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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歡樂跨年到 2019 沒多久，就接二

連三發生了兒虐家暴案件，先是照顧不當

的托嬰中心，再來是因肉圓沒加辣而施暴

的父親，近期又驚傳小媽媽夥同虐死幼

女。

　　台灣家庭暴力案件去年 2018 就逾 10

萬件通報，平均每 4 分鐘就發生一件的速

度蔓延在你我的身邊，但這絕對只是冰山

的一角，很多沒浮出台面的劇碼每天卻不

斷上演著……

　　聯合國所提倡的《兒童權利公約》雖

已在台灣國內法化，但對於一般民眾並

沒有太多的管道與方式來認識瞭解這些

內容，甚而很多加害人都有違公約內的第

三條第一項所揭示的「兒童最佳利益」原

則。

　　那麼到底什麼才算「家暴」呢？依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定義為「家庭成員

間的暴力對待」，但不只有毆打才算是，

就連精神傷害、虐待也都算；家暴類型不

外乎有肢體脅迫、刀槍攻擊、言語或心理

虐待，還包括妨害自由等行為。而且所謂

的「家庭成員」不只住在一起的直系血姻

親、同居或曾同住過、已離婚的前配偶、

最遠到四等親之旁系也都在規範內；最常

見的家暴種類即為婚姻暴力與兒少虐待。    

整理 / 劉威群 校園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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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提時代常哼

著歌「我的家庭真

可愛…」，家庭本

應是孕育我們的搖

籃，是我們受挫可

倚靠的避風港，為

何反而最傷人？家

人的支持及關愛，

為何變成責難與拳

打腳踢？

　　根據現代婦女

基金會的調查，家

暴發生的前兩名佔了五成以上，第一名原因就是「愛」出了問題，尤以家庭成員間的感

情不睦、缺乏溝通技巧與習慣，再者為不良行為，包括酗酒、賭博、抽菸吸毒等。孩子

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所受到的心理創傷超乎我們的想像，更有可能表現在外在言行上

而不自知。

圖表參考自《女人迷》生活網站  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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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真的目睹家暴

時，應該怎麼保護自

己的安全呢？平時就

要多多留意自身與他

人安全距離的「保命

金三角」：

　　1、施虐者在暴

行前一定有跡可循的

警訊，例如他的情緒

或語氣開始失控。

　　2、家中危險的

物品要妥善收納，並

且要避免在廚房、浴

室或陽台起爭執。 

　　3、正要發生爭執前，安全第一請務必保持鎮定，不激怒對方以緩和氣氛。

　　肉圓家暴案的母親在聲明稿中所提到的錯，也是大多數婦人之仁所不該有的念頭，

舉凡「家醜不可外揚」、「為了孩子我要忍耐」、「他說不會再犯了」、「我會自我

療傷」、「是我做錯事了」、還有「離開了該怎麼辦」，其實有很多的資源可以提供

協助，只要勇敢開口、主動叩門的必有回應，公道自在人心，很多善良的人們也會主

動幫忙伸張正義，但絕不是靠暴力來解決，訴諸警調單位才是明智之舉。

　　避免家暴發生，乃當務

之急，該如何做，試試以下

的「不家暴撇步 123」：

　　1、多善用多元的溝通管

道，如用 LINE、臉書等與家

人作雙向的情感交流。

　　2、有規律的生活作息，

養成健康良好的生活習慣，

對自己、對家人都好。

　　3、人難免都有心情不好

的時候，要尋找適合自己的

正當紓壓放鬆方式。

家醜不可外揚

是我做錯事了

我自己自我療傷

他說不會再犯了

為了孩子要忍耐

離開了要怎麼辦

別再責怪自己，暴力永遠是錯的!
受害者不該有的6種念頭

對不起~

圖表參考自《女人迷》生活網站  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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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潔協會長期關心兒少的健康成

長，深耕校園服務已邁入第 20 個年頭，

針對小學低年級有家暴防治的戲劇宣導

「灰姑娘」、國中有進班教學分享，「預

防勝於治療」，無非就是提前讓這群國

家未來的主人翁懂得「保護自己」之外，

也能做自己情緒的好主人並且「尊重別

人」，當有人事物令你憤怒抓狂時，學

會暫時閉嘴、冷靜面對、轉移話題，相

信台灣一定會越來越好，終止家暴兒虐

就從您、我做起！

　　每個人愛的語言都不一樣，我們可以選擇用「擁抱」來關懷家人，哪怕有多大

的不完美也用心看待並包容一切，畢竟「家」不是論對錯，而是愛的加油站。

蓋瑞巧門 Gary Chapman 博士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主要愛的語言，依個人的成長經驗和需求，可分為
1. 肯定的言詞、2. 接受禮物、3. 服務的行動、4. 精心的時刻及 5. 身體的接觸五種。

