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 心 大 使 成 長 營
張禮修
士林社區大學推薦

一、課程設計
(一)課程目的：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展市民終身學習教育政策，從「資訊提供」演進至「資源共享與創造」，不
再是單一的個體而是全方位的團隊！面對全新的 e 世代，終身學習應化被動為主動！每個人在他自己
的生命歷程裡始終停留在自己的象牙塔，由於時代的進步水泥取代叢林，因此過去年代的人文關懷、
紅瓦大樹的人情味濃也不復見，科技的進步面對個人電腦蓬勃發展，方塊族與日俱增漸而久之，社會
的脈動和關懷變成是一種功利的價值觀，人跟人之間只是你和我的空間距離，公共參與和政策也形成
媒體式的謾罵，更遑論進一步的體解和公共論壇，因此我們必須從中先解放自我的設限，再進一步統
合知識的分享，集合個人重新出發的自信與勇氣，真正啟動另層次社會認知的共同需要和價值觀，並
產生協動力發展家庭倫理、社會國家的至忠至愛，及至國際寰宇的責任與使命感。

(二)課程設計理念：
社區大學的設立是一種全新的經驗，要如何發展全人的公共領域始終不見有健全的具體論述，因
此藉由課程的設計引領學員參與公共的事務，觀察當前社會與個人週遭的問題，設法從各種壓迫關係
當中獲得解放，抓住時代的意義重寫個人歷史，進而引發人文情懷與社會關懷，提昇公民素養呈現公
民社會的全面性。
「善待自己、關心別人、愛讓世界更美麗」，不是口號而必須是一種實踐，唯有真正對自己卓越
的才能和獨特的價值有堅定、不可動搖之確信的人，才有可能進入體解「愛的真諦」，透過包容與善
解交會自我的肯定從而產生對人類最強烈的愛，釋放激發出一種必要能量來探索和領會生存生活的意
義，繼而提升關心別人關懷社會的宏觀情操。我們從傳統分離出知識與智慧，五千年的文化有其一貫
道傳的智慧能量，也有千般滯礙不捨難於擺脫的包袱、人情壓力，因此在課程的設計引進西方的潛能
開發，導引學員走出自我的藩籬重建 EQ 與格局，改變因改變而改變瀟灑的人生！

(三)課程內容：
週次

主

題

第1週

點燃聖炬

第2週

建立團隊

第3週

角色扮演

第4週

說話藝術

第5週

滿意服務

第6週

價值建立

第7週

團隊共識

內

容

方

愛心大使的理念、意義與自
我表達技巧

式

演說
分組互動

如何扮演好一位優質的愛
心大使
在團隊之中我要如何奉獻
我的關懷和愛
話說的好不如說的美＆聆
聽藝術的學習
十項必須知道的親善服務
要點
動中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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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建立信心和勇氣
培養優質的禮儀

