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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度服務報告–選篇 6（附志願者感想）  

 

 

 

花樣年華．山區青少年全人健康成長  

受惠人次： 1,139  

 

    性教育在我國一直處於禁閉和萌動的狀態。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青少年的性教育

也越來越受到各界的重視。  

 

西南地區相對沿海發展城市，交通、經濟、民生和教育的發展明顯濟

後，偏遠山區尤甚。那裡的家長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欠缺全面的家庭教育。  

如父母長年在外務工，更沒有機會關心孩子的全人健康成長。就算生活在

城市，父母也不能很好的處理青春期子女所面臨的問題。成都市於去年底

對 10 萬名中學生所作的一份調查表明，九成以上的家庭在性教育方面採

取迴避的態度。  

 

學校方面，大多只著重成績，老師也不懂如何教育學生有關青春期的

知識，青少年大多不能很好的處理成長中生理變化和心理變化所帶來的影

響，出現月經異常、青春期妊娠、不良嗜好和行為，直接影響其自信和自

尊感的建立。  

 

由於不懂，學生們更不知道在困擾出現時如何與人分享和保護自己， 

以及如何建立一個正面的自我形象。  

 

花樣年華．山區青少年全人健康成長計劃為此開展，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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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生互動式小組，引導學生正確認識自己生理變化，養成良好的衛

生習慣；   

2.   以互動式小組和個案服務，讓學生面對青春期的心理變化，正確處理

人際關係，懂得愛護自己；  

3.   舉辦社區活動、讓更多人關注青春期的身心成長需求，積極面對困惑

和煩惱，從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4.   培訓大學生成為初中生的成長夥伴、小組導師，帶領互動小組及分享

成長經驗；  

5.   進行山區孩子的青春期成長需要及狀況調查；  

6.   編寫青春期教育的小組互動課程教材。  

 

合作夥伴：彩虹公益服務中心  

 格桑與蘭公益基金會  

負責職員：安琪  

 

 

服務概況  

1.  在金堂港青學校、官倉學校完成 6 節初一女生小組，並且邀請初一年

級全體同學參加「自我保護」社區活動；  

2.  編寫青春期教育的小組互動課程教材；  

3.   在成都志翔翔職業技術學校開設高中女生小組，在西南石油大學開設

男女生混合小組，通過分享、主題創作、劇場等形式，讓學生增加對

青春期的認知，學習如何面對這階段生理和心理成長的困惑和煩惱。 

 

 

發展方向  

1.  按活動成效及學員回應修訂教材。  

2.  在更多學校開展活動。  

3.  提升志願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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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詳情 

 

團隊建設  

  本年度志願者主要來自於西南石油

大學社會工作專業大三、大二學生， 3 名

男生 6 名女生，另加 2 名工作人員。團隊

共商服務內容，定期接受培訓，活動結束

後總結分享。  

 
 

 

青春期教育小組（ 4 所學校）  

金堂初中女生小組  

  兩所學校同步開設初一女生小組，組

員自願報名參加。每小組 15 名成員加 3

名志願者和 1 名工作人員。  

 

1.   內容包括青春期生理、心理健康知

識，人際交往、情緒管理、自我認知，

通過圖片、短片、小組探討、分享等

形式與組員一起去關注青春期的日常

生活及自身的變化。  

 

2.  由於組員大多來自農村，較為害羞、

靦腆。並且每星期一次的小組時間很

難建立起較為理想的熟悉關係，分享

以及小組形式較難跳出上課的形式。  

 

3.  與學校正常上課的時間出現衝突，影

響小組時間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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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石油大學小組  

  在西南石油大學招募大一年級生，最

後確定為 19 人的男女生共同參與的小

組。共開展 6 次活動，每次 2 節小組內容，

共 12 節。  

  小組用全人健康的理念去設計主題及

內容，推動及引導學員更加積極主動的去

審視自己的人際關係、日常自我管理等。

內容以婚禮、青春期知識競賽、校園內街

頭採訪、生命線主題分享、演講比賽等豐

富多彩的形式引導組員互動和思考。  

  

小組主題：  

1.  唯一的我  

分享個人成長故事，引導學生發掘自身

特點，讓他們在活動中懂得瞭解自己、

接納自己、欣賞自己。  

 

