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年也是幹勁
⼗十⾜足直到最後喔！

真不不敢相信嚮光協會與⼤大⼩小朋友們的旅程
已經⾛走了了四個年年頭，在創造各種教育課程、
⿎鼓勵勵社群參參與的同時，也建⽴立了了深厚的友
誼，⽽而⼩小朋友們的⻑⾧長⼤大成⼈人也讓我們感到
甜中帶苦，因為有些孩⼦子已經不不再需要課
程活動的引導，但我們絕對是樂樂樂樂⾒見見⼤大家的
成⻑⾧長茁壯，也很榮幸能夠迎接新⼀一代的⼩小
朋友，其中，還有不不少是離開的孩⼦子們的
弟弟妹妹呢！能夠成為這些⼩小朋友⽣生活的
⼀一部份、跟著他們⼀一起成⻑⾧長真是再奇妙不不
過的體驗！ 

今年年很幸運地有技術精湛的⼯工藝達⼈人們加
⼊入⼤大朋友的⾏行行列列，所以課程得以從藝術、
簡易易烹飪擴展到⽊木⼯工以及⾦金金屬加⼯工，這無
疑提⾼高了了難度，但⼩小朋友們也勇於接受新
的挑戰並且享受其中的樂樂樂樂趣。依照往年年慣
例例，⼀一年年⼀一度的冬季聖誕佳欣活動也如預
期舉辦，⽽而更更多的捐助、更更多散播的慷慨

與溫暖，也讓活動更更加盛⼤大，我們甚⾄至還
收到來來⾃自育才國⼩小孩⼦子們募集的款項 – ⼩小
朋友⽀支持⼩小朋友！ 

感謝⼤大家對嚮光協會的⽀支持與信念，讓我
們得以對六個以上的社群、數數百名⻘青少年年
伸出友誼的雙⼿手，共同度過2016、
2017。2016年年的歲末活動，嚮光協會終
於可以聘僱兼職的⼯工作⼈人員，這⼤大⼤大提升
了了我們與社群互動的品質與頻率；然⽽而，
我們仍需要籌集更更多的經費，讓⼯工作⼈人員
可以⻑⾧長期與我們同在。循序漸進、保持積
極！我們期待著新⼀一年年的到來來！ 

Daisy H. Lin /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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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光DNA 

讓我們與眾不不同的

是… 

美味餐桌 
在所有活動當中，尤

其是有⼩小朋友參參與的課程，
堅持只提供新鮮烹製、營
養滿點的純蔬⻝⾷食料料理理，導
⼊入在地、有機、未加⼯工的
⻝⾷食品，杜絕垃圾⻝⾷食物和糖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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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親密 
有別於1:30的班級體制，
為了了維持互動品質，每堂
課程⼈人數數上限設定為30，
⽽而⼤大、⼩小朋友的⽐比例例

約為1:1或1:2，每
個⼈人都得投⼊入準備、
協助清理理、分享⻝⾷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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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力力都不不該
因為社會建
構⽽而受限或

者受到歧視。 

成果⼀一覽… 

⾃自2012年年底起，加⼊入了了我們的旅程、在
⾯面對⾯面互動的專題課程中締結友誼的概
略略回顧： 
專題課程數數⽬目：83 
⼩小朋友的名額 962 
⼤大朋友的名額: 806 

Q1 & Q2 友誼指標 

無論⼤大⼩小，每件專題課程⼤大致都需要投
⼊入60-95個⼩小時的策劃準備，儘管我們
可以輕易易地將內容套⽤用到300-500⼈人次
的⼤大型活動上，我們卻選擇維持⼤大約15
位⼤大朋友協同15位⼩小朋友的1:1原則，
這確保了了互動的品質與深度，讓每位參參

