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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師性侵學生，校園蒙上陰影

◎ 2019 年曾獲「資深優良教師獎」之台南

名師張博勝，遭爆連續性侵女學童長達

20 年，僅是初步受害人就高達 26 位，用

手指侵犯孩子的老師辯稱這是「因材施

教」。

◎ 2022 年台南名師尚志剛遭爆性侵學生長

達 20 年且調查成立，尚師不僅以健康教

育為由揉捏女學生胸部，還要求其鑽入

桌面下替他打手槍，甚至命另一女學生來

「觀賞」。

◎ 2022 年 8 月擔任國中校長的黃姓導師，

被控 25 年前於明星國中資優班時，長期

性侵與脅迫交往女學生，甚至在戶外教學

住旅館及車上施暴，受害人隱忍20多年，

申訴過程中還遭到恐嚇、揚言報復。

每當校園狼師案件曝光，社會大眾才警

覺問題的嚴重性。同時，每一起案件都是多

人受害、潛伏多年，受害人年齡從在學生到

成年之後的畢業生都有，而且超過 20 年的

追訴期，才發現案件擴展的層面延伸極廣。

澳洲兒童性暴力調查報告

澳洲最高公共調查機構皇家委員會，

2013 年成立「兒童性暴力調查案」，針對

在學校、安置機構、宗教團體、感化院等所

發生的兒童性侵進行全國調查，歷經五年，

訪談八千名受害者，終於在 2018 年完成了

厚達十七冊的調查報告。

真相令人震驚，受害者遭性侵地點在教

會、學校、體育館等地都有，而加害人多為

神職人員、學校教師或教練。受害人數超過

一萬五千人，受害時多數介於十至十四歲之

間。

報告指出，過去數十年來兒童性侵事

件頻傳，澳洲當局保護兒童方面「嚴重疏

忽」。同年 10 月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國會上代表國家向這些受害者

文 /編輯室 呂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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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莫里森說「敵人就在我們之中」，並稱國家在過去數十年的不聞不問是「永遠的恥辱」，

有些受害者已經自殺或因其他事故身亡，他們的家屬配戴上名牌，參與這遲來的道歉。

漫長而寂寞的痛苦，沉重的敘說

出席保密面談的性侵受害者有 57% 超過五十歲，年紀最大的是九十三歲。雖然對大部分

受害者而言，性侵事件結束已久，但性侵所帶來的創傷，不但顯著地影響他們各個生命週期，

而且複雜的瀰漫於生命所有面向。

根據該統計報告，兒童性侵受害者從事發到說出口，平均走了 23.8年，將近 24年的歲月，

這段漫長的歲月裡他們內心有多�寂寞、痛苦？如何地貶低自我價值，甚至放棄生命？他們究

竟憑藉甚麼力量可以勇敢生活至今？

「兒童性侵害」（Child Sexual Abuse）是指，一位小於 18 歲之未成年者，被利用來滿足

成人或另一位較年長兒童的性需求。侵害的行為包括愛撫、性交、口交、肛交未遂、以物體插，

或是強迫兒童觸摸他人或自己的性器官等。

當孩子被性侵害時，家長通常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尤其當施虐者是家裡的人甚至是另一半

時。於是，家長否認、假裝聽不見，指責孩子說謊亂講話，或假裝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然而家

長的否認與指責，則帶給孩子更大的痛苦與傷害。

兒童性侵對受害者的影響

精神健康問題 憂鬱、焦慮、創傷壓力症候群、惡夢、失眠、罪惡感、低自尊…

人際關係問題
難以建立親密關係、不信任他人、沒信心教養小孩、與孩子身體接觸

感到困難…

教育／經濟問題
低教育成就、學習困難、無法專心、輟學、退學、失業、低度就業、

低薪、經濟拮据…

性行為問題 對性別認同感到困惑、性障礙、害怕厭惡性行為、性慾亢進…

參與犯罪行為 曾犯罪、被提告、被定罪、坐牢…

身體健康問題
失眠、暴食、頭痛、嚴重背痛、消化系統疾病、心臟病、關節炎、慢

性疲勞、牙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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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陪伴關懷的五步驟

