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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享健康飲食與創作來凝聚人與社群的情感與力量 
請加⼊入臺灣嚮光協會的⾏行列，
豐富您的⽣生命旅程！ 

經過漫⾧長的等待，臺灣嚮光協會的
電⼦子報終於付諸實現了！儘管您可
以在本協會的網站上瀏覽各個活動
的總結報導，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定
期更新電⼦子報，讓您⼀一⺫⽬目了然近期
發⽣生的⼤大⼩小事。 

臺灣嚮光協會源始於單⼀一個⼈人的草
根運動，透過美味的蔬⾷食料理、趣
味與創作，我們連結起⼀一群滿懷熱
忱的陌⽣生⼈人與其⾝身處的社群，真⼼心
相信世界可以變得更好；透過⼤大朋
友與⼩小朋友共度美好的⼀一天，我們
創建了得以締結信任與友誼的安全
空間，也為將來的良師益友計畫
「Faces of the Youth」提供了⼀一個
穩固的基礎。 

2015年才開始，我們已經蠢蠢欲
動。計劃包括了重新建構網站、舉
辦更多由「美味餐桌」衍⽣生的活動、
和不同的⼈人以及團體攜⼿手合作，並
且要專⼼心致⼒力於募款。這兩年多來，
臺灣嚮光協會⼀一直是單⼈人無償運作
的⾮非營利組織，隨著⽇日益增⾧長的社
群拓展，我們必須募款以求做得更
多、更好、兼具深度與廣度。我們
絕對不希望這⼀一年會是夢想與理想
的終點，⽽而我們也相信很多⼈人有同
樣的感覺！ 

這是我們的第⼀一封電⼦子報，內容較
為繁多，涵蓋了2012-2014的重要
紀事，希望您閱讀愉快，也歡迎與
親友分享這⼀一份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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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QR代碼或者傳送電郵
以訂閱電⼦子報，⽇日後新訊將
會迅速送到您的電⼦子信箱！ 

蘇嘉琦是⾧長期陪伴孩⼦子們的⼤大朋友之⼀一，
⺫⽬目前不但是我們的重點攝影師，也是理
事會的成員。 
攝影：鄭⼜又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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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光DNA 

讓我們與眾不同
的是… 

美味餐桌 
在所有活動當中，
尤其是有⼩小朋友
參與的課程，堅持
只提供新鮮烹製、營

養滿點的蔬⾷食料理，導⼊入
在地、有機、未加⼯工的⾷食
品，杜絕垃圾⾷食物和
糖果。 

社會意識 
在課程內容當中，
總是冀望傳達更深
層的訊息，試圖提升對不
同社會議題的認知與了解，
以及我們是如何⾝身受影響。

互動＆親密 
有別於1:30的班級體制，
為了維持互動品質，每堂
課程⼈人數上限設定為30，
⽽而⼤大、⼩小朋友的⽐比例約為
1:1或1:2，每個⼈人都得投
⼊入準備、協助清理、分享
⾷食物，讓課程盡善盡美。 

性別平等 
我們呼籲打破傳統對於性

別的刻板印象，每
個⼈人的潛⼒力都不該
因為社會建構⽽而受
限或者受到歧視。 

機會均等＆ 
多元⽅方針 
報名參與課程
活動沒有資格
限制，只要能
夠包容、尊重、
友愛，歡迎和我

們⼀一起創造改變。

我們持續推動的理念是… 

臺灣嚮光協會希望提供物流與資源
規劃以促進社群參與，我們相信任
何⼈人只要願意採取⾏行動，就能為世
界帶來正向的改變，每⼀一天睜開雙
眼都會因為今⽇日與未來能夠更加美
好⽽而受到⿎鼓舞！ 

感謝在各領域擁有專業的⼤大朋友們
加⼊入我們的⾏行列，在藝術⼿手作、體
育以及科學的各個專題課程中熱情
分享技能與知識，精⼼心打造無數令
⼈人難以忘懷的奇妙時刻。成⽴立短短
兩年多，臺灣嚮光協會舉辦了超過
五⼗十場次的課程活動，這也意味著
我們創造了上千個⼤大朋友與⼩小朋友
實際互動、深⼊入交流的名額機會，
在這樣的情況下，友誼是⾃自然⽽而然
萌發的。 
⼀一般⽽而⾔言，⼤大、⼩小朋友的⽐比例為
1:1或1:2，完整的專題課程有著滿