幻燈片介紹

體解人我間的愛

小組分享

說和聽的互要性

演說
討論
小組分享

了解溝通不是增加了解而

期

肢體動作

分組互動

人我、本我、超我在團隊互

預

團體遊戲

認知關懷的本質
發展團隊恊動力
強化自我的肯定

果

是減少誤會
第8週
第9週

信心勇氣

如何克服憂慮與情緒低潮
的管理

期中研討會暨學習心得分享

第 10 週

陽光大道

第 11 週

馨傳大愛

第 12 週

再造薪燈

第 13 週

牽手同行

第 14 週

歡笑人生

第 15 週

四海同源

第 16 週

蝶飛共舞

第 17 週

樂在義工

第 18 週

預知一般人不懂得感恩的
自我調適方法
如何營造團隊氣氛與康輔
活動設計
自我形象的整理整頓、服裝
儀容的整體美

動能體驗

E Q 情緒的掌控

捐血活動

課程理論的實踐

幻燈片介紹

異議處理的能力

手語帶動

學習釋放負面能量

肢體動作

提昇自我的內涵度

建立信心勇氣和自我表達
的技巧

演練
分組互動

愛別人之前如何建立自我
機智與幽默感

情境演練

愛心服務團隊的經營與領
導配合

討論
小組分享

提升服務品質與團隊學習
的要義
成為健康、快樂、有信心的
愛心大使

期末成績評量暨教學成果展

建立高品質的服務
卸下虛假的面具
打破自我的極限度

交互體驗

建立圓融的團隊組織

專題演講

馬斯洛理論的實踐

社會服務

成為真正的愛心大使

※利用假日時間不定時投入社區巡禮：包括故宮博物館知性之旅、張大千故居、浩然敬老院關懷活動、郭
元益糕餅博物館、士林夜市、華榮街商圈脈動訪視、土城少觀所…等。二、教學方法

(一)課程進行方式：
以輕鬆、自然的互動訓練肢體的動作，小組分享帶動人際解放自我，以及上台演說重建信心與勇氣，
在團體遊戲當中融入團隊共識與協力分工的精神，再運用社會服務、情境演練、討論與專題演講方式交互
體驗成長。

(二)教材教案：
音

樂：音樂是生命的延續，可以激盪和安撫情緒達到輔助的功能。

投影片：透過電腦資料的訊息傳遞，可以達到拓展視野的效果。
幻燈片：社會服務的實地體驗攝影，加強印證情感的真實。
旅遊聚餐：增加團隊的和諧和互通橋樑，並與學員家人建立默契度。
文

章：詩詞＆好文章的分享，藉以修飾粗糙的自我放縱充實內涵。

講

義：勵志銘言的傳遞，引發追隨成功的腳步來提升學員的價值觀。

例如：1.曾經有多次的經驗選讀自我創作的文章與同學分享，由於觸動學員內心的經驗故事，因而引發全
班的共鳴霎那間大家都紅了眼、笑開了懷，距離感很快的消失同時也化解對自身的悲情與成長歷程
的環境哀嘆！
2.有一次課程當中利用單槍投影片，以一篇日本研究室的報告「生命的答案水知道」舉證讚美的意
義，讓學員們回家後也在生活中實驗，結果於課程中報告實驗結果，令人興奮的是所得到的迴響不
僅個人成長連家人、社區管理員與街坊都投入了興趣，一時之間蔚為美談，社區參與成了大家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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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3.「愛心大使成長營」的班級最津津樂道與期待的便是郊遊聚餐，一直以來都要求家人好友一起參
加，多次下來發現有多對的夫妻重溫過去的甜美，親子間建立了溝通的管道、好友的誤會化解，卡
拉 OK 成了彼此欣賞的媒介，上課時再看到講師所拍的照片與投影片，同班的情誼成了緣分的默契
與關懷。
4.利用音樂冥想和手語帶動，常常是班上同學歡笑的泉源，同時也是沉澱心靈的最佳時光，常常因
為笑聲過大被投訴到行政單位，可是在下課後總會有一些投訴班級的學員因為好奇而過來了解，因
為他們的認知裡認為能開口笑已經不容易，何況笑聲頻傳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班級？也因此建立
了班際互動的良好關係，甚至有些人就會在下一個學期加入陣容，成為愛心大使的成員之一。

