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族群倫理，從我做起
──發願文──

我願以寬闊的胸襟，用心關懷多元文化，

我願以誠摯的態度，尊重包容不同族群。

我願社會更加和諧，人人更愛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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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從「心」做起關懷新住民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曾說：「近年台灣社會另一個快速新增的族群……稱為「新台灣之

子」。這些新族群到了台灣以後，除了有水土、語言及文化上適應的問題，他們也承受了來

自社會上某些歧視的眼光，不免過得辛苦。事實上，外籍新娘、新台灣之子已是台灣社會的

一部分，外籍新娘是台灣的媳婦，將來是孩子們的母親、祖母乃至老祖宗，而她們所生的孩

子是台灣的公民，是將來台灣社會的主人翁－－這是可以預見的事實……」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金會自2013年起，有感於新住民逐漸在偏郷地區形成高佔比，而這種人口

結構性的改變，對家庭、社會，甚至我們所共同擁有的未來，都將產生莫大衝擊。所以，該

如何在佔比增加的同時，也能成等比地提昇人的品質?這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我們有緣出生在這塊土地上，面對新住民，除了敞開胸懷去接納，尊重與包容他們的文化、

語言與信仰，提升民眾接受多元文化的素養，接納和認同這些跨國婚姻移民之外，更應用慈

悲心，盡力去關懷他們，用布施的心種下每一份善緣。人基會認為，關懷新住民最具體的方

法，就是從生活層面的改變及教育做起，提供新住民家庭及媽媽們更多學習機會，讓他們在

快樂學習中，與他人產生良性互動，與家人產生親密連結，並將學習到的觀念、才藝、技藝

帶回家，促動家庭的幸福與和樂。如此，台灣才能在全球化的腳步中更具競爭力與影響力。

感恩群馨慈善事業基金會挹注資源，支持人基會「關懷新住民」相關活動，並承諾以三年計

畫為試金石，期許在共同努力下，「關懷新住民」能有具體成效，各族群自然融合、和諧快

樂;也能在新台灣之子的身上看到人品具體的提昇，讓台灣的未來更有生命力、更有希望。4



二、活動執行目的

教育 關懷

落實 心靈環保的理念，提供生命成長、學習的機會。

推廣 心六倫與關懷生命，以全面關懷提昇人的品質。

促進 新住民家庭和諧，親子共學及分學，快樂學習。

共創 族群尊重與融合，營造尊重及接納彼此的機會。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5

以在地文化及生活
實用基礎教育，在
親子共學及分學中

確實扎根。

結合社會大學講
師、人基會及在地
義工，以願心及愛
心深入關懷。



三、主協辦單位及執行期間

指導單位：內政部、移民署、新北市教育局

主辦單位：法鼓山人文社會基金會、群馨慈善事業基金會

協辦單位：法鼓山社會大學、法鼓山聖嚴教育基金會

執行做法：

三年計畫依學校年度分三期進行。

第一年度先擇定新北市中角、老梅、大坪國小及花蓮豐裡國小四所學校，

以社會大學講師及人基會專職及義工執行教育及關懷計畫。

課程免費，結訓後辦理成果發表會，有意願創業者，並安排勞委會輔導。

定期檢核執行成效，調整方案。

執行階段及學校：

第一年度：2013/9.1～2014/6.30 (上、下學期)

實施學校/新北市大坪、老梅、中角國小，花蓮豐裡國小

實施對象/學校所有學童及新住民家庭成員

第二年度：2014/9.1～2015/6.30 (上、下學期)

實施學校及對象依第一年成果檢核調整

第三年度：2015/9.1～2016/6.30 (上、下學期)

實施學校及對象依第二年成果檢核調整 6



四、2013年執行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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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心關懷，幸福跟著來

上學期 2013/9.1‐2014/1.4

新北市大坪、老梅、中角國小，花蓮豐裡國小

教育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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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3年執行計畫架構