滿的趣味⾏行程，休息空檔還備有新
鮮烹製的蔬⾷食料理以及健康零嘴。
當然，我們也有⼩小型的半天課程以
及聯名活動，但不論⼤大⼩小，每件專
案⼤大致都需要投⼊入65-90個⼩小時的
計劃與執⾏行。 

這些課程活動是我們與⼈人、與社群
建⽴立信任並且締結友誼的敲⾨門磚，
短期、⾧長期的參與者同樣受到歡迎！
好消息是，⼤大朋友的回流率⾼高達
70%，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參與
了⾄至少四次，這不但奠定了他們在
嚮光計劃中的優先權，也讓他們在
⼩小朋友的⼼心⺫⽬目中擁有⼀一席之地。我
們懇切地希望，這些⾧長期參與的⼤大
朋友們能夠加⼊入我們的良師益友計
畫「Faces of the Youth」，和⼩小朋
友們有更進⼀一步的接觸、關⼼心傾聽
孩⼦子們發⾃自內⼼心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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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餐桌的秘訣 

想要⿎鼓勵⼤大家吃⽔水果嗎？ 
我們的椰奶⽔水果沙拉⼀一直都超

受歡迎，作法也很簡單，只要將切
好的時令⽔水果⼆二個放⼊入碗中，再淋上
⼀一罐椰奶就完成了。我們常⽤用的是鳳
梨，但是⾹香蕉、無籽葡萄、甚⾄至是荔
枝（要去除⼦子）也不錯，我們最愛配
上芒果⼀一起享⽤用了！ 

美味餐桌 
努⼒力創作很容易讓⼈人不知
不覺就餓了起來，為了提
供休息時刻那美味的⼀一餐，
我們花費了頗⼤大⽐比例的預
算（約44%）與⼼心⼒力去計
劃以及收集⾷食材。 

對我們來說，提供新鮮烹
製、營養滿點、有創意的
蔬⾷食料理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創造與分享⾷食物是⼀一種
情感聯繫的體驗。基本上，飲⾷食本⾝身就是⼀一個很親密的舉動，也是
我們可以輕易控制以求和⽣生活周遭、居住的地球互依共存；透過飲
⾷食，我們還得以介紹不同的⽂文化，像是⻄西藏咖哩、墨⻄西哥辣椒和捲
餅、美式「⾁肉餅」佐⾺馬鈴薯泥與醬汁…等等。 

有些時候，⼩小朋友們會⼀一起動⼿手，創造屬於他們獨⼀一無⼆二的迷你披
薩或是焦糖蘋果棒棒糖！更多時候，會有⼀一些對料理抱持熱情的超
級好⼈人到現場提供專業意⾒見。從2013年底開始，差不多有⼗十場左
右的活動，我們很幸運的有蔬⾷食餐廳SALADAY為⼩小朋
友們製作充滿愛⼼心的餐點；新鮮烘焙坊隨後也加⼊入了
我們的⾏行列，為孩⼦子們端出了最⾼高品質的純素糕點，
像是杯⼦子蛋糕和薑餅⼈人。未來，我們的⺫⽬目標是要和臺
灣在地的有機農⼈人更加緊密合作，每個⼈人都有份上餐
桌分享美味料理！ 



墨⻄西哥⿁鬼節 
⾊色彩繽紛的「墨⻄西哥⿁鬼節」是學習死亡的⼊入⾨門課
程，我們向⼤大、⼩小朋友介紹墨⻄西哥⽂文化在這⼀一天
是如何舉家慶祝、歡欣⿎鼓舞地追憶逝去的摯愛親
⼈人，也提出⽂文化挪⽤用與尊重的概念，因為這和原
住民⽂文化相互關聯。之後，⼩小朋友們在陶製花盆
上畫下⾃自⼰己
⼼心⺫⽬目中的
骷顱頭設
計，並在
其中種下
萬壽菊。
結合藝術
創作與植
栽照護，
我們重新
認識⽣生與
死的定義。