如何處理好情緒的兩部推薦短片

情緒方程式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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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宣導

灰姑娘幫助孩子認識家庭暴力

　　「根據衛福部估計，每年約有 9 萬

名家暴目睹兒，目睹兒在目睹家人受暴

過程中，心理上常不安、擔憂，若持續

忽略此創傷，日後可能造成人格上扭曲

或偏激，或有複製暴力的傾向。」（註）

　　在童話故事中，灰姑娘最後的結局

是過著幸福的日子，但在現實生活中的

家庭暴力卻可能對孩子造成一輩子的創

傷！

　　純潔協會的「灰姑娘」，唱著改編

佩佩豬的旋律以及自我對話的歌曲，讓

低年級孩子認識家庭暴力；在演出之後，

台下的學生會說根本是灰姑娘的媽媽不

對，怎麼可以因為自己情緒不好，就叫

小孩一 直 做 家 事、不給吃飯、不給上

學 .... 還打到受傷了 ....。

 　　彰化員林的東山國小輔導主任說，

戲劇中把重點都呈現了，讓懵懂的低年

級學生知道如何先保護自己再向外求

救，孩子整個情緒都融入在戲劇當中，

非常有效果，也可以分辨處罰時的界限

在哪裡！

註：出處：2018-12-24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文教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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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兒童性侵害防治， 
彰化三校紀實

　　位於彰化縣郊區半山腰的

「聯興國小」，剛過完 55 週年

校 慶， 小 華、 小 劉 老 師 一 進 校

門就依稀嗅到充滿歡樂的學習氛

圍。

　　性侵害防治相聲的表演結束

後，我們也邀請輔導主任給予回

饋，並且聊到純潔協會的服務與

未來展望，期待生命教育的種子

師資有機會在校內推展。

　　從聯興國小搭車到二林鎮，大約一小時的車

程，香田國小就位在一處蕎麥花田中，充滿著濃

濃的鄉土情懷。

　　小華、小劉老師非常榮幸能拜訪這所教學卓

越與百大特色的標竿學校，從一踏進校園，學校

的教學氣氛就非常引人入勝，學校老師非常用心

安排宣導場地─ 12 月才開始啟用的新圖書館，

第一次啟用，就是讓學生來欣賞逗趣的相聲，看

著講師舉手投足完全投入的神情，感受妙如農夫

般為孩子心上插秧，盼望幼小心靈的每畝田都充

滿新希望。

　　小華、小劉老師首站先來到大成國

小，我們化身為麋鹿哥和姊，給高年級學

生帶來一場有趣的宣導，相聲妳來我往的

表演過程，哈哈笑聲此起彼落，最後有獎

徵答的圈叉大考驗，派出的菁英代表也都

全部答對，表示都有吸收正確的觀念。

聖誕節前夕，小華、小劉老師特別到彰化進行 2 天的性侵害防治相聲宣導。

文 / 校園服務處

首站 - 大成國小

中站 - 聯興國小

末站 - 香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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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法務部頒獎典禮的反毒開場
2018 年 12 月 1 日天氣晴

　　法務部的暑期青少年兒童犯罪預防

及服務利他四格漫畫舉辦頒獎典禮，前

年純潔協會首次作反毒相聲暖場深受長

官們好評，指名這屆的開場希望再看到

我們的精彩表演。三位大哥哥大姊姊充

滿熱情與活力，上演反毒劇「當小紅帽

遇上了小丑姊姊」，令現場驚奇的是小

丑姊姊還秀了一段傘球民俗特技，開場

雖只有短短 5 分鐘，但可說是經典劇碼

「小紅帽與大野狼」的精華特別版，壞

人不再只是大野狼的形象，就連光鮮亮

麗的大姐姐也有可能在飲料裡下藥請我

們喝！

　　主持人不但介紹了四句純潔宣言

「拒絕色情、反對暴力、遠離毒品、珍

愛生命」，還主動幫忙宣傳純潔協會的

校園宣導活動，法務部部長也蒞臨現場

全程看完表演，期待每位同學都能學到

「保護自己，尊重別人」的重要觀念。

文 / 校園服務處

　　特別感謝彰化縣政府社會處補助

經費，讓純潔協會從 11 到 12 月，有

11 場的彰化校園巡迴宣導，結合兒童

權利公約 CRC 的呼籲與提醒，讓兒少

的最佳利益被正視與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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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親愛的孩子：

