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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蝶劇團人身安全宣導劇碼一覽表 

號代表是新劇碼 

家庭暴力防制系列宣導劇 
阿嬌姨的噩夢 

ㄚ嬌姨是位傳統安分的家庭主婦，育有女兒 2 人，老公是重男輕女生意
人，常常藉口忙生意而需交際應酬的出入風花雪月場所，某日--- 

婷婷的悲哀 

婷婷爸爸是大男人主義的生意人，常常藉口生意應酬而晚歸，事實上是去
喝酒賭博，某日婷婷媽從友人口中得知，當婷婷爸回家時便與他發生嚴重
的爭吵，婷婷感到很害怕……… 

小玉的月光 

小玉是位女學生，最近同學小丸子與美環發現她大熱天卻常穿長衣長褲，
而且常常請假，她的身上也常出現瘀青，小丸子與美環決定告訴花老
師…… 

小美的陽光~幫我、幫您 

小美是位女學生，某天被爸爸要求要一起洗澡，小美不從，便被爸爸毆

打，發現異狀的同學，要如何幫助小美呢… 

象爸爸著火了! (適合中年級以下學童) 
某日象爸爸下班回家被滿地的玩具差點絆倒，到廚房要喝飲料卻發現…，
象媽與象爸發生嚴重爭執。羊老師發現象弟弟心情不好…. 

溫柔的堅強 

蔣小花下課回家的途中遇見妹妹蔣小美被同學史大偉欺負，好打抱不平的

小花於是修理了史大偉,學校林老師知道後通知家長，才知道蔣小花的家

庭是家暴家庭，於是便鼓勵母親應勇敢站出來保護孩子遠離家暴………… 

有鄰真好 

小愛的父親，長期酗酒，長期失業，每次回家總是對著小愛和媽媽拳打腳

踢，發現小愛媽媽有異樣的鄰居阿姨，該如何幫助她們度過難關呢… 

秀秀的心願~不要用暴力愛我 

秀秀家本來是甜蜜溫馨的，因爸爸被裁員就借酒澆愁，媽媽只好修改衣服

貼補家用，某日兩人又因沒錢買酒吵架，甚至大打出手，致使秀秀不 

敢回家，到底誰能幫助秀秀呢… 

 

叮叮的黑色星期五 

小六的叮叮是新移民之子，長期在奶奶與媽媽的打罵中成長，也讓她學習
用暴力與同學相處；某日又再欺負同學時剛好老師經過，老師決定去做家
庭訪問，提醒叮叮家人學習重視家庭教育及認識家庭暴力對小孩的嚴重影
響。 
社區零暴力。熱線你和我 

搭心姨、雞婆嬸是社區貼心、熱心志工媽媽，某日在倒垃圾時發現鄰居 
愛嬌的家暴事件，除了給於同理支持安慰外，更教導不該容忍，並提供
113.110保護專線給於善加利用以維護自身權益。 
鮮度瑞拉的惡夢 
鮮度瑞拉因爸爸長期失業喝酒回家都亂摔東西又與媽媽吵鬧，不但讓她 

無法專心唸書，更需要她幫忙家務及照顧弟妹，所以常常請假不上學。 

某日媽媽更因與爸爸打架而遷怒鮮度瑞拉，隔壁鄰居要如何幫助她呢？ 

巧虎小豬流浪記 

豬爸爸喝酒打豬妹妹、來家中拜訪的豆腐叔，也色瞇瞇的對豬小妹動手，此

豬妹妹害怕的逃出家中，在途中遇到被姨媽虐待的巧虎…… 

變調的家庭 

小美家本是小康，但因父親升科長愛面子換大車增加家裡貸款，媽媽只好

再次進入職場，公事家事忙的焦頭爛耳，爸爸卻又因業績壓力大，常常情

緒管理不好而動不動怒罵媽媽，引起小美反擊，不料卻被爸爸暴力相向… 

性別不平等，家暴防不了 

妮妮是開朗男性化女孩，可是爸爸是重男輕女的大男人，不但要求妮妮要 

完全女性化，對媽媽更是性別歧視，某日又因妮妮的學習喜好而爭執並動 

手打人，妮妮與媽媽應該怎麼辦? 

