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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單位 :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所 

 

二、活動名稱 :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校園研討會 

 

二、 辦理情形應包含〆 

 

(一)活動流程 : 

 

 8/24 

星期一 

8/25 

星期二 

8/26 

星期三 

9:00 – 10:30 

全體大會 

 

 

9:00-10:00 :小組咖啡歡迎式 

 

10:00-10:30 :  

大會開幕式 

 

10:30-12:00 : 

社會行動與研究中心主任

Christian Mellon 主講： 

暴力的策略與非暴力 

 

 

呂慈涵老師 

談非自主性的臺灣移民歷史，

與臺灣青年生命力的再造 

 

楊靜齡女士 

暴力背後 

（三語同步） 

楊索女士 

誰的目光？誰的歷史？ 

 

八松（Bassens） 

的居民主講 

為何要保留貧困區的記憶？ 

（三語同步） 

10:30- 11:00 休息 休息 

 

 

 

 

 

 

11:00-13:00 

 

工作坊 

深耕工作坊： 

「如何陶成年輕人長期與特困兒

童及他們的家庭一起奮鬥？」 

 

來賓：呂慈涵與楊靜齡女士 

主持人 : 瑪莉‧玫瑰 

Marie-Rose Blunschi 

（第四世界人類關係研究 

與訓練中心主任） 

 

（三語同步） 

深耕工作坊： 

有赤貧經驗者的 

生命史寫作 

  

來賓：楊索、Patrick Brun、 

Jean-Michel Defromont 

、Floriane Caravatta 

、Claire Bibart 

主持人：唐讓先生 

（國際赫忍斯基中心負責人） 

（三語同步） 

面對赤貧時， 面對喀麥隆結構性的暴力 



 

12:00-13:00 :  

實用引導及工作坊的介紹 

 

國際論述的貧乏 

 

來賓：Bruno Mallard 

 

主持人: Bruno Langlais 

人權與民主受到挑戰 

 

來賓：Joseph Zingui  

 

主持人: Huguette Redegeld 

（何春雨） 

第四世界平民大學 

與 

解放性知識的建立 

 

來賓：熱妮葉佛‧唐弟予 

（Geneviève Tardieu） 

主持人 : Patrick Brun 

 

 

（英法雙語） 

不成為窮人的權利 

（The right not to be poor） 

來賓：Andrea Carotti Sepulveda 

 

極端貧窮與人權的 

指標性原則草案 

來賓：Wouter van Ginneken 

 

主持人 : Susie Devins（德素宜） 

（英法雙語） 

13:00-15:00 午餐 午餐 午餐 

 

 

 

 

15:00-17:00 

 

工作坊 

第四世界開放大學 

一個肯定赤貧者之處 

一個陶成他們為社會夥伴之處 

 

來賓：François Guillot 

主持人 : Maryvonne Caillaux  

La société thaï au prisme de ses 

enfants défavorisés 

來賓：Alain Souchard, Prof. 

Jarutong  

 

主持人 : Ton Redegeld 

大會 

今日法國都會區的 

貧民窟、隔離、暴力與貧窮 

（Ghetto urbain. Ségrégation, 

violence, pauvreté en France 

aujourd’hui） 

- 八松社區一書摘要 

 

來賓：Didier Lapeyronnie 

 

 

主持人: James Jaboureck 

 

 

從排斥到融入（1） 

 

來賓：Victor Friedman 與 

Michal Razer 

 

主持人: Christopher Winship 

(哈佛大學社會系教授) 

 

從排斥到融入（2） 

 

來賓：Victor Friedman 與 

 Michal Razer 

 

主持人: Christopher Winship 



暴力、沈默與話語 

來賓：Peter Schaeppi 

 

沒有行使的權利 

（Le non-recours aux droits） 

來賓：Claire Saint Sernain 

 

主持人: James Jaboureck 

尋找「隱形人« invisibles » 

 

來賓：Denis Gendre 

第四世界運動法國發言人 

 

主持人:: Jean-Pierre Pinet 

 

 

 

 

 

 

（三語同步） 

17:30-18:30   Temps d’échange 交流時刻 

19:00-20:00 

 

晚餐 茶會 晚餐 

20:30-22:00 

 

自由之夜 在總部野餐、參訪 Lanette Williams 

影片欣賞 

 

 