迷你我紙作技藝 
「迷你我」是⼀一系列探尋內在⾃自我的課程，在⼤大朋友們的引導之
下，⼩小朋友們將透過藝術創作的形式逐漸挖掘、認識⼼心中那個純
粹完整的「⾃自⼰己」，進⽽而尊重⾃自⼰己、表達⾃自⼰己，同時與⾝身邊的⼈人
良好互動。課程⼀一開始，兩兩⼀一組的
⼤大、⼩小朋友會先互丟問題、互相認識，
然後依據⾃自⼰己的觀點替對⽅方製作⼀一個
⾯面具，並且向⼤大家說明創作概念；最
後，就是創造⼀一個能代表⾃自⼰己的紙本
「迷你我」！

定格動畫創意課程 
有趣的「定格動畫」是
2012 年⾸首度舉辦的專題
課程，這⼀一系列共分為
三個階段，⾸首先是學習
動畫的基本原理、製作
⼿手翻書以及費納奇鏡；
⼩小朋友們接著拿起相機
拍下⽣生活的周遭點滴，
剪下照⽚片中的主⾓角⾵風景、
經過排列組合、再加上
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之後，
⼀一個個有趣的⼩小故事便

開始成形；最後，透過藝術、攝影以及看圖說故事的整合，⼀一件
件獨⼀一無⼆二的動畫⼩小品誕⽣生了！請觀賞其中⼀一部：https://
vimeo.com/81408975 

嚮光⾥里程碑 

2011年8⽉月 
因緣際會參與了⽶米蘭達 
蘇茨的五峰計畫，⾸首度到訪
位於新⽵竹⼭山區的清泉部落，
為的是替社區⻘青少年中⼼心的
修建進⾏行募款。 

2012年10⽉月 
在Rippling Tsou⽼老師的帶領
下，我們⾸首度在清泉為泰雅
族的⼩小朋友們開課，名為「定
格動畫創意課程」。 

2012年12⽉月 
⾸首度展開「聖誕使者Jia-
Xin」的年末送愛⼼心活動，在
贈送⽣生活必需品和禮物的同
時，也傳遞溫暖與愛。 

2013年9⽉月 
⾸首度與台北⾸首屈⼀一指的蔬⾷食
餐廳SALADAY合作，在接下
來近⼀一年半的時間內，
SALADAY更是持續⽀支持了我
們⼗十場左右的課程。 

2013年12⽉月 
⾸首度在桃園為睦祥育幼院的
⼩小朋友們開課，搭建起友誼
的橋樑。 
向中華民國內政部送出正式
⽴立案的申請⽂文件。 

2014年5⽉月 
在⿈黃亞中教練的指導下開始
了少年籃球課程。 

2014年7-9⽉月 
在短短六周之內完成了驚⼈人
的「睦祥新家改造⼤大作戰」。

2014年11⽉月 
經過⾧長達11個⽉月的⽂文書往返
與會議，終於通過內政部暨
台北地⽅方法院的審核，正式
⽴立案為「社團法⼈人台灣嚮光
協會」。 

竭誠歡迎您加⼊入臺灣嚮光
協會的⾏行列，和我們共同
創造令⼈人難以忘懷的時刻、
與孩⼦子們共度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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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讓
愛發聲」系
列課程引領
我們進⼊入嶄
新的世界，
讓⼩小朋友們
針對不同的
議題發揮藝
術天分，並
讓他們知道
⾃自⼰己的⼩小⼩小
⼒力量也能夠
為世界帶來
正向改變。
第⼀一彈是關
於狗狗朋友
的⼀一切！⼩小朋

友們先分組討論如何照護狗狗，舉凡正確的餵⾷食習慣、健康的⽣生⾧長空間以
及如何開⼼心互動，然後將討論結果化作紙上塗鴉，志⼯工⽼老師們接著轉印、
製作絹版後，限量印刷成愛⼼心Ｔ恤義賣，部分所得也回饋給臺灣的動物保
護團體。⺫⽬目前還有極少量T恤庫存：http://wp.me/p326jt-i1 

藝術，讓愛發聲－友愛狗狗！ 

少年籃球課程 
在了不起的⿈黃亞中教練帶
領下，我們得以在清泉將
籃球運動列為常態課程。
往返五個⼩小時的⾧長途⾞車程，
再加上消耗體能的三個⼩小
時激烈練習，並沒有把我
們的教練嚇跑，反⽽而是帶
來更多朋友幫忙，讓不同
級別的⼩小朋友都可以加⼊入
籃球課程、獲得鍛練體能
的益處。我們希望今年能
夠做得更多！ 