(三)教學技巧：
講師必須隨時注意學員的情緒反應，利用分組與討論來協助學員進入狀況，每一小組選一個組長、
副組長隨時注意學員的出席狀況與互動情形以增加聯繫度。透過彼此之間的關心來減少陌生與羞澀感，
上課中講師亦必須隨時注意學員的反應與接受度，適度調整課程的深度和廣度以達到學習效果，讓學員
提升興趣確實投入課程當中。
我們必須清楚到一點很多學員都是在下班之後才趕過來上課，甚至有些家庭主婦是暫時擱置家事匆
匆而來，可能臉上還難掩油膩，因此講師的體恤關懷是需要的！社區大學學員的背景情形常常也會挑戰
講師，無論是經濟、學經歷、年齡、性別、階層級別、主雇關係、職業特性，就像一個大鎔爐匯集一處，
表面上看起來大家是有志一同，仔細觀察會發現他們彼此間有時會有些許的歸類，自我意識會自成一格
造成排他性，但更多是業務人員滲透進來意不在上課而是為了拉關係做生意，而讓一些學員為避免麻煩
於是怯步離開課堂，還有的人假藉名義借錢，造成其他學員的困擾，這些都是講師在上課之餘必須與幹
部保持良好互動才能掌握訊息！
學習型組織的團隊願景領導方式是勢在必行，上課應該以學員的需求為導向，潛移默化之中融入講
師的教學目標，完成社區大學的實質意義建構良性的公民社會。

(四)學習要求：
上課也是另類自我放鬆和享受文字思想知識的一種方式,帶著快樂的心、熱忱的情，願意共同耕耘灌
溉「愛心園地」
，交換喜悅哭泣和開懷暢笑的歷程；所以基本上「態度」在課程中是佔了很大的比重，因
為要去詮釋「愛」這樣一個抽象的情感，在於現今功利掛帥的社會價值觀之下，要去尋出一條出路是會
被質疑它的可能性，何況這樣的可能性又是在課堂之中推展演繹。
礙於人跟人之間的藩籬，要誠實坦白的去表現個人生命歷程裡的一個經驗事實是何等的不易，其中
又有內心的掙扎與矛盾潛藏在自我防衛下，因此出席率也必須在學校訂立之標準範圍內彼此才能取得共
識，願意共同接受經驗事實所帶來的衝擊點，在講師的引領勇於挑戰自我--「成長看得見學習是關鍵」
；
同時在社會服務與校務活動的參與熱忱，也影響個人對學習團體的認同，相對的亦可以檢驗學員個人的
廣度和深度的評比，因此參與的熱忱和投入的心態是學習的重要要求！

(五)學習評量：
以出缺席和課程投入的熱忱為評量標準，還有社會服務參加的次數，而所謂的評量不是分數的高低，
因為在社會大學每個人的自律性是被要求的，知識的解放和吸取也不单只是單向的取得，其內涵和實質
是多元化涵蓋一.人生觀的建立 二.生存條件的充實 三.人際關係的增進 四.對人性的認識 五.對失敗
和挫折的忍受度。
研習證書的取得雖然基於規定只能依出缺席制度評量，但是對於未來的學分制我們認為研究的態度
非常的重要，學員需要能提出個人的科學精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無論在語文或學術的領域甚至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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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包括非營利組織相信都會有傳統不足的部分，如果透過教學互動成人教育思考較成熟的考量，結
合學員的職場工作經驗，相信定能激盪出正規學校所無法觸及的部分，那才是真正社區大學的智慧能量！

