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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毒宣導是青少年

純潔協會校園宣導的主

要任務，也是保護青少

年身心健康的重要使

命；國際獅子會常年致

力於反毒工作，今年特

別與純潔協會合作，以

相聲「神仙遊」巡迴台

北市的國中、國小，深

耕校園，進行寓教於樂的反毒宣導。

　　「神仙遊」由一代相聲宗師魏龍豪的嫡傳弟子傅諦所撰；主角小方

因功課壓力大、好奇心、誤交損友，以及涉足不良場所等因素，導致吸

毒成癮進而販毒。劇中介紹毒品的種類及對身心造成的傷害，相聲表演

結束後，以有獎徵答的方式強調拒絕毒品的方法，以及保護自己的常識，

精彩有趣，台下聽眾印象深刻。

　　衛理女中的學生聆聽相聲宣導時相當專注，有獎徵答時舉手也相當

踴躍，顯見他們都能認真聽講、用心思考，事後紛紛表示，透過相聲的

方式來進行反毒宣導相當有趣，對於平常容易忽略的部分也印象深刻，

覺得收穫很多。

　　三興國小學務主任邱念晟表示，孩子在觀賞相聲時，專注而投入，

有獎徵答時也都能正確回答，表示孩子都能吸收反毒的觀念，長大後也

較能拒絕毒品的誘惑。中正國中生教組長陳隆慶也說，看到學生與表演

者熱絡的互動，相信未來對於學生遠離毒品、拒絕誘惑，會有很大的幫

助。

　　木本獅子會會長柯政宏表示，一個吸毒的人可能會去搶劫、偷東西，

甚至去傷害別人，許多犯罪都是從毒品延伸出來的，希望同學都能注意

防患。大鵬獅子會副會長徐建鴻也說，利用相聲的方式更能提起孩子的

興趣，孩子是純潔的，不知道毒品的傷害，相信聽完之後，都能夠幫助

他們克服將來遇到的問題。

　　毒品入侵校園，可說是防不勝防，除了落實校園的反毒宣導，青少

年純潔協會在全省各地設立課後班星心學苑，透過長期的課業指導、陪

伴與關懷，給予家庭失能及對未來迷惘的孩子第二個家，端正品格、遠

離損友、拒絕誘惑，讓孩子們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找到快樂的泉源，

才能抵禦毒害。

大家一起來反毒 
　相聲宣導獲迴響

　　戒備森嚴的空軍清泉崗基地，出現五十多包安非他命，舉國

譁然；一名女模參加轟趴後死亡，體內被驗出九種毒品；嘉義一

名國小學生，吃了同學給的軟糖，莫名染上毒癮。毒品已深入社

會各角落，侵蝕國人生活與健康，甚至腐蝕我們的下一代。新興

毒品日新月異，已成為重大社會問題；涉世未深的學生，易受好

奇誘惑，戕害身體，令人憂心。

反毒宣導

毒品外觀千奇百怪，
同學請吃軟糖竟染毒

2017-03-29 聯合新聞網

珍珠奶茶竟變成毒品！

2017-03-07 東森新聞

假的！ 兒童零嘴成毒
咖啡包 警逮毒鴛鴦

2017-03-13 自由時報

毒品賣不好　
毒梟推超萌的

知名品牌咖啡包搶客

2017-06-30 三立新聞網

毒品偽裝食品化　
喝的是咖啡還是毒品？！

2017-09-17 健康醫療網



　　在陪伴的路上，尊重他們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

更重視品格的養成，畢竟做人比讀書重要太多了！在每週進行品格教育

課程，每次回饋都能感受到學生的進步；然而，品格必須落實在生活中，

因為身教比言教更有效果。

　　面對送便當的阿姨來時，我會大聲地向阿姨打招呼，然後感謝她不

辭辛勞為我們付出。孩子耳濡目染，也將禮貌落實在每個人身上，甚至

在下雨天也會擔心阿姨的安危，在炎夏的大熱天裡，會提醒阿姨多喝水。

孩子們將禮貌升級，變成令人窩心的話語，體貼他人是他們學習到的美

德。

　　孩子需要成長，我們也是。班上有一位特殊的孩子，儘管現今社會

提倡融合教育，但要走到完全融合，卻仍有一大段努力的空間。大家嘴

上總說著「要有同理心」，但不曾親身經歷的人，很難感受對方的處境。

　　所以，我並不要求學生們要做到理解或禮讓包容特殊生，但至少要

做到尊重對方，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在漫漫的成長過程中，引

導他們看到或接觸到更多的人事物後，相信必然對人對事，都會有更深

的感受。

　　教育不能只是從上而下，反而從他們身上，我更體會到更多教學相

長的意義。一年時間過去，很難去細數那些教過的知識，但更多的是從

他們身上得到的收穫。在許多場合的碰撞裡，激盪出不同的火花，我學