8/27 

星期四 

8/28 

星期五 

9:00-10:30 

全體大會 

 

 

貧窮與團結關懷 

 

主講人：Blandine Destremeau 

文化性的貧窮：暴力的原因

與結果 

 

主講人：Patrice Meyer-Bisch 

10:30-11:00 休息 休息 

 

 

 

 

11:00-13:00 
工作坊 

工作坊：行動模式、效益 

 

來賓：Blandine Destremeau 

Gérard Bureau,  Christian Saint 

Sernin, Aurélien Purière 

 

主持人 : Isabelle Nicolas 

工作坊：生活在貧窮中的兒童 

 

來賓：Martin Costa 

（ 來自斯里蘭卡） 

 

 

主持人 : Bruno Mallard 

閱讀若瑟神父（1） 

主持人:Patrick Brun/Shwu Shiou 

Yang 

 

漢法雙語 

閱讀若瑟神父 (2)  

 

主持人:Patrick Brun/Shwu Shiou 

Yang 

漢法雙語 



工作坊：在悲苦中的幸福 

（Le bonheur en situation de 

malheur） 

來賓：Marie-Odile Novert 

 

 

主持人 : Jean Lecuit 

造成轉化的交流互惠 

（La réciprocité transformatrice） 

來賓：Maryvonne Caillaux, James 

Jaboureck, Pascal Lallement, Jean 

Pierre Daud 

主持人 : Christian Saint-Sernain 

13:00-15:00 

 

午餐 午餐 

 

 

 

 

 

 

15:00-17:00 

工作坊 

預防與轉化衝突 

 

來賓：Hervé Ott 

主持人 : Bruno Mattei 

 

15: 00-16: 00 

小組評估 

 

 

 

 

16: 00 -17: 00 

結論 

 

研究貧窮相關議題時的 

倫理與方法學問題 

 

Chris Winship/Geneviève Tardieu  

 

英法雙語 

轉化 

機構與生活在困境中的家庭 

間的聯繫 

 

1. 孩子被寄養的父母， 

其尊嚴與社會肯定 

來賓：Régis Sécher  

 

2. 救濟與以工代賑  

來賓：Aurélien Purière  

 

3. 必須消滅窮人嗎？ 

來賓：Isabelle Nicolas  

 

主持人: François Guillot 

 

19:00-22:00 

 

Dîner festif 

慶祝晚宴 

Au revoir 

珍重再見 



(二)活動紀要 : 

 

1. 此次研討會的主題聚焦於下列兩大議題，但也不以此為限〆 

a. 暴力與和帄〆如何面對暴力〇 

 暴力發生在各種不同的國家及社會情境，也發生在不

同的人際和社會或政治領域。它更觸及特困族群的生

活。暴力的現象讓我們不得不問〆被暴力所挑戰的個

體與群體如何回應〇相關人士如何解讀它〇如何賦

予意義〇他引起何種呼召〇何種答覆〇 

 其他形式的暴力〇反抗暴力及和帄的過程與行動〇 

 該建立何種知識〇該如何動員、分享以進行有效的改

變〇 

b. 社會聯繫〆保持距離的歧視與促成改變的交流互惠 

 極端貧窮是否會挑起周遭對窮人的歧視，與隨之而來

一連串的歧視行為〇這些歧視在何種情況下發生〇

以何種方式呈現〇 

 極端貧窮能否創造出新的關係、新的互動（人際關

係、社會關係、機構與機構間的關係）〇甚至引發新

的變化，一種透過交流互惠所引發的雙向改變，使得

社群的共同生活往前邁進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

這些變化是在何種情況下發生〇所涉及到的範圍有

哪些〇 

 

2. 大會五天中的主題演講之題目及內容大意如下〆 

a.  暴力的策略與非暴力 

   講者〆Christian Mellon (社會行動及研究中心主任) 

   「暴力」可以是指身體所受到的傷害以及心理、自由

受到的侮辱或是威脅。在此，也指對身為「人」的基本權

利所造成的傷害。「暴力」是人的天性嗎〇我們是否可用

「非暴力」的形式體現〇我們需要的是「力量」而非「暴

力」，以「非暴力策略」來解決不公及不義。 

b. 談非自主性的臺灣移民歷史，與臺灣青年生命力的再造 

講者〆呂慈涵老師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宗教輔導室) 