三、班級經營
(一) 班級經營之理念
在一個初具雛形方興未艾的組織團體，理想、志向要和目標方向的結合定位過程，義工團隊是一
個不可或缺的角色，既扮演一個接軌的動作又不可避免的被認定為是一個引導的主要人物，在溝通、
協調的過程當中，一點一滴的讓主體組織團體聚像，慢慢形成一個人盡皆知、理念與宗旨明確的社會
團體。
台北市士林社區大學的創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範例，由於當初教改團體協會，本著社會制度的不
完整與教育制度的不足，所提出的一個觀念---「終身學習」
，然而要如何落實？使理論與實踐結合便
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在公辦民營的模式裡，官方與民間、政府與組織各自表述價值觀與文化需求面，
然而碰上學習團隊，亦即人民真正有意願要報名參加學習的課程，差距性又是那麼的大，年齡、學經
歷、背景、性向、學習態度….就宛如是一個「人類學」的縮影，這樣的任務往往給承辦單位一個很
大的挑戰！
現代人不容易了解「善待自己」的意義，
「如何活出現代人的未來」
，是每個人都想了解的問題，
因此在關心的的行動裡常常忽略了自己。於一片哀嘆聲中，每個人都陷入了一種空前的危機感，憂鬱
和躁鬱症不經意形成新世紀的殺手，等待救援與關懷也成為自我依賴的習慣性，可是事實上速食的時
空環境自顧不暇的現代人，除非擁有過人的體力與自信，否則誰會願意管他人瓦上霜！
「把愛傳出去」的理想性要如何實現？愛別人之前先要學會善待自己，做自我的那一朵「解語之
花」！因此在課堂中藉由彼此的人生經歷一起來探索『愛的真義』，再藉由具體的肯定和成長才能投
入社區的認同和關懷。要給別人喜悅先要使自己快樂，整飾儀容、建構形象、提昇心靈的美感與價值
觀，方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吸引好奇的眼光，進而結合相互共鳴充實激盪彼此心中共同的原始信任與關
懷！
我門深切的期望願意投入社區關懷的朋友，共同來耕耘智慧的花朵、播灑大愛的種子，結合薪傳
「生命之愛」的大使，締造信心與勇氣共同來擎舉聖火~~『募捐笑容募捐愛』，在生活中做一個充滿
微笑與美麗人生的「愛心大使」
，便是經營這樣一個特殊性班級的重要理念！

(二)班級經營之做法
非營利組織義工式的課程，因為很多人會認為我是在做善事，因此心理上難免會有一些我有空一
定會參與的藉口，所以團隊共識的建立是非常重要，去強化團隊精神的共榮性也是首要條件！
在班級經營做法上需借助班級幹部協助講師與學校的行政聯繫，另一方面透過分組選小組長和副
組長，達到化整為零、個人與團隊間的彈性度，避免演練與分享時的羞澀並減少恐懼感；上課時盡量
製造笑果輕鬆的在笑談中輕鬆釋放內在能量，因材施教適度的於潛移默化中達到課程設計的目的，缺
席的同學更要保持良好的聯繫透過電話關心其原因。同時郊遊和聚餐也是增進學員間情誼的一種方
式，或者班上的同樂會在下課十分鐘帶點餅乾飲料分享彼此，則能使班上的氣氛融洽增加學習的樂
趣，講師則利用相機捕捉鏡頭隨時紀錄班上同學的學習進度。
社區大學的意旨在於走入社區，但是在概念還未全部佈達之前，社區單位也會有抗拒性因為害怕
所屬團體的同質性，會因社區大學的參與介入而受影響，因此一方面溝通以漸進式的溝通，再以參與
社會活動的成績來讓其肯定社大的善意。
指導講師必須說明困難跟必要性，先取得學員共識舉辦一連串相關性的社會參與，包括在社區的
捐血活動、當地敬老院參訪、地緣的名勝古蹟故宮參觀、鄰里社區參訪、知性之旅、少觀所訪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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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成果
(一) 基本資料：學員人數、結構分析、出缺席狀況
※ 學員總人數共計 34 人
A. 來源---居住地區分佈分析：