到適時調整自己的腳步，配合學生的步伐，給予不同的策略，我想，這

就是教育的可貴之處！

　　感謝純潔協會給我這個寶貴的機會，這群孩子將是我教學生涯中最

難忘的一群。感謝他們帶給我成長，也祝福他們能在未來找到屬於自己

的價值。結業典禮後，我收到一張卡片，上面寫滿了他們的感謝及滿滿

的祝福，我會好好珍藏，因為它將是我莫大的力量，在未來的路程中幫

助我。【雲林鎮東國小課後班 ‧ 燕玲老師】

　　Angel 與小綠兩位講師連續兩天共四場宣導，孩子的年紀從

國小一年級到國中都有，低年級的孩子還有家長陪同一起觀賞，

四個主題是有針對國中的「梁祝蜃樓〜兩性相處之道」相聲、

國小高年級的「青蛙變公主〜生命教育與自殺防治」戲劇、國

小中年級的「他她它〜性侵害防治」相聲以及小學低年級的「小

紅帽與大野狼〜性侵害防治」戲劇，場場都精彩連連，掌聲笑

聲不斷。

　　而孩子與家長們的反應都非常好，尤其小學生非常熱烈的

迴響；宣導結束後，一個小男生主動跑過來直呼相聲超好笑，

很謝謝我們，很喜歡我們，還送給每個講師小小的擁抱，著實

讓人大大的感動。

　　澎湖家扶中心社工也開心回饋說，純潔協會用相聲戲劇方

式創意宣導，帶給家扶孩子難忘的四堂課，還對我們的性教育

營隊有興趣，希望明年有機會可以合作，再到澎湖家扶中心為

同學們服務！【校園服務處】

　　今年暑假接到一個來自遠方的請帖，是澎湖家扶中心邀請

我們去做宣導表演，能夠有機會服務離島的學生，是一件美事！

星心學苑

校園服務

日期 地區 校名 主題 年級 人數

2017/10/3 臺北市萬華區 龍山國小 小 1-2 70

2017/10/3 桃園市楊梅區 瑞塘國小 青 4 197

2017/10/3 桃園市楊梅區 瑞塘國小 青 5 197

2017/10/5 臺北市萬華區 龍山國小 他 5-6 107

2017/10/5 臺北市萬華區 東園國小 淑 3 97

2017/10/6 臺北市松山區 三民國小 青 4-6 180

2017/10/11 桃園市龍潭區 龍潭國小 小 1-2 220

2017/10/11 桃園市大溪區 員樹林國小 小 1-2 230

2017/10/11 桃園市大溪區 員樹林國小 淑 3-4 230

2017/10/12 桃園市大溪區 田心國小 灰 1-2 220

2017/10/12 臺北市萬華區 西門國小 淑 3-6 108

2017/10/13 臺北市北投區 桃源國小 神 5-6 92

2017/10/16 新北市泰山區 明志國小 神 5-6 180

2017/10/17 臺北市大安區 幸安國小 灰 2 220

2017/10/17 臺北市萬華區 龍山國小 青 5-6 107

2017/10/18 臺北市萬華區 東園國小 灰 2 95

2017/10/19 臺北市內湖區 明湖國小 他 4 300

日期 地區 校名 主題 年級 人數

2017/10/19 臺北市北投區 新民國中 神 7-9 300

2017/10/20 臺北市內湖區 明湖國小 他 6 400

2017/10/23 桃園市楊梅區 楊梅國小 淑 3-4 325

2017/10/24 花蓮縣吉安鄉 南華國小 灰 1-6 75

2017/10/24 花蓮市吉安鄉 光華國小 他 4-6 61

2017/10/24 新北市三峽區 介壽國小 神 5 160

2017/10/25 花蓮市壽豐鄉 豐裡國小 灰 1-3 30

2017/10/26 桃園市桃園區 同安國小 淑 3 215

2017/10/26 臺北市內湖區 明湖國小 淑 3 300

2017/10/27 臺北市內湖區 明湖國小 青 5 300

2017/10/27 南投縣南投市 南投國中 虧 7-8 600

2017/10/27 南投縣南投市 南投國中 梁 7-8 600

2017/10/30 桃園市楊梅區 楊梅國小 小 1-2 294

2017/10/31 新竹縣竹北市 中正國小 他 5 229

2017/10/31 新北市中和區 積穗國小 淑 4 360

2017/10/31 桃園市中壢區 元生國小 小 2 330

10 月宣導場次及人數陸續增加中 

至截稿前共 33 場   

總參加人數 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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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中用心 
　教育從尊重開始

