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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氾濫，滲透校園

　　我國吸食毒品人口逐年增加，再犯率也

長期居高不下，至今仍未獲得有效改善，

民眾對政府防制毒品成效的不滿意度高達 6

成。因毒品問題被判決有罪的人數，93 年

為 14,640 人，98 年則增加為 36,758 人，

104 年更達 42,364 人。

　　依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104 年因涉

及 毒 品 犯 罪 被 起 訴 人 數 42,364 人， 判 決

確定有罪人數 35,960 人，判決確定有罪率

占 84.9%，累犯人數 20,494 人，累犯率達

家長的惡夢，
失控的校園毒品氾濫問題

整理 / 文宣室

校園毒品氾濫的議題，在毒品大量偽裝成各種飲料、零食，以及女模死於毒趴事件之後，

再次受到矚目，喚醒國人對於校園毒品預防宣導的重視。近年來毒品氾濫，吸毒者的年齡

層也日趨下降，唯有加強校園宣導，才能有效提醒學子，防範毒品入侵並做好自我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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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適應家長管教

家庭關係

家人互動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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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網絡

加入幫派，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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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APP
(交友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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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尋求刺激

心理因素

壓力大

情緒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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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壓力大

學校適應

翹課、中輟

同儕壓力，不敢拒絕

資料來源：教育部

孩子接觸毒品可能的原因

57.0%。顯示涉及毒品所引發的犯罪行為，

已經是造成犯罪的第一主要原因。

　　更令人擔心的是，學校本應該是最單

純、最讓家長放心的環境，但事實上毒品問

題早已深入校園，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調

查，我國未成年人用藥年齡，平均是 12.5

歲，且高達 2 成 3 是在校園內吸毒。

　　 此 外， 根 據 內 政 部 統 計 資 料，95 年

的 少 年 毒 品 嫌 疑 犯， 平 均 每 10 萬 人 有

31.08 人， 到 了 105 年 卻 增 加 至 每 10 萬

人 有 117.48 人， 增 幅 將 近「4 倍 」。 如

果進一步從學生的年齡層分析，95 年度至

104 年度，遭通報濫用藥物的學生人數總

計 13,919 人，以「高中職」8,837 人（佔

63.49 ％） 比 例 最 高， 其 次 則 為「 國 中 」

4,558 人（佔 32.75％），甚至連「國小」

都有 72 名學生涉及藥物濫用，顯示毒品從

學生進入國小時即已存在於校園，於國中及

高中職時開始迅速蔓延。

少年濫用藥物，高危險群

　　毒品氾濫是台灣社會相當嚴重的問題之

一，105 年全台在監受刑人將近一半因毒品

入獄，毒品可以說台灣十大罪名之首，可怕

的是毒的流竄，年齡層還有下降的趨勢，根

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調查，12 到 17 歲未成年

族群有 23% 的人首次使用毒品的地點就在

學校，數字顯示，毒品滲透校園，腐蝕我們

的下一代，近乎失控。

　　染毒販毒學生小天：「17 到 19 歲，基

本上 10 個人有 8 個人接觸過毒品，公立高

中在學生國中的時候就有些人也是會去碰毒

品，你會發現那個學期他可能莫名其妙就不

見了。」

　　暑假返校的第一天，犯錯的學生得接受

愛校服務銷過，第一堂課是反毒宣導，這是

台灣高中學生的日常，分析毒品的危害跟真

實案例，這是高中課程裡例行的反毒宣導，

原本該是最單純的校園環境，如今蒙上抹不

去的毒品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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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可能涉毒的行為表徵