桃園龜山
3%
台北市
三重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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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齡＆性別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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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職業類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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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學歷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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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婚姻狀況比例分析：
單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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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出缺席狀況＆缺席原因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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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分析圖我們了解到學習和從事義工服務的比例，女性的投入比男性要來得多，可能的因素是女性
的情感比男性容易表現較不掩飾，同時女性的學習心態也比男性積極；以學歷和年齡比例來比較，年長比年輕
對社會的懷度相對較高，當然也是因為歷練的關係山山水水所堆砌的人生的看法，由於熱忱在時間的淬煉當中
自我的部分減少，對他人的心理會演化出和善的善性關懷，知道付出有其相對性，而年輕族群當然工作與拼未
來也會影響他對社會回饋的認知。
由於愛心大使的班級學員年齡層，幾乎集中在民國三十到五十年次亦即四十到六十歲，所以學歷（國初中
13 人、高中 16 人）與出生年次的類比，就顯現當時社會的國民教育分兩個階段，在還未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
前升學不易，20~30 年次能有初中學歷者不多，實施後 31~40 年次才有國中人數的比例增多，而 40 年次以上高
中職便是另一階段學歷的瓶頸，要能升大學者與家庭的經濟有極大的牽連，因此大專生便成了分野的極限，相
對的讓我們分析可能付出愛心的情況應以中產階級以下小康的家庭較多，學歷高和經濟良好的家庭較無法以人
力投入非營利組織的市場。
在婚姻狀況正常的比例居多，但其中也潛藏許多溝通上的問題，包括兩性問題和親子關係，於課程當中時
有分享的淚水呈現，而單親家庭我們很遺憾多數都是因為暴力因素，然而我們也很安慰她們勇於走出陰影，對
社會的包容和愛讓她們全然的奉獻！班上有兩位同學都是在選課前兩年失去另一半，她們在班上同學的熱忱裡
找到自己的另一個春天！
社區大學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再進修，如果有上班工作者常常會受職場的因素，影響出缺席狀況包括加班、開
會、出差；另一家庭的因素則是因為愛心大使的學員，有很多是祖父母級的關係，常常必須協助小家庭的兒女
看帶孫子，深入研究不是加班就是因為出國旅遊的因素而需將孩子扥育，另一則是親朋的來訪而不能到校上課
者佔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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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衍生成果：
「愛心大使成長營」的班級，是一個社會義工性質的課程，由張禮修和張耀仁兩位校務顧問指導，
在課堂上自我成長，學習溝通與自我表達的團隊組織，強調團隊願景和團隊精神，訓練時間歷經四個學
期。
前身是大愛志工薪燈營，但是在招生的過程中失敗，兩位顧問深入研究歡喜做甘願受的盲點後，才
為奉獻失落的環節--「善待自己」部分量身訂做，補足愛讓世界更美麗，先決條件必須有身心靈健康的
心態，要能先愛自己、愛家人，才能真正分享飽足的情感去喜悅週遭受困的人群，把愛傳出去是發出內
心的真善美與積極面的呈現，應該是甘願做歡喜受的態度。
海倫凱勒在自傳中深刻的描述：
「我接受教育之前，就像一隻漂浮的船，不知如何航向岸邊，我的
靈魂不斷的呼喚，給我亮光吧！而此刻，愛的光芒正照在我的身上。」愛心大使成長營的同學們，在劉
應雪班長的號召下，集結每個學員在社區大學的學習成果，於九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九點半在百齡
高中音樂廳正式成立學員自治團體『愛心大使成長營服務社』，本著「善待自己、關心別人、愛讓世界
更美麗」的理念和宗旨，落實社區大學的創辦意旨，與社區結合、參與公共事務，領航社大的師生發揮
教學相長，希望透過社區人士和學生自發的參與，以自己的力量，建立地方的整體營造，並藉此凝聚社
區共識和榮譽感！
目前總計社員人數是四十位，有學員自己設計的社徽、完整的組織章程和社長、幹部的選舉制度，
每個月固定於月底的假日舉辦社員大會；在成立不到一年當中共募得捐血袋數 2711 袋，喜於 93 年 4
月 8 日在中正紀念堂獲教育部頒發學院組第一名，這樣的佳績是學員自發性投入的成果。92 年 10 月 12
日參與士林國際文化節，在士林官邸說學逗唱的表演亦獲得與會嘉賓包括外籍人士一致的讚揚！教育局
舉辦的婚姻列車講座結業式在百齡高中舉辦，期間的舞台設計、佈置和串聯的表演節目也是社員同學一
起完成；學期末結業典禮暨終身學習文化饗宴，迎師隊伍整齊的服裝整整一個星期的活動社員同學全心
投入，典禮的場地佈置和拆卸也是結合校務志工一手包辦，因此獲得社區很多單位的肯定，包括郭元益
企業體、糕餅博物館都主動和學校主動聯繫，希望能研擬出一套合作的企劃。