    歷史的脈絡在過去、現在、未來無時無刻影響著我



們，透過臺灣這片土地懷抱中的孩子，我們開始學習勇敢

的揭開歷史的面紗。帶著大學生不斷的閱讀求知，不斷的

以行動走向赤貧者，與蹲踞在角落的的人們相遇共處，讓

大學生重新解讀自己土地上的歷史與密碼，再重新出發走

向每一個角落。 

c. 貧窮的幽谷 

講者〆楊靜齡女士 (恩加貧困家庭協會執行長) 

    貧窮家庭層出不窮的生活遭遇是沒有一刻間斷的。越

投入，就越感個人力量的薄弱々越參與，就越覺得貧窮家

庭的處境堪憐。三十年來與貧困家庭相處在一起，我堅定

的信念與承諾是〆無論遭遇什麼困境，永不放棄孩子和他

們的家庭。 

d. 誰的目光〇誰的歷史〇 

講者〆楊索女士 (記者) 

    我在主流媒體工作十八年，報導社會底層的困境。我

聆聽他人的生命故事，去思考他們處境背後的社會脈絡。

這群分散於社會底層的人，他們用生命經驗教育我，也促

使我去逼視自我的人生歷程，寫下自己的成長故事。 

e. 貧窮與團結互助 

講者〆Blandine Destremeau (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經濟

社會學跨領域研究室) 

    「團結互助」此一術語在語意上的變化和法國歷史緊

密相連。我們可以從一些有組織的創舉、公共政策的實

施，或是發生在我們週遭，甚至全國、全世界的實例做為

探討。我們可由實用的角度、表達的關係本質以及它所涉

及的對象來加以分析。   

f. 文化性的貧窮〆暴力的原因與結果 

講者〆Patrice Meyer-Bisch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與民主

講座負責人/瑞士 Fribourg 大學，倫理與人權跨學科學院

協調員) 

    文化性的身分是一個人的力量，文化讓一個人得以和

自己，和別人，和這個世界保持聯絡。貧窮之所以讓人害

怕，是因為貧窮把我們置於一片文化沙漠之中。文化性的

自由，意味著你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文化的、語言的、藝



術的與宗教的參考價值。 

      

3. 此次研討會的參與者約有七十人，分別來自十三個不同國

家，包括法國、美國、以色列、德國、比利時、瑞士、英國、

荷蘭、馬達加斯加、喀麥隆、布吉那法索、斯里蘭卡及臺灣。 

 

4. 研討會為期五天，每天早上在總部(Méry-sur-Oise)用完早餐

後，搭乘專車前往會場(Pierrelaye)，大會於九點開始 : 上午

九點至十一點為主題演講，全員參與，每天皆由不同的主講

者發表，現場有中、法、英同步口譯 ; 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一

點為工作坊時間，共有三個工作坊同時進行，與會者各自報

名參加有興趣的場次 ; 下午一點至三點為用餐時間，由主辦

單位準備豐盛的餐點供應 ; 下午三點至五點為第二場工作坊

時間，也採自由報名制。下午五點半大會結束，搭車返回總

部晚餐。 

 

5. 大會期間，共有三次小組討論，分別為〆第一天上午、第三

天下午以及最後一天下午。在討論當中，小組成員交流豐富。 

 

6. 臺灣代表團呂慈涵老師、楊靜齡女士、楊索女士、楊淑秀女

士在大會中發表主題演講 ; 輔大法文系所學生也在工作坊中

分享讀書會參與心得。(輔大呂慈涵老師及法文系所學生發表

之摘要請見附件) 

 

7. 晚間主辦單位有安排活動，例如 : 參觀國際第四世界總部、

參觀若瑟〄赫忍斯基神父 ( Joseph Wresinski ) 研究中心，以

及慶祝晚會歌舞表演。其中，臺灣代表團成員更自行前往奧

維小鎮，參觀畫家梵谷作畫地、墓園，追尋一代大師足跡。 

 

8. 大會全體人員於會議期間，住宿在第四世界運動總部宿舍。

宿舍環境清幽，大家如同一家人，相處愉快融洽。這五天當

中，有許多第四世界志工幫忙接待、接送，他們友好熱情的

付出，使我們備感溫暖。 

 



 

(三)參與活動者名單 :  

輔仁大學參與研討會成員名單 -- 

外語學院宗教輔導室 呂慈涵老師（帶隊老師） 

法文系大四 趙欣芮 

法文研二 江灝 

法文研三 吳新慧 

法文研三 苗天蕙 

 

