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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摘要 

一、營隊活動名稱：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外交部 

三、主辦單位：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四、協辦單位：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五、活動時間：2015年 8月 7日至 8月 16日 

六、活動地點：泰北清盛阿卡教育中心、滿種山地部落、清盛中學、滿星疊晨曦會勒戒所、

景溪國小 

七、團隊聯絡人：孫惠玲老師 

八、團隊服務青年志工人數：共計 10名 

（一）指導老師：孫惠玲、林泳滋、陳春梅 

（二）參與同學：尤翊菩、呂佳玲、蕭育婷、林承思、黃詠涵、黃安儀、劉恒毅 

九、團隊顧問：  

（一）泰北阿卡國際志工一、二、三屆指導老師：祝琪、駱天惠、曹天怡 

（二）歷年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優異成員：郭品君、劉郁君、林靖雅、朱容廷 

十、團隊學生活動組組長：尤翊菩 

十一、當地聯絡人：張幸助先生，聯絡電話：866-2-2704-9623 

十二、服務對象與人數：共計 389名，741人次。 

（一）泰北清盛阿卡教育中心國高中生 44名 

（二）滿種阿卡部落孩童 88名 

（三）清盛中學中文教室高中生 170名 

（四）滿星疊晨曦會勒戒所青少年及成人 27 名 

（五）景溪國小學童 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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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深受感動，激起教育熱情，以身為他們的老師為傲。 

 

從籌備、募款、活動準

備、衛生教育預演等，雖

然辛苦但與阿卡學生教

育中心學生共同生活，感

受單純、專注認真學習，

馬偕們學生也從省思中   

林泳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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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緣起 

本次活動規劃是與泰北阿卡教育中心共同規劃赴泰北清盛阿卡教育中心、清

盛中學、滿種山地部落、滿星疊晨曦會勒戒所等地點，依當地需求設計中文教學、

衛生教育及文化交流與服務，分享來自台灣青年志工的愛與文化，並藉此機會聯

繫台泰間的國際情誼。 

泰北阿卡族是由大陸雲南山區輾轉遷徙至泰緬邊界定居的少數民族，面臨著

許多的困境，例如：無國籍，不被泰國政府視為泰國的國民。再者是貧窮，由於

沒有公民的身分，阿卡族人無法下山至城鎮求職謀生；還有嚴重的毒害問題，泰

北地區是販毒大王昆沙的大本營，1996 年昆沙已經投降避居緬甸，其殘餘勢力

仍在泰北地區相當活躍，最後是病痛，在生活窮苦情況下，疾病皆必須默默忍受，

更何況是肝病、肺結核及愛滋病等較重大的疾病。 

 

 

 

 

 

 

 

 

本計畫乃本著馬偕博士訓勉「寧願燒盡，不願銹壞」的服務精神，自100年

選定阿卡族部落為服務地區，持續計畫泰北阿卡部落之中文學習、文化交流、衛

生教育等工作，在協助別人之餘，積極拓展本校學生國際服務與交流空間與視

野。 

  

晨曦會勒戒所 

泰北清盛中學 

阿卡教育中心 

泰北景溪國小 

滿種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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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的 

一、透過文化交流活動及中文學習，進一步了解彼此的文化、語言 

透過文化交流，學習彼此的母語，藉由學習傳統歌謠和舞蹈，使雙方有更

進一步的互動。 

二、透過衛生教育活動，傳遞正確衛生知識 

配合泰北學童回饋對疾病認識的渴望，進行牙齒保健、健康測量等活動，

增進正確衛教知識及將此落實於個人日常生活中。 

三、透過音樂及肢體活動達到舒壓及相互交流的目的 

藉由音樂的主動性質及積極內涵，能提升創造力與思考力，不同國度的音

樂交流，可降低人體基礎代謝及呼吸速率，藉由音樂活動的設計，讓活潑的音

樂及肢體的節律動作，使學童達到舒壓的效果，進而達到無國界的交流。 

四、培育具國際觀之大專青年，增加未來競爭力 

透過此活動豐富其生活體驗，瞭解生命意義，激發自我學習與實現的生命

能量，並提昇競爭能力。 

參、主辦及協辦單位簡介 

一、主辦單位：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Mackay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馬偕學校財團