(三) 教學經驗分析：
投入教育將近二十年進出國內外的企業體與學校，回想未進入社區大學之前雖然歷經經濟部教育訓
練中心的潛能開發課程、公訓中心主管級以上的團隊願景人際溝通課，大學課程和企管顧問訓練出多數的
領導階級，卻感受於社區大學的教學經驗，其中的挑戰性和教學相長的豐富性很難同日而語。
社區大學的學員工作經驗豐富，年紀也都在十八歲以上，所以思想上相對的成熟多了，讓講師在上課
中能較有彈性提出一些理論上的見解，甚至於對理論與傳統上的歧見也能互相切磋，交集出生活上的實踐
能量，不僅有廣度也可以有深度，但是遺憾的由於業務界良莠不齊的份子滲入，直銷和保險常常因業務而
造成同學的困擾，裹足不前甚至半途而廢比比皆是，因此在課前的遊戲規則必須先規範好，彼此間做好尊
重的心理準備「先禮後兵」
，否則尊師重道的倫理便會受到質疑！

(四) 學習成效分析：
1. 劉應雪：服務社區擔任總幹事及財委，為社區爭取公共電視降價福利、架設監視器
並爭取公家經費補助，平時對社區流浪狗亦給予照顧、洗滌、注射預防針。
2. 林啟杉：對於車禍死亡的貓狗給予掩埋，對於問路者也常親自引路，捐血活動不因
六十五歲的高齡而落人於後，並且負責旗幟、布條的收吊掛。
3. 陳

猜：社區中凌亂的巷道路面親自搬水泥或遮蓋物予以美化，讓社區行人經過不
致因天雨泥濘而弄髒或滑倒；車禍意外的貓狗也會通知環保單位協助處理。

4. 李美春：脊椎開刀術後回家不到一星期，千里迢迢遠從桃園龜山坐計程車，一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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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捐血活動；平時亦開車接送同學至社大上課友愛之精神可嘉。
5. 張淑如：從平時在課程中累積的信心，勇敢面對先生跌倒所造成的腦裂傷，在接到
病危通知依然很有勇氣，輕聲細語鼓勵手術切割去部分頭蓋骨的丈夫度過危險期，並於兩
星期後回家復建療養，其經歷讓同學感同身受也讚許有加！
6. 連玉桂：28 年癲癇的病症，每年必須承受大小發作的痛苦，卻在上課的當天開始
建立信心後，不僅兩年來不曾發作並投入榮總癲癇協會當會長，交接後依然協助病友建立
信心接受治療的歷程，其間亦以文章發表投入報章雜誌亦在喚醒社會大眾對癲癇認識和重
視，消除歧視給予支持和鼓勵！
7. 曹恩昇：輕微智障卻能勇敢走出喜憨兒的身體障礙，離開家人的保護網自立成為
7-11 超商的職員，每當知道愛心大使的活動聚會，都會主動買飲料關懷同
學的辛勞！
8. 顏惠娩：勇敢挑戰台語演講比賽勇奪第一名，繼續再考台語講師同樣過關取得國家
認證資格，常常協助回國僑胞在台語外交的上的成就亦獲斐聲。
9. 詹雅媛：上課後回饋愛心投入公職服務人員「里長」的選舉，和母親林秀梅一起到
社大同班上課，當選後也一起服務桑梓！
10. 謝松琪＆李秀玲：夫婦相偕「執子之手與子同修」
，兩人一起在士林社大上課，從
組織管理學再進入愛心大使班級，首先捐出十萬元讓學校成立愛心基金專款戶，拋磚引玉
認養雙連國小校園花草園藝之養護，以一個辛苦製麵白手起家的小企業主，而能對社會價
值觀有所肯定，實屬難能可貴！
從以上學員們的成效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自動自發的熱忱，所引發的社會教育之功能性是不容忽視，而
這些同學也只是一些代表，其他的學員雖沒具體的事蹟，可是對於週遭環境的不再疏離冷淡，多數都能在
各自的居家附近貢獻己力。雖然要走入士林區讓社區地方人士接受社大的熱忱，我們一直在找尋路徑；但
是兩年來的努力透過捐血活動和社區關懷，也獲得地方一些單位團體的注意與重視而主動要求結合協力，
在此我們也不禁要為自我的血汗心酸過程小小喝采一番，畢竟路是人走出來的，不怕路遠只怕懼心不動！