新北市大坪國小 2013.9.17開訓～2013.12.23結訓

新北市老梅國小 2013.9.26開訓～2013.12.29結訓

新北市中角國小 2013.10.12開訓～2014.1.11結訓

花蓮縣豐裡國小 2013.9.17開訓～2013.12.23結訓 8



1.幸福廚房及手作課程執行狀況/說明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邀請素食料理專業講師:王惠淑、張雅

惠老師，傳授拿手技藝，分享多道以蔬

食為主食材、好吃的素食料理。讓所有

參與的新住民家庭有共同學習的經驗，

回家後有共同的話題，營造更和諧的家

庭氣氛。

除了四所實施學校均開設幸福廚房之

外，花蓮豐裡國小更邀請徐孟玲老師，

教授手工皂DIY，讓同學可以學會善用

小小的材料，一方面增加生活樂趣，一

方面做環保、顧家人。

老師們傾囊相授，學習技藝之後，同學

也運用在照顧家人，或培養成一技之

長，幫助家庭生計。同時，在課堂同學

的互動中，了解來自不同國家的台灣媳

婦如何融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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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幸福廚房及手作課程執行狀況/課程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校別 期間 上課時間 課程

大坪國小 2013/09.17‐
2013/12.23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二
17:30‐20:30

老梅國小 2013/09.26‐
2013/12.19

每月第三、四周星期四
17:30‐20:30

中角國小 2013/10.12‐
2014/01.11

跨年/連續每周六
09:00~12:00

1. 草菇豆腐家常菜、糖醋排 、 牛蒡腰

果紅棗湯。

2. 咖哩、 川辣蘑菇素肌、天麻冬瓜雪

蓮子湯。

3. 獅子頭、 黑胡椒、番茄蘑菇、小丸

子番茄蔬菜湯。

4. 飯卷、花壽司、散壽司、稻荷壽

司 、 味噌湯、小菜。

5. 黄金泡菜、紅麯什錦飯、義式蔬菜

湯。

6. 扣碗、冬瓜封若。

7. 披薩、布丁、 酥皮玉米濃湯。

8. 金絲沙拉蜜瓜、水果盅。

豐裡國小 2013/10.5‐
2013/10.26

週六13:30~17:30 1.五色煎餃、素蘿蔔糕

2.素水煎包、發麵燒餅

3.南瓜派、巧克力杏仁餅乾

4.養生水果捲餅、蔬菜盒子 10



1.幸福廚房及手作課程執行狀況/師資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幸福廚房：張雅惠
現為花蓮縣教育處聘
用營養師，前華王食
品公司專任營養師。

手作手工皂：徐孟玲
富春鄉居民宿負責
人， 水保局輔導豐
坪社區外聘手工皂班
講師。

花
蓮
豐
裡
國
小

師
資

新
北
市
中
角
、
老
梅
、
大
坪
國
小

師
資

幸福廚房：王惠淑
法鼓山香積組主廚，擔
任法鼓山安和分院講
師、法鼓山社會大學講
師，教授素食料理。專
長指導如何輕鬆做素食
家常菜、宴客菜及年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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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幸福廚房及手作課程執行狀況/報導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http://www.ddm.org.tw/news_in.aspx?siteid=&ver=&usid=&mnu
id=1222&modid=5&mode=&nid=2582&noframe=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http://www.ddm.org.tw/news_in.aspx?siteid=&ver=&usid=&mod
e=&mnuid=1222&modid=5&nid=2816&noframe=

開訓報導 結訓報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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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幸福廚房及手作課程執行狀況/照片/大坪國小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幸福廚房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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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幸福廚房及手作課程執行狀況/照片/老梅國小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幸福廚房學員:

14



1.幸福廚房及手作課程執行狀況/照片/中角國小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幸福廚房學員:

15



1.幸福廚房及手作課程執行狀況/照片/花蓮豐裡國小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幸福廚房學員: 手工皂學員:

16



2.看見台灣民俗課程執行狀況/說明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王忠義老師統合各方資料，以生動的