步驟一、了解兒童性侵害

近七成的兒童性侵害施虐者是孩子的親

人或是認識的人，像是父母親、兄弟姊妹、

親戚、表堂兄弟姊妹、家長同居人…等。

事實上，兒童性侵害的發生率比我們想

像中還要普遍，家長及老師往往告誡孩子要

小心陌生人，但常常性侵害孩子的人卻是孩

子認識甚至信任的大人，這讓孩子被性侵害

時更感到困惑、不敢說出來。

大部分被性侵害的孩子並不會選擇說出

來，原因有很多。很多時候施虐者會恐嚇孩

子，告訴孩子「如果你說出來，我就會傷害

你的爸爸媽媽」、「不會有人相信你」、「這

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如果你說出來，你

的爸爸媽媽會討厭你」、「這是你的錯」、

「我對你這樣是因為我愛你」。

被性侵會對兒童造成身心上的傷害，研

究顯示兒童性侵害與藥物酒癮問題、青少年

懷孕、自殺傾向、厭食症、暴食症、憂鬱症、

焦慮症 ...... 等。

步驟二、保持警覺，減少機會

80% 的兒童性侵害是發生在孩子與成人

獨處的時候。而施虐者大多數又是家族裡認

識或是信任的人。

預防兒童性侵是所有大人的責任，減少

沒有必要的的獨處機會、讓不只一位大人觀

看孩子，以及改善機構裡的隱蔽地點。家長

在送孩子去各種場所和活動時也都要考慮孩

子的安全，並且抱持警覺心。

兒童性侵害可能發生在我們認識的孩子

身上，我們也可能認識施虐者。所以這些施

虐者平常看起來就像一般人一樣，甚至有良

好的工作與社經地位，如老師、教練、醫生、

律師等。了解兒童性侵害並不是要你懷疑孩

子身邊的每一個大人，而是要抱持的謹慎的

態度並且提高警覺。

步驟三、常和孩子談身體自主權與性侵害

通常發生性侵害後孩子不敢跟大人說，

原因很多，施虐者可能恐嚇或是操縱孩子。

而孩子通常會覺得害怕、羞愧、是自己的錯、

不想讓父母失望或難過，而當施虐者是曾經

信賴的人時，孩子更感到困惑，或是不想要

惹麻煩，於是選擇不說。

當孩子終於鼓起勇氣要說時，也不一定

會直接說出來。孩子會試探大人的反應，因

此，可能只會告訴你表面發生的事情，或是

告訴你「別人」發生的事情，來測試大人的

反應如何。而如果大人的反應是很負面或情

緒化，孩子可能就不願意再繼續說。

因此，家長平日就要多和孩子討論身體

自主權、什麼是性侵害、身體哪些部位不該

被人碰觸，並且教孩子有權利說「不！」譬

如，有親戚想要抱孩子時，要先問孩子並經

求孩子的同意。

步驟四、察覺可疑症狀

如果孩子出現以下症狀而無法解釋，請

家長提高警覺，尋求協助，帶孩子去檢查身

體，以及尋求精神科醫師的協助。

【身體出現症狀】

●孩子在上廁所時會感到疼痛或不舒服，

生殖器官、肛門流血。

● 孩子有陰道感染、尿道炎，或感染性

病。

● 孩子的陰道或肛門口出現傷痕、紅疹

或腫脹。

4



● 因為心理焦慮引起的身體疼痛，像胃

痛或頭痛。

【心理行為症狀】

●出現焦慮或憂鬱；失眠或常做惡夢。

●飲食習慣改變，暴食或厭食。

● 突然對於某些人或地方感到害怕、抗

拒。

● 情緒轉變，對家長、朋友、寵物、兄

弟姊妹出現暴力傾向。

● 出現叛逆行為，對於學校、學業表現

或喜歡的興趣產生改變。

●出現自殺傾向或自殘行為。

步驟五、適當回應孩子

1) 當孩子願意表達時，請保持鎮定不要

情緒化，家長如果生氣、責備、表現

羞愧、指責孩子、不講話離開 ... 等，

都會對孩子造成很大的傷害，而且孩

子再也不願意告訴你。

2) 在回應孩子之前，請先想清楚如何回

應，不要衝動或在劇烈情緒下回應。

3) 讓孩子知道你相信他講的話，謝謝孩

子願意告訴你，稱讚孩子的勇氣。

4) 鼓勵孩子說多一點，使用開放式語句

及關懷的態度，而非質問性口氣，像

「接下來呢？發生什麼事情？」

5) 告訴孩子，保護他是你的責任，你會

做任何可以幫助他的事情來保護他。

6) 自己不要恐慌，你的孩子在適當的心

理治療及支持下能夠治癒。

7) 尋求專業心理諮商或是精神科治療，

以及通報或尋求任何法律協助。

面對問題，幫助孩子度過困難