(五)班級經營成效分析：
校園一日志工我們不缺席，學校活動我們響應並投入，士林國際文化節有我們同學的全程參與，從班
上學員的互助與關懷，可想而知一個團隊的成功，絕對來自整體的共同努力，個人的力量雖然單薄但不代
表不重要，沒有人可以抽離出團體而獲得心滿意足的璀璨人生，也沒有團體可以在沒有個人的情況下能夠
「追求卓越彩繪人生」
。
「因為愛著你的愛，因為夢著你的夢，所以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因為路過你的路，因
為苦過你的苦，所以快樂著你的快樂，追逐著你的追逐，因為誓言不敢聽，因為承諾不敢信；所以放心著
你的沈默，去說服明天的命運！沒有風雨躲得過，沒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地牽你的手，不去想該不該
回頭，也許牽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許有了伴的路，今生還要更忙碌，所以牽了手的手，來生還
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沒有歲月可回頭」，這是慈濟「牽手」之歌，卻也是經營愛心大使無心插柳所
附加的成果與價值！

(六)照片彙編：如附件

五、總結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本就不是簡單的事，何況社區大學有如武訓興學般，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還要背負
起社區發展的使命；今天「愛心大使成長營」能夠繼續經營，並且成立「愛心大使成長營服務社」
，在心路歷程
上有很多的感慨與肯定！美國「救世軍」的宗旨強調服務的熱忱和理念：一.專業訓練 二.承擔義務 三.辛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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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四.自尊自重 五.無限關懷；幾學期下來在活動中，很高興愛心大使成長營學員的努力，我們看到一樣有國際
義工的格局；小愛與大愛的最大差異點是：小愛「甘願作」而大愛又添增了「歡喜受」！部分的成效卻也是未
來更臻完美自我期許的里程碑，雖然說所有的偉大在當初都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於願意投入的參與熱忱
和服務的不求回報，往往都能成就一頁歷史-----「化腐朽為神奇」。
A. 上課及聯誼：

上課情形 1.活動剪接

2.上 台 展 示

3.成 就 肯 定

陳猜同學美化社區巷道
1.故宮乾隆展參觀

1.愛遊巴里島

1.士林國際文化節

2.參觀水牢歷史

2.圓山育樂中心

2.教育部頒發 2711 袋捐血榮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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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同分局參訪

3.板橋林家花園

3.聖誕節校內狂歡

B. 社會參與及服務社活動：

1.服務社社員大會

2.會歌-愛讓世界更美麗

3.慶生活動-喝奶瓶

1.峨嵋街晚間募血

2.寒流中街頭募血

3.盛暑艷陽中募血

1.捐血中心互換錦旗

2.讀經小狀元會考

3.DIY 捐血紀念品

1.關懷貧困兒童營養午餐

2.浩然敬老院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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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陽節才藝敬老活動

1.少輔院星光夏令營

2.少觀所關懷活動

3.市政府巡迴藝術展

C. 學員成效分析照片：

謝松祺賢伉儷認養雙連國小花草園藝美化校

謝松祺賢伉儷捐贈 10 萬協助學校成立愛心基金專戶

李美春脊椎手術出院也來募血

劉應雪為社區服務—總幹事兼財委
陳猜同學美化社區巷道
張明致校長賢伉儷也來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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