2.  花開時節  

  分組在校園進行主題採訪後分享總

結，引導組員思考、探索青春期生理變

化、原因及應對方式，並做好日常管

理。同時在走向校園採訪的過程中令溝

通、協作的能力得到提升，也令被訪者

關注相關問題。  

 

3.  愛的襁褓、書包裡的玫瑰  

小組將人際交往之情親、友情、愛情以

婚禮的形式結合開展。我們使用舞蹈作

為開場，讓男女生能夠打破距離；隨後

進行生命歷程中的親情、友情、愛情，

以當中的重要人物為線索，分享自己的

石油大學小組  

 

 

 

 

 

 

 

 

情景劇表演  

 

 

婚禮  

 

 

 

 

 

 

 

分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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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交往故事，之後提供婚紗、化妝品

等材料，每個小組設計出一個婚禮；最

後分享自己的活動感受，並寫下一封給

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的信。  

 

4.  屋簷下的風雨：主題為家庭暴力，兩人

一組演繹設計情景，當中穿插家暴知識

競答等環節，協助他們了解家庭暴力的

原因及討論應對措施，讓他們建立遠離

家暴的觀念。  

 

5.  親愛的你真棒：總結前 6 節活動，瞭解

小組成員經過一系列的小組活動後，對

全人健康以及生命教育的理解及看法。 

 

 

 

領取結業證書  

 

 

 

 

 

 

 

 

 

 

志翔學校女生組  

   此小組為高一、高二女生，總共 16 名

成員，由於成長環境和身世背景的特殊

性，我們以一名工作人員配兩名經驗豐富

的女志願者帶領活動。  

 

  12 節內容用一學年的時間開展，本學期

進行了前 6 節：  

 

1.  唯一的我：分享成長故事，讓組員彼此

熟悉，營造安全、放鬆的氛圍，同時增

強組員對自我的認識，成長中累積的負

面情緒得到釋放。  

 

 

主題創作–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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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長萬花筒：通過分組討論、展示，引

導參與者分享和總結青春期女生的一

般心理特徵以及困惑，並且懂得分析和

正確處理不同問題。  

3.  花開時節：分組創作「少女」，以認識

成長過程中每階段的生理轉變；如何應

對相關困擾，學習自我管理。  

 

4.  你的煩惱我來聽：以情緒管理為主題的

活動，讓小組成員具體體驗情緒的起

伏，以及每個人對於不同事件的情緒反

應；之後進行了情緒為主題的氣球雕塑

創作，讓小組成員進一步理解情緒的表

現，從而提高對情緒的自覺意識，保持

樂觀的心態。  

 

5.  彩虹橋：本節內容主要以改編兒歌的形

式進行分享和展示大家的友情故事、交

友原則等。  

 

6.  書包裡的玫瑰：用人際交往之愛情為

題，分享想像中的或者正在經歷的愛情

故事，探討愛情觀，最後採用抽取關鍵

字的方式，現場排練情景劇，表演出不

同階段、不同角色的愛情，讓組員進一

步理解愛情，明白它與友情的區別。  

 

 

 

 

 

熱身遊戲  

 

 

小組創作  

 

 

解說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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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 4 次）  

 

1 在金堂港青學校、官倉學校，以「自我

保護」為主題，通過角色體驗、知識問

答、圖片觀賞等，與初一學生探討青春

期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隱患以及如何進

行自我保護的方法。兩場活動用攤位遊

戲的形式開展。  

 

2.  石油大學與志翔學校的小組組員各邀 2

至 3 名同學一齊參與。活動主題為「健

康人際交往」，設五個攤位遊戲。  

 

  2.1  大團體熱身遊戲  

      所有參與者圍圈一起跳彝族達提

舞。  

 

  2.2.  攤位遊戲一：情緒大作戰  

      遊戲以小組競賽的方式進行，每組

五人用五張白紙踩梅花樁到達終

點，在白紙上畫上代表自己情緒的

圖案，再返回到終點，最後每個小

組完成情緒卡合照則任務完成。  

 

  2.3  攤位遊戲二：數位胡辣湯  

      讓參與者體驗專注與反應力以及

互相信任。要求兩個人搭檔來完成

此遊戲，一人參與競賽，另一人準

備接受懲罰，若競賽的一人輸，則

另一人接受懲罰。每人輪流一次。 

 