　　時間過得很快，一下子一年就過去了，

即將要說再見，我想透過文字，將我對你在

這一年相處裡的感受，記錄下來，回饋給

你。

　　這段期間裡，我看見你對每一段關係的

重視，不論是爸爸、媽媽、機構社工或學校

老師同學們。一直以來，你都很努力地學習

靠近與親近每一個人，雖然你總是在每一段

關係中受到挫折與難過，對這個社會或世界

感到失望與沮喪，甚至覺得好像沒有人可以

理解你一樣。不過，經歷了這些大大小小的

創傷後，我看見你還是勇敢地想要讓大家接

納你、肯定你，甚至是理解你。

　　你總是很願意分享你的生活，像是你喜

歡的《部落衝突》、貓咪等等，在與你聊天

的過程中，這些分享都讓我更認識你，更靠

近你的生活。也看見你在遊戲的過程中，能

很細心的研究積木，如何組裝得更牢固？或

是很有實驗精神的解決搖控汽車總是不動、

卡卡的狀況。

　　在玩《矮人礦坑》和《UNO》過程中，

明明我已經快要輸了，而你卻願意送我金礦

或邀我重新再玩一次，這讓我看見你想要親

近我，以及願意繼續和我玩的心意，很謝謝

你對我釋放如此的善意。

　　此外，在與你相處的這段時間，你說

「對這個世界感到失望，找不到人生的意

義」，我發現小學五年級的我，也曾經這麼

想過。那時候我最喜歡的老師，在課堂上指

責我，甚至處罰我到走廊上罰站。那時我好

生氣也好傷心，總覺得這世界上的人是不是

不愛我了？是不是所有人都討厭我？於是我

開始不喜歡上學，也不想和其他人講話，一

直到小學畢業。

　　當時的我好脆弱也好膽小，不像你，即

便對這個世界感到失望和生氣，仍然願意相

信其他人，仍然願意與你身邊的人保持連結

和靠近。每次受傷時，也努力讓自己復原，

學習讓自己不再那麼難受，你讓我看見你的

努力與不放棄的毅力。我在想，這是要對這

世界有多大的包容，才能夠堅持不放棄到現

在？

　　最後，我即將要離開台北了，我其實相

當不捨得，也很想持續的陪伴你、關心你的

狀況，如果一年後，當我再次回到機構與你

見面，我很好奇，那時候的你，將會是一個

怎麼樣的人呢？期望我一年後，有機會可以

再與你相遇，聽一聽這一年的你，成為了什

麼樣的自己？

祝福你，健康 快樂 平安 順心
                                             

關心你的社工老師

文 / 許瑢蓁 主任

愛的迴盪

再次與你相遇時，
你會成為什麼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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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覽車緩緩地開到山頭，遠離了塵