(大會全體參與者名單請見附件) 

 

四、計畫檢討與建議 : 

 

(一) 對於研討會之安排 :  

 

1. 製作大會手冊 :  

建議主辦單位製作大會手冊，放入講者介紹及論文摘要，讓

參與者先行熟悉主題內容，以便快速進入狀況。 

 

2. 發表時間掌控 :  

提問時間稍短，建議場次主持人能確實掌握主講人之發表時

間，讓與會者能於主講者發表完後有更充分的時間提問及討

論。 

 

3. 主講者與口譯員事先協調 〆  

主講者說話速度太快，導致口譯人員無法跟上。建議主辦單

位事先與主講者及口譯人員溝通，讓口譯人員發揮最大的效

用，否則對於非法語國家的參與者來說，聽到的內容品質與

原文有極大的落差。 

 

4. 增加小組分享時間〆 

建議大會可多安排小組討論的時間，以多元方式進行小組編

排，豐富與會者之間的意見交流及認識，並於討論後在大會

分享。 



 

5. 出版研討會相關紀錄〆 

希望國際第四世界運動可針對此次研討會出版刊物或相關影

音、文字記錄，或者建立一個分享討論的網路帄台，讓大家

爾後仍可持續做相關議題的討論和經驗分享。 

 

6. 鼓勵年輕人參與〆 

此次研討會雖然名為「校園研討會」，但實際上參與的年輕人

不多，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年輕人、學生參加「校園研討會」。 

 

(二) 對於「輔大校園讀書會」以及「輔大臺灣歷史讀書會」: 

  

1. 輔大校園讀書會簡介 : 

本讀書會全名為「輔大國際第四世界運動讀書會」，其宗旨為

關懷赤貧族群，深化生命教育，希望藉由閱讀著作的方式，

更加認識社會中需要關懷的朋友。本讀書會成員每月聚會一

次，彼此分享心得、交流意見，落實第四世界國際運動的中

心思想:知識交流與分享。我們也設立了一個部落格，將相關

文章上傳，建立網路交流帄台。 

 

2. 臺灣歷史讀書會簡介 : 

我們在進行輔大讀書會的同時，也發現應該從歷史的角度去

探討貧窮的問題，所以呂慈涵老師與我們組成了另一個讀書

會，名為〆「認識與再出發〃從臺灣開始」。希望藉由這次的

校園研討會，能夠把第四世界運動的主旨和此讀書會的宗旨

結合為一個共同討論的目標。 

 

3. 理論著作閱讀 :  

參加會議前，可多閱讀與貧窮議題相關的理論著作，豐富與他

人在活動中交流的論點闡釋。並且事先預想與會者可能反問我

們的問題，準備小題庫，設想可能的答案。 

 

4. 由理論走向實際〆 

讀書會成員在會議期間與其他志願者經驗分享時，發現國外



志願者在關心貧窮議題的方式並不侷限於理論上的探討，相

反地，他們將理論實際運用在不同的貧窮個案上，以實際行

動消滅赤貧，值得我們借鏡。身為大學生、研究生的我們，

不應該只將對社會的關懷侷限於書本上，更應該採取具體的

行動，走入每一個角落。 

 

5. 整理並匯集相關議題〆 

讀書會成員應該將一年以來閱讀若瑟神父文章時所遇到的問

題做更完整的紀錄，以便於在發表完後提出，並和與會者討

論交流。 

 

6. 場地器材問題〆 

讀書會成員於研討會前錄製了一段校內學生對於貧窮看法的

短片，並於發表時播放，現場反應佳。唯因未事先測試場地

器材設備，導致當日播放時聲音太小，甚為可惜。往後應多

加注意有關設備的操作，將我們的準備做更完善的呈現。 

 

7. 第四世界分區合作概況〆 

在參加研討會之前，建議可以聯絡亞洲其他國家的志願者或

讀書會成員，建立交流管道，互相分享心得，並於大會中報

告。若各大洲的成員都能如此，也許更能清楚呈現第四世界

運動在全球的工作概況分布。 

 

五、計畫辦理具體效益 :  

 

    1. 知識交流、提升國際視野〆 

  認識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與會者，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也拓