　　瞭解青少年進入藥物世界，其成長背景、發展過程中的障礙及自我特質，均應考慮在內。

例如衝動性高、自制力弱、追求刺激、自尊心低，這些性格都易於導致濫用藥物的行為。青

少年可能涉毒的行為表徵，也會在心理與生理上產生一些特質：

台灣12-17歲少年涉毒品案統計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註：每年前10大刑事案件略有不同，毒品案均排前5名。以2014年為例，全台少年所
犯前10大刑事案為：一般竊盜、一般傷害、毒品案、機車竊案、公共危險、詐欺背信
、駕駛過失、妨害自由、強制性交，一般恐嚇取財。

毒品案占前10大犯罪案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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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毒特質 心理及生理狀況

1 焦慮與沮喪
在人際關係中常覺得不自在，緊張、無法放鬆，有沮喪的感覺、

疲倦、無精打采、自艾自憐。

2 憤怒
藉用藥物表達對自己的憤怒，想要懲罰自己，抑或企圖毀滅他人

的價值。例如父母越不喜歡的事，偏要做。

3 低挫折容忍度
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衝動，常以力量、強勢來解決問題，而非

溝通協調。

4 自卑與誇大
自認為在許多生活層面上表現不佳，沒有價值感或強烈的自卑的

感受，藉藥物護衛自己，渴望增進自己的能力，追求優越感。

5 逃避與控制
藉著沉溺於藥物中，可以逃避自己對現實環境的不滿，時而誘使

他人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

　　隨著網路資訊業發達，毒品無

所不在、無孔不入，透過航空、海

運等，各種管道進入台灣。從各種

流行病學研究或是刑事案例統計

顯示，海洛英、安非他命類、古柯

鹼、苯唑代眠品、K 他命等，濫用

藥物毒品問題有著年輕化的趨勢，

家長們甚至從孩子上小學就開始

擔心毒品的危害。

　　因吸毒所產生的偷竊行為、傷

害以及搶劫刑事案件，不斷在新聞

版面重覆上演。正因為無法杜絕

毒品來源，使得吸毒人數有增加的

趨勢，毒品走私、販售案件持續發

生，毒品侵蝕人心，令人無法自

拔，難以除去毒品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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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5 年藥物濫用防制指引。
2、TVBS 新聞 (106.7.30)/ 毒襲校園！少年濫藥高危險群年逾萬人。
3、風傳媒 (107.1.17)/ 家長的惡夢─校園毒品氾濫問題令人憂心。

4、法務部 / 反毒大本營網站
5、教育部紫錐花運動

◎行為表徵

青少年初期服用毒品都是隱瞞家長、老

師，因而要多留心觀察，如眼睛充滿血

絲等現象。

在情緒方面，出現多話、躁動不安、沮

喪、好辯。

在身體方面，出現嗜睡、食慾不振、目

光呆滯、結膜紅腫、步履不穩。

在感官表達方面，出現視幻、聽幻、無

方向感。

在社會適應方面，出現多疑、誇大、好

鬥、無理性行為、缺乏動機。

上述之餘，還可能發生如下表徵：

1. 眼光呆滯，瞳孔放大，老愛戴太陽眼鏡，行動昏昏沉沉，說話言語不清。

2. 不斷向朋友或同學借錢，甚至勒索同學行搶，家中貴重電器失蹤等。

3. 手臂上有針口，天氣熱還穿長袖衣服，衣服上有血跡。

　　請家長稍加用心，多觀察，以期能及早發現有問題的

青少年，以免越陷越深而無法挽救。觀察家中是否有怪

味道、不明的藥丸、粉末或吸食器？觀察孩子是否經常

鬼鬼祟祟，比起過往更重視隱私權？觀察孩

子的手機、電腦，是否有透露相關毒品的訊

息？如果您的孩子有以上情形，請家長要多

留意，如有疑慮，可請教專家，必要時諮詢

求助，甚至報案。

資料來源：教育部

少年可能涉毒的行為表徵

外觀改變

行為異常 性格轉換

習慣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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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闊別 13 年，青少年純潔協會第 3 次蒞臨