與者都印象深刻，⽽而不不僅⽌止於”志⼯工”的
身份。 

專題課程數數⽬目: 8 
⼤大朋友的名額 94 

2017春夏計畫 
- 藉由年年度聖誕佳欣的活動拓拓展⾄至新的
地域持續⼯工藝教育課程 
- 針對性騷擾、家暴暴進⾏行行⼤大朋友的培訓  
- 確保穩定的資源以聘僱兼職與全職⼯工
作⼈人員 
- 增加課程活動的頻率 
- 專注於中⽂文的更更新與活動報導  
- 推選2017-2020新的理理事暨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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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鬆餅早午餐約會 
嚮光協會⼀一直以來來重視的就是⼈人
與⼈人之間的連結，⼤大朋友與⼩小朋
友的互動與陪伴對我們⽽而⾔言是最
重要的。⽽而為了了歲末聖誕佳欣活
動的各項準備，我們四處奔⾛走、
募款、並開設禮物製作的⼯工作坊，
這也迫使我們在10⽉月之後就⼀一直
沒有機會到清泉部落與孩⼦子們⾒見見
⾯面，就在進⼊入瘋狂忙碌的12⽉月之
前，想念的情感驅策我們找了了⼀一
天回到清泉，與好久不不⾒見見的孩⼦子
們共進蔬⻝⾷食早午餐，單純只是為
了了和⼤大家分享⽣生活⼤大⼩小事 

原本的想法是由⼤大朋友為⼩小朋友
製作鬆餅的，但幾乎是不不可能！
因為孩⼦子們帶著平時參參與專題課
程的熱忱與好奇⼼心，七⼿手⼋八腳地
加⼊入烹調的陣容，慢慢地，美味
的蔬⻝⾷食鬆餅（感謝Kelly Lin的鬆

餅機）和胡蘿蔔煎餅成型了了，滿是地⽠瓜、⾺馬鈴薯、甜椒的蔬菜盤也進了了烤箱，這
是我們第⼀一次採⽤用這個⻝⾷食譜，孩⼦子們幫忙加油撒鹽、忙得不不亦樂樂樂樂乎，成果也沒有
讓⼈人失望！當天的甜點是由RUNIVORE為⼤大家準備的椰⾹香奇亞籽布丁佐新鮮⽔水
果。真是美好的時光！我們共享美味的⼀一餐！

⼿作⽊⼯⼩物  
嚮光協會強調⻑⾧長期社群參參與的重要
性，⼤大朋友和孩⼦子們回流參參與課程
活動的頻度相當⾼高，也因此，我們
致⼒力力設計多樣化的專題課程以保持
新鮮感。今年年很幸運地有技術精湛
的⼯工藝達⼈人們加⼊入⼤大朋友的⾏行行列列，
⼀一起挑戰新的領域。這次我們邀請
到由「傢櫥」滿懷熱情的員⼯工所組
成的團隊，帶領⼀一堂有趣的⽊木⼯工課
程，結束後，每個⼩小朋友都帶了了⼀一
張親⼿手做的實⽊木榫接⼩小板凳回家！對我們當中許多⼈人來來說，測量量和鋸切都是初體
驗，實在很不不容易易，但也很好玩，讓⼤大家有機會組裝製作⼀一張美麗⼜又實⽤用的⼩小板
凳。看到⼤大朋友和⼩小朋友同⼼心協⼒力力、分⼯工合作，我們感到很驕傲；沒有⼈人半途⽽而
廢，最終的成果證明⼀一切的努⼒力力是
值得的！當我們11⽉月回到清泉時，
很多參參與「傢櫥」⽊木⼯工課程的孩⼦子
也來來了了，直說好喜歡那⼀一堂課呢！
感謝Kaye Yuan的居中介紹，「傢
櫥」是台灣本⼟土的優質傢俱創作者，
有著最棒的創辦⼈人以及最善良的員
⼯工！這些都讓我們更更有信⼼心，能和
廖俊彥⽼老老師在蘭嶼教作⽊木質相框和
燈籠，以及和Franky Hwang⽼老老師
在桃園睦祥育幼院帶領⽊木⼯工課程。 