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創始於民國 2年，已培育畢業生逾萬名學生，遍佈

國內外各地，表現極為優異，深獲各界口碑。本校創社超過十多年的慈惠社，

服務社區與安養中心老人，頗獲好評，100 年首次前往泰北阿卡服務，獲得當

地孩子們及社區民眾的喜愛(活動照片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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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社定期國內老人服務活動 慈惠社員參與社會服務—健康檢測 

  

100年泰北阿卡服務-牙齒檢測 100 年泰北阿卡服務-包紮與自我照顧 

  

101 年泰北阿卡志工服務─潔牙保健 101年泰北阿卡志工服務-愛滋病防治 

  

102年泰北阿卡志工服務：肺結核預防  102 年泰北阿卡志工服務：愛滋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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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泰北阿卡志工服務： 

阿卡教育中心，BMI 測量與判讀 

103年泰北阿卡志工服務： 

晨曦勒戒所毒品防治 

二、協辦單位：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為紀念馬偕博士來台服務，並延續其關懷弱勢為人群服務的精神，財團

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1997年開始推動海外服務

工作，本校前王貞乃牧師也於 1999年開始於泰北長期駐地服務，建立泰北阿

卡教育中心，累積在地教育耕耘，深獲泰國政府及民眾信賴與肯定。 

三、國際志工服務計畫團隊 

(一)計畫主持人：陳漢湘校長 

職   稱：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長(活動總召集人) 

(二)計畫承辦單位：技術合作處國際合作組 

計畫聯絡人：劉佩青組長 

(三)計畫執行單位：本校慈惠社 

(四)團隊聯絡人：本校：孫惠玲老師、泰北：張幸助先生 

(五)團隊顧問： 

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歷年指導老師─祝琪、駱天惠、曹天怡 

歷年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優異成員─郭品君、劉郁君、林靖雅、朱容廷 

肆、青年志工訓練過程與影響 

一、志工甄選 

3月 13日進行甄選活動，由兩位老師及 3位 103年表現優異隊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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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小組，由 10 位同學經由自我介紹、才藝表演和口試等，經個別評分及

團體討論後，3月 17日已於學校網頁公告甄選結果如下： 

序號 班級 錄取名單 

一 護 4-7 尤翊菩 

二 護 4-1 呂佳玲 

三 護 3-5 林承思 

四 護 3-5 黃安儀 

五 護 3-5 黃詠涵 

六 護 3-1 蕭育婷 

七 護 5-6 劉恒毅 

備一 護 3-4 郭懿萱 

 

二、邀請泰北阿卡教育中心學生們來台灣交流 

104 年 3月 30日至 4月 12日本校提供資源，邀請泰北阿卡教育中心同學

張玉廷、瑪莉森來台，兩位同學和第四屆成員一起上課，體驗住宿生活，也利

用假日期間探訪台灣景點及文化特色；兩位阿卡學生分享泰國及阿卡風俗文化，

協助第五屆新成員更了解阿卡文化，也進行阿卡歌曲教學課程，介紹歌詞意義

及修正阿卡文的咬字發音。 

  

泰北阿卡玉廷、瑪莉森來台：騎腳踏車 泰北阿卡瑪莉森協助運動會義賣 

三、募款 

感謝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外交部和學校提供補助，為讓經濟能力不足，但

 

第五屆泰北阿卡隊員呂佳玲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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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熱忱及能力服務同學們有圓夢的機會，志工們在 4 月 11 日校內運動會進行

義賣活動「愛無國界，送愛心到阿卡」，感謝全校師生對義賣的支持外，校內

祝琪老師、曹天怡老師及校外傅國棟先生等為專案捐款，集合校內外的力量，

讓愛無國界，送愛心到阿卡。 

校內運動會進行募款義賣活動照片：  

  

校慶阿卡手工印刷襯衫義賣 校慶自製手工餅干及阿卡紀念品義賣 

四、志工訓練 

主要課程分為三大部分：線上基礎訓練、崇德特殊訓練以及在校國際志工

培訓營，訓練課程如下。 

1.基礎訓練(E-learning)：於「台北 e 大-志願服務-104 年度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完成「線上課程 12小時」。 

2.崇德特殊訓練：於 104年 4月 25日至 104年 4月 26日，完成「志工特殊培

訓課程」共計十二小時。 

  