投影方式，有系統地介紹與台灣生活

息息相關的禮俗與俗諺。在知識的傳

達與互動中，巧妙融入傳統、傳承、

文化特質與生活上的實務運用。讓新

住民的家庭跨越兩代、國界的鴻溝，

在課程中取得共同生活、欣賞彼此文

化的共識。

課程安排

第一週祭祀與供品

第二週敬天思想與幽鬼崇拜.中元節

第三週拜拜概念

第四週祖先崇拜

第五週往生習俗

第六週生育成長習俗

第七週.過年與嫁娶1

第八週過年與嫁娶2

王忠義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
現任法鼓山人基會關懷新住民民俗課程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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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見台灣民俗課程執行狀況/照片集錦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18



3.幸福兒童班執行狀況/說明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在新住民家長上課時，如何安頓好他們的孩
子，讓家長安心上課?
幸福兒童班提供了多元、生動的課程，社會
大學為此專案召募在地義工師兄姐共同參
與。課程由呂昭慧老師及李麗秋老師帶領，
藉由影片欣賞、說故事與做紙黏土等動態與
靜態的教學活動，培養小朋友自信並提高自
我認同，進而鼓勵其發揮潛能、善做自己與
關懷他人，喚起自主學習與參與的心。

課程安排
一.自我認同，相見歡、班級公約建立、自我認同
活動。
二.兒童紙黏土DIY。
三.自我提升，生活自理能力養成活動。
四.兒童紙黏土DIY。
五.拓展自我，同儕互動活動。
六.兒童紙黏土DIY。
七.成果分享，實作作品展示與分享、學習過程心
得分享、親子祈願活動。
八.兒童紙黏土DIY。 19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師
資

3.幸福兒童班執行狀況/照片

呂昭慧

現任國小專任教師/曾任私立高中英文教師、幼教課程研究專員。現

任法鼓山總本山參學服務員、心六倫宣講師、安和分院兒童營師資/

曾任農禪鼓隊種子教師、小袋鼠說故事劇團團員。

陳鴻昇

現任教育訓練機構負責人/曾任國小代課教師，法鼓山安和分院兒童

營師資 / 曾任農禪鼓隊種子教師。

謝美珠

紡織公司負責人(已退休)、澄心法訓練講師、曾任加惠心理諮商文

教基金會澄心法講師、婦女減壓工作坊講師，現任天母社區藝術澄

心講師。

李麗秋

萬里國小課後照顧老師、大坪國小美勞老師、農漁會家政班手工藝

老師。 20



3.幸福兒童班執行狀況/照片集錦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21



4.幸福親子週記執行狀況/說明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幸福親子週記」是專門為小朋友和爸媽設計的小冊子，每星期設計一則單元，

透過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自在語、自在神童漫畫、心六倫意涵，以及「從小學

習做好人」等故事，讓小朋友在週末輕鬆快樂的學習中，自然學會更好的態度及

更優質的品格。而在小朋友寫下或畫下讀後心得之後，爸媽和老師也都分別寫下

愛的鼓勵，激勵孩子成長向上。

第一年度上學期共設計低、高、中年級三款，分送四個國小。份數統計如下:

大坪國小: 44 份。老梅國小: 130 份。中角國小: 68 份。豐裡國小: 124 份。 22



4.幸福親子週記執行狀況/設計稿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內頁搭配可愛圖案及自在神童，在生動活潑的版面中，營造快樂學習氣氛。

內頁示意圖

23



4.幸福親子週記執行狀況/報導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24



5.心劇團執行狀況/說明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心劇團2013年以最新劇目－《媽媽萬歲》來轉

動幸福。10、11、12月在新北市、臺南、彰化

演出共十九場校園巡迴及三場大型戶外公演。

其中即涵括大坪、老梅及中角三所學校。

劇目結合諸多東南亞表演藝術精華，融入泰國

的蠟燭舞、印尼的克洽舞、緬甸的民族舞、越

南的歌謠以及菲律賓的傳統面具等，帶領觀眾

隨著小男孩如夢似幻的旅程，慢慢發現媽媽看

似微小卻不平凡的偉大付出，並學會抱持感恩

的心，體會媽媽最無私的愛。也期待大家透過

東南亞的表演藝術，拉近對於不同文化的了

解，進而體悟每個文化都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除演出劇目之外，心劇團更將體驗劇場的概念