2016年年秋冬 

九⽉月
漫⻑⾧長的夏天當中，為了了下半年年的課

程活動，將合適的⼈人才湊在⼀一塊兒，

鎖定了了三隊不不同的⽊木⼯工藝⼈人。 
  

⼗十⽉月 
我們的第⼀一個⽊木⼯工團隊來來⾃自台中，

由家具公司「傢櫥」滿懷熱情的員

⼯工組成，與清泉的孩⼦子們⼀一同製作

了了⽊木凳 

⼗十⼀一⽉月 
聖誕佳欣活動在蘭嶼揭開序幕，為

婦⼥女女和孩⼦子們設計了了三項⽊木製品創

作課程；除了了親⾃自帶過去的物資，

還協調配送了了超過120公⽄斤的材
料料。

⼗十⼆二⽉月 
育才國⼩小為嚮光協會舉辦了了募款活

動 – ⼩小朋友⽀支持⼩小朋友！聖誕佳欣
活動也持續在台灣其他地區發光發

熱，除了了課程、神秘聖誕⽼老老⼈人，並

與「直接跟農夫買」以及「友善態

度⾃自然農園」搭檔合作。

竭誠歡迎您加⼊入臺灣嚮光
協會的⾏行行列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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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工

美
味
餐
桌

 



感謝佳欣以及各位贊助者的促
成，我們再度來來到台東，這次
的專題課程是要升級改造廢棄
的⽜牛仔褲、織品、⽑毛線。在嚮
光的每⼀一堂課中，我們都會基
於教育的⽴立場，和⼤大⼩小朋友分
享社會意識的相關議題，使⽤用
的材料料也盡可能利利⽤用⼿手邊既有
或者升級改造的物品。⽽而這次
的主題便便是著眼於環保意識以
及動物福利利，帶領孩⼦子們⼀一同
將廢棄的⾐衣物改造再⽣生成為狗
狗的玩具！課程⼀一開始，Rhea
⽼老老師先為孩⼦子們簡要介紹了了台
灣流浪狗的現況，接著再⼀一起
動⼿手將⾊色彩繽紛的材料料升級改
造；多虧了了James以及Rhea⽼老老

師傳授的結繩本領，孩⼦子們親⼿手為Mary’s Doggies的浪浪們製作出
獨⼀一無⼆二的啃咬玩具。 豐盛的蔬⻝⾷食午餐享⽤用的是七彩地⽠瓜咖哩搭配
有機⽶米飯，之後，每位⼩小朋友分享了了⾃自⼰己的夢想及其代表的顏⾊色，
也都拿到⼀一只從學校回收⽽而來來的紙碗（沒錯！就是外帶⻝⾷食物⽤用的那
種紙碗），接著開始動⼿手剪下碗緣⼀一圈來來當作捕夢網的框架，剪剩
的碗則拿來來收集線頭及碎屑。 

纏繞⽑毛線的步驟⼀一開始對⼤大家來來說似乎有些難度，但在⼤大朋友們耐
⼼心的協助之下，沒⼀一會兒，連最年年幼的⼩小⼩小孩都能⾃自豪地完成⾃自⼰己
的捕夢網。就如同當初佳欣夢想能將快樂樂樂樂與溫暖分享給台灣的⼩小朋
友⼀一樣，嚮光協會也希望能⼀一直陪伴著所有⼤大⼩小朋友，帶給他們實
現夢想的⼒力力量量。儘管⼤大家來來⾃自不不同背景，夢想也不不盡相同，但都必
須學習包容並接納彼此的⼈人⽣生道路路。 

下午的課程最後在歡樂樂樂樂的純素薑餅⼈人彩繪活動以及當⽇日課程的回顧
中畫下句句點。我們期望將觸⻆角伸展到台灣各地，並且與當地社群建
⽴立⻑⾧長期的友誼，尤其是遙遠的台東，也希望南台灣的朋友們下⼀一趟
能加⼊入嚮光的旅程！如果各位願意贊助嚮光協會的教育專題課程，
請隨時與我們聯絡，讓我們能夠繼續陪伴孩⼦子們成⻑⾧長茁壯！ 