線上基礎訓練課程學習證明 志工特訓課程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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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志工培訓營 

訓練主題 講師 時數及內容 

活動設計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孫惠玲老師、郭品君 
32小時-活動設計 

課程與音樂活動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駱天惠老師 

64小時-課程內容編

排與音樂設計活動 

活動彩排 
陳春梅、林泳滋老師、劉郁

君、林靖雅、尤翊菩、朱容廷 
64小時-活動設計 

泰北阿卡風俗民情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劉恒毅、郭品君 

4小時-泰北阿卡風

俗民情與國際志工

專業倫理 

五、集訓過程 

104年 7月 20日至 104年 7月 27日及 104年 8月 4日至 104年 8月 6日

為期 11天集訓，集訓期間每日依日程表進度排練各衛教活動、詩歌歌曲舞蹈，

並製作各活動道具及分裝準備出團之材料；除練習衛教活動之餘，並規定每日

需運動訓練體能。 

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04.07.20(一) 
衛教演練：文化教學-七夕、編排戲劇、

道具製作、各衛教禮物採買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7.21(二) 
衛教演練:牙齒保健、編排戲劇、道具

製作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7.22(三) 
衛教演練:毒品防治、編排戲劇、道具

製作、書籤製作、名牌製作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7.23(四) 
衛教演練:文化教學-書法、編排戲劇、

道具製作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7.24(五) 
衛教演練:詩歌教唱、成果分配、健康

測量小卡製作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7.25.(六) 
衛教演練:中文教學、惜別會 

中文教學圖卡製作、抽獎項目整理編排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7.26(日) 
淡水教會主日學活動、衛教演練+劇本

示範教學:七夕、牙齒保健、中文教學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7.27(一) 
衛教演練+劇本排演:毒品防治、書法、

詩歌教唱、回饋表製作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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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04.08.04(四) 

排練 8/7、8、9、10三天的行程 

(包含破冰+衛教+結尾) 

詩歌舞蹈驗收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8.05(五) 
排練 8/11、12、13、14三天的行程 

(包含破冰+衛教+結尾)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104.08.06(六) 

詩歌、衛教總驗收、分配道具、財產清

點、行前注意事項、攜帶用具確認及叮

嚀、活動道具整理、行李準備 

關渡校區B1多功能

會議室 

六、行前服務-淡水教會主日學 

集訓期間 7 月 26 日，安排淡水教會兒童主日學的教學活動，藉由此活動

確認團隊充份的準備度，了解並掌握不同年齡層學童的特性，發現相互支援問

題並修正，使活動能夠更完整，詩歌帶動唱讓我們與孩子們更加接近，使氣氛

熱絡；以七夕為主題，用戲劇的方式讓孩子們認識台灣節日的故事、意義，搭

配撕拼貼畫讓活動畫下一個有紀念性的句點。 

  

愛在七夕教學活動 (淡水教會主日學) 玫瑰撕拼貼畫教學活動 (淡水教會) 

七、顧問團的傳承與叮嚀 

每年的 8 月 12 日為泰國的母親節，阿卡學生教育中心的學生放假，所以

需要排練衛教或者安排關於母親節的活動。若出去在外一定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以防曬傷。在送他們任何禮物的時候，不用擔心他們會不喜歡，無論是一顆糖

果、一條果凍，他們都會很開心的，只要盡力做到我們所能做的，這樣子就好

了。學長姐們的叮嚀，使我們了解泰北當地的情況如氣候及需帶用物，讓我們

有萬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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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泰北阿卡第五屆國際志工行前須知： 

1. 氣候：5～10月是泰北的雨季，氣溫約在 23～32度之間。 

2. 穿著：輕鬆舒適為主。 

(1) 長、短褲（短褲勿過短，嚴禁露廉價紙褲） 

(2) 短袖【科服、慈惠社、青輔會、隊服(兩件)】（服務期間沒時間洗衣服，

可至曼谷基督教賓館一併送洗） 

(3) 薄外套一件、帽子（防曬）、布鞋、拖鞋 

(4) 一套較正式的服裝（深色長褲、學校制服襯衫）黃橋教會獻詩需要 

3. 雨具：折疊式雨傘、輕便雨衣 

4. 寢具：中心會為每人準備床墊及薄被。 

5. 藥品：團體要準備維他命 B、維他命 C、感冒藥、腸胃藥、外傷用藥、防

蚊液；個人準備自己習慣用藥之類用藥，抗瘧疾藥（記得按時服藥）。 

6. 盥洗用具/餐具：牙刷組、毛巾、『洗髮精、沐浴乳（大家可共用一組）』、

濕紙巾、面紙。 

7. 食品：適量的零食糖果，可與阿卡學生/兒童分享。(可有可無) 

