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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 針 對 本 會 古

亭及萬華兒少據

點， 進 行「106

年台北市友善兒

童及少年福利服

務據點督導訪視」。訪視內容包含：整體環境與孩童

安全之維護、服務宣導、服務規劃與執行、福利服務、

服務成效評量，以及服務具創意與發展…等項目。本

會於台北市兩兒少據點，皆獲得最佳肯定「優等」級

別，秉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理念，將持續深

耕服務，回應社區兒少

及家庭的需求。

政府肯定

優 等

　　阿輝是由單親媽媽撫養，是老師口中需

要特別注意的孩子。第一次和阿輝見面之前，

特地前往學校和主任面談，得知他的狀況和

我的任務。

一、媽媽每天加班，他回家僅能以泡麵充飢。

二、功課嚴重落後，學習態度不積極。

三、我被賦予的責任是，課後要送他回家。

　　跟主任談完後，我心裡倒是期待見到

他！跟阿輝見過面之後，立刻發現他的一些

問題。首先，只要是遇到超過他能力的功課，

他便拒絕面對；另外，數學題目只要超過兩

頁以上，他就問：「老師我可以帶回家寫

嗎？」試圖逃避不寫。而且在我檢查他的功

課時，會對我謊稱已經寫完了，放在學校…。

　　有一次，他又故技重施，班上同學立東，

毫無忌憚地去翻他書包，拿出他的作業並且

大喊：「老師，他說謊！」當下氣氛凍結，

彷彿空氣凝結成冰塊，阿輝狠狠對立東瞪了

白眼，我試圖化解衝突，告訴立東：「你先

離開，老師會處理。」然後緩和阿輝的情緒。

　　「阿輝你先冷靜下來，聽老師說。今天

立東的行為是善意的，老師不會怪他，他幫

你找到功課，你應該感謝他，不是嗎？」「同

時老師也不會責怪你，我知道你今天不是故

意要騙老師，老師相信你只是想回家完成作

業，是嗎？」

　　為了鼓勵他，我繼續引導他：「老師相

信你，但讓我們先完成這一大題，其餘的你

回家再慢慢完成好嗎？明天我要看到你對自

己負責，把作業交給老師，可以嗎？」突然

間，一個大男孩，在我面前滴下了眼淚，認

錯似的點點頭…。頓時，我覺得阿輝的憤怒

被軟化了，他的態度改變了。然而我內心相

信，沒有激情無法做出這樣的改變…。

　　此後，我會對阿輝多一點肯定的眼神，

多一句鼓勵的話語。經過一學期的陪伴，現

在的阿輝，是一個臉上帶著微笑，而且能自

己完成功課的孩子了！

　　感恩之前在台中課輔班的經驗，最多帶

領 15 個混齡的孩子，這樣的環境刺激我，

需要不斷地向內、向外找尋進修的管道，學

習更多的知識，才可以更優質地帶領這些孩

子。

　　反省孩子的情緒投射，通常是來自於父

母、老師和社會的影響，而孩子的信心來自

鼓勵與引導。批評、責罵與陷落，不會讓他

們更堅強，相反的，孩子的能力是來自執行、

來自體驗，無需過度干預與糾正。期許父母

老師都能放手，給他們多一點空間，讓孩子

學會獨立自主，可以成熟長大。【文 / 妹祝】

老師的信任與肯定，
軟化了剛硬憤怒的心

【霧峰丁台】

恭賀本會古亭、萬華兒少據點 榮獲社會局評鑑優等



　　「當老師真的好累哦！」「老師，他

們好難控制哦！」這是孩子們在經歷過一

場「一日老師體驗」的感想。

　　我們安排據點的孩子們，與據點樓上

幼兒園的小小孩，進行一場桌遊教學活動，

藉此讓他們體驗指導別人的角色與感受。

由於他們在家大都需要扮演照顧者，照顧

家中弟妹，所以行前對於將要與年紀更小

的小小孩們互動，他們各個信心十足，也

格外顯得興奮與期待。

　　當天，迫不及待地詢問：「老師，什

麼時候才要開始桌遊教學？」我們一到幼

兒園教室，睡眼惺忪的小小孩們，看到大

哥哥大姊姊，各個都興奮地手舞足蹈。據

點的兒少分組指導桌遊，讓每個小小朋友

能自由選擇想玩的遊戲，也讓他們學習包

容以及禮讓別人。

　　不同於以往都是只有接受他人幫助，

這次讓他們主動幫助別人，特別是比他們

更弱小的小小孩，不僅促進社區鄰里互動，

也讓孩子們學會如何付出。