捕夢網與簡易狗玩具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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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光協會於2016年年邁⼊入第五個年年頭，也是我們第五次歡慶聖誕佳欣，協同
被加拿⼤大家庭領養的台灣⼩小⼥女女孩：佳欣在每年年冬季傳遞愛⼼心與夢想。感謝
每⼀一位朋友的⼤大⼒力力贊助，讓歲末年年終⼀一系列列創作、關愛與充權的課程活動
得以順利利進⾏行行，本年年度蜂擁⽽而⾄至的愛⼼心捐贈更更是讓這⼀一趟暖冬送溫情的旅
程顯得⾮非凡。我們不不但為台灣的12個家庭提供在地有機的⻝⾷食材與⽣生活必需
品、為超過30個家庭提供有機稻⽶米，同時也在全國六個不不同的鄉鎮舉辦了了
⼗十幾場充權課程、與孩⼦子們共享優質時光。在12⽉月21⽇日那天，我們將來來⾃自
神秘聖誕⽼老老⼈人的⻝⾷食物、⽣生活必需品以及禮物遞送⾄至⼀一部份的家庭。桃⼭山國
⼩小⼀一直以來來都是嚮光協會堅強的夥伴，我們⾮非常感激他們為孩⼦子們所做的
⼀一切！ 

當天上午的表演活動結束後，林林育宏⽼老老師特別撥冗陪同我們將禮物送⾄至村
裡的幾⼾戶⼈人家。我們僅使⽤用最低限度的包材，並在前⼀一晚利利⽤用⼿手邊現有的
零散材料料包裝禮物。在孩⼦子們⾃自家環境中⾒見見到他們有⼀一種與課堂活動上截
然不不同的感覺，但無論哪⼀一種場合，他們的笑容總是能讓我們共度的時光閃亮⽣生輝。嚮光協會相信透過⻑⾧長期的陪伴，⼤大⼩小朋友能熟悉彼此的樣貌、
為彼此帶來來笑容，並且成為彼此⽣生活的⼀一部份。常年年和這些社群交⼼心，我們希望有能⼒力力為他們帶來來更更多實質的溫暖，以期更更進⼀一步加深彼此的羈
絆。隨著Salt為孩⼦子們製作的特別邀請，我們期待著與孩⼦子們的相會，也讓他們了了解陪伴彼此的重要性！ 

佳欣馴⿅宅急便:禮物與物資合作夥伴
⼤大量量的⽀支持蜂擁⽽而⾄至今年年我們有三

個合作夥伴協助實現了了願望清單以

及為活動進⾏行行募款。 

「直接跟農夫買」在他們的官網上

為嚮光協會特製了了⼀一個願望清單！

在⽀支援地⽅方社群的同時，我們也希

望能夠⽀支持地⽅方⼩小農。除了了為受贈

家庭提供⾼高品質的在地有機⻝⾷食材，

「直接跟農夫買」也捐出了了部份收

益合計新台幣7,436元來來贊助嚮光
未來來的課程活動。 

「友善態度⾃自然農園」也是嚮光協會

的⼤大⼒力力⽀支持者！他們推廣地⽅方⾃自產的

有機稻⽶米以及以蔬⻝⾷食為主的⽣生活型態，

這⼀一次除了了為超過30個受贈家庭提
供優質稻⽶米，也捐出了了新台幣4,816
元。感謝Plants的Lily Lin居中介紹！
我們計畫要在2017年年前往他們的農園擔任義⼯工，已經知道了了稻⽶米的去處，⾃自然也
想看看稻⽶米的出處！ 

當然還有⻑⾧長年年為台灣提供⾼高品質的奇亞籽以及無麩質燕⿆麥的「RUNIVORE」！他
們所捐贈的物資以及募款的⾦金金額總值超過新台幣30,000元，建⽴立起的友誼更更是無
價之寶！由Kevin Dam所帶領的「孩童互助」公益計畫可謂真正落實佳欣的分享
精神。我們也會在專題課程中讓⼩小朋友們透過捐贈公益團體的善舉來來回饋社會，