8. 金錢：團費已可應付旅程所需，個人零用金酌量攜帶（大概 5000～6000

泰銖即夠用，請先自行至臺灣銀行兌換成泰銖）。 

9. 其他： 

(1) 自備小手電筒。（中心走廊夜間不會點燈） 

(2) 行李箱、隨身背包。證件、貴重物品要保管好。 

(3) 充電器要可用 220V的電器產品才可帶，不然會燒壞 

八、與當地負責人連繫 

1.活動安排及聯絡 

臺灣主要聯絡窗口為泰北阿卡教育中心執行長張幸助先生，協助預算編

列、活動日期確認及當地住宅安排。泰北教育中心 A Ga 主任為阿卡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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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文，但無法閱讀中文，以 Facebook 為主要溝通管道，預先協助所有衛

教及各地點教學時間及內容，並事先協助衛教單張泰文翻譯。 

2.活動當地語文翻譯及諮詢 

阿卡教育中心衛教及文化課程主要由中心光榮老師協助同步翻譯，小

組活動則由中心畢業大學生及精通中文的高中生協助溝通。戲劇演出及活

動帶領則由志工們生動的肢體語言、中文、英文及阿卡語達到交流效果。 

在中文教學課程中為了能讓學員瞭解單字意思並快速學習，因此製作

了學習單，而實施健康測量安排學員填上測量小卡，為讓中心及勒戒所的

成員可立即了解小卡內容並填妥，故行前透過網路與當地聯絡人 A Ga 主任

協助泰語的翻譯完成中文學習單及測量小卡。 

九、計畫實施內容 

經過一系列縝密的規劃及聯絡，底定的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日程表如下: 

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8/7 

(五) 

搭乘飛機由台北飛往曼谷，轉機飛往清萊 

晚：相見歡：分組交流、相互認識、（天國八福、

阿卡組曲），自畫像 

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含分組教學： 

國高中生 44人) 

8/8 

(六) 

早、午：前往滿種部落、衛生教育：牙齒保健  

晚：文化交流－書法、春聯製作 

活動評值、檢討與教材的準備 

滿種部落 

(幼稚園及國小生約

80人) 

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含分組教學：國高

中生 44人) 

8/9 

(日) 

早：參與教育中心禮拜 

午：詩歌教唱、衛生教育：牙齒保健、健康測量 

晚：文化教學：七夕折紙玫瑰、活動評值、檢討與

教材的準備 

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含分組教學： 

國高中生 44人) 

8/10 

(一) 

早：認識阿卡（文化、歷史）、阿卡語及歌曲學習 

午：衛生教育：牙齒保健 

晚：分組活動、活動評值、檢討與教材的準備 

景溪國小 

(國小生 40人次) 

8/11 

(二) 

早：文化探索：清盛古蹟 

午：文化教學：七夕折紙玫瑰 

清盛中學及高中 

(含分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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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晚：分組活動、活動評值、檢討與教材的準備 國高中生 100人) 

8/12 

(三) 

早：中文教學：自我介紹、單字介紹（顏色、食物、

動物、運動、職業） 

午：衛生教育：毒品防治 

晚：分組活動(活動評值、檢討與教材準備) 

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含分組教學：國高

中生 44人) 

8/13 

(四) 

早：衛生教育：鴉片類毒品防治、健康測量 

午：文化探索：參訪翠峰茶園 

晚：分組活動(活動評值、檢討與教材準備) 

滿星疊晨曦會勒戒

所(學員 27人) 

 

8/14 

(五) 

早：詩歌教唱、帶動遊戲（領袖、一比丫丫）、小

組遊戲 

午：回教育中心準備行李(準備禮物、練習活動) 

晚：惜別會 

滿種部落 

(幼稚園及國小生約

80人) 

8/15 

(六) 