囂，一路上蜿蜒曲折，讓在車上的孩子

們頭昏腦脹。從舒適的家中出來，迎接

毒辣的太陽，伴隨著周邊陌生的面孔，

這趟旅程究竟要走向哪？路途上又有什

麼樣的挑戰？

　　下了車，浩浩蕩蕩的一行人，緣著

山裡的小徑緩緩前進。沿路上不再是孩

子們熟悉的場景，不再是電腦與冷氣，

不再是手機與冰淇淋，取而代之的，只

是一罐能夠解渴的水，一雙穿越山野的

雙腳，一群分享著彼此汗水的夥伴們。

　　「熱死人了，早知道就不來了！」

「在家裡打傳說對決多好？」「好累喔！

好想在家吹冷氣！」「幹嘛來這裡餵蚊

子？」孩子的抱怨聲此起彼落！夾雜著

戲謔並且心不在焉，連綿不絕地在行進

的路途之間，吐露著不滿的情緒。

　　沿途伴著蟬鳴、鳥叫、潺潺流水聲，

穿過不足為外人道的世外桃源，我們終

於抵達了「流浪動物之家」。孩子的臉

上看不出任何喜悅的表情，熱情的講師

自在地招呼著，一點都不被孩子的冷漠

所影響，細心地講解著每個體驗活動的

文 / 車岳鴻 社工

與毛小孩有約，
生命的另一種觸動

據點活動



11

環節。不領情的孩童們，依然面無表情

地看著狗狗，就像是看到了菜市場裡的

死豬肉，一點都提不起勁來，絲毫不感

興趣。

　　直到開始近身接觸了活生生的狗

狗，才知道不如想像中的簡單，開始後

悔莫及。因為不小心摸錯了，狗狗拗執

的脾氣與吼叫，孩子們根本無法承受。

吃到虧的孩子們，似乎也漸漸體悟到自

己舉止不當，紛紛向工作人員求助，擔

心緊張的模樣，看得出來他們對這些小

生命的重視。

　　當獲得了再一次學習的機會，孩子

收起了撲克臉，專注的態度比誰都認

真，就為了與狗狗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每個細膩動作背後，闡釋了對生命的重

視。貼心的毛小孩似乎能夠理解孩子的

用心，不計前嫌地任由小手觸摸，甚至

讓他們洗澡，於是大家展露出笑容，玩

得不亦樂乎，呈現出活動中最美好的畫

面。

　　關懷是什麼？辭海字典裡定義著生

硬拗口的文字，但社工們藉由活動帶著

孩子們走出課本的世界，實際領悟著關

懷的意義。藉由與小動物互動，讓孩子

反思與他人相處之道，反芻生命過往的

每道刻痕，滋養生命的力量，這便是這

場活動的真諦。

　　但願孩子們學會互相提攜，在未來

的道路上，更能以關懷的姿態相伴。夕

陽灑在大家滿意的笑容臉上，帶著滿滿

的收穫賦歸，闢開了一條學習的新路，

為今天的跋涉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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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輔導

　　課後班的小冠，學習程度總是落後

跟不上，像基礎的國語識字不熟悉、數

學的九九乘法無法完整背誦…等，特別

是這陣子的數學課，進入百位數的乘法

練習，小冠一看到數字較大的題目，就

會有自動放棄的心態。

　　每次教導時，我必須一次又一次重

複告訴他乘法的步驟，然後陪著他一題

又一題完成，但換他自己計算時，卻又

無法算出正確答案。

　　「小冠，你可以跟老師說，你到底

哪個部分還不清楚？」我詢問他。

　　「我就是笨啊！我都不懂啊！為什

麼老師每次都要出這種作業給我們寫？」

他自暴自棄地說，像洩了氣的氣球。

　　「你不是笨，你只是缺乏認真，這

樣的題目對你來說並不困難，只是你看

到題目時，就先放棄了。」我慢慢引導

他。

　　「喔！」他似乎提不太起勁來。

　　「來！老師再陪你計算一次，請你

好好記起來計算的方式。」我不厭其煩

地鼓勵他。

　　為了適時給小冠一個努力的動機，

我想到一個激勵的辦法，就是小冠最討

厭國語默寫或聽寫。於是告訴他：「如

果接下來這一部分的乘法，你可以自己

計算正確三題，今天的國語老師可以讓

你不必默寫，回去自己練習就好。」

　　小冠一聽到這話，開始認真起來，

也開始主動問起問題。

　　「老師，我有問題，這題計算是這

樣寫嗎？」

　　「老師，這個地方我不太懂，是要

進位到哪裡？」

　　我依然細心地解答問題給他看，之

後輪到小冠，他開始認真計算那一題，

好不容易，他終於成功地算出正確答案，

看在眼裡我內心發出會心一笑。

　　在課後班服務好幾年了，看見這裡

的孩子學習的積極度普遍不足，所以除

了陪伴之外，也必須適時給予孩子動力，

可能是物質的獎勵或精神上的鼓勵，只

要能讓孩子產生自我學習的意願，都值

得我們一試，當孩子的表現越來越進入

佳境，那就是老師們最佳的回饋了。

你不是笨，你只是……
文 / 周慧敏 老師

小冠自暴自棄地說：「我就是笨啊！我都不懂啊！為什麼老師

每次都要出這種作業給我們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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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語
忍 