金門，展開為期 4 天的「校園安全巡迴 -- 相

聲宣導」活動，在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的補助

下，於 8 所國小宣導反毒、2 所國中宣導拒絕

色情。不同於一般制式宣導，純潔協會以活

潑逗趣的相聲表演方式，相聲劇本皆由一代

相聲宗師魏龍豪的嫡傳弟子 -- 傅諦老師所撰

寫，內容有趣，笑料百出，深深吸引學生的

目光。

　　反毒相聲宣導「神仙遊」，以「小方不見

了」帶著學生進入劇情，小方因功課壓力大、

好奇心、誤交損友以及涉足不良場所等原因，

導致吸毒成癮進而販毒的行為；並介紹毒品

的種類及吸食毒品後對身體及心理造成的影

響和傷害。表演結束後的短講與有獎徵答中，

提示拒絕毒品的方法以及保護自己的常識。

　　反色情相聲宣導「虧很大」，以風趣的

對話描述年輕人因好奇心接觸色情網站，導

致沉迷、上癮，進而耽誤工作與人際互動，

又因吸收錯誤觀念，影響了與異性交往的過

程。其中特別澄清了一般人可能對色情的迷

思、色情的傷害與如何拒絕色情等，提示青

少年應該要有正確的價值觀，成為具有觀察

判斷力與思辨能力的好公民。

反毒無疆界，遠赴金門外島
文 / 校園服務處

校園宣導

此次金門校園宣導也受到當地媒體的
關注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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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寧中小學 / 陳雅蘭校長

　　之前沒有注意純潔協會，後來上臉書看了一下才稍微認識，

而今天才真正領會到，原來純潔協會是這麼棒的團體！今天從早

上到現在，我已經連續聽了三場宣導了，前面兩場是國中畢業班

宣導，而這一場，我全程坐在下面，為什麼呢？因為台上的表演

很有吸引力。

　　第一點是主題非常好，「遠離毒品」幫同學認識毒品的危害，介紹毒品的種類，

以及毒品會造成那些危害，在結束之前，又再一次用問題來提醒同學。

　　第二點是很多同學都很認真的在聽，可以回答得非常的正確，雖然也有幾位同學

沒有仔細聽，一時答不出來，經過大哥哥給的提醒，就可以回答出來，真的很棒。

　　第三點是，今天的宣導非常不一樣，對我來說是有史以來從沒接觸過的，是用相

聲來做正向引導，真的是非常棒！讓我們再謝謝今天的兩位老師，這真的

比我們上 10 堂課還要精彩。真的達到正向的概念，引導同學一定可以向

毒品說不，對不對？今天就謝謝承辦單位這麼認真，遠道而來，帶給我們

很豐盛的活動，謝謝他們的蒞臨。

◆ 安瀾國小 / 李幸儒老師

　　今天非常感謝純潔協會的兩位老師，來到學校做反毒宣導。

金門的孩子，其實在每學期都有固定的宣導活動，尤其是反毒方

面。然而之前的反毒宣導，都是透過一般方式宣導，孩子們的動

機興趣並沒有那麼高。

　　但這次活動，透過相聲的方式，發現孩子們的興趣非常高

昂，老師們用戲劇般誇張的演出，讓孩子在這幾十分鐘當中就可以投入，而且記憶深

刻。我覺得這樣的宣導方式非常好，比之前傳統宣導的方式，顯得更活潑與更有效果。

　　其實在金門，我們發現毒品就在校門口，有陌生叔叔請小朋友喝飲料，像那種杯

裝的手搖飲料，裡面就有毒品，我們就是有孩子喝了這種飲料染上毒品的。

　　我們老師站在第一線，非常擔憂孩子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受到這些零食或各方面

的引誘，就很容易染上毒癮。我想透過這個宣導活動，孩子們會更加意識

到周圍的危機存在，希望他們也可以好好的保護自己，更加安全的健康成

長，真的很謝謝兩位老師帶來的宣導活動！

師長回饋

師長回饋

↑點我看影片

↑點我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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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士林區雙溪國小，位於士林和內湖