早：搭機前往曼谷 

午：曼谷 

晚：課程評值 

曼谷 

8/16 

(日) 

早：活動總檢討，曼谷黃橋社區交流(天國八福、

我要向高山舉目) 

午：預定搭乘飛機回台灣台北 

17:00班機回台灣 

伍、計畫執行過程與成效 

一、相見歡活動-我的自畫像 

(一) 設計理念及目標 

本屆為第五屆泰北阿卡服務隊，與泰北阿卡教育中心五年的聯繫保持關

係，當我們到達中心時，彼此都相當雀躍，「相見歡」即是為了再次相逢而

開始的必要活動，也讓每年新的阿卡成員感受到雙方的熱情。「我的自畫像」

是為了讓分組更了解彼此組員，透過畫像訴說個人的性質、興趣，也是促進

阿卡學生與馬偕志工組長初次相見的親密度，是一種另類的自我介紹方式，

這是小組時間的開場，再由各組長的準備(遊戲、見面禮、歌曲、舞蹈…)與

組員深入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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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流程表 

08/07主持人:林承思 地點：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對象：國高中生人數：44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開場:天國八福(CD1-1) 全體志工 5 

2 自我介紹 全體志工 10 

3 阿卡組曲 全體志工 5 

4 兩首阿卡組曲(Pā cāo、Gālí mǐ yé) 全體志工 10 

5 組別分配(6大組) 全體志工 5 

6 小組時間:我的自畫像 全體志工 30 

(三) 成效 

我們的表演能吸引到阿卡的學員們，原計畫要表演的阿卡歌曲已先由阿

卡學生表演，但是即刻討論修正計畫，調整另外準備的阿卡歌曲展現我們的

誠意，過程中看著學員們和我們一起唱、打著節奏，產生團員們與阿卡學生

融合成為大團隊的感動。 

(四) 學員表現及回饋 

分組活動時學員們在畫畫極為用心，畫出的真實自我，看到阿卡學員們

誠摯的心，感到非常開心，學員們熱絡地分享每天的生活點滴與個人家庭，

使我們更加融入及了解組員們。 

(五) 活動照片 

  

相見歡 志工開場表演天國八福(阿卡教育中心) 相見歡 小組活動 自畫像 (阿卡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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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歌教唱課程 

(一) 設計理念及目標 

【阿卡學生教育中心】 

中心的學員多數都有淺顯的中文能力，少部分的學員中文程度可協助翻

譯，程度的落差很大。但是以基督教信仰的阿卡教育中心，平時也透過詩歌

敬拜上帝，中文的詩歌讓學員們愛不釋手。阿卡學員們擁有好的歌喉，肢體

舞蹈的動作也極為靈活，透過旋律與動作的教學，發揮阿卡學員們的天賦。 

【清盛中學】 

除了阿卡學生教育中心外，也與清盛中學學生交流。阿卡學生教育中心

學生也就讀此中學的國中及高中部，但是只有選修中文課的學生參與詩歌教

唱的課程。此課程為今年度受邀額外增加時段，討論後設計教導簡單的旋律

與動作，安排動態團體活動，帶動團體氣氛，再進行分組活動以活潑有趣的

方式降低距離感，彼此交流更加認識，也展現馬偕基督之愛，讓泰國與台灣

友誼滋長。 

(二) 活動流程表  

08/09主持人:林承思 地點：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對象：國高中生人數：44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開場白 林承思 2 

2 第一首:讓愛飛翔(CD1-4先示範再教學) 
全員 

音控:黃詠涵 
10 

3 第二首:雲上太陽(CD1-5先示範再教學) 
全員 

音控:黃詠涵 
10 

4 積分:遊戲-誰是領袖? 林承思 20 

5 結尾 林承思 2 

 

08/14主持人:林承思 地點：清盛中學 對象：國高中生人數：70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開場表演:天國八福(CD1-1) 全員 5 

2 自我介紹 全員 5 

3 詩歌教唱-第一首:讓愛飛翔(CD1-4) 主講:林承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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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控:黃詠涵 

4 詩歌教唱-第二首:萬王之王，萬主之主(CD1-2) 
主講:林承思 

音控:黃詠涵 
10 

5 全體遊戲:1.誰是領袖? 2.Yi-bi-ya 全體人員 30 

6 分 7組:10 人/組 林承思 5 

7 

分組時間: 