　　當然也出現了不耐煩的態度，一年級

的小澈，因為是老么，在家無須做家事，

幾乎都是媽媽完成的，所以都是接受他人

的給予與包容，很少有機會學習給予或包

容他人。所以會從中引導，希望他能多包

容小小孩，因為他們年紀更小，有很多地

方不懂，要多包容他們。

　　鼓勵他們學習據點大哥哥大姊姊包容

自己那樣，透過這次機會，讓他們都有機

會體驗到「負責任」與「責任感」的教育。

愛這件事情，不是從他人接受到多少的幫

助與關愛，而是在得到幫助與關愛之後，

懂得付出與分享，願意將這份愛發揚成大

愛，照亮其他更需要的人。【文 / 鈺筑】

【台南歸仁】

如何培養子女的責任感？

星心學苑

　　孩子長大了，家長都希望孩子能夠妥善處理自己及學校的

生活事務。然而孩子的行為似乎常停留在須別人催促之下才會

有動作的狀態，我該如何正確引導孩子建立責任感？首先請檢

視日常生活中你與孩子的互動：

＊請注意，如果你勾選了上述大部分選
項，你應讓孩子清楚其責任歸屬，養成孩
子負責的個性。

1. 孩子的功課常須再三催促才能完成。

2. 孩子常掉東掉西、丟三忘四，該帶的物品總是會有遺漏。

3. 交代孩子完成的事情，孩子常敷衍了事。

4. 時間到了無法自己起床或上床。

5. 遊戲或休息時間結束了，仍不願依約定

   做分內該做的事。

6. 孩子用完物品常常沒有歸回原位。

責任感的建立可以這麼做：
與孩子討論房間東西有秩序擺放的重要性，讓孩子

清楚那是他的責任。

對孩子分內的工作，可教導或討論各項事務時間安

排，以增進孩子責任感的持續性。

對於孩子的學習，應給予足夠時間學習與練習，並

扮演引導與輔導角色。

給孩子有自行決定的機會，同時讓孩子體驗決定之

後的應有結果。

提供機會讓孩子在能力範圍內學習獨立完成事情。

鼓勵孩子多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的事務，協助孩

子學習負責任。

邀孩子一同參與家務工作，了解責任感不分大小，

關鍵在於態度。

孩子完成分內工作時，給予正向鼓勵，同時讓孩子

知道這是負責任的表現。
(教材來源：教育部 / 我和我的孩子：一本給家長的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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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

我和我的孩子：一本給家長的手冊



　　非常感謝純潔協會，到本校上性教育課程，我自己也

是本科畢業的健康老師，看過這套教案。我覺得由自己認

識熟悉的健康老師來上課的時候，孩子們會很習以為常，

但是藉由外面協會的老師上課，他們的專注度反而非常的

高。當然課程裡面加入了很多新的資訊和剪接的影片，大

大提升了他們學習的興趣。我覺得這個班級的孩子，本來

對未來沒有什麼規劃，或是在課堂上是比較躁動的，但是

經過這四堂課之後，效果非常的好！覺得他們的眼神散發

出很想學習的慾望。我非常感謝協會安排老師與課程讓學

生學習，希望以後可以推廣給更多國中學生，甚至小學學

生都可以來上這套課程，謝謝！

《進班教學 師長回饋》

板橋重慶國中資料組長 劉珮吟

　　國中生正處於青春期，難免對「性的議

題」產生好奇心，對戀愛也有憧憬；但隨著

時下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青少年在「性」

及「感情」兩方面所產生的問題越來越令人

擔憂。

　　青少年階段是學習保護自己、尊重他人，

培養正確「性價值觀」的重要時期。面對青

少年越禁止反而越想做的心態，與其一味地

擔心與禁止，不如坦然地與其溝通，讓青少

年表達心裡的想法與問題。

　　純潔協會推動生命教育、性教育、品格教

育與家庭教育，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並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戀愛先修班」進班