⾝身體探索旅程 當我們摸索著如何以⽂文字以外的媒介來進⾏行表達時，也許會再次體會到⾃自⼰己從來不知
道存在的那⼀一⾯面。攀爬、跳躍、旋轉、伸展，⺩王若湄⽼老師運⽤用她的瑜珈教學經驗引領我們進⼊入⼀一趟驚⼈人⼜又
累⼈人的快樂旅程。課程以遊戲的⽅方式進⾏行，仿效電影「博物館驚魂夜」裡的場景：當夜晚來臨，陳列的雕
像們開始伸展肢體，⽽而曙光初露時，⼜又各⾃自回到崗位上。遊戲、瑜珈、舞蹈、⾳音樂，當然也要增添⼀一些藝

術氣息，我們準備了空⽩白的化妝舞會⾯面具和⼈人體彩繪蠟筆，⼤大、⼩小朋友們
互相在臉上作畫，有些甚⾄至裝扮成難以辨認的奇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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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製作⼀一座活⽕火⼭山？ 
想要從無到有製作出⼀一座活⽕火⼭山嗎？
那得要結合科學、藝術以及影⽚片拍攝！
黏⼟土成份：麵粉2.5杯／鹽2.5杯／油
8⼤大匙／⽔水4杯。將麵粉和鹽混合均
勻，加⼊入油⽔水後搓揉，視情況加⼊入更
多麵粉，直⾄至麵糰不會沾黏，可⾃自由
選擇加⼊入塔塔粉（10⼤大匙）。⽕火⼭山
塑型：對切的塑膠瓶、報紙、防⽔水膠
帶。半個紙箱作為背景，蘇打粉、醋、
⾷食⽤用⾊色素調製出⽕火⼭山熔岩，也可以試
著改⽤用液態肥皂、曼陀珠、健怡可樂，
讓⼤大家猜猜哪種配⽅方可以衝擊出最有
⼒力的爆炸 

把弄縐的報紙包上對切的塑膠瓶（空著的
部分要放置蘇打粉和醋），再⽤用防⽔水膠帶
纏繞上報紙以作出⽕火⼭山的形狀，加上黏⼟土
後塑型。放著等它晾乾的時候，和⼩小朋友
⼀一起到⼾戶外散散步、撿拾可以作為⼩小道具
的材料。接下來，在紙箱上畫出故事背景、
為⽕火⼭山著⾊色、調製⽕火⼭山熔岩或者嘗試其他
配⽅方，還有餘⼒力？⽤用⼿手機照相機攝影紀錄

這場⽕火⼭山爆發吧！

瘋狂科學家－⽕火⼭山歷險記！ 
世界的潛能是無限的，⼩小朋友⾧長⼤大後也能成就偉業！
Clint Siu⽼老師讓我們更加了解所居住的地球，以及科學、
化學和⽕火⼭山是如何與其息息相關。我們計畫以短⽚片的拍
攝來記錄探索⽕火⼭山秘密的歷程，所以⽕火⼭山的製作與背景

的繪製是相當重要的，⼩小朋友們也發揮創意、勾勒腳本，
其中，甚⾄至出現了史前浪漫愛情故事呢！就這樣，把紅
酒醋、蘇打粉、⼿手機照相機以及藝術湊在⼀一塊兒，我們
度過了具有爆發⼒力的午后時光！

https://

vimeo.com/

https://vimeo.com/74687835
https://vimeo.com/74687835


   感謝志⼯工們和捐款者莫⼤大的⽀支持以及⽴立邦油漆的
獨家贊助，在短暫密集的⼋八個⼯工作⽇日之後，別緻
的⼗十⼀一間臥房和三個公共樓梯間的美化改造⼯工程
已經告⼀一段落，我們完成了夢想任務！透過繪畫、
編織、瑜珈以及攝影，我們締結了新的友誼；藉
由烹製新鮮美味的蔬⾷食料理和準備⽩白開⽔水，我們
降低現成便當帶來的油膩和避免不環保的塑膠瓶。

8⽉月31⽇日，我們舉辦了迷你畫布課程，讓院童們
創作屬於⾃自⼰己的⼩小⼩小藝術品以妝點他們的新家；
9⽉月6⽇日，我們舉辦了私⼈人的池畔蔬⾷食BBQ饗宴，

邀請所有關係者為新家的落成揭幕；揭幕的隔天
是開放參觀⽇日，希望藉此讓公眾以及媒體能夠親
眼⾒見證如此充滿愛的⾟辛苦結晶。 

我們真的很幸運可以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
臺灣嚮光協會樂⾒見在這個充滿恩典的夏⽇日所萌發
且⽇日益堅定的珍貴友誼以及在這個充滿愛與創意
的新家所孕育出無⽐比美好的回憶能夠持續永遠，
也要再次強調，每個⼈人都有能⼒力去影響和創造⾃自
⼰己的家園，甚⾄至擴⼤大層⾯面到我們共同⽣生活的世界。