交界的大崙尾山山腰上，環境生態豐富，風

景秀麗，第一次去就被周圍的大自然環境所

吸引。學校人數不多，全校師生加起來約 100

人，是一所小而美的學校。

　　這次「生命教育」進班共四堂課，對象

是六年級學生。比較特別的是，學生只有 12

人，男生 8 人女生 4 人，也有一些是比較不

愛讀書，行為問題偏多的狀況，例如愛講話、

上課喜歡走動等。最特別的是，12 位同學都

沒有人戴眼鏡，可能跟學校四面環山，望眼

所見皆青山綠樹有關。

　　因為這樣的關係，他們喜歡運動打球，

很少沉迷玩手機。面對一個月後即將畢業的

他們，我正在上最後一堂「夢想藍圖」，從

學生的反應，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很關心自己

的未來。輔導主任魏嘉宏，看到同學很認真

在畫圖，認真思考未來的方向，他有感而發。

　　「我很少看到你

們這麼安靜、這麼認

真，很嚴肅地在思考

一件事情，我想你們

一定很渴望實現自己

的夢想。很感謝純潔

協會林老師，藉這幾

次課程來啟發大家，

思考自己的未來。」

魏主任說。

　　「再過一個月你們就要畢業了，我也衷

心期許你們在將來，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

好好的去學習與發展，不管你們遇到任何困

難，也不要忘記自己的夢想。」他補充。

　　主任自己本身也是醫院的志工，他分享：

「比起醫院的孩子來說，你們是更幸福的，

因為他們躺在床上，每天吃藥打針，還要忍

受病痛的折磨，有的甚至可能生命更短暫。

然而你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發揮自己的

光芒，有機會去完成自己的夢想，所以希望

你們好好把握自己的生命，不要浪費在沒有

意義的地方。」

　　我對於主任諄諄教誨的心情特別感動，

不是因為他講的大道理，而是話語的背後對

同學們深刻的關愛與期許。主任還特別頒發

感謝狀給純潔協會，同學也寫了卡片感謝我，

雖然同學有較多行為問題需要再學習導正，

但是今日的單元，看到同學們專注努力的神

情，思索自己的夢想和未來努力的方向，當

下那氛圍是令人欣慰的。

　　短短四堂課，雖然不是很長，卻可以幫

助他們激起一些小漣漪；也許無法帶給他們

重大的生命改變，卻可以帶來一些啟發，幫

助他們去思考生命中比較重要的東西。希望

在未來，他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優勢，發揮所

長，讓生命更豐碩、更美好。

珍惜年輕的生命
文 / 林姿吟

進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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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西卡寫的中文字比台灣孩子還要漂亮，但
除了英文以外，其他各科全部不及格，使她
自己傷透腦筋，也非常困擾…