愛，零暴力 

大明常把工作上不如意的不佳情緒帶回家中，不但漠視家人，有時更對

太太無理的口出嫌棄與怒罵語言，對於孩子的管教不佳也遷怒太太，於

是小美媽便去求助江湖術士，並且信以為真的將符咒滿滿貼於家中，最

後卻換來大明的一頓拳打腳踢，到底小美媽要如面對這種暴力事件？  

走出陰霾，迎向希望 

阿喜的先生脾氣不好，常常言語怒罵、毆打阿喜，某日下大雨，阿喜帶

著恐懼的心情去請先生幫忙載小娟上學，母女倆被拒絕並且毒打一頓，

阿喜害怕得打電話給大姊，大姊幫助阿喜求救，多年後… 
 



 

性侵害防制/兒少保護系列宣導劇 

小魚兒驚魂記 

小魚兒下課要回家，在社區國小圍牆邊遇到一位面似慈祥的中年男
性….，有社區志工巡守隊員值勤經過聽到其呼救聲前往查看……… 

青春不駭怕 

彩彩最近因為迷上網路交友遊戲；某日與網友相約見面，不料卻被網友 

性侵，此時…… 

小蝦米遇大白鯊 

小學生小蝦米下課要回家遇到一位面似慈祥的中年男性….，小蝦米大 

聲呼救有社區志工巡守隊員值勤經過… 

寶妹歷險記 

寶妹某日下課回家，發現自己帶錯鑰匙，正焦急的時候隔壁王伯伯出現
了，誰知…；後來，陳叔叔假借安慰寶妹，拿出麥當勞，寶妹不疑有
他，不料… 

夏虎點秋月 

秋月和春花是大學新鮮人，某日到學校宿舍報到路程中，遇見夏虎和冬 

熊兩位學長，秋月和夏虎互有愛慕之意，開始交往；某日春花正獨自為 

秋月的事情傷腦筋，匆忙中撞上水蜜桃學姊，經學姊關心才娓娓道來… 

美琪的吶喊 

美琪是小六學生，3 歲時跟著媽媽與熊叔叔ㄧ起住，7 歲那年叔叔趁載 

她下課時就強親她的嘴，讓她不舒服，13 歲的某晚趁媽媽逛街不在時 

強暴了她，從此她的人生該如何回歸光明正常？ 

黑色 Party 

范島艾、荽美人是國中學生，范島艾每天在高塔般的家裡梳理她的長髮， 

覺得人生很無趣，直到有天聽到好友呱呱說，荽美人要辦派對，讓她開 

心的盛裝參加！沒想到-----1 杯飲料讓她被從此受到可怕的傷害，到底 

誰能幫助她呢？ 

白馬王子變色了！ 

叮噹是位小六生，因作業而上網找資料，某日好奇進入網路聊天室，並 

結識一位男網友，見面後，沒想到竟是「白馬」變「壞馬」，叮噹到底該 

怎麼辦… 

真愛用心等、豺狼不會來 

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們，總是希望能有個浪漫的戀愛，當單純的少女 

遇上不懷好意的色狼時，到底該如何自救呢… 

 

狼來了!小紅帽哭了 

小紅帽外婆過生日，媽媽要小紅帽送水果去祝賀外婆，然而卻在路上先遇 

到存心不良的狐狸哥哥，再來是假扮成外婆的大野狼，到底小紅帽會不會
被傷害ㄋ﹖若是不幸受到侵害，她該怎麼辦----- 

性教育系列宣導劇 

身體秘密大解碼 
1.威雄內向、溫柔的男生，阿惠開朗陽光的女孩，大光力氣大，身材魁梧
的青春期大男孩，某天，三人因其性向及生理變化而有所爭執與疑惑，到
底他們該如何面對ㄋ？ 
2.大光不小心與同校的愛滋同學同用一個馬桶與洗手香皂，而擔心害怕是

否得愛滋病，正確的觀念該如何ㄋ？ 
性騷擾防制系列宣導劇 

做自己身體的主人 

下課時，小魚兒與同學在玩耍，阿寶突然掀他的裙子，還在旁邊竊笑， 

小魚兒感到很生氣，回家告訴花媽媽，花媽媽告訴他………… 

沉默不是金二部曲 

桂花、菊花是大學死黨雙花姊妹；某日同學會，二人再次碰頭，便在
一旁討論自己所遭遇的事，剛好班上正義使者小龍女經過… 

沉默不是金三部曲 

1.公車鹹豬手之小姐你好辣! 