看到孩⼦子們持續把愛傳出去特別令⼈人感動。⽽而育才國⼩小⼀一年年級的⼩小朋友們在

Theresa、Andrew、Caria和Patty等幾位教師的協助之下，短短數數天之內便便為嚮
光協會募得了了新台幣52,743元的鉅款！關於這群超讚的⼩小朋友，我們將會盡快編
製完整的圖⽂文報導，敬請期待！育才國⼩小是第⼀一所為嚮光協會投⼊入⼼心⼒力力的⼩小學，

我們都深受感動。如果您也希望讓您的孩⼦子參參與募捐活動以幫助其他有需要的孩

童，請隨時與我們連絡，讓我們同⼼心協⼒力力創造更更多有意義的活動。



街坊⼈人物專訪｜滕孟哲 James Teng 

身兼藝術家、教師、設計師、瑜伽⼠士、廚師、翻譯、攝影師、插畫家、產品經理理、智
囊於⼀一身的詹姆斯萬事通！在臺灣嚮光協會成⽴立初期，我們就很幸運地遇到這位堪稱
融⽂文藝復復興的燦爛爛於⼀一身的佼佼者。從臺南到蘭嶼、在桃園建新家，詹姆斯多次創作、
幫助我們協會，並且使我們的教學內容和孩⼦子們的⽣生活豐富多彩。 我們⾮非常感謝他
與嚮光間⻑⾧長期建⽴立的友誼和他處⼥女女座式的可愛怪癖！ 

Daisy: 你是在何時、如何得知嚮光協會？為什什麼想參參與？ 
James: 2012年年的夏天，朋友邀請我⼀一起參參與嚮光，為清泉部落的孩⼦子設計⼀一場肢體
畫畫⼯工作坊。當時我在歐洲居住六年年半以剛剛搬回台灣，對台灣的⼀一切事物和⽂文化都
感到好奇，原住⺠民⽂文化便便是其中⼀一個我特別想接觸卻⼀一直沒有機會接觸的部份。所以
聽說嚮光的計劃的第⼀一時間，我⽴立刻就決定想要參參與。 

D: 你已經拜訪過清泉的孩⼦子將近五年年，親眼看著他們⽇日漸成⻑⾧長的感覺如何？這種⻑⾧長
期陪伴⽅方式有跟其他團體的差別在哪裡? 
J: 最近⼀一次上到清泉，房⼦子和⼭山都還是⼀一樣，只是以前的⼩小⼩小孩都⻑⾧長⼤大了了，熟悉的孩
⼦子都下⼭山唸書去了了，那天我們做壽司，吃壽司，作瑜珈，夾流⽔水麵線，聽說台北北下了了
⼤大⾬雨，⼭山裡卻⼀一直出著太陽。 
上課到⼀一半⻑⾧長⼤大的志隆隆突然出現在會所對⾯面，⼀一樣安靜不不多話，不不願意靠近會所但記
得每個來來過⼭山上的⼈人，我們在同⼀一個屋簷下待了了⼗十分鐘，沒說什什麼話但⼼心情很複雜，我⾛走去盛了了⼀一碗湯回來來他就消失了了。 
眼前的⼩小⼩小孩很快⼜又會⻑⾧長成⼤大⼩小孩，⼤大⼩小孩不不久後也要離開⼭山，離開⼭山以後會不不會還記得有⼀一天⼤大家⼀一起做壽司，吃壽司，在操
場邊做瑜珈，在路路邊夾流⽔水麵線。 

D: 在嚮光協會的⼯工作坊期間，什什麼類類型的照⽚片或時光，讓你想嘗試捕捉？ 
J: 當下覺得美好的畫⾯面。可能是尖叫奔跑的孩⼦子，可能是孩⼦子閃著光的⼤大眼睛，可能是遠⽅方的⼭山，或是⼤大⼩小孩背著⼩小⼩小孩排成⼀一
排⾛走過⻑⾧長⻑⾧長的吊橋。 