文 / 何老師

　　潔西卡是一個漂亮的小女孩，金髮碧眼

活潑可愛，父親是澳洲人，母親是美國人，

都是來台多年的海外宣教士。潔西卡在台灣

誕生，有兩個姊姊，還有一個弟弟。雖然誕

生在台灣，但父母還是以英語為主，所以她

的中文程度還是不好，因此升上五年級後，

課業越來越繁重，學習倍感吃力，尤其是國

語、史地類科目，更是難以消化。

　　經由學校的班導師的請託，她才進入到

星心學苑。潔西卡非常有禮貌，在進班前，

父親一起陪同，親自來到星心學苑向老師致

謝，進班後更常主動幫忙老師、整理教室。

潔西卡寫的中文字比台灣孩子還要漂亮，但

除了英文以外，其他各科全部不及格，使她

自己傷透腦筋，也非常困擾。

　　由於國情和宗教背景不同，所以常常不

清楚許多成語的意思，社會科部分則是對風

星心學苑

超越跨國文化
潔西卡

的

土民情無法了解，因為語言的隔閡，對數學

應用題的題意也無法明白，所以造成了課業

落後，考試時也會無法完成所有題目。

　　進班之後，一開始面對國語成語，潔西

卡需要一一解釋才能了解，進而造句。對於

數學也是，需要向他解說題目好幾次，她才

能開始作答。但是潔西卡自己也從沒有放棄，

非常努力學習，遇到不懂的問題，她一定會

請教老師，直到弄懂為止，最後還會鞠躬，

向老師表達感謝。晚上回家自己也會複習功

課，她喜歡畫畫，每次學期末，一定會親手

作卡片謝謝老師。

　　現在潔西卡已經六年級了，各方面都進

步很多，甚至每次期中、期末考要到了，都

會幫助其他課業落後的同學一起複習功課，

因此，考試對潔西卡來說，已經不是困難的

了，而潔西卡的父母更是感謝星心學苑，因

為這麼長期以來對潔西卡的陪伴與幫助。

　　即將畢業了，看到潔西卡漸漸適應課業

與文化，內心善良又擁有許多朋友，展現出

自信的笑容，心裡自然是非常開心的，誠摯

祝福潔西卡，擁有一個美好幸福的未來。

圖片出處：pixabay / 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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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輔導

　　寒假結束，課後班剛開課不久。前兩

週，小品依然處於鬆懶的狀態，一直不能進

入狀況，對於進班的意願度非常低。每次一

踏進課後班時，就大聲嚷嚷：「我要回家！」

「我不想寫功課！」然後坐在位置上發呆，

也不拿出功課書寫。

　　我只好兩眼嚴肅地盯著他，說：「阿嬤

並沒有說你可以回家，請你把作業拿出來完

成！」他聽完，只好嘟著一副臭臉，心不甘

情不願的拿作業出來寫。

　　書寫的過程中，小品總是將書本、作業

或鉛筆，散亂於桌面上，然後東摸西摸，再

慢吞吞地一筆一刻畫著字跡。偶爾還會抬起

頭來，對同學說：「ㄟ，放學後，我去你家

玩好不好？」看到這情況，我會更嚴肅的提

醒他：「小品！現在是上課時間，請問你知

不知道該做什麼事情？」他才又不情願的開

始寫功課。

　　小品是位隔代教養的孩子，爸爸逝世、

媽媽又居住於外地，平常都是由阿公和阿嬤

負責照料，他還有一個妹妹，四人一起生

活。阿公阿嬤平時忙於夜市擺攤，就會帶

著小品和妹妹一同出外做生意，因此東奔西

跑，不容易有安頓的身心。

　　我知道這種狀況的孩子，心情無所依

靠，所以特別需要多一點關心和鼓勵，才能

在課業及生活規範上有所改善，我們也才可

以幫助阿公阿嬤，減輕他們的照顧壓力。

　　小品的本性其實很純樸，但仍必須給予

明確的規範，所以在指導課業時，我都會告

訴他：「想出去玩可以，但你必須先完成自

己的功課。」因此當小品努力完成自己的功

課時，我就會在他的聯絡簿上，蓋上幾個小

印章，獎勵他今天的認真。

　　經過幾週來的陪伴和輔導，小品終於收

心了，課輔狀況逐漸進入佳境，雖然偶爾還

是會小小抱怨，聽聞他在唉聲嘆氣，但頻率

已經明顯減少很多。而在生活規範方面，小

品東西亂擺的狀況，透過我的叮嚀也逐漸改

善，學會將桌面上物品擺放整齊及收拾。

　　雖然在課後班的孩子，曾經經歷過許多

生命中的傷害與挫敗，但這裡是一個安全的

庇護所，能夠對他們欠缺的部分有所補救。

希望小品在課後班能有所進步，未來也能夠

更加自律，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行為懂

事貼心，讓阿公阿嬤放心，自己也能平平安

安，順順利利長大。

督促，是盼你成長；
　陪伴，是願你幸福 文 / 張惠萍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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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吃五月節粽，破裘仔不願放」即便