2.同性言語性騷擾之有那麼嚴重嗎？ 

3.披著羊皮的狼之校園性騷擾 

做身體的主人~自主尊重最美好 

1.偷看他人小褲褲之觸摸風波 

2.「三八妹」之言語性騷擾事件 

你的委屈、她的無奈 

1.內衣風波~大小不重要，健康是王道 

2.黃色職場最危險，投訴保護才安全 

鹹豬手看招 

1.考績還是烤鴨之職場性騷擾 

2.披著羊皮的狼之校園性騷擾 

3.都是手機惹的禍之裙底風光 

4.公車怪伯伯的手 

 

 



 

身體自主我最大~騷擾傷害快走開 

1.亂掀裙子之頑皮事件 

2.隔壁大哥哥的鹹豬手 

QQ 的黑糖糕秘密 

QQ 是個活撥可愛的學生，曾因爸媽的好友黑糖糕叔叔利用接她下課搭 

乘車時，對其亂摸，更利用爸媽不在家時，硬闖家中想再對她毛手 

毛腳時，剛好她的好同學前來拜訪，同學們該如何幫她化險為夷呢… 

性騷擾。你我他 

生活中處處有騷擾事件發生，尤其是熟人、同性間的不經意的言語或

行為，常會造成無法遺忘的傷害；她們到底應該如何面對與自我保護
ㄋ？ 

三花的秘密~ME TOO 

無花、跪花、布發，前後發生在不同場所，被不同對象性騷擾，到底
三人應該怎麼辦？有谁可以幫助他/她們? 

膨皮包子發燒了! 

阿妹剛到社區知名小籠包店上班，老闆請阿水姨帶她，店裡的常客-阿
財伯看到新人阿妹外表亮麗，心生歹念，三番兩次對阿妹做出性騷擾
的行為，阿妹求助未果，又上網尋求網友意見，未料卻遭網路霸凌，

這日阿財伯又來店裡，阿妹到底要怎樣才能讓周遭的人注意呢? 

性別平等教育系列宣導劇 

男生女生都是寶，自主尊重最美好 

美環、大雄和花輪是小一同班同學，有天美環發現花輪在玩一個可愛
的布娃娃；下課時美環想加入大雄、阿福玩踢球。剛好宜靜老師經過
看到… 

自由 vs 責任，自主 vs尊重 
大雄是位喜歡與女生玩在一起的大男生，某日要求與宜靜、花環共
遊，卻……。黑輪心儀花環已久，有日黑輪向與宜靜聊天的花環示
愛，卻…….。宜靜也告知花環說小玉最近在網路上認識位異性網友，
前日一起見面出遊時，發生… 

男女平等向前走 

春花和秋月是非常要好的同學，某日在花園嬉戲，夏虎從旁經過，對
秋月做出輕薄的行為..；西楚霸王和花木蘭穿越時空相見，互訴兩人的
苦衷；四人來到包藍天的面前，包藍天聽了眾人的問題後，一一解答 

 

 

愛麗絲男孩的哭泣 

阿力是個溫柔的男孩，某日功課做完後愉快的玩妹妹的洋娃娃，然而
被妹妹發現吵鬧而引來媽媽的打罵及被罰不准吃飯與睡覺，結果----- 
隔日上課時阿力打瞌睡，經班上同學小愛關心知道原因後，便提議找
老師幫忙。於是---老師前往阿力家做家庭訪問，除告知阿力媽媽可能
觸法，也宣導性別平等概念… 
顛倒男女 
傳統框架下的男女應該是男壯女柔，然而---，我們一定要為別人改變
真實的自己嗎？難道就不能美女救英雄？娘娘腔就一定是同志嗎？如
何落實生活中的真正平等？ 

翰翰的吶喊 
翰翰是個貼心的小孩，不但喜歡幫助別人更有一副好聲音，尤其最喜
歡參加學校合唱團與一些女同學唱歌，所以大家都喜歡他，可是媽媽
卻不以為然，常常因鄰居的閒言閒語而對他數落訓斥。這日又因為翰
翰穿了媽媽的紅圍裙在唱歌跳舞，遭媽媽大發雷霆、處罰，翰翰應該
怎麼辦? 