D: 為何你會持續參參與嚮光協會的活動？ 
J: 第⼀一次上⼭山接觸清泉的孩⼦子，也是第⼀一次接觸泰雅族的部落和部落裡的⼈人之後我回到城市裡，記得當時腦海海裡只有⼀一個念頭 : 
我沒有上⼭山去教他們什什麼，反⽽而是⼭山裡的孩⼦子們教會我好多東⻄西。他們的⽣生命狀狀態是那麼地純粹，當我回過頭來來看⾃自⼰己在城市中
⽣生活的狀狀態，卻充滿了了好多混濁不不⾃自然的東⻄西。為了了能持續接觸那份乾淨的純粹，我開始不不斷地回到⼭山裡去。 

D: 你對孩⼦子們有什什麼期望，或是你能夠做什什麼？  
J: 我只希望他們都能快樂樂樂樂地活著，偶⽽而想起我們⼀一起經過的時間。 

我們很期待有你的加⼊入! 



街坊⼈人物專訪｜蘇嘉琦 “JiaChi Su” 
嘉琦從2012年年起陪伴嚮光協會⼀一路路⾛走來來，在這趟驚奇的旅程中她
⼀一直是我們不不可或缺的重要夥伴。她的鏡頭為我們補捉無數數美麗的
時光，同時也與我們⼀一同創造許多精彩的回憶。她開朗的笑容與溫
暖的個性傳達出嚮光計畫的核⼼心精神，也代表了了我們所有⼤大朋友們
共同的⼈人格特質。 

Daisy: 你是在何時、如何得知嚮光協會？為什什麼想參參與？ 
蘇嘉琦: 2012年年同事參參與過回來來分享，因為對於與⼩小朋友互動的藝
術性課程好奇，所以就報了了名參參加。  

D: 你已經拜訪過清泉的孩⼦子將近五年年，親眼看著他們⽇日漸成⻑⾧長的
感覺如何？這種⻑⾧長期陪伴⽅方式有跟其他團體的差別在哪裡? 
嘉琦: 透過⻑⾧長期陪伴，你可以更更瞭解孩⼦子的個性與變化，並且知道
他們對於什什麼樣的領域有較⼤大的專注⼒力力與興趣。他們也會更更願意跟
你聊更更多。 

D: 在你所參參與或拍攝過的嚮光協會課程之中，你最喜歡哪些課程？ 
嘉琦: Artistic Expression Through Motion 是我最喜歡的課程，藝術家帶領⼩小朋友去感覺⾃自⼰己的身體與環境的關係，⾃自然⽽而然的
產⽣生律律動與舞蹈，那個時刻很令⼈人感動。 Mad Scientist II Volcanic Eruption! 瘋狂科學家 最難忘⼩小朋友拿著⼩小恐⿓龍們在編牠們
與⽕火⼭山之間的故事那段，天⾺馬⾏行行空，聽他們說著好可愛的故事。 ⾦金金⼯工⼀一⽇日體驗營 : 如果我是⼀一個機器器⼈人 Metalsmith & MiniMe 
Robot 從紙張平⾯面轉化成⾦金金屬成品，在切鋸過程中正需要⻑⾧長時間的專注⼒力力與耐⼼心。雖然鋸絲⼀一直斷，但⼩小朋友對於切鋸⾦金金屬⽚片時
的認真神情實在是超迷⼈人 ! 