  睦祥新家改造⼤大作戰 
「睦祥新家改造⼤大作戰」是⼀一系列由睦祥育幼院的孩⼦子們與臺灣嚮光協會
共同創造的裝置藝術。⼗十四位來⾃自不同背景的創作者和院童們⼀一起腦⼒力激
盪，描繪出夢想中的新家。 

2014年夏季，短短的六周間，來⾃自四⾯面⼋八⽅方、各有專⾧長的藝術家們集結成
群，與孩⼦子們共享⼀一段親密的互動旅程，在結伴同⾏行的過程當中，他們深⼊入了
解個別居住者對於「家」的概念以及對於「快樂」的定義，同時從孩⼦子們的藝
術創作中獲得靈感。⽽而這⼀一趟旅程的中繼站便是⼀一個個充滿個性的臥房，對院
童們來說，是⼀一個個可以在其中反映⾃自⼰己、懷抱夢想、成⾧長茁壯的⽣生活空間！ 



BUILD A HOME 藝術家 Amazing 
Creators 

Candy Bird, 聖誕節 Christmas, 卡通老師
Cotton Disco, Dan Cuenca, 許淳
喻 Grace Hsu, Haena Kang,  滕孟
哲 James Teng,  徐笠慈 Liz Hsu, 蘇品
蓉 LongLong, 葉映汝 Rita Yeh, 江則

穎 Salt T.Y Chiang, 李⾦金霖 Sic Lee, 六樓
鐵皮 6FTP, 小雪 Snow Tsao 

請前往 
http://BrightSide.tw欣賞更多精彩傑作！  

http://brightside.tw/build-a-home-creators/
http://brightside.tw/2014/09/04/%e6%94%b9%e9%80%a0%e5%a4%a7%e4%bd%9c%e6%88%b0%e8%97%9d%e8%a1%93%e5%ae%b6-build-a-home-candy-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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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使者JIAXIN 是⼀一位慷慨熱⼼心的臺灣⼩小⼥女
孩，被領養後移居加拿⼤大。回溯⾄至2012年11⽉月，因

緣際會之下，我收到⼀一封來⾃自JiaXin養⽗父的電⼦子郵
件，希望可以實現他當時年僅六歲的⼩小⼥女兒⼀一個願
望。由於JiaXin在臺灣從未慶祝過聖誕節，她期盼能
夠在這樣歡騰喜樂的節⽇日，分送禮物給有需要的⼈人，
傳遞⼀一點點溫暖。⼀一轉眼，三年過去了，每⼀一年的
聖誕佳節，我們都會分送⽣生活必需品（⾷食物、⽑毛毯、
夾克）以及禮物給⼩小朋友們，確實滿⾜足JiaXin的⼼心

願。除了接收⼈人們的贈物，分送禮物的地點如清泉
部落（往返五個⼩小時的⾧長途⾞車程）往往相當遙遠，
因此，有相當程度的經費是運⽤用在交通之上。 

⽽而我們堅信，聖誕節不僅只是物質上的滿⾜足，更是
與摯愛的親友共度美好時光，因此投注了絕⼤大部分
的經費在課程之上（45% 外加交通），希望能多花

⼀一點時間陪伴孩⼦子們。2012年，我們⼀一起創造了純
素杯⼦子蛋糕；2013年，我們⼀一起點綴了薑餅⼈人、製
作了聖誕飾品；2014年，我們⼀一起享⽤用了⽩白巧克⼒力
焦糖蘋果棒棒糖，還嚐試了以紮染為寒冬增添⼀一抹
繽紛；懷著感恩的⼼心，孩⼦子們也以⽣生活環境中的⾃自
然素材和裝飾品完成⼀一棵棵⼩小⼩小的感恩聖誕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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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31%