到了春天，一波接一波的寒流，再次證明了

前人的智慧。或許在這乍暖還寒的天氣裡，

正適合聚聚餐。記得萱萱在寒假時下廚，讓

孩子們能與家長一同享用美好的晚餐。

　　這頓晚餐，孩子們與家長及社工們互動，

聊聊學校的狀況，或是最近的煩惱…。看著

邁入青春期的孩子，像家人般暢談的畫面，

猶如熱鐵烙膚般，令人記憶深刻。

　　自此以後，據點的孩子們開啟了一段廚

藝之旅，廚房成為了孩子們大展身手的地方，

每晚的話題，從今晚要去買甚麼？到今晚能

用這些食材煮甚麼？因為，據點透過善心人

士的資助，持續地接受當地與當季的食材。

　　每當孩子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據點，

讓我想起兒時回家，家人總會吆喝著快去洗

個手，接著把一道道熱騰騰的飯菜，妥善地

擺在餐桌上，讓我們開始大快朵頤，並閒談

起一天的是是非非…。

　　如今，弱勢家庭孩子的家長們為了家計

疲於奔命，以往在餐桌上交心的機會，成了

不可得的奢望，少了這樣的互動，讓關懷多

了一層隔閡，彷彿冬天的冰山。回想起寒假

在餐桌上無所不談的場景，於是，我們決定

輪流下廚，讓每個孩子能夠體驗我們孩提的

經驗，讓家庭功能在據點內展現，也能讓捐

助者的物資獲得充分利用。

　　孩子總會到廚房裡問：「今天要吃甚

麼？」大華與大寶主動拿著鍋碗瓢盆開始幫

忙，小誠也會幫忙洗碗與盛飯，大夥們開始

排起桌椅…。在謝飯感恩詞後，孩子們吃得

津津有味，開啟了一個又一個的話匣子。

　　平常一字千金的倫倫，興沖沖地跑到我

面前，問：「你煮的東西超好吃的，今天有

甚麼東西，你想要煮什麼？」這與平時只滑

著手機又冷漠的他，有了不一樣的改變。一

頓晚餐，讓我看見了孩子們的轉變，每個貼

心的動作，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熱情。

　　「關懷」的定義是抽象的，薩提爾博士

用冰山比喻人們的冷漠，內心卻藏著渴望與

期待，或許透過熱騰騰的一餐，將這冰山漸

漸消融，一口一口將我們的關懷吃進心坎裡。

　　家庭功能低落、缺乏自我認同與自我價

值混淆，是據點孩子們面臨的挑戰，而在這

樣的互動中，我們看見孩子在陪伴下成長，

每個主動幫忙與關心的動作，也落實了品格

教育的養成。忽冷忽熱的天氣已逐漸暖和起

來，就如同這群孩子，舉手投足間也開始變

得溫暖，孩子們再也不是冰山！

孩子，冰山下的溫暖
文 / 許瑢蓁 主任

據點活動

「關懷」的定義是抽象的，薩提爾博士用冰山比喻人們的冷漠，內心卻藏著渴望與期待，
或許透過熱騰騰的一餐，將這冰山漸漸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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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八卦山上只有一所國中，距離我們