D: 在嚮光協會的⼯工作坊期間，什什麼類類型的照⽚片或時光，讓你想嘗試捕捉？ 
嘉琦: 最喜歡捕捉⼩小朋友專注聆聽⽼老老師上課、與沈沈浸在課程裡的實作時的神情。⽽而且很喜歡觀察⼩小朋友與⼤大朋友們的互動，那些
時刻真實⽽而毫無紛擾雜質的⼲干擾，彼此⼼心靈靈都很純粹直接的時光會令⼈人感動。 

D: 為何你會持續參參與嚮光協會的活動？ 
嘉琦: 因為嚮光裡的⼈人都很棒！ 很感謝嚮光讓我有機會參參與⼩小朋友們的成⻑⾧長，在引導他們課程的過程裡，有更更多時候是被他們引
領另⼀一種想像、被他們的真誠療癒。 

D: 你對孩⼦子們有什什麼期望，或是你能夠做什什麼？ 
嘉琦: 希望這些課程與陪伴，都將在她們⼼心裡種下⼀一顆潛移默化的種⼦子，去了了解世界是寬廣的有很多路路可以選擇，並⾮非侷限於主
流的路路線與價值觀。 

我們很期待有你的加⼊入! 

http://brightside.tw/project-wrap-up-128-9-2012-body-in-motion-part-i/
http://brightside.tw/project-wrap-up-2013-817-%e7%98%8b%e7%8b%82%e7%a7%91%e5%ad%b8%e5%ae%b6-ii-%e2%94%80-%e7%81%ab%e5%b1%b1%e6%ad%b7%e9%9a%aa%e8%a8%98%ef%bc%81mad-scientist-volcanoes/
http://brightside.tw/20170318-metalsmith-chingchuan/
http://brightside.tw/20170318-metalsmith-chingchuan/
http://brightside.tw/project-wrap-up-128-9-2012-body-in-motion-part-i/
http://brightside.tw/project-wrap-up-2013-817-%e7%98%8b%e7%8b%82%e7%a7%91%e5%ad%b8%e5%ae%b6-ii-%e2%94%80-%e7%81%ab%e5%b1%b1%e6%ad%b7%e9%9a%aa%e8%a8%98%ef%bc%81mad-scientist-volcanoes/
http://brightside.tw/20170318-metalsmith-chingchuan/
http://brightside.tw/20170318-metalsmith-chingchuan/


贊助者 
Kelly Lin, Plants, Marco J. Grishaber, 典⼗十國際有限公, Tina Chen, A Well-Fed World, Anonymous Marathoner, RVenus Lai, 
MOODIWOOD 傢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筱晴 Kaye Yuan, 曜欐姐, 台東縣政府, 佳欣 Jia-Xin, Rachel Huang ⿈黃⼦子娟, Hiro Liao, 廖國宏, 佳
欣及贊助者 Jia-Xin's Toys For Taiwan and Supporters, Anonymous Marathoner, Stephen Suen, Austin S. Lin, Debbie Liu, Ben Yang, Ann 
Lin, Kevin Dam, Lynn Fong,直接跟農夫買 ⾦金金欣儀, 蕭賀韶, 友善態度⾃自然農園, 漂流⽊木餐廳, 潘怡安, 潘俊光, 鍾貴真, Carol Wu Tina Chen, 
Soda Su, Sabrina Sutherland, Lulu Chandler, Jennifer Yi, Lily Lin, 范家瑋, Jenna Lynn Cody, Janet Lin, 葛⾺馬可 Marco J. Grishaber, Ben 
Yang, 南投⼆二⼿手交換愛市集, Fong Lynn,  RUNIVORE, Anonymous (S), Paul Tenk, Timothy Robinson, Rachel Huang, Liao Guo Hong 廖國
宏, Lili Lin, Anonymous 3961, Omadar & Marc Pauze, Terry & Guylaine Furness, Sharon and Bruce, Jayne Temple, Mike Sollanych, 
Mark Miesner, Andy Hsia 夏偉, Lily Lin, Paula Perry, Jonathan and Gemma Green, Oliver, Sam, and Rowan Green, Sumo Kindersley, 
Rhonda Gilby, Laura & Jeff Bryer, Marla Rosenberg, Chris Robinson, Lou Stillman, Richard Wang,  蕭聖穎, Anon 9880 元⼤大, 范家瑋, 福
順股份有限公作服部, Anon 中信銀 2635, Anon 中華郵 7513,  Anon 0136 永豐, Ironman Marcus, Scott, Megan, Hayleigh, and Caitlin 
Mac-Flem, 廖國宏, ⼆二⽉月童話, Anon (LD), 蕭x絜   