知道孩子被性侵，家長可能會有許多情

緒，像是震驚、生氣、難過、羞愧、覺得自

己沒有保護好孩子…。而當施虐者是熟人、

自己的兄弟姊妹，甚至是自己的另一半，這

可能讓家長更無法接受，甚至覺得整個家就

要崩毀了。

當人在承受巨大情緒之下，家長可能

選擇「否認」或不相信孩子說的話，因為這

樣最輕鬆，不用去承擔情緒的波濤及責任壓

力。但是孩子性侵害還是一直在持續，承受

著害怕、恐懼、羞愧等情緒，持續感到痛苦

與無助…。

家長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可能帶來痛

苦與改變，但如果家長選擇否認、不作為，

對孩子只會造成更大的身心傷害。要面對兒

童性侵很不容易，身為家長必須勇敢站起

來，你能夠保護孩子，用愛、接納、體諒、

關懷與陪伴，才能終止孩子被性侵害的痛

苦。

參考資料 :

1. 2022/ 謝孟穎 / 台中名師變身狼，駭人手法全公開。

2. 2019/ 徐思寧 / 被性侵之後，世界對我的傷害沒有一天停止。

3. 2004/ 勵馨基金會 / 復原路上你和他—性侵害倖存者之重要他人陪伴手冊。

4. 2017/ 留珮萱 / 預防孩子遭性侵，家長必知 5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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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參加了「兒童性教育研習課程」，

整理與孩子談性的基本前提、處理方式、原

則和策略，希望能幫助家長以正確方式來與

孩子談性。

毛萬儀教授曾問一些國中學生：「你們

覺得自己的性教育知識充足嗎？」大都回答：

「不充足！」「你們性教育知識都是從哪裡

來呢？」幾乎回答來自 A 片、同學、朋友；

最後詢問同學：「如果可以，最希望這些知

識由誰來告訴你？」他們回答家長和老師。

當我漸漸長大，發現自己對性教育知識

相當缺乏，感覺都是由朋友聊天中學習，但

心裡確實希望這些知識來源是來自父母或是

老師。但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這確實是一

件很難開口的話題，畢竟父母從前也沒有被

教育過。然而，現代科技的發達，年輕人很

容易就可以從網路上學習到很多資訊，但這

些資訊未必是正確的，於是很容易就被誤導

了。

性是孩子自然發展中的其中一塊，是成

長過程中非常需要被教育的，父母和老師是

最適合和重要的學習管道。但父母到底該怎

麼跟孩子談「性」？什麼時候適合開口說？

要說到什麼程度呢？ 

無效的處理方式

毛教授提醒，當父母使用以下方法對待

孩子的性好奇時，常常是無效的！

1、權威的禁令

因為性好奇是一種驅動力，也是孩子健

康成長的一部分。權威的禁令不單無法制止

這樣的行為，還會讓這種正常的探索帶來愧

疚和羞恥感。這只會讓孩子在父母面前避免

提起，但私地下仍然會使用不同的管道來學

習和探索。

2、不信任

親子雙方不信任的關係，很難讓孩子在

家長面前坦承自己的想法，或提出心中的疑

問。那麼孩子心中的疑問帶去哪裡呢？所以

帶著不信任的關係對待孩子的性好奇，確實

是無效的，我非常贊成這一點！

3、替孩子做決定

在性教育方面，父母的責任不是替孩子

做決定，而是引導和幫助孩子做出正確的決

定。曾經聽過一句話，「不是只釣魚給孩子

文 / 宣導講師  Mi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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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也要教孩子如何釣魚」。父母不能無時

無刻盯著孩子，或是負責孩子的一生。孩子

長大了，自然需要脫離父母而生活。

4、說教 ( 碎碎念 )