課後班，不到 5 分鐘的車程。

　　某次因緣際會拜會了鳳鳴國中校長，校

長提到學生下課後無處可去，較少正當的活

動，學校資源有限，希望協會可以提供課後

活動或是陪伴的資源。討論之後，決定擴大

服務，設計了每週 2 次進班課程，由社工帶

領「高智爾球」及「桌遊」活動，每次參加

人數約 10 到 20 人。

　　桌遊是屬於娛樂性質、選擇性也較多，

讓學生激起較多的好奇心及挑戰慾望，有挑

戰反應能力、語文能力、邏輯數學、肢體動

覺等等的桌遊款式，每一組喜愛的桌遊都不

一樣讓學生自由去選取。看到學生很興奮的

搶著道具，很激動的大喊「我贏了！」或是

專注盯著紙牌深怕漏掉什麼。每次桌遊進班

都會聽到許多的歡笑聲，雖然是靜態的活動

也可以變得很動態，在一旁也會被歡笑聲感

染而很喜悅。

文 / 黃俊翰 社工

不論勝敗，對於參與的所有學生而言，都是一場經驗的成長，可以讓學生
有正向的活動參與，間接培養正面積極的習慣。

擴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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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智爾球對學生們來說，則是全新的學

習，參與的學生以三年級跟一年級居多，每

次分成兩隊，若人數不夠社資人員、社工或

教練也會一起參與對戰，剛開始同學們都還

沒有太多概念，但是邊打邊教學的方式，讓

他們進步很多。

　　幾次練習之後，學生就漸漸懂了丟球姿

勢、技巧、佈球重點、觀察局勢等等，雖然

教練都會給兩隊建議，但每個隊員的丟球技

巧不一樣，很容易會出現跟期望不同的情

況，導致戰況陷入危機，一顆一顆被解決

掉。此時三年級隊伍打出一個精彩的雙殺，

一年級隊剩下兩顆球了時候，隊員打出一個

漂亮的逆轉球，順利解救隊員，頓時隊伍士

氣大增齊聲歡呼。

　　不論勝敗，對於參與的所有學生而言，

都是一場經驗的成長，教練也會整體分析建

議，讓學生瞭解團隊的重要、對戰的溝通、

戰術的運用，藉由進班教學活動，可以讓學

生不會一放學就沒事做，有個正向的活動可

以參與，也間接培養正面積極的習慣。

　　同學也回饋：「參加活動可以學到很多

新東西」、「放學後比較沒有那麼無聊」、

「桌遊可以讓我更專注一點和朋友增進感

情」、「高智爾球可以讓我動腦思考感覺還

不錯」、「可以玩的很愉快及紓解壓力」、

「玩桌遊時學習到與人互動，也可以增加反

應力」…等等。

　　對於機構據點能跨大服務，不受限在據

點之內，進而踏入學校，去幫助學校的同

學，讓他們有更豐富多元的學習，提升每天

的活力，培養正向積極的態度，看到他們熱

情洋溢與開心的臉龐，這對於社工與機構來

說，真的是最大的肯定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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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店家

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收 支 決 算 表

107/1/1 ～ 107/6/30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收入 佔總收入
會費收入 13,200 0.08 
捐款收入 15,225,971 88.71 
其他收入 1,925,188 11.22 
經費收入總計 17,164,359 100.00 

經費支出 佔總支出
人事費 1,094,846 5.85 
辦公費 309,685 1.65 
校園服務活動費 3,579,291 19.12 
星心學苑活動費 4,311,562 23.03 
社區據點活動費 8,834,123 47.19 
教材研發業務費 407,173 2.17 
雜項費用 184,714 0.99 
經費支出總計 18,721,394 100.00 

本期餘絀 -1,557,035 



 本會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料，僅限使用於本會寄發月刊、活動訊息、活動報名等資訊。 

 您可隨時與本會聯繫，行使個人資料權利，包括：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等。 

電話：(02) 2366-0664 傳真：(02) 2367-5549  信箱：pla@purelove.org.tw 

                                        愛心捐款回覆單 
姓名/全銜  

收據寄送地址 □□□ 
電    話     分機  傳     真   

電子郵件  單位聯絡人  

年齡：□20歲以下 □20〜25歲 □25〜30歲 □30〜35歲 □35〜40歲  □40〜45歲  □45〜50 歲 □50 歲以上         

性別：      ，學歷：□高中（職）  □大專  □碩士以上，職業：                               

婚姻：□未婚，□已婚，訊息來源：□月刊 □臉書 □Line □DM □親友介紹□其他:            