⽀支持者 
Jeremy Rosenberg, Jia-Xin Rosenberg 佳欣, Tiffany Phillips, 吳妃琇, 林林育宏, 丁神⽗父 Father Barry Martinson, 桃⼭山國⼩小 蘇美娟, 袁筱晴 
Kaye Yuan, 曜欐姐, 蘇美娟, 林林育宏, Kelly Lin, 睦祥育幼院- 劉劉緣⽟玉 ⼥女女⼠士, 鄭永⻘青,  新⾺馬蘭Fukid部落，郭祐慈, Mai Bach, Stella Wu, Ooh 

Cha Cha, PANTREE, Mary's Doggies, Liza Milne, Lily Lin & Plants, Chris Wu & VegeTable café & dining 蔬桌, Runivore / Tomasz 
Hasinski, 直接跟農夫買 BUY DIRECT FROM FARMERS, Kevin Dam, 友善態度⾃自然農園, ⽴立育才雙語⼩小學 You Tsai Elementary School, 

Theresa, Andrew, Caria, Patty, It’s A Vegan Affair, ⼩小雪⼈人與⼩小⼩小藝術家 Little Snow and The Very Little Artists 

⽼老老師／廚師 
洪伯昇 Sam Hang, 廖俊彥, Rhea Chou, ⿈黃⽴立群 Franky Hwang, Paula Perry, James Teng, Haichen Hsu, Joanna Chou, 狄艾⽂文 

攝影師 
蘇嘉琦, 鄭⼜又綺, Haichen Hsu, Daisy Lin, 林林建⽂文 , 陳智彥, Nobi Nakanashi 

⼤大朋友 
吳妃琇, 廖述偉, 廖述宏, 郭芷含, 陳馨, 吳惠姿, Joan Fang, 林林榮興, 廖述璿, Haichen Hsu, 狄艾⽂文, 袁筱晴, 蔣麗珍, Rhea Chou, Joanna 

Chou, Snow Tsao En Ci, Jonathan Burke, Tana Choi, Jethro Jimeno, Joanna Chou, Sara Chien, 周⽂文和, 張麗華, 邱國聖, Kimo Hsu, Kim 
Chou, Chia Yu Liu 劉劉珈妤, Ichi Lin, Debbie Liu, Nobi Nakanishi, Perry Perry 

平⾯面設計師 
Haichen Hsu, Carl Nyman (Sixten), SAL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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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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實

現。捐款贊助需要收據的朋友（僅限臺灣

地區），留留下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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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ing@brightsid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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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立案字號) 台內團字第1030234173號
(台北北地⽅方法院登記字號) 103年年證社字第141號

加⼊入我們的⾏行行列列！ 
我們希望更更多有興趣開課的朋友加⼊入
我們的⽼老老師陣容。現在的志⼯工⽼老老師們，
其實有不不少在之前從未有過授課經驗，
更更沒有「教」過⼩小朋友，所以沒有什什
麼是不不可能的！ 
我們也⾮非常歡迎⼤大朋友參參加各種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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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如果您熟悉以上
任何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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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贊助讓我們更更加了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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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維持⽬目前的品質，並向前邁進。截
⾄至2016年年11⽉月，五年年、超過80場活
動～所有的企劃與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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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不不
等的⼼心⼒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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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的材料料，⼀一直到成果報告，無⼀一
不不包，累積下來來便便是可觀的7,885⼩小
時，這還只算上⼀一個⼈人的時間，也還
不不包括幕後的⾏行行政⼯工作、志⼯工管理理、
網站更更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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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以
及致⼒力力於增進互動與樂樂樂樂趣，⽽而我們希
望做得更更好、做得更更多！請捐款⽀支持
我們⾛走更更⻑⾧長遠的路路，不不論是⼀一次樂樂樂樂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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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翻譯：⽩白曉玲／標誌設計：Six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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