千萬不要用說教的方式對待孩子，那只

會讓孩子感到厭煩和無聊。要讓孩子親自詢

問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家長根據這些問題來

回應，這樣才能真正解答孩子心中的困惑，

同時學習到正確的知識。

與孩子談性的基本前提 

1) 與孩子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2) 避免先入為主，先釐清孩子真正的需

要與問題。

3) 保護孩子，減焦慮、減挫折、減敏感，

勿使其受到傷害。

4) 掌握性教育的核心，促進其健全發展。

5) 避免性別刻板印象

當一個孩子語言發展夠成熟，跟父母

的關係夠良好時，一般會選擇直接對家長提

問，但前提是親子關係必須足夠良好。這讓

我思考，性教育這一塊最後仍會回到家長與

孩子的互動關係。家長不能只有說教，而是

必須花時間刻意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這才

是更大的關鍵。

有許多家長會問，性教育究竟要教到

什麼程度？毛教授說，其實這不是由我們決

定，而是讓孩子來告訴我們。不同孩子問一

樣的問題，但真正想知道的並不一樣。性教

育是讓孩子來告訴我們，你需要我為你解答

什麼，所以家長不應先入為主，而是先釐清

孩子真正的需要與問題。

有一天小孩問媽媽：「我是從哪裡來

的？」媽媽細心講完性知識後，問孩子懂了

嗎？孩子說：「我們班上來了新同學，她說

她是從高雄來的，我想知道我是從哪裡來

的？」這個例子讓我們看見孩子的想法很簡

單，但大人想得太複雜了 ! 所以與孩子談性

前真的要好好釐清問題！ 

正確的態度面對問題

與孩子談性，要記得不管孩子說什麼、

做什麼，所有的目的都是不要讓孩子焦慮、

挫折或感到愧疚，勿使其受到傷害。家長不

是要讓孩子覺得做了自己不該做的事而產生

愧疚感，畢竟孩子就需要父母的教育，教導

他如何用正確的方式來面對。

在孩子性教育前，家長應掌握好性教

育的核心，性教育是為了促進他們的健全發

展，此外，即使過去我們都在充滿性別刻板

印象的環境長大，但此刻的我們，更要努力

檢視自己去除過去的影響，不要讓這些刻板

印象延續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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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有情緒問題！

新學期第一天，六年級的祥瑞 ( 化名 )

並沒有出現。隔日，個兒不高的祥瑞帶著忐

忑不安的心，緩緩走進教室。我愉快地跟他

打招呼，安排他坐下。

「你要不要吃點心？」「不用！」他淡

淡回答，然後就安靜地寫功課。寫完之後，

他突然跑過來說：「老師，我有情緒問題！」

「是現在嗎 ?」我訝異問。「現在沒有！」

我告訴他：「每個人都會有情緒問題，這是

正常的現象。」

我拿出手機給他看一段 youtube 視頻，

是可愛的水獺生氣吵架的模樣。

「人和動物在保護自己的時候，都會出

現情緒反應。只是在人群社會中，情緒失控

的話就容易得罪人，大家就不想跟你做朋友

了，嚴重的話還會暴力相向，所以需要學習

轉換心情，緩和呼吸，讓自己心平氣和。」

我解釋道。「透過緩而深的呼吸，可以把強

烈的情緒調降下來，讓自己冷靜。」

不喜歡作文和造句

祥瑞數學不錯，但不怎麼喜歡作文和造

句，所以他最常提問的就是這兩項。有時他

也會忘記國字怎麼寫，於是，我用國語習作

中的問題來引導，比較淺顯易懂，讓他舉一

反三，自己去造句。

我是新手老師，經驗還不足，所以只

好常常走動，關心同學的需求並立即給予指

導。看到孩子純粹又認真的態度，我會多關

心和瞭解他們，祥瑞也因此逐漸打開心房，

跟我訴說個人的小祕密，以及他的家庭背

景。

祥瑞跟父母同住，家裡經濟主要是靠父

親。母親有躁鬱症病史，情緒反應較劇烈，

前陣子媽媽住院的費用，幸好有親戚幫忙，

父親才能喘息撐過家計。因此他們生活必須

非常節儉，縮衣節食，這可能也是祥瑞個頭

略嫌瘦小的原因。

把點心帶回去給弟弟

「點心時間，大家可以吃點心喔 !」祥

瑞每次都說不餓，我跟他說：「你現在不餓

沒關係，可以把點心帶回去，給弟弟吃也可

以。」只要有剩餘的麵包，我就會給他帶回

去。後來，祥瑞說：「弟弟喜歡吃奶酥口味，

媽媽喜歡吃紅豆口味…。」藉由麵包的小確

幸，很奇妙地，讓他與家人之間，多了一份

溫暖的連結。

漸漸地，本來和其他同學保持距離的祥

文 /課輔老師 賴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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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班是第二個家