跨海宣導到澎湖 
家扶孩子熱情擁抱

　　甫踏出大學校園，帶著滿腔熱忱，踏進課輔的行列。面對一群來自

不同家庭、擁有獨一無二性格的孩子們，儘管家庭資源不足，但卻非孩

子所能選擇。唯一可以選擇的，是我們看待他們的眼光，我認為，他們

是一群來自農業之都--「雲林」天真純樸的孩子，與同齡的孩子無異，

一樣需要我們，在跌跌撞撞的成長過程中，給予適時的幫助。

教育不是理論，而是發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不曾親身經歷，很難感受對方處境

彼此尊重，體會到教學相長的意義



老人參與，桌遊更添創新的意義

　　在微曦晨霧中，烏竹社區的長者們早已抵達活動中心，三三兩兩聚

在一起暢快聊天，還不時頻頻向外張望，顯得迫不及待，原來大家期盼

已久的桌遊競技，終於要在今日登場了！阿公阿嬤帶來了一款名為《格

格不入》的桌遊，但他們比較喜歡稱呼它為《德國象棋》，因為聽起來

格外的親切又有水準，熱情的課後班孩子們也準備了他們非常喜愛的桌

遊《寶石陣》和《企鵝敲冰塊》要來與跟阿公阿嬤同樂。

精彩對話，看見兒老共學的美好

　　一開始，阿公阿嬤有點擔心，因為《寶石陣》看起來耀眼炫目，形

狀也千奇百怪，一時之間不知要如何下手，熱心的孩子們瞬間變身小老

師，熱情招呼老人家參加挑戰，並安撫長輩：「不用擔心啦，我們會教

你們的啦！也會先放水一下的，哈哈！」於是，精彩刺激的桌上競技就

此展開。

　　過程中笑料百出，大家越玩越放得開，阿嬤跟孩子玩著玩著，突然

自己立了一條規則：

　　「你們小心喔！輸了要被阿嬤打屁股！」

　　阿沛又笑又氣的表示：「哪有人安奈啦？」教室中充滿長輩們忘情

喊出的「哎唷！掉下去了！」或是像孩子般的耍賴著說：「啊！我走錯

了啦！可不可以不算？讓我再走一次。」還有阿公假裝生氣的說：「吼，

你們這些小孩都沒在客氣的喔！早知道我就不讓了啦！」旁邊觀戰的阿

公阿嬤忍不住笑開懷，紛紛表示，孩子們今天一反常態，非常的「不」

敬老尊賢呢！

　　當孩子拿出《企鵝敲冰塊》的桌遊後，阿公阿嬤又更加看不懂了，

幾雙充滿疑惑的眼神望向大家，曉夫喜孜孜的拉著自己的曾祖父，要他

放心，因為這個桌遊簡單又有趣，保證可以立刻上手，果然遊戲開始之

後，大家都暢快的笑了。

跨越世代，讓歡樂穿越疏離鴻溝

　　除了兒老之間的歡樂，更充滿成就感，回想日前為了順利推展活動，

老師反覆提醒孩子們，要對老人家有禮貌、遊戲間更要有耐心，對老人

家的照料也要更加仔細，而孩子們也不負期待，表現得溫和有禮，把每

位長者都當成自家長輩一樣呵護，讓老人家們感受到比平日更多的關愛

與注意。

　　藉由這幾次的兒老桌遊比拼，讓外婆、曾祖父與曉夫之間關係更加

緊密，平日的疏離感瞬間被歡樂取代，更建立起特有的默契和回憶，在

這個以社區為單位的大家庭中，長者與孩子們能跨越世代鴻溝，碰撞出

不一樣的火花，充分實踐「社區一家」的美好願景。【依婷】

DIY 動手做 學自立

農場體驗真趣味

社區關懷

兒老玩桌遊 跨越年齡的一場競技

● 讓孩子自己來，完成的成品超有成就感。

● 光著腳丫踩在土地上的親切感，別有一番趣味。

● 海邊捉螃蟹，孩子珍惜與家人、同學相處
　 的美好時光。

　　南投課後班在暑假營隊的最後一天，特別安排了親子戶外教學

活動：葵海休閒農場；有懷念古早味的焢窯，還有食材 DIY、認識河

口生態等，讓孩子們動手做，領悟到與人合作的方法，更珍惜與家