教學課程，希望能幫助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

中學會接納自己、愛自己，也懂得尊重別人。

免費，敬請協助募集發票，以贊助相關支出

國中 7、8 年級學生，以班為單位

教室內需有電腦、喇叭、單槍、投影幕、麥克風

可選擇每次上 1 節或連續上 2 節，兩次上課日期之間隔不

宜超過 1 週

杏陵基金會性教育 ( 含愛滋病防治 ) 種子師資培訓 84 小時

結業之本會資深講師

1. 讓青少年願意更多預備與發展自我的生命、品格及人際

　關係，而非急於進入戀愛關係

2. 明瞭未成年性行為可能導致的各種後果及色情可能造成

　的不良影響

3. 幫助青少年了解兩性交往時如何保護自己、尊重別人

採影片欣賞、分組討論與體驗活動等互動方式進行    

以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所發行「愛情先修班 - 青春四人行」

性教育課程  為主架構，內容乃由台灣性教育學會的學者專

家精心編輯而成

費　　用：    

對　　象：    

設　　備：

時　　間：

師　　資：    

課程目標：

授課方式：

課程內容：

校園服務

單　元 學 習 目 標

單元 1- 喜歡要如何表達 ? 使用正確有效的溝通技巧於兩性邀約情境

單元 2- 如何拒絕不想要的告白 ? 練習並學會自我肯定與自我肯定型的拒絕技巧

單元 3- 我倆是朋友或情侶 ? 學習判斷男女朋友必要條件、練習做出正確的決定

單元 4- 都是色情刊物惹的禍
澄清對色情的迷思並了解色情媒體並不是學習性知識
的正確管道，學習實際使用批判性思考於生活中

單元 5- 如何面對情感挫敗 面對兩性交往受挫情境，能用創造性思考模式

單元 6- 愛我，就尊重我 運用常見的協商拒絕技巧於兩性互動之情境中

單元 7- 愛滋大考驗 認識愛滋、性病及有效預防之道

單元 8- 做個情慾自主高手 運用健康自我管理技巧以發展良好的兩性關係

國中全人性教育 進班教學簡章

免費活動，歡迎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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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舊稱「阿罩霧」，與台灣歷史的變遷

有很深的淵源。霧峰擁有相當豐富歷史

背景，是祖先紮根生葉，辛酸慘澹經營，用血

淚揉合這片土地，歷史的寫照是辛勤耕耘的結

晶，更充分表露出霧峰人們純真的感情與對生

活的渴望。

　　106年 11月 8日本會於台中市霧峰區丁台

社區活動中心設立課後照顧班。社區以農業為

主要的收入來源，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勤奮努力下，農民收成的多寡仍得看天吃飯。

　　丁台地處霧峰區西側，有「登台、燈台、

墩台、平台、丁來」等各種名稱，考量地理位

置鄰近四德國小、光復國小、五福國小、光正

國小，課後班得以服務丁台社區周邊的弱勢家

庭兒少。

　　社區的單親家庭、新住民家庭比率較高，家

長在工廠的收入低微，有的在中投公路下賣玉

米，月收入僅有一萬元左右，要維持一家4口

的生活實在困難。兒少下課後家長仍在工作中，

必須留校課後自修，費用對經濟弱勢家庭而言，

實是龐大的負擔。

　　單親媽媽為擔起家庭經濟，子女下課後無

法為其準備餐食，晚餐幾乎天天吃泡麵裹腹。

另一單親媽媽未婚生子後離家，將子女交由外

祖母養育，然隔代教養之條件無法因應孩童的

成長，衍生出許多教養困境。

　　這些問題，在偏鄉地區可說是屢見不鮮，

希望課後班的成立，可以補足這些家庭及孩童

的需求。讓孩童下課後有環境與老師可以關懷

照顧，給予課業輔導、生活常規管理、品格教

育，以及孝道的教導，並提供免費的愛心晚餐，

讓他們不用再天天以泡麵裹腹。

　　課後班外觀有美麗的彩繪、戶外有育樂安

全環境及籃球場地。五年級的阿翔寫完功課後，

總愛拿起籃球開心地、盡興地、欲罷不能…。

　　丁台是個有溫度、花開滿園的社區，有在

地資源、文化產業的脈絡，喜迎「2018年臺中

世界花卉博覽會」的到來，可深入社區探究丁

台的人文歷史深度。孩童們在丁台課後班，能

承繼文化的學習與大自然花卉的薰陶，也能參

與社區服務、兒老共學，和樂融融。【文/惠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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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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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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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

南投縣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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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峰丁台課輔班

南投兒少據點

新光國小課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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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專線：(02)2929-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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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的我，一直在內心問自己

家裡那個多餘的人是誰？

存在、活出自己，是我現在想做的

小一就生長在重組家庭

一直以來，不僅與五歲的繼妹吵架

對於繼母安排的家事，也經常反抗

今年，與每天相依為命的親姐姐

發生了重大的衝突

導致我們必須分離，無法同住

這段期間，我仍然反抗叛逆

講話尖酸刻薄又帶刺

反正我已經都無所謂了…

尤其是面對，長久以來對我嚴格的父親

今天在據點裡

我主動說，要幫老師作畫

雖然，我仍然想作自己

但經過畫畫的過程，沉澱了反抗的心

感受到了寧靜與平和

自然地說出，長久以來想對父親說的話

原來在這牆面裡，透過老師的筆觸

我看到了，愛的素描…

場景是綠葉小叢與滿是愛的天空

樹下有位男孩與女孩在盪鞦韆

讓我想起小時候與姐姐的時光

現在每週假日與姐姐相聚

不再與她唱反調

會聊聊，妳最近好嗎 ?

而對父親，我想說

我已經長大了，對喜歡的事會專心投入

不再是那個，不懂事的小孩

【文 / 瑢蓁】

生命故事

據點故事 【霧峰】登上高台見丁台
—恭賀丁台課後班成立

彩繪牆裡寧靜的天空

《期盼》
有一種幸福叫陪伴孩子成長

丁台的登台陪伴孩童
丁台的燈台點亮孩童
丁台的墩台守護孩童
丁台的平台提供孩童

讓他們有更棒的成長及明亮的未來

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