忿
自
泯

　　因家中經濟不佳，小倩從四年級開

始進入星心學苑。剛入班時，她對任何

事都不感興趣，寫完功課後，就若有所

思地趴在桌上；請她看課外書，玩益智

遊戲等等，她一概搖頭不想嘗試。

　　小倩很聰明，作業很快就寫完了，

我希望她能和同學多互動，所以就請她

當小老師。先協助幫同學對答案，並告

知訂正的地方，再慢慢協助考聽寫。我

察覺到小倩的耐性不足，沒耐心和同學

溝通，同學動作稍微慢一點，她就把課

本一丟不考了；同學話說不清楚，她就

說人家耳朶有問題，常常取笑別人的語

病。

　　後來我調整方式，讓她只協助三位

個性溫和的孩子。和同學的互動慢慢改

善後，大家寫完作業，做好複習課及背

書後，即開始玩桌遊，而玩遊戲又是另

一項爭端的開始；過程中，她會常改規

則，快輸了就用小動作干擾，甚至，還

有兩人換牌的情況，讓對手心裡很不是

滋味。

　　為了讓桌遊能和平的進行，我從旁

關心指導，所費的心思不亞於課業輔

導。小倩是桌遊常勝軍，會指導同學正

確的玩法，贏了也不會驕傲，一個學期

下來，我看見她的耐性慢慢增加，願意

用和善的話和同學們溝通，也大大收斂

了取笑式的言語。

　　 通 過 繪 本 教 學《 你 是 我 的 朋 友

嗎？》，我引導孩子們：與人相處也要

依照對方的個性、習慣，調整自己的言

語和相處方式；另外在《髒船長丟垃圾》

的故事中，提醒孩子：取笑他人會讓朋

友多麼地憤怒。再藉由大家分享自己最

不喜歡別人對自己做的事，去注意與尊

重、不要踩對方的地雷，大家才能和樂

地遊戲。

　　《 弟 子 規 》 中 的「 言 語 忍， 忿 自

泯」，是自古至今適用各種年齡的不變

智慧，只要能忍住衝動性的言語，不說

壞話，多說好話，紛爭自然會消失。

　　一學年下來，小倩和同學們的相處

漸漸融洽，可以心平氣和地對話，偶而

也會為了對方著想，講出好話。小倩即

將升上五年級，希望星心學苑這一年對

她的灌溉滋養，能讓她帶到未來的日子

裡，去面對更遼闊的人生旅途。

言語忍 忿自泯
文 / 葉曉玲 老師

星心學苑

言語能夠包容忍讓，多說好話，不說壞話；忍住氣話，

不必要的衝突、怨恨的事情自然消失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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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收 支 決 算 表

107/1/1~107/12/31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收入 佔總收入

會費收入 13,200 0.04%
捐款收入 31,158,892 85.21%
其他收入 5,392,894 14.75%
經費收入總計 36,564,986  100.00%

經費支出 佔總支出

人事費 2,262,956 6.27%
辦公費 510,851 1.42%
校園服務活動費 7,031,479 19.48%
星心學苑活動費 6,927,009 19.20%
社區據點活動費 17,625,401 48.84%
教材研發業務費 1,004,773 2.78%
雜項費用 724,253 2.01%
經費支出總計 36,086,722 100.00%

本期餘絀 47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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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變公主
     （生命教育與自殺防制）
淑：淑女還是鐵男
     （性別平等教育）

宣導場次表

日　期 學　校 主題 年級 人數

2019/1/14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9 班 27

2019/1/14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4 班 26

2019/1/14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7 班 27

2019/1/15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7 班 27

2019/1/15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4 班 26

2019/1/15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9 班 27

2019/1/16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7 班 27

2019/1/16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4 班 26

2019/1/16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9 班 27

2019/1/17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9 班 27

2019/1/17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4 班 26

2019/1/17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生 5 年 7 班 27

1.2 月進班教學共 12 場   總參加人數 320 人
主題說明：( 生 ) 生命教育　( 家 ) 家庭教育　( 性 ) 性教育

1.2 月宣導場次及人數陸續增加中 

至截稿前共 21 場   總參加人數 4,581 人

日　期 學　校 主題 年級 人數

2019/1/2 苗栗縣苑裡國小 灰 1-3 240

2019/1/2 苗栗縣苑裡國小 小 4-6 240

2019/1/8 臺北市北投區逸仙國小 小 1 90

2019/1/11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小 青 4 175

2019/1/11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小 青 4 175

2019/1/11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小 青 4 324

2019/1/14 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小 小 1-3 275

2019/1/14 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小 他 4-6 130

2019/1/15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小 灰 1 140

2019/1/16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青 4 275

2019/1/17 苗栗縣竹南鎮竹興國小 小 1-3 176

2019/1/17 苗栗縣竹南鎮竹興國小 他 4-6 176

2019/2/18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小 他 3 200

2019/2/19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小 小 1 156

2019/2/19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小 小 1 152

2019/2/19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小 小 2 250

2019/2/21 桃園市慈心國小 神 4-5 250

2019/2/21 新北市三峽區安溪國中 神 8 200

2019/2/26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 小 1 388

2019/2/26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 灰 2 306

2019/2/27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小 灰 1 263

校園宣導相聲戲劇之學生回饋單

※ 本表為機構暫結報表，正式報表將於會計師簽核後公告於本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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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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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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國小

明聖國小

永華國小(中)

永華國小(高)

區 域

台北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台南市

台南市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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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峰課輔班

南投兒少據點

埔心明聖課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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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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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se.is/A4JZK

尋找兒少守護天使

　　有鑑於此，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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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000、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