人、同學相處的美好時光。【妤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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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旅程，充滿各種選擇

　　人生的道路漫長遙遠，過程中總會面臨許多關卡，這些關卡中我們

都必須做出選擇，選擇一條適合自己能走的路，並且為自己所選擇的路，

努力不懈的勇敢走下去，因為一個重大的選擇會改變一個人，未來也一

定會充滿辛苦艱辛，但是努力不懈的走下去，最後成功的甜美果實一定

會屬於自己的。

    這次課後班的暑假課程，我們採用了分組加分競賽，舉凡上課的專心

度、生活的品格、團隊合作默契等，都是我們加分的項目，所以暑假課

程開始，我在黑板上畫了計分板，讓每個孩子都能清楚看見自己組別的

分數，也藉此積分賽來激發他們的競爭力及規範他們的生活品格。

同心協力，為團體加分學體諒

　　為期四週的暑假課程，孩子們每天都會為自己的組別努力加分，但

偶爾會出現小紛爭，像是小華離開時忘了椅子靠攏，而失去為組別加分

的機會，同組的組員會去責怪小華忘記實踐，這時候我們會跟孩子們說：

    「你們都是同一組的夥伴，應該要彼此提醒及加油鼓勵，而非用責備

的方式，每個人都有可能犯錯，只要下次能改進，都有可能再得到失去

的分數。」

    在暑假課程即將結束時，我們統計了各組的總分，排列出名次，並自

掏腰包給孩子們暑假努力的獎勵，當我們拿出零錢時，有孩子納悶地問：

    「老師，你要給我們錢當獎勵嗎？」我笑著回說：「當然不可能這麼

簡單了。」

尊重別人、相信自己的選擇

　　我們帶著孩子出發去學校附近的便利商店，進行獎勵的採購，這樣

的獎勵，我們限定了每組的金額，且只可買獎勵自己的小點心而非玩具，

請他們在規定的金額選擇自己要買的獎勵，並且必須由整組年紀最小的

負責結帳，這樣的方式，除了鼓勵他們暑假的認真與努力，也讓他們在

學習採買東西時，如何選擇取捨及結帳，並且也讓整組學習討論共同的

獎勵及分享。

    這次的積分競爭及鼓勵方式，主要是希望孩子們能學習團體間的溝通

及合作，了解這些獎勵都是他們努力得來的榮耀，並且在未來生活中，

可以運用這些經驗，也能在未來的每一個關鍵時刻為自己做出「最佳選

擇」。【慧敏】

分組競賽得獎勵
　便利超商學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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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心學苑&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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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每月拜訪收款並報告協會服務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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