西南石油大學社區：角色體驗  

 

西南石油大學社區：彩虹傘  

 

西南石油大學社區：合影  

 

 

志翔學校社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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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攤位遊戲三：穿越生死線  

      此攤位以繩索及氣球設計成具有

挑戰和冒險的場地，每兩個小組各

五名隊員逐一出發，在不碰線不觸

氣球的情況下完成任務。小組的協

調以及合作能力在這個環節有很

大的體現，團體榮譽感讓他們更好

的凝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任務。  

 

  2.5 攤位遊戲四：角色體驗  

      男生和女生分別參加高跟鞋和結

領帶體驗，包括完成 T 台秀。男生

的大碼高跟鞋，女生的系領帶對大

多數參與者應該是第一次的體

驗，好玩之時也令他們以不同角度

思考如何看待及欣賞異性。  

 

 

志翔學校社區：小組遊戲  

 

志翔學校社區：角色體驗  

 

問卷調查  

    調查主題為「青少年的孤獨感」，在一個月內，分別對志翔學校、幸

福小學、永昌中學、西南石油大學四所學校的青少年進行問卷調查。選取

的調查對象分別處於青少年的不同年齡階段。  

   調查共發放問卷 780 份，共收回有效問卷 764 份，問卷有效收回率為

97.95%。  

   在調查中，不同階段的青少年都有或多或小的孤獨感覺及相關困擾。

存在孤獨感的青少年會缺乏自信心，不懂與人相處。  

   社會工作重點在協助服務對象認清問題，增強他們的預防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幫助案主成長，達到真正的助人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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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感想  

1.  小組內所有組員、志願者及職員都需要彼此互信，服務才可順利進行。

第一節必需先以輕鬆手法建立安全感；  

2.  小組分享是每次活動最重要的部分，在分享和解說過程中，多鼓勵學

員以不同角度思考，討論，方有得著；  

3.  活動設計的內容可更注重彼此參與，加強互動性，包括肢體與心理的

互動；  

4.  活動成效並一定依賴主持人達成，同輩的互相影響亦有功效。  

5.  在活動前後思考每次服務的點點滴滴，有助服務精益求益；  

6.  志願者開展模擬小組，可預早發現與解決問題；其清晰的角色定位，

有助觀察服務對象在活動中的情緒。  

 

2015-16 年度服務統計  

服務內容  主題  /  形式  次數  受惠人次  

輔導小組  個案  30 130 

活動  

唯一的我（分享成長故事）、成長萬花

筒（心理成長）、你的煩惱我來聽（情

緒管理）、花開時節（心理成長）、花開

時節（男、女生生理成長）、愛的襁褓、

書包裡的玫瑰、彩虹橋、屋簷下的風

雨、親愛的你真棒、小組總結  

-  504 

社區服務  全人健康–人際交往社區活動  4 395 

督導、培訓  社工實務技巧  10 110 

合計  44 1,139 

 

附件：志願者感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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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徳慧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自參加此計劃以來，收穫頗多。更多的是看到自身的不足。從大一起

便對社工很感興趣  參加了不少服務。漸漸地認識到在實務中單靠熱情是

不夠的，更多的需要的是專業技巧和責任心。更多反思的是社工的價值觀，

理論基礎只有在實務開展中，才能明白其中的精髓。  

 

    此次項目我參與快一年了，這學期我參與服務的重心在大學組，大學

組共招募組員約 20 個，活動順利，組員的參與性、投入性都比我預想的

高很多。專案開展期間，與組員一起建立了較信任、易傾訴的氛圍，我認

為大學組的活動進展得很順利。志願者團隊之間也越來越熟悉，越來越有

默契。但在參與中，也漸漸的認識到自身的不足。  

 

    第一，參與社會服務活動越多，我越認為社工是情感投入者，在開展

實務時，不能不與服務對象同樣情緒，但也要保持足夠的理性與專業性。

我認為我自己是很不願意投入過多的情感，但是組員的投入與熱情，讓我

也很容易投入其中，他們的好奇心和熱情也在影響著我。  

 