性剝削防制系列宣導劇 
哎呀！我的初體驗 

崇尚名牌的小葳，在好友丫丫的慫恿下，與兩位男生進行遊玩，原本
以為有錢好賺的小葳卻陷入了危險的陷阱，產生了不可預知的嚴重後
果，到底她該怎麼辦呢？ 

變調的青春 

小芬與阿珍是國二少女，下課後談論著交友心事，阿珍說現在的男友
一定要讓他滿足 2個 F，才能對我們忠心，小芬認為我們現在是學生沒
有能力去維持那麼高的水準呀？阿珍告知說只要上網就搞定啊！某
日，小芬男友強為車禍賠賞金懊惱，小芬為滿足男友就上網找機會，
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小芬卻在網交時染上性病，讓她不知如

何面對？ 
變款的麻吉 
希萍常被同學排擠，在某次舞會幸得同學娜菈制止，之後常與娜菈及
其男朋友出外遊玩，讓希萍認為兩人是麻吉的好朋友。有天，希萍得
知娜菈因弄丟男友手錶苦惱時，希萍會如何幫忙娜菈解決困難呢？這
個仗義相挺的行為會為她帶來什麼結果呢？ 

 



 

走味的青春 

希嬪、烏鳳、白木是一群吸毒的孩子，某次，烏鳳正為無錢買毒而不
知如何是好時，希嬪介紹她去酒吧工作。某日，警察臨檢時，烏鳳被
查獲，從此被安置與勒戒，於是----同學的指指點點、社區鄰居對家中
父母的取笑，讓烏鳳面對麻吉好朋友的陷害、青春變味，應該怎麼
辦？ 

芸芸的遭遇 

芸芸的家庭經常吵嚷不休，爺爺常常藉故喝酒，爛醉如泥的爺爺經常
對芸芸吼叫打罵，某天爺爺竟然對芸芸起了色心，芸芸在傷心難過的
情形下離家出走，期間上網與網友蟋蟀哥聊天，殊不知蟋蟀哥竟

是.......，到底誰可以幫助芸芸呢？有誰可以保護她呢？ 
生命教育系列宣導劇 
樂樂奇遇記(適合低年級以下學童) 
樂樂遇到一朵會說話的花和一隻會說話的狗，他們發生了什麼樣的奇
遇呢?...... 
我是最特別的 
蝌蚪妹…一個沒自信卻十分細心的小女孩，因競選班長失敗，被母親
痛罵，另一位當選班長的小龍女，卻是十足的嬌嬌女，母親呵護備
至，班長競選結束後，又將引發一連串的事件… 

校園艋舺(適合中高年級以上學生) 
當害羞內向的蚊子遇到惡霸情侶犀利哥與十三妹時，欺負、勒索一連
串的不幸事件將撲向蚊子，可憐的蚊子該如何自救呢？ 
那一年我洗了ㄏㄞˊ(鞋) (適合中高年級以上學生) 
爸爸生日，貼心的阿寶想要幫爸爸洗車，但卻不小心刮傷了車子，使
得爸爸十分生氣，這個事件該如何和平的以溝通來解決呢？ 
親親我的寶貝(適合中高年級以上學生) 
小學五年級的琪琪，家裡有個智能障礙弟弟，父親家暴，而母親也只

關心弟弟，在學校飽受嘲笑的琪琪，差點走上了自殺一途，老師該如
何協助琪琪呢？ 
愛心傘(各年齡層皆可) 
圖書館貼心的準備了愛心傘，方便下雨時沒帶雨具的民眾可以使用，
某天，姍姍與媽媽前去看書與借書，要回家時，天空下起雨來，於是
便借用圖書館的愛心傘。隔天姍姍要還書時，媽媽特別交代記得也把
傘還回去，可是…… 

毒品防制系列宣導劇 

 

小紅帽與快樂丸(適合低年級以下學生) 
小紅帽遇到隔壁的王伯伯，王伯伯藉要給小紅帽又大又美的快樂丸，
強迫小紅帽…，此時小紅帽突然想起媽媽和老師有交代… 
青春我最漾、讀我別毒我 
毒品泛濫校園、樣式多元變化無窮、三劍客如何防制與鏟除？看我的
讀心樹，正你的心、淨你的身，還我健康美麗青春好生活。 
反毒你我他，生命有陽光 
阿成因吃毒對老婆施暴，秀秀因好奇吃了有毒的糖果而被侵犯，社區
人應如何協助讓大家擁有乾淨、健康的人生?且看熱心姨與雞婆嬸報你