5%
禮物 交通
餐飲 課程餐飲
課程準備 課程材料



基於策略性的規劃以及各界蜂擁⽽而⾄至的關注，在第⼆二
與第三年，我們也將聖誕佳節的歡欣⿎鼓舞散播到臺灣
關愛之家以及睦祥育幼院。 

這是歲末年終的主要慶典，我們每⼀一年都引頸期待，
因為這些⼩小朋友對我們來說，不只是有著⼀一⾯面之緣，
也絕⾮非泛泛之交，我們是真誠地想要陪伴他們⼀一起⾧長
⼤大！三年了，感謝各地社區同仁們友善的⽀支持，尤其
是在清泉部落的社區幹事喇藺猶命、桃⼭山國⼩小的前陳
聖源校⾧長與蘇美娟校⾧長，以及清泉天主堂的丁松⻘青神
⽗父與哈那，更不⽤用說那些不畏艱⾟辛、無償無求、⼀一路
陪伴著我們完成⼀一趟⼜又⼀一趟意義深遠的旅程的⼤大朋友
們。請記得點閱我們完整的感謝名單，感謝曾經投⼊入
⼼心⼒力、幫助實現⼩小⼥女孩（還有我們）夢想的每⼀一個⼈人！



 
贊助者 

Santa Jia-Xin Rosenberg, Greg Wang, Tara & CJ Laing, Yuting Hung, 全國台企聯⻘青年團, SALADAY, Pure Yoga, ⽴立邦油漆 Nippon 
Paint, Jerry Liu, Jed Chen, Sara Chen, Pure Yoga x Saladay, Jun Yang, J. Cheng, Sezer Dege, Ann Lin, Kaye Yuan, Robbie Cheng, 
Cherie Chiu, Ricky Huang, Jo Ying Ping, Jay, Anonymous, Chieni McCullough, Tina Chen, Anonymous, Chieni McCullough, Wang 

Ibe, Pure Yoga, Petit Park ⼩小公園餐廳, Carol Lin, Jo Lou Stillman, Nama & Grampy, Sarah & Anna, ⿈黃仲豪, The Anna’s Incense 
Family, Marc & Darlene, Sumo, Sharon and Bruce, Alicia, Sandy Zabludofsky, Kathy, Laura & Jeff Bryer, Samuel et al, 張倫維, 

 潘彥志, 葉耀宏 

夥伴 
SALADAY, ⽴立邦油漆 Nippon Paint, Fresh Bakery & Café, , Barry Martinson, 哈那, YiFern Dean , ChingChuan Catholic Church, 

Taoshan Youth Cultural Center, Taoshan Elementary School 桃⼭山國⼩小, 蘇美娟, 林育宏 ，⺩王佩琳, 陳永泰, 天籃籃，劉緣⽟玉，睦祥育幼院 
MuHsiang Children’s Home, Han Tsay, Mayer Su, Animals Taiwan (Liza Milne), ⼩小雪⼈人與⼩小⼩小藝術

家 Little Snow and The Very Little Artists,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Taipei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TCAC), 關愛之家 Harmony Home, 陳玲
玲, 學校美術社John’s Art Supplies, 卡琳英語中⼼心 Carleen’s English Center Josh Hsieh, 陳⾬雨凡 Yu-fan Chen, Lola Huang, Jay 
Dussadee, Victoria Wayching Wang, ⽤用⼼心⽶米舖, Xiao Yu, Chantal Verstockt-Pedro, Patience Yu, 直接跟農夫買 Buy Direct from 

Farmers, Happy Pharmacy  

美味餐桌 
SALADAY, Fresh Bakery & Café, Kaye Yuan, Josh Kuo, Sophie Ping Ya Hsu, Paula Perry, Jeff Yang,Tibet Kitchen ⻄西藏廚房, Stelly 

Shen, Shang Han Chien, 1988 漢堡 Burger   

攝影師 
鄭⼜又綺,蘇嘉琦, ⺩王勛達 Ken Wang (Ken Photography), ⼩小強⼩小姐 Chloe Wu, ⽩白炯涵 Jonathan Burke 

⽼老師 ＊ 教練 
Snow Tsao, YiFan Chen, Ripper Tsou,  曼波 Manbo Key, James Teng, Mohan Huang, Golden Tsui, Mei Wang ⺩王若湄, Haena Kang 