    第二，更多的認識到提供服務者對服務對象的潛移默化，開展活動時  ，

我們好像也擔當起他們某些方面的教育者、引導者的角色，特別服務對象

是青少年時，我們所說的「生理知識、性知識、對待某些事物的看法」等

等言行他們都有感受，更加提醒我們要不斷完善自己，對自己的言行要負

責。  

 

    第三，當然也看到很多自己的短板，一直都存在，想犯懶糊弄，也不

容易。希望在越來越多的實務中不斷調整克服。   

 

    第三，「坐而言  ，不如起而行」，活動反思是很有必要的，可也要時

刻提醒自己在反思之餘，更要在下次活動中注意避免，在實際行動中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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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連飛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作為核心志願者團隊，在花樣年華全人健康教育中是有成長的。課程

設計由大家討論計，還帶過一次課程，整個活動對我來說是很大提升。  

    小組活動的參與者都是我認識的，有比較好的關係，所以不會有陌生

感，能投入小組中分享，建立大家的信任關係。  

    課程是核心團隊設計的，可能會存在不夠完善的地方。但並沒有影響

活動的進行，反而給了小組成員更多的自主性。  

    花樣年華是以全人健康為核心主題，當完成全部課程後，我認為還可

以拓展其他活動，讓小組單純的體驗一些遊戲、體驗快樂。  

    小組活動總體來說都很順利，也很輕鬆，但感受小組的互動還不夠深，

大家還不夠放得開。  

    小組活動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因此，無論是什麼組員，都要懂得

平等對待，學會接納對方的觀點。核心團隊更要明白，不要將固定思維灌

輸給組員，這樣既不利於組員自我展露，也不利於小組活動價值理念相互

影響。  

    最後，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將以後的花樣年華做得更好。  

-------------------- ------- -------------------- ------- -------------------- ------- ----------     

    呂姝瑋   2015 年 12 月 20 日  

                          

    本學期花樣年華成長小組主要圍繞自我認知、心理成長、生理成長、

情緒管理、人際交往、家庭暴力等主題來開展活動，通過遊戲、情景劇、

演講、知識競答、社區活動等方式與同學們分享青春期的知識，引導他們

正確面對青春期變化以及爭取處理人際關係。  

    活動中小組成員展現出極大的熱情，對志願者來說是最好的回應，也

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感。與小組成員共同學習和共同努力的過程中對我自己

來說也是一種成長。不僅是知識層面的豐富，更是對自我的一種突破。    

    在小組活動中的遊戲、表演或是街頭採訪都是我從未嘗試過的，對於

在人前比較膽怯與沒有自信的我來說是很寶貴的經歷。並且每次活動準備

過程中大家集思廣益，各自分工也是順利開展活動必不可少的因素。期待

下學期花樣年華的活動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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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生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花樣年華青少年全人健康成長小組，主要針對當代學生普遍缺少對青

春期相關知識的認知而開展的一個專案，從身心社靈四個方面開展活動，

旨在培養青少年健全的人格。  

    作為參與者，每節活動都是全身心的投入，不同主題的活動都有不同

的感想和收穫。每次活動都是很好的反思機會。情緒管理的活動中，反思

自己的情緒是否得到有效的管理，當情緒失控時怎麼樣控制自己的情緒；

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反思自己的交際圈，讓我有機會從新的角度看待親

情、友情和愛情。每次的活動也是一次對以往人生整合的過程。  

在小組分享階段，都能對以往的生活經驗進行重新梳理，以全新的視

角看待之前做過的點點滴滴。感觸最深的是在親情分享環節，一個組員分

享了她和她母親的故事，引起了我對我媽過往的回憶，我跟我媽的關係一

直不是特別好，已經有五六年的時間沒有開口叫過媽這個稱呼，我平時還

不以為然，在小組分享時才意識到這對一個母親意味著多大的傷害，那節

小組後，我嘗試著改變，雖然現在還沒有多大的進展，但是相信意識到這

個問題就是改變的開始，有天我一定能夠成功的改變這關係。聆聽不同的

故事，整合自己的故事，是花樣年華成長小組帶給我最大的幸運。  

    作為活動的策劃者，我參與了每節活動的策劃，雖然現階段自己的水

準提不出來很好的想法，但是相信只要參與到就會有成長。在策劃過程中  ，

逼迫自己轉動大腦去思考，沒有想法時就認真地聽取前輩們的想法，這個

過程是可貴的，它讓我意識到自己哪方面不足，在接下來的學習和生活中

需注重培養哪方面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的認識和改善自己。  

    花樣年華內容豐富，涵蓋面廣，足夠讓正處青春期的同學們學會認識

自己、保護自己和尊重他人，如果還會持續開展下去的話，我希望每個主

題能夠做的更深入，以便讓小組成員能夠瞭解得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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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晴  