瑞，也逐漸開始找機會融入團體。在英語遊

戲中教導弟妹功課，和他們一起玩遊戲，樂

在其中，享受著童年獨一無二的歡笑。

就這樣，一來一往的互動，把成語遊

戲大大發揮，不僅是生活大小事，甚至是烏

俄戰爭，造句和成語遊戲變成好有趣，彷彿

成為一種心靈的對話。我和祥瑞也變得很有

默契，他常在我講話時主動接下文，讓課輔

時光變得更歡樂溫馨，其他同學也被帶動起

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熱鬧！

一起玩耍的重要性

Discovery 頻道有一個關於獅子的特輯，

動物學家說明「玩耍」對動物的重要性，除

了發展社交夥伴關係和情感連結之外，更重

要的是，長大以後可以互助團結狩獵，特別

是遇到體型龐大的獵物，大夥一起捕獵，會

更容易成功。

所以，同學們寫完功課後，我會讓大

家一起玩耍，培養默契和樂趣，當然，過程

中也會出現一些衝突和緊張的狀況，但我相

信，這可以幫助他們發展和諧相處的能力，

以及將來互助合作的技巧，也是日後人際關

係的溝通基礎。

身為老師我必需成為神隊友，在旁用心

協助他們，化解不愉快的角力競爭，促進對

話，並引導他們彼此合作。孩子的情緒有時

會較為敏感，瞬間就會擦槍走火，身為課輔

班「大哥」的祥瑞，就會主動出面協調，適

時化解尷尬的場面。

幾個月的陪伴，祥瑞的期中考數學及

社會分別拿了 95 分和 94 分，連英文也從

40 進步到 64，進步很多。我對他說：「可

惜你已經六年級了，即將畢業，課輔時間不

多了。」「老師，我覺得我們有點相見恨晚

耶！」他突然說。我們相視而笑，盡在不言

中。

祥瑞的成長，確實讓我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協助兒少的過程，並非像童話故事般，

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是讓我學到

「當下就是修行」，在孩子們情緒的風暴中，

如何讓自己心情穩定、不被激怒，或不被挑

釁的態度而受傷。

老師更需要以身作則，用愛和幽默的魔

法語來互相療癒，繼續引導兒少的心靈，讓

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在這裡，我們用真誠

的心，一點一滴勾勒心中的願景和盼望，期

許在課輔的時光，這裡就是孩子們心裡的，

第二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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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超愛吃泡麵的