展了自己的國際視野。會議進行的五天當中，和與會者及國

際第四世界運動志願者、籌辦人員互動良好。外國朋友與我

們的真心交流，也讓我們印象深刻，可說是賓主盡歡。 

 

    2. 臺灣與世界舞台接軌〆 

  臺灣代表團發表的內容包含歷史、文化、民族等不同面向的

議題，各國與會者反應熱烈，迴響不斷。許多人因此認識了



臺灣，也願意進一步了解臺灣，使我們深受感動。尤其是八

八水災的畫面，更是讓部分在場者紅了眼眶，與會者也向臺

灣表達祝福及慰問之意。 

 

    3. 跨國校際合作〆 

  多位外籍學者表示期盼與本校有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其

中，以色列籍學者表示希望鼓勵他所任教的大學生與輔仁大

學學生進行文化視訊交流。這些跨國交流，具體落實了以人

道關懷進行國民外交的目標。 

 

    4. 參與人權與普世議題討論〆 

  更加認識了解其他國家對於貧窮議題所做的研究及具體行

動。會議也討論了如何互助合作，有效地擊退赤貧。和與會

者交談時，談到貧窮，他們真情流露，感動了我們，也讓我

們重新省思，用更多元的思維看待臺灣的貧窮問題。經由這

次的研討會，讓我們深切體會到，關懷貧窮不分國界，也無

分種族，我們必須與窮人齊心奮鬥，以擊退赤貧。  

 

    5. 了解國際第四世界運動發展歷程〆  

接觸許多國際第四世界運動所出版的書籍，看到運動組織一

路走來的歷史和紀錄，也體驗到持久志願者的生活模式。這

些都將有助於我們回國後在校內繼續推廣相關活動的讀書會

及持續關懷貧窮議題。 

 

6. 建立赤貧者知識分享帄台〆 

了解國際第四世運動所舉辦的「帄民大學」之運作模式和核

心價值。「帄民大學」(Université populaire) 創立於 1972 年，

為一個讓窮人有機會練習發言和知識分享的地方，盼望國內

或於校內也有機會發展出相同模式的活動。 

 

 

 

 

 



 

六、活動照片: 

 

輔大代表團合影 (呂慈涵老師與法文系所學生) 

 

第四世界總部宿舍外觀 (Méry-sur-Oise) 

 

 

校園研討會專題演講實況 

 

校園研討會工作坊 

 

輔大呂慈涵老師於研討會中發表 

 

第四世界創始人若瑟神父辦公室 



 

 

 

輔大學生於工作坊分享讀書會參與心得 

 

輔大學生於工作坊分享讀書會參與心得 

 

慶祝晚宴歌舞表演實況 

 

校園研討會與會者合影 



 

 

 

校園研討會全體與會者大合照 

 

 

 

 

 

 

 

 

 

 

 

 

 



附件四、經費收支結算表(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B0016/dw06_5.xls) 

機關名稱〆 所屬年度〆

計畫名稱〆 計畫主持人〆

教育部核定函日期文號〆 單位〆新台幣元

計畫期程〆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百分比〆取至小數點二位
經費項目

(或各受補助學校名

稱)

教育部核定

計畫金額
(A)

教育部核定

補助金額
(B)

 教育部

撥付金額

(C)

 教育部

補助比率

(D=B/A)

 實支總額

(E)

計畫結餘款
(F=A-E)

應繳回

教育部結餘款
(G=F*D-(B-C))

憑證號碼 財產編號 備                       註

請查填

*□經常門     □資本門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酌予補助

*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本案如非全額補助，請列明各分攤單位

與金額，其金額合計應等於實支總額

 教育部:                      元

 :   :            元

 :   :            元

*流用原因說明

 業務(執行)單位:     會計單位〆 機關首長〆

備註〆

一、本表請隨函檢送乙份。 。

二、本表「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係計畫金額經本部審核調整後之金額々若未調整，則填原提計畫金額。

三、本表「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及「實支金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含自籌款、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分攤款)。

四、本表「應繳回教育部結餘款」〆有指定項目者，以各指定項目計算餘款々未指定項目者，以全案合計數計算。

五、本表「各受補助學校名稱」為供各縣市政府填寫各受補助學校名稱。

六、本表「憑證號碼」及「財產編號」均應填寫完整。

七、各經費項目如依規定辦理流用，流用比例超過20%時，請說明原因。

教育部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