 

    女童教育全人健康計劃從 2015 年上半年開始，主要採用 PPT 形式和

同學們分享，不料最後卻落入一般講課的俗套，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小組

的討論。所以在新學期開始，總結經驗，決定採取開放式的分享，讓小組

成員在活動中自己領悟，而非我們生硬講解的。  

 

    這學期，每週六晚上在志翔職業技術學院和西南石油大學開設小組，

小組前，都將討論當次活動的主題以及內容。  

 

    每次開會，我意識到可以更進步的。第一，開會的效率很低，六七個

人討論長達兩三個小時，最後還沒有結果，需要另行開會；第二，除了斌

哥和安琪姐，其他核心成員的創造力較弱，很少提出活動想法；第三，活

動時志願者缺乏主動，很少自主的申請帶領活動，除非臨危受命；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打破 PPT 呈現的方式，由於時間限制，很多知識就不

能具體展現，計劃最終目的能夠完全達到呢？  

 

    除此之外，在活動中，亦學到許多。首先，體會更多藝術性的活動形

式，對小組有更新穎、深刻的體悟；其次我們分別負責小組活動的帶領以

及前期策劃，後期總結報告，對於整個專案的運作有了更深層的學習，認

識到自己儲備不足，逐漸克服活動過程中隨心所欲不按照小組目標與內容

進行的毛病；與小組成員多交流，使我們建立較好的信任關係，情緒能夠

得到宣洩；最後，學會怎樣思考，才是最大的收穫。  

 

    希望下學期，依然充滿熱情與活力，學會創新更契合主題的活動。  

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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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萬博  

     

對於青春而言，或許漫長，或許短暫。一個學期的「花樣年華」對於

我來說是個成長也是學習。  

 

    面對衣著：在大學這個染缸裡，或許我們會有攀比，講究品牌，或許

在賺錢之後，才知道，原來生活是多麼的不容易，要注重衣服的品質以及

用途，適合穿著的場合，不再因一時衝動，血拼那些打折的衣服，衣服不

在於多，而在於體面。合適的，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面對社交：與越來越多朋友沒有太多的話語了，他們口中的生活，永

遠都是那麼不切實際。曾經極度熱愛的網吧、KTV 都不再喜歡了，已經忍

受不了那種嘈雜、瘋狂的環境，更喜歡坐在圖書館或教室裡，看看書，聽

聽音樂，享受咖啡的苦澀，或者茶的清香。  

 

    面對家庭：超越了愛情和友情，一切都將家庭放在第一位。沒有了原

本的衝動，瞭解父母的苦心，懂得去體諒他們的無可奈何。原本單純的家

庭的關係，在某一天突然變得清晰，瞭解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原來一直

都不那麼單純，最值得相信的，除了父母，還有自己。  

 

    面對娛樂：突然發現，手機使用的頻率越來越少了，短信也越來越少

了，有時候甚至不願意發短信，寧可打個電話，匆匆掛掉。 QQ 也不像以

前那樣拼命地閃個不停，退出了許多的群，有些群礙於面子，一直處於遮

罩，只是偶爾選擇幾個群聊幾句就隱身。再也不會為了遊戲，廢寢忘食地

玩，更多的時候會捧著一本書，安靜地看著。  

 

    面對一切，我們都已經會深思熟慮，心中早已沒有了童話。我們浪費

了太多的青春，那是一段如此自以為是、又如此狼狽不堪的青春歲月。有

歡笑，也有淚水；有朝氣，也有頹廢；有甜蜜，也有荒唐；有自信，也有

迷茫。在這段路程上，只有不斷自己去反思和探索，才會有對青春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