知的吸毒害處大公開及拒毒 6大招… 
愛我，別毒我(適合國中以上學生) 
新興毒品防不勝防，要如何聰明辨識、勇敢拒絕呢?毒品讓阿國和玲玲的
生活遭逢巨變，生活中充滿恐懼，要怎麼幫助他們呢? 
防暴治毒 GOGOGO(適合中年級以上學生) 
哈魯、可樂是好朋友，某日上學中不小心碰到哈魯傷口，才發現哈魯爸爸
染上毒品而常對哈魯與他母親施暴，熱心的可樂應該如何幫助哈魯呢? 
都是棒棒糖惹的禍 
小咪、家家常常一起上下學，因家家開始去安親班，小咪只好自己回家，

沒想到這日在路上遇見隔壁的章叔叔，叔叔不但與她有說有笑，還送她最
喜歡的棒棒糖，沒想到這棒棒糖竟然是偽裝的毒品…… 
耍帥，耍酷，不要菸(適合國中以上學生) 
焦滴滴拿出電子菸向尼丁丁炫耀，尼丁丁聽聞電子菸有水果口味，興奮得
說要買一支來試試，也要分享給阿迪；阿迪爸爸連續幾個月業績不好，心
情鬱悶，要阿迪媽媽拿 2包菸給他，媽媽提醒阿迪爸爸要以身作則；拖鞋
跟小強談論著阿迪身上的菸味，阿迪聽聞不以為意，小強便告知電子菸的
危害… 

旺財的補氣中藥(適合社區民眾) 
旺財因升主管，由於想要有好表現便積極衝業務，也加長工作時間，長
期下來漸覺體力變差、失眠、頭痛等情形。就在某次同學會中與麻吉阿
福訴說，雖知阿福也有此狀況，但阿福告知自己因為母幫他購置一中藥
食用後，問題全沒了，要旺財試試，於是----，旺財試了，初期嘗試確
實改善很多且覺得自己好像越來越年輕，然而—漸漸--漸漸地就-----
-，終於在年中檢討會中突然暈倒，到底是怎麼回事？應該怎麼辦？ 
 
 



 
品德教育系列宣導劇 
你的想法，他的作法 
透過有關學生講粗話與捷運車內博愛座位事件讓同學們探討什麼是合
宜的說話與正確的禮讓態度更延伸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相連重要
性。 
練習愛 

小明是個有跑步專長的孩子，但成績卻非常不理想，而爸媽又常為小
明的功課與管教吵架；小華成績非常優秀，然而卻也想要有自己的時
間，然而媽媽卻嚴厲的拒絕他的想法，到底小明與小華應該怎麼辦？
有誰可以幫他們？ 
無價的愛 

恩恩某日放在在家不但玩具不收，還要媽媽端水弄點心，於是媽媽要
他幫忙收拾並協助打掃倒垃圾，沒想到竟要與媽媽收費，爸爸便透過
時光火車讓她看到她是怎麼無價的被照顧，藉此讓恩恩學習感恩與回
饋。 
愛的帳單 
思思抱怨弟弟玩玩具卻不收，媽媽總是要她幫忙收拾並協助打掃倒垃
圾，沒想到竟要與媽媽收費，爸爸便透過時光火車讓她看到媽媽是飄
洋過海來台灣生活，而她是怎麼無價的被照顧，藉此讓思思學習感恩
與回饋。 

老人保護系列宣導劇 
豆油伯的無奈 
豆油伯糖尿病痛纏身，擔心醫療與老人院的照顧費用增加兒子的負擔， 

更一心尋死，經過家人的真誠告知，原來他的存在是家人的幸福支柱， 

改變了豆油伯的想法，進而共同開展揚起快樂生活的帆…  

菜瓜嬸的老照片 

活動中心上演著望春風演劇，大家歡欣參與，菜瓜嬸突然從身上拿出
張昏黃照片感概萬千，原來同是住民的老伴阿火伯前年去世了，從今
以後菜瓜嬸就鬱鬱寡歡，甚至輕生，不但覺得浪費家人錢財，更覺孤
單無依，著實讓照服員無法招架— 

CEDAW(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歧視公約)宣導劇 

習俗命運的鎖鏈 
1.結婚過火爐去邪避凶，女性不吉利不乾淨﹖ 
2.生男孩傳香火，女嫁潑出去的水賠錢啦﹖ 
3.女性 MC對神明不恭敬﹖ 
4.家事分工好平等、你我幸福又美滿 
 

 
習俗命 現代運 照顧責任做夥擔 

出嫁要潑水，誰說女人結婚就要跟原生家庭切斷關係?哎唷!女人懷孕
就要被迫離開職場嗎?高齡化的社會，照顧責任一定要由女人承擔嗎? 