玉美、玉珍 ( 化名 ) 兩姊妹，某日放學，

我陪她們邊走邊聊，姊姊說：「老師，我們

家樓下就是超商，很方便，我們常在那裡吃

泡麵，今天還會去，泡麵超好吃！」我疑惑

問：「媽媽沒煮晚餐嗎？ 」「爸爸還沒領薪

水，所以這幾天我們都會吃泡麵，我們超愛

的！」孩子說。

看著兩姊妹的表情，講到一副要流口

水的樣子，讓我十分驚訝！「那你們早餐都

吃甚麼？」「我們都是吃餅乾，外面早餐太

貴了！」這回答又讓我嚇了一跳，她們並沒

有感到自卑或難以啟齒，反而侃侃而談。我

的內心備受衝擊，沒想到她們的生活如此拮

据，也擔憂她們會營養不良。

請孩子自己走回家吧

之前，學校輔導主任專程前來：「有兩

位個案，因為母親生病，無力督促管教，作

業常常遲交，今後要麻煩老師多多照顧！」

當天兩姊妹報到，一進教室顯得非常雀

躍，好像要參加夏令營ㄧ般，與其他人截然

不同。特別是知道老師會協助大家寫作業，

每天寫完功課還有點心吃，姊妹高興之情，

洋溢在臉上。

她們乖巧有禮，學習態度佳，除了數學

需加強輔導以外，作業都能及時完成。唯一

令人擔憂的是，放學時常常等不到家長，每

次聯絡媽媽，聲音都像起床般慵懶：「老師

不好意思，我吃完藥後昏昏沉沉的，麻煩老

師請她們自己走回家吧！」

每次聽到這樣的回答，姊妹總是感到失

望，所幸住家不遠，兩人同行即可。後來家

長也表示，今後都會讓孩子自行回家，不再

接送了。

在困境中知足感恩

由於媽媽罹患躁鬱症，長期服用鎮定

劑，無法外出工作，家中僅靠爸爸打工維持

生計。媽媽無法料理家務，每天晚餐只能簡

單餬口。平時餐桌上，幾乎不會出現四菜一

湯，而是以米飯、罐頭裹腹而已。

了解狀況之後，我隨即反映協會，請求

物資協助，爭取更多生活必需品及食物。班

上剩餘的麵包、點心，善心人士的物資捐贈，

我也會盡量拿給這個家庭。

兩姊妹

樂觀懂事，

體恤父母辛

勞，生活與

物 質 的 匱

乏，並沒有

讓她們感到

自怨自憐，

反而更容易知足感恩。感謝社會各界的愛心

與關心，不僅提供實質的幫助，豐富了她們

的三餐，更讓她們感受到社會處處有溫暖。

文 /星心學苑 課輔老師

星心學苑

愛吃泡麵的

兩姊妹



歲月如梭，畢業季節悄悄到來，庭伊（化

名）今年就要畢業了，是一個自我要求高的

孩子，當她有目標時，一定會努力去完成。

平常話少，旁人較難了解她的心境，個性慢

熟，但一旦認定你是她信任的人，就會把你

當成閨蜜。

她經常幫忙輔導學弟妹課業，讓我非常

感動，但有時行為讓人很錯愕，她曾說：「有

時就是要不按理出牌，做些壞事才是學生的

特性！」所以六年級時，她常和同學鬧出一

些瘋狂的事，讓班導師措手不及，但她本性

不壞，就是愛搗蛋而已。

暑假營隊我們安排了家政課，她非常喜

歡，因為可以一邊 DIY，一邊享受美食，她

很開心。就快畢業了，庭伊分享她的畢業感

言：

每個人都有一個家庭，而這個家並不一

定是完整，會有人單親，甚至有人父母雙亡。

但這些都不是我們希望的，因為命運的安

排，導致這些孩子心靈受創，從小缺少母愛

或父愛。

小時候，因為爸媽經常吵架而離婚，讓

我缺少母愛，不過我並沒有因為失去媽媽而

不開心，我一直保持快樂的正能量。在學校

很快樂，交到一大堆好朋友，跟他們一起玩

很開心。

光陰似箭，國小的生涯即將結束，我真

的很不想畢業，想到這一群互相幫忙、學習

和愛搗蛋的同學，備覺溫馨，我總想像畢業

那天，我一定會哭得很慘。

除了在學校上課之外，我參加純潔協會

的課後班，課後班同學幾乎都是單親或經濟

困難的家庭。課輔老師就像我的媽媽，她可

以和我談心，排解我在學校的困難。老師還

教會我們多元課程，提升各項能力，我非常

感謝老師的用心。

不久我將上國中，並朝著自己的小小夢

想前進。 我的夢想是出國見到自己最喜歡的

明星，雖然夢想很遙遠，但只要自己堅持不

放棄，總有一天會美夢成真的。我會好好珍

惜剩下的美好時光，把握跟同學一起相處的

日子。

看著庭伊，有老師和同學的陪伴，加上

她自己的樂觀與自信，即使未來路充滿許多

不確定性，相信她都可以克服。最後，祝福

庭伊上了國中能夠更加用功讀書，堅持自己

的夢想，找到自己的興趣，盡力發揮所學的

一切，成為一顆耀眼的星星。

文 /課輔老師 蔡玉惠

兒少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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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柏（化名）個性直爽、凡事樂觀，每