⼤大朋友 
YiFan Chen, Clint Siu, Vivian Lee, Helen Lee, Matt (Lee), Josh Kuo, Jerry Liu, Adan Wu, Julie Shih, Jeff Yang, 李惠雯 (Vivian Lee), 
Sophie Chang, Michelle Lin, Carol Lin, Rex Chao, Rufen Cheng, Harris Liu, Sophie Ping Ya Hsu, Paul Liu, Mohan Huang ⿈黃亞中，

Wan Chin Hsiang 萬慶祥, Sarah Milne, Candy Bird, 聖誕節 Christmas, Cotton Disco, Dan Cuenca, 許淳喻 Grace Hsu, Haena Kang,  
滕孟哲 James Teng,  徐笠慈 Liz Hsu, 蘇品蓉 LongLong, 葉映汝 Rita Yeh, 江則穎 Salt T.Y Chiang, 李⾦金霖 Sic Lee, 六樓鐵⽪皮 6FTP, ⼩小雪 

Snow Tsao, Tomato Hsieh, Paula Perry, Angela Hung, Bea Perry, Sarah Perry, Chieni McCullough, Anya Webster-McCullough, 
Reiya Webster-McCullough, , 蔡幸芳, 蔡幸穎, Rippling Tsou, ⺩王素梅, 姜重伊, 林奕希, 何婉如, Elizabeth Lee, 蔡沛樺, 朱智麒, ⺩王佩琳, 
林真, 宋⽂文⼼心, 李宣薇, Melissa Lin, Ricky Huang, Angela Lin, Chloe Wu, Sara Chien, 幸福, 林映廷, Carleen Emma, Yahsing Hung,曹家
修, Wendy Ho,  陳威, 雲雅妮, Liz Kuo, 周純卉, ⿈黃仲豪, 蔡私函, Joshua Tsao, 林沁, ChaoYu Hsiao, Mathores H陳怡采,林明瑾 ,Shang 
Han Chien  陳信良, 林蕾蕾， 陳芳涵, Kaye Yuan, 盧⾱韋誠, ⿈黃信傑, Manbo Key, 劉⼒力瑋 ,  李宣薇, Jez Fang ,  陳⾱韋綸, 陳柏瑞, ChaoYu 

Hsiao ,⺩王淯璽, Nicholas Sans, 許家晟, 許家晟, 吳垠璋, 李⽂文閣, 張伯年, 祝泓真, 祝泓理 , Kidding Hsu, 李英宏, Scott Hsu, Billa 
Baldwin, 劉遜, 鄭緯 , 洪宇⾠辰, 沈可可, ⺩王博,  Lila Young, 呂盈蓉， Lucky Lu, Kesha Chiu, Cherri Lin, ⿈黃靖雯 ， 余雅湞，Christina 

Chen, Stelly Shen, Wenzogg Kang 

請前往 http://BrightSide.tw 查閱2012-2014的完整感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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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年的努⼒力以及⼀一年的⽂文書往返，我們很
⾼高興地宣布正式在臺灣⽴立案為⾮非營利組織「社
團法⼈人臺灣嚮光協會」。⾮非常感謝法律顧問陳
⾬雨凡（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專業
協助，也謝謝⽩白曉玲在申請期間的全程跟進。 

嚮光會員: 
簡秀芳, 陳思穎, 蘇嘉琦, 鄭⼜又綺, 楊智傑, 林奕
其, 洪于婷, 林芷安, 余政達, 鐘聖雄, 呂苡榕, 

Chieni McCullough 呂倩怡, 鄭美雅, 蘇珀琪, 

James Teng 滕孟哲, Sean Su 蘇襄, 劉永莉, 劉
永俊, Rita Yeh 葉映汝, Daisy Lin, Olive Pai ⽩白
曉玲, ⺩王雅惠, 鄭信盛, 張⽞玄竺, 陳盈如, 劉佳欣, 

李惠雯, 陳怡帆, Soda Su 蘇振達, ⺩王成
云	, Jonathan Burke ⽩白炯涵, 羅仲華 

希望申請加⼊入會員的朋友們，我們會建議您先
參加專題課程以進⼀一步了解本協會的宗旨；否
則，請詳閱以下資訊後傳送電郵⾄至
BrightSide.tw@gmail.com洽詢細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經本會理事或
監事⼆二位推薦，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並繳納⼊入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學⽣生會員：凡年滿⼆二⼗十歲並具學⽣生⾝身份，贊
同本會宗旨，經本會理事或監事⼆二位推薦，填
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
後，為學⽣生會員。 

