！」

　　「老師，我好餓喔！」。

　　美味是值得等待的，當鬆餅出爐時，大家

手上拿著熱騰騰的鬆餅，一口咬下時充滿著幸

福的讚嘆：

　　「老師，這鬆餅好好吃喔！」

　　「因為這是你們用愛心和耐心做出來的鬆

餅，當然好吃啊！」

　　小小的家事學習，讓孩子們除了學習製作

方法，也一起團結合作完成這道可口的點心，

在過程中學會細心及等待出爐時學會耐心，所以這堂鬆餅製作

課，讓孩子們都收穫滿滿。【慧敏】

用愛烘培鬆餅出爐囉！

社區關懷

我未來的職業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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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甜甜圈滑入油鍋，發出吱吱的聲響，圍

在一旁的孩子們七嘴八舌地說：

　　「哇！」

　　只見志工奶奶一邊翻攪著甜甜圈，一邊不

慌不忙地說：

　　「炸甜甜圈是有撇步的，麵糰剛下油鍋要

開小火，要起鍋前要開大火，這樣炸起來的甜

甜圈才不會油膩喔！」

　　原來做點心還有這樣的學問，孩子們小小心靈有了啟蒙，並傳

承了長輩的生活智慧，老幼共學真是快樂又溫馨！

　　南投農會結合社區舉辦「106 年推動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及社

區服務計畫：農村好綠」四健作業活動，社區理事長特地邀請課後

班四年級以上孩子共同參與，還聘請四健義指、家政班員及社區幹

部、當地農民為操作講師，透過活動盤點當地景點與當地農產品互

相結合應用，利用地區空間為研習地點；而南投課後班這次有機會

和當地一些長者共同參與活動學習，透過走訪過程規劃農村旅遊體

驗，從小培養對家鄉的熱愛與關懷地方的人、事、物……。

　　第一個單元就是長者與孩子們的最愛：「甜甜圈」創意美食課，

老師準備充分的材料，高筋麵粉、雞蛋 +水、植物油、細砂糖、速

發酵母、奶粉……等，老師細心又耐心的教導這群可愛的長者和

孩子們，從揉麵糰費力又有技巧，而要將甜甜圈揉圓就需要技術，

要輕巧中帶勁，但有老師行家出手相助，大家很快就進入狀況，將

麵糰整型喜歡的形狀後，再鬆弛 10 分鐘後，油鍋熱鍋放入甜甜圈

麵糰，將兩面炸至金黃色即可取出，沾上細砂糖即可食用。

　　社區的長者還告訴學童們炸甜甜圈的小撇步：

　　「麵糰剛下油鍋要開小火，要起鍋前要開大火，這樣炸起來的

甜甜圈才能不油膩。」

　　社區長者與學童一起學習、一起歡樂、分工合作，老幼共學，

期許學童多向阿公阿嬤學習，因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而此活動更能

顯現「社區一家親」的功能。【妤銨】

社區關懷

兒老共學新體驗 
快樂又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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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心 學 苑 表

有鑑於台灣貧富差距擴大，貧困、單親、失親、隔代教養、
家境特殊等弱勢家庭增多。為避免弱勢孩童放學後無人照顧
，純潔協會特設星心學苑－弱勢兒童課輔班，免費提供每週
一到週五的課輔照顧、品格教育，並提供晚餐。

區 域

基隆

淡水

土城

蘆洲

桃園

新竹

彰化

台南

台南

台南

學 校

仙洞國小

文化國小

廣福國小

鷺江國小

大崗國小

三民國小

中山國小

永華國小(中)

永華國小(高)

文賢國小

區 域

台北市

台北市

新北市

雲林縣

南投縣

台南市

台南市

台南市

屏東縣

屏東縣

屏東縣

據 點

古亭社區兒少據點

萬華社區兒少據點

淡水兒少據點

新光國小課輔班

南投兒少據點

歸仁社區兒少據點

烏竹社區兒少據點 ( 國中、國小合班 )

仁德社區兒少據點

石門國小課輔班

滿州國小課輔班

土庫國小課輔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