天都開懷大笑，從沒見他哭過。聽到有人需

要幫忙，他總是衝第一。

老師，我本來想趕你走的

「老師你剛來時，我們都很好奇，但你

叫我們不要躲在櫃子裡玩耍，感覺你跟之前

老師一樣，又兇又嚴格，所以我們決定把你

趕走，相處後卻覺得你很溫柔，也對我們很

好…。」小柏找我聊天。

一開始我是新手老師上場，小柏追問我

一堆問題，想盡辦法要趕我走，又在課程中

搗亂，和同學一起吵鬧，讓我每天都很困擾。

我花了很多時間處理，除了柔性勸導之外，

也與他建立起互動。

漸漸地小柏接納了我，除了會主動分享

事情、講笑話之外，更邀請我一起打羽球、

玩遊戲，轉變之大讓我受寵若驚。

樂於分享，充滿助人之心

小柏喜歡車子，只要談到汽車就會侃侃

而談，他畫的各種車輛栩栩如生，展現出繪

畫天分。最近他常玩拼豆，他立刻答應做一

個送給我，看到一個虎虎生風的拼豆作品，

讓我覺得既溫暖又感動。

他也是愛心小天使，看到阿凱玩球受傷

大哭，立刻拿醫藥箱幫他擦藥。「老師，我

包紮技術不好，但我會盡力啦！」小柏技術

不好，卻很用心。

小勇不會數學，問小柏：「你可以教我

嗎？」「可以啊，這我會啦！」小柏就認真

地教小勇。當其他孩子有狀況時，小柏總是

第一個站出來解決問題的，是大家心中的大

哥哥。

有一次陪小柏去倒垃圾，他微笑的向工

作人員打招呼與謝謝，看到他彬彬有禮的樣

子，讓我非常驚訝！如果垃圾車跑走了，他

也會直接拿走我手中的垃圾袋，快速跑去倒

垃圾。

願保有赤子之心

「哥，這是不是媽媽喜歡的？留給媽媽

吧！」課堂中只要拿到好禮物，他與哥哥都

會留給媽媽。他們的親子感情很好，小柏會

教媽媽玩遊戲，邀請媽媽一起打羽球，課後

班總是充滿他們母子的笑聲。

雖然只是小學生，但小柏有很多優點，

願意與他人分享，保持樂觀，有愛心有禮貌。

他的善良與赤子之心，點醒了時常為工作忙

碌的我們，是否每天擁有好心情，友善待人，

不要成為嚴肅而冷漠的大人。

 

文 /課輔老師 陳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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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金額 
楊小姐  100 
黃○淑  100 
楊○涵  100 
蘇○華  100 
楊○霖  100 
黃○○紅  100 
陳○鳳  200 
王○軍  200 
王○涵  200 
鄭○屏  200 
鍾○霈  200 
邱○子  200 
朱○酉  200 
林○翊  300 
任○英  300 
盧○鵬  300 
蔡○憲  500 
羅○綺  500 
白○玲  500 

名字 金額 
黃○凱  500 
陳○燕  500 
林○如  500 
鄭○昊  500 
張○庭  500 
王○慈  500 
池瀁珠寶

銀樓
  600 

王○雅  600 
許○蕙  600 
何○育  600 
陳○志  600 
黃○翰  600 
至勝文理

補習班
700 

伍○平  900 
林○瑱  1,000 
林○勳  1,000 
賴○勳  1,000 

名字 金額 
宏基淋膜

紙業有限

公司

 1000 

蕭○煌  1,000 
陳○錩  1,000 
廖○政  1,000 
陳○妤

鄭○楹
1000

伍○平  1,200 
柯○雯  2,000 
李○芳  3,000 
許○娥  3,000 
臺中市世

界獅子會
5000

陳○辰 10000

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

司

500000

     
月
捐
款
芳
名
錄

9
名字 金額 

陳先生  100 
黃○淑  100 
張○瑄  200 
邱○子  200 
朱○酉  200 
陳○鳳  200 
王○軍  200 
王○涵  200 
鄭○屏  200 
鍾○霈  200 
郭○鑫  300 
林○翊  300 
任○英  300 
盧○鵬  300 
陳○霄  500 
黃○雯  500 
張○白  500 
羅○綺  500 
白○玲  500 

名字 金額 
黃○凱  500 
陳○燕  500 
林○如  500 
鄭○昊  500 
張○庭  500 
王○慈  500 
池瀁珠寶

銀樓
  600 

王○雅  600 
許○蕙  600 
何○育  600 
陳○志  600 
黃○翰  600 
至勝文理

補習班
700 

伍○平  900 
張○珍  1,000 
閔○福  1,000 
賴○勳  1,000 

名字 金額 
蕭○煌  1,000 
陳○錩  1,000 
廖○政  1,000 
伍○平  1,200 
柯○雯  2,000 
李○芳  3,000 
臺中市世

界獅子會
 5,000 

臺中市世

界獅子會
 5,000 

     
月
捐
款
芳
名
錄

10

13

宣導場次表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11/1 景美國小 情 (2 場 ) 501 56