推動男性照顧角色宣導劇 

阮兜就是恁兜、照顧責任做夥擔(適合社區民眾) 
大男人主義的爸爸，對於女人做家事認為理所當然，經小孩告知同學
家父母家事分工的甜蜜景象與好處，爸爸到底能不能改變觀念呢… 
顧老顧厝，大家做夥擔(適合社區民眾) 
美香是位家庭主婦，老公是大男人上班族，婆婆是輕度失智者，家
事、人事把美香操到爆發了，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呢?應該如何處理

呢? 
性別無界限 照顧你我他(適合國中以上學生、社區民眾) 
阿玉是位家庭主婦，順子是大男人上班族，婆婆是輕度失智者，阿俊
看媽媽爸爸為了阿嬤的照顧而爭吵不已，覺得自己也應該盡一份力，
除了主動幫忙外，也暗中決定想從事照顧產業的生涯規劃，爸爸媽媽
會怎樣看待阿俊的想法呢? 
家庭有愛 幸福無礙(適合國中以上學生、社區民眾) 
如何處理親子互動，與及提升良好溝通、促進家庭和諧，是現代親職
教育重要目標，然而，工作忙碌與多元角色的扮演，要如何達到互相

親愛無障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怎樣的父母叫稱職，怎樣的溝通是適
宜的，就讓我們透過家事分工與家庭角色，來共同探討你我最需要的
親職教育。 
兒童權利公約宣導劇 
兒童權益知多少? 
小咪外婆發現小咪不但被外公打，還被亂摸尿尿的器官，外婆應該如
何保護她?兒童權益到底是甚麼?是誰應該維護兒童的權益? 
兒童權益確實做~讀書、運動樣樣好 
柚子雄熱衷跑步運動，但成績卻不理想，所以柚爸柚媽常為了他的功

課與管教爭執致使柚子雄很困擾；橘子祥成績非常優秀，然而卻也想
要有自己的休閒時間，但是橘媽卻嚴厲的拒絕他的想法，到底柚子雄
與橘子祥應該怎麼辦？有誰可以幫他們？ 
愛的真諦~不要欺負我小 
水蜜桃常因媽媽與爸爸吵鬧打架後，就把她當出氣筒打罵，甚至要她
做粗重工作，到底水蜜桃可以怎麼辦？小小兒童的她到底要如何爭取
屬於她的權利啊？兒童權益的維護又是誰的責任啊？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 
如何聯繫— 

1.電話 07-2294060 人身安全宣導社工或彩蝶 

劇團團長，索取申請表電子檔。 

2.填寫後請傳真 07-2294106 或以電子郵件 

cpw8990608@gmail.com 回傳。 

如何合作— 
1.學校-可安排一堂課的時間，每年級分開申請，才能收最大的效益。 

2.
社區

機構-可配合社區活動或是機構的活動時間，以 30 分鐘至 1 小時為

宜，若超過 1 小時，可安排搭配專題演講。 

3.宣導形式： 

(1)行動劇+有獎徵答 

(2)人身安全宣導短片+互動式講解 

4.申請注意事項： 

不接受申請的時間 

(1)平日朝會時間。 

(2)每週二下午。 

接受申請的時間 

(1)除上列時間外皆可接受申請辦理。 

(2)如有特殊需求，請來電洽詢討論。 

5.費用－為維持本會彩蝶劇團永續運作，懇請支持經費， 

可提供講座鐘點費或交通費贊助為妥。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 62號 2F 

Tel：07-2294060  Fax：07-2294106 

Email：cpw8990608@gmail.com 

       e09210813@gmail.com  

相互扶持。成長學習 
激勵培育。社會關懷 

歡迎預約申請 
 

 

彩蝶劇團 

臉書社團 

宣導行動 

精彩花絮 

彩色頁 LINE@ 

悄悄話放心說 

掃描加入 

活動訊息不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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