及實際行動帶入新住民比例較高的偏鄉小學，

在團員與同學的互動中寓教於樂，讓同學們快

樂學習好品德。

劇團深信，《媽媽萬歲》不只是一場演出，而

是一場心靈與心靈對話的旅程，為校園注入一

股安定與寧靜的節奏。
25



5.心劇團執行狀況/報導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26



5.心劇團執行狀況/報導清單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項次 媒體名稱 日期 版面 說 明

1 人間福報 2013/09/26 9宗教 媽媽萬歲轉動新台灣之子幸福

2 聯合晚報 2013/09/25 A3焦點 法鼓山心劇團《媽媽萬歲》免費巡迴公演

3 聯合新聞網 2013/09/26 尋找母愛新住民男孩魔幻歷險

4 教育廣播電台 2013/09/25 Yahoo新聞 心劇團媽媽萬歲巡演轉動幸福傳遞愛

5 中廣新聞網 2013/09/25 Yahoo新聞 關懷新住民子女法鼓山心劇團《媽媽萬歲》巡演

6 中廣新聞 2013/09/25 中時電子報 關懷新住民子女法鼓山心劇團《媽媽萬歲》巡演

7 自由電子報 2013/09/25 關懷新住民法鼓山心劇團巡演

8 中央社 2013/09/25 關懷新住民法鼓山心劇團巡演

9 中央社 2013/09/25 法鼓山轉動幸福計畫啟動(1)

10 中央社 2013/09/25 法鼓山轉動幸福計畫啟動(2)

11 人間福報 2013/09/26 電子報 媽媽萬歲轉動新台灣之子幸福

12 青年日報 2013/09/26 媽媽萬歲巡演關懷新住民子女

13 蕃薯藤新聞 2013/09/26 心劇團為新臺灣之子巡演22場《媽媽萬歲》

14 中央網路報 2013/09/25
心劇團【轉動幸福計畫】起跑巡演22場《媽媽萬
歲》

15 聯合新聞網 2013/09/25 關懷新住民法鼓山心劇團巡演

16 MSN新聞 2013/09/25 關懷新住民法鼓山心劇團巡演

17 MSN新聞 2013/09/25 關懷新住民子女法鼓山心劇團《媽媽萬歲》巡演

18 鉅亨網 2013/09/25 關懷新住民子女法鼓山心劇團《媽媽萬歲》巡演
更多報導未及登錄，請洽心劇團 27



5.心劇團執行狀況/照片/戶外大型公演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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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心劇團執行狀況/照片/大坪國小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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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心劇團執行狀況/照片/老梅國小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30



5.心劇團執行狀況/照片/中角國小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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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業成果影片分享/大坪國小(點畫面即播)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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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業成果影片分享/老梅國小(點畫面即播)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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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業成果影片分享/中角國小(點畫面即播)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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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果影片分享/心劇團(點畫面即播)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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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業成果影片分享/法鼓山文宣處影音報導(點畫面即播)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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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果分享/感恩群馨、社會大學的共同參與

五、2013年執行計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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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2013年執行成效檢討

1. 考慮開放社區新住民參與：關懷活動漸受當地居民及地方行政機關重視，

紛紛要求增設活動據點或開辦類似課程，讓更多新住民家庭參與，建議未來

可考量各校招生情況，適時開放其它社區新住民家長參與。

2. 考慮增列幸福列車接送學員：由於三校位居偏鄉，課後結束返家民眾有

交通困擾，建議未來可以增設幸福列車，以巡迴往返的方式接送參與學員，

提高學員參與的意願。

3. 運用幸福週記學習生活倫理：計畫之初是以新住民家長為主，學童為輔

的概念進行活動規劃，建議未來提高學童關懷活動的比重，結合生活倫理與

幸福週記的理念，設計更為活潑的課堂活動，並將親子共學教育融入其中，

讓學童在寓教於樂中學習。

4. 課程微調，增加親子互動：由於當初規劃民俗課程僅一學期，所以建議下

學期開始，烹飪課延長為兩小時，並增加一小時親子共學與分享成果的時

間，讓親子多一點互動的機會。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