11/1 碧湖國小 灰 2 150

11/3 國語實驗小學 他 4 250

11/3 芝山國小 樂 4 90

11/4 逸仙國小 他 6 87

11/7 宜蘭公正國小 家 (2 場 ) 604 54

11/7 宜蘭公正國小 家 (2 場 ) 603 58

11/7 三民國小 他 高 135

11/8 瑞塘國小 灰 2 217

11/9 東園國小 灰 1 110

11/10 龍潭國小 小 2 156

11/11 南山中學 虧 10-11 1000

11/11 東園國小 小 2 80

11/14 泰山國小 灰 3 191

11/14 宜蘭公正國小 家 (2 場 ) 604 54

11/14 宜蘭公正國小 家 (2 場 ) 603 58

11/15 幸安國小 灰 2 240

11/15 大溪國小 情 (4 場 ) 603 80

11/15 大溪國小 情 (4 場 ) 601 84

11/15 大溪國小 樂 4 132

11/17 逸仙國小 樂 3 87

11/18 南崁國小 小 + 他 2/4 660

11/21 景美國小 情 (2 場 ) 604 56

11/22 逸仙國小 小 2 87

11/23 靜心中小學 灰 2 252

11/23 成功國中 好 8 459

11/24 芝山國小 樂 3 90

11/25 大溪國小 他 5 139

11/28 景美國小 情 (2 場 ) 604 56

11/28 馬祖中正國小 神 3 17

11/28 馬祖介壽國中 虧 7 31

11/28 馬祖中正國中 虧 8 19

11/29 馬祖塘岐國小 好 5-6 23

11/29 馬祖介壽國小 好 5-6 79

11/29 芝山國小 灰 2 180

11/30 馬祖仁愛國小 好 5-6 20

11/30 元生國小 小 2 330

宣導時間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12/1 瑞塘國小 小 1 240

12/1 元生國小 他 4 330

12/1 花蓮樂合國小 情 (4 場 ) 6 24

12/1 花蓮樂合國小 情 (4 場 ) 5 24

12/2 百齡國小 小 2 260

12/5 新水國小 情 (2 場 ) 5 甲 40

12/5 新光國小 神 1-6 22

12/5 百齡國小 他 4 260

12/6 大有國小 好 5-6 14

12/6 西園國小 小 1-2 280

12/6 豐榮國小 好 1-6 91

12/7 內湖國小 小 1 260

12/8 國語實驗小學 小 1 250

12/8 新市國小 好 + 神 6 540

12/9 育林國中 虧 9 278

12/9 新盛國小 他 (2 場 ) 3-4/5-6 202

12/9 福陽國小 樂 + 他 4/6 96

12/12 新水國小 情 (2 場 ) 5 甲 40

12/13 成福國小 性 (4 場 ) 601 60

12/13 成福國小 性 (4 場 ) 602 56

12/13 山腳國小 他 3-6 161

12/13 山腳國小 小 1-2 79

12/15 田心國小 性 (4 場 ) 602 100

12/15 田心國小 性 (4 場 ) 604 100

12/16 田心國小 他 + 小 5-6/1-2 400

1 2 / 1 9 宜蘭公正國小 性 (4 場 ) 603 116

12/19 宜蘭公正國小 性 (4 場 ) 604 108

12/20 埔心國小 情 (2 場 ) 603 52

12/21 內定國小 他 + 小 4/1 200

12/21 文心國小 好 (2 場 ) 6/5 300

12/21 大坑國小 好 3-6 80

12/22 巴崚國小 小 + 好 1-2/4-6 42

12/23 山佳國小 他 + 小 4/2 240

12/27 大埔中小學 好 + 神 3-9 168

12/27 民義國小 小 1-4 60

12/29 龍潭國小 他 5 158

12/30 西門國小 神 3-6 378

11 月份宣導共計 51 場，參加人數 5,867 人 12 月份宣導共計 73 場，參加人數 6,109 人



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收 支 餘 絀 表        111/1/1～ 111/10/31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收入 佔總收入

會費收入 6,600 0.02%

捐款收入 27,939,255 92.11%

其他收入 2,386,298 7.87%

經費收入總計 30,332,153 100.00%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支出 佔總收入

人事費 2,204,938 7.27%
辦公費 359,248 1.18%
校園服務活動費 3,519,030 11.60%
星心學苑活動費 2,609,248 8.60%
社區據點活動費 18,921,188 62.38%
雜項費用 130,270 0.43%
經費支出總計 27,743,922 91.47%

本期餘絀 2,588,231 8.53%





霸 凌 防 治
戲 劇 宣 導

呆頭呆腦，
看我怎麼欺負你

哇啊
是阿拉丁神燈耶～

要好好
保護自己唷

我是正義使者，
拒絕霸凌

2014年首演劇照

通過校園宣導與進班教學，守護兒少 破解色情迷思相聲宣導 與中信反毒基金會合作素養導向營隊

生命教育與自殺防治宣導 性侵害防治相聲宣導 每年都到花蓮及台東辦理偏鄉營隊，幫助兒少
提升各種生活能力

主題戲劇: 阿里向前衝

我們如何守護青少年?

通過寓教於樂的宣導，幫助兒少認識霸凌
，學習自我保護

兒少準備上台前的排練過程

本次演出單位為基隆課後班兒少

小心霸凌就在孩子身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