         捐助本會全台各據點兒少之餐費及各項服務經費，請於□內打  

 □每月 2000 元，贊助      個月 或       年 

 □每月 1000 元，贊助      個月 或       年 

 □每月 0500 元，贊助      個月 或       年 

 □每月      元，贊助      個月 或       年 

 □單筆捐款                 元 

 

                                   捐款方式（勸募許可字號：衛部救字第 1071362223 號） 

 □信用卡扣款 

    發卡銀行：                        有效期限:西元______年______月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JCB 
    信用卡卡號：__________ - __________ - __________ - 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捐款期間：1.□終身   2.□自      年      月至      年      月為止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務必與信用卡背面簽名樣式相同) 

 □線上捐款：請由純潔協會官網（http://www.purelove.org.tw/）首頁之「愛心捐贈」下方進入， 

             或是掃描上方 QR code 直接進入智付通捐款系統   

 □郵政劃撥：1936058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銀行匯款（✽匯款後請來電告知捐款人抬頭、金額、帳號後 5 碼）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銀行：中國信託 分行：公館，帳號：347-5402-2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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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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6-0664

捐款辦法

1 / 

2 / 

3 / 

4 / 

5 / 

協會專職到府收款

固定每月拜訪收款並報告協會服務近況

信用卡自動扣款

請向協會專職索取信用卡捐款單填寫或至純潔官網下載

郵局郵政劃撥

劃撥帳號：1936058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銀行轉帳(轉帳後請來電告知)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公館分行

帳號：347-5403-0929-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線上捐款

純潔官網：www.pla-support.com

尋找兒少守護天使

　　有鑑於此，2018 年我們持續

推動「兒少守護行動」，連結校

園、家庭、社區三方資源，透過

相聲戲劇校園巡迴宣導、進班教

學、偏鄉弱勢學童暑假品格成長

營、性教育親子工作坊以及星心

學苑兒少課輔並提供愛心晚餐，

來給予孩子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

並呼籲社會大眾共同來關心下一

代，您的愛就是守護兒少安全的

力量源泉，敬請  成為「兒少守護

天使」，每月固定捐款支持純潔

協會，與我們一起推動「兒少守

護行動」，感謝您 !

　　兒福聯盟 2016 年調查發現，台灣兒少接觸

毒品的狀況已經出現四大危機；毒品氾濫程度

無孔不入，各式精美包裝的糖果點心不斷推陳

出新，連卡通巧虎也淪陷成小饅頭毒品新包裝。

現今的孩子身處在潛藏高度危險的環境中，父

母與師長除了要教導孩子自我保護的常識，更

須多陪伴、多關心、多傾聽孩子的需求，一個

有愛的成長環境才能避免孩子的行為偏差。

2016性侵通報案件(衛福部保護司統計)   隨機殺人案件層出不窮   

2016查緝毒品案件(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台灣兒少接觸毒品四大危機 (2016兒福聯盟)

毒品氾濫
毒品55481件
涉案59897人

年輕化 最小12歲

入侵校園 佔23.1%

10年來
新高

台南市湯姆熊遊樂場驚男童割喉案

台北市涂姓男子3次隨機亂刀砍殺路人

台北捷運板南線鄭捷隨機殺人案

台北市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

台北市內湖區小燈泡事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網友性侵
逐年提高

兒少性侵
60%

熟人所為
79%

1萬3千件

23.4%
兒少表示可能會
想嘗試毒品

15.9%
兒少知道如何
取得毒品

61.9%
兒少輕忽菸、酒和
檳榔之風險性

26.1%
兒少自認為有
能力控制用量

拒絕色情 反對暴力
遠離毒品 珍愛生命

拒絕色情 反對暴力
遠離毒品 珍愛生命

我願意成為

兒少守護天使
我願意成為

兒少守護天使

每月定捐 500、1000、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