**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
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入會費：於會員⼊入會時繳納，新台幣兩百元。 
常年會費：個⼈人及團體會員為新台幣⼀一千元，學⽣生
會員為新台幣五百元。 

1）填具報名表（http://goo.gl/Z4h5vD） 
2）下載以下相對應表格後仔細填寫，寄⾄至
brightside.tw@gmail.com  
個⼈人及學⽣生會員申請表（http://goo.gl/LpSYYN） 
團體會員申請表（http://goo.gl/VtcIPd）

2014-2017 委會員 
理事⾧長: Tina Chen 陳盈如 

理事 
Jerry Liu 劉永俊, 陳怡帆, 鄭⼜又
綺,蘇嘉琦 Jonathan Burke⽩白
炯涵, 羅仲華, Soda Su, 

Frankie Su 蘇珀琪, Rita Yeh 
葉映汝, ⺩王雅惠, 鄭信盛 

監事 
鄭美雅, 楊智傑, Sean Su蘇襄

鄭⼜又綺是⾧長期陪伴孩⼦子們的
⼤大朋友之⼀一，⺫⽬目前不但是我
們的重點攝影師，也是理事

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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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劃撥帳號： 50315811 
(⼾戶名) 社團法⼈人臺灣嚮光協會 
郵局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232
號; 郵遞區號 23150 

ATM轉帳／網路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銀⾏行代號 012  
帳號: 4901 0202 2421 
⼾戶名) 社團法⼈人臺灣嚮光協會 
銀⾏行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389號 
 
國外捐款⽅方式 (⾙貝寶（Paypal): 
brightside.tw@gmail.com 
 
統⼀一編號： 38634481 

歡迎個⼈人、公司、組織或團體捐款。
我們的想法、創意和課程都需要您的
愛⼼心來實現。捐款贊助需要收據的朋
友（僅限臺灣地區），留下姓名、⾝身
分證／統⼀一編號、地址、聯絡電話、
轉帳最後5碼。有任何問題，歡迎寄
信⾄至 brightside.tw@gmail.com 與我
們聯繫。收到捐款及聯絡⽅方式後，我
們將於45⽇日以內製發正式收據。

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希望更多有興趣開課的朋友
加⼊入我們的⽼老師陣容。現在的志
⼯工⽼老師們，其實有不少在之前從
未有過授課經驗，更沒有「教」
過⼩小朋友，所以沒有什麼是不可
能的！ 

我們也⾮非常歡迎⼤大朋友參加各種
專題課程，但請記得盡早報名喔！
有時候，在開放報名的72⼩小時之
內就會額滿。我們還需要幹練的
志⼯工協助英⽂文中譯、專案整合、
影像編輯、募款以及基本的⽂文書
處理，如果您熟悉以上任何項⺫⽬目，
並願意撥出時間給協會，請務必
與我們聯絡！歡迎您與我們同⾈舟
共濟！ 

贊助我們的夢想！ 
與鄰為善，您的贊助讓我們更加
了解我們所在的社群，並在其中
實現創意課程的種種夢想。我們
迫切需要經費以維持⺫⽬目前的品質，
並向前邁進。⾄至今為⽌止〜～27個
⽉月、50場活動〜～所有的企劃與執
⾏行都是單⼈人無償運作的⾟辛苦結晶，
每⼀一場活動都需要投⼊入60-95⼩小
時不等的⼼心⼒力， 舉凡洽談師資、
召開會議、設計流程、聯絡志⼯工、
安排場地、掌握交通物流、備妥
課程及美味餐桌所需的材料，⼀一
直到成果報告，無⼀一不包，累
積下來便是可觀的3,875⼩小時！
這都還不包括幕後的⾏行政⼯工作、
志⼯工管理、網站更新、會員與
捐助者關係維護、專案企劃、
會計…等等。 
在臺灣嚮光協會，每⼀一場專題
課程的最低限度是提供新鮮營
養的⾷食物，以及致⼒力於增進互
動與樂趣，⽽而我們希望做得更
好、做得更多！請捐款⽀支持我
們⾛走更⾧長遠的路，不論是⼀一次
樂捐或是每⽉月定期轉帳，我們
都會製發可供抵稅的收據以感
謝您的慷慨解囊。

美味餐桌 ⾏行政 聖誕使者jia-xin
交通 課程準備 課程材料

⽂文字翻譯：⽩白曉玲／標誌設計：Six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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