1. 分組遊戲:Boom Boom den den 

2. Free Time:深入認識組員、中文教學 

各組長 35 

8 

結尾: 

1. 歌曲:我要向高山舉目 

2. 團體影像紀錄 

全員 10 

(三) 成效 

【教育中心】 

阿卡中心的學員們都能學會歌曲的旋律與動作，也很喜歡這兩首歌曲，

但是部份歌詞的中文發音需再加強，因為泰語跟國語的發音差異大，建議下

次可準備歌詞之羅馬拼音及中文歌詞意義，增加學員們學習中文歌曲成效。 

【清盛中學】 

在中學詩歌教學最大問題還是中文發音，動作及歌曲旋律學生們也都掌

握，跳得很開心，笑容滿面學習中文詩歌教學課程。 

(四) 學員表現及回饋 

【教育中心】 

在教學課後，發現學員們利用休息時，會拿起樂器，如手打鼓、吉他、

烏克麗麗以及人聲吟唱教學歌曲，學得速度快，打擊、彈奏的旋律千變萬化，

能將歌曲發揮得淋漓盡致，非常敬佩他們的音樂及律動天賦。 

【清盛中學】 

團體遊戲活化中學動能，小組時間學生積極使用有限中文分享自己，雖

然相處時間有限，卻讓雙方有著無限的感動及不捨，學生們在活動結束後由

衷道謝，讓我們感受清盛中學活動設計與進行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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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照片 

  

詩歌教唱：讓愛飛翔 (阿卡教育中心) 詩歌教唱：雲上太陽 (阿卡教育中心) 

  

詩歌教唱：讓愛飛翔 (清盛中學) 團體遊戲：Yi-bi-ya (清盛中學) 

三、牙齒保健衛教課程 

(一)設計理念及目標 

此次牙齒保健，建構潔牙的觀念和習慣包括需要刷牙時間，牙刷的握法，

刷牙的順序，刷牙的角度及注意事項等，由於滿種部落的孩童及景溪國小年

齡較小，故教學內容主要以刷牙時機以及刷牙的順序為主，而教育中心的均

年齡為國高中生，故強調刷牙應注意的知識。 

(二)活動流程表 

8/8主持人：黃詠涵 地點：滿種部落 對象：幼稚園、國小生 人數：80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自我介紹 黃詠涵 5 

2 破冰(天國八福 CD1-1+我在這裡讚美 CD1-3) 全體人員 15 

3 戲劇演出(CD1-12 13 14 15 14 16) 呂佳玲、黃詠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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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牙齒保健衛教 黃詠涵 15 

5 上台試刷、有獎徵答 黃詠涵 5 

6 團體遊戲-十字警戒(背景音樂) 全體人員 20 

7 發遊戲獎品(到台前) 尤翊菩 5 

8 發糖果、牙刷 全體人員 5 

9 結束(雲上太陽CD1-5) 全體人員 5 

 

 

8/10 主持人：黃詠涵  地點：景溪國小  對象：國小生  人數：60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自我介紹 黃詠涵 5 

2 
破冰(天國八福 CD1-1+讓愛飛翔 CD1-4、我在這

裡讚美 CD1-3) 
全體人員 10 

3 戲劇演出(CD1-12 13 14 15 14 16) 呂佳玲、黃詠涵 5 

4 牙齒保健衛教 黃詠涵 15 

5 上台試刷、有獎徵答 黃詠涵 5 

6 分享心得 黃詠涵 10 

7 結束(我要向高山舉目 CD1-6) 全體人員 5 

【戲劇大鋼】小花現在幼稚園大班，是個很可愛的小女生，他很喜歡吃糖果，

但是他吃完東西以後都沒有刷牙的習慣，睡前刷牙也是隨便刷一刷就上床睡

覺了，有天他的牙齒突然很痛，媽媽就帶他去看醫生，醫生說小花會牙痛是

因為蛀牙導致的，詢問了小花才知道原來平常吃完東西沒有習慣刷牙，睡前

刷牙也是隨便刷一刷而已，所以教導小花正確的刷牙方。 

  

8/9主持人：黃詠涵  地點：教育中心  對象：國中、高生  人數：44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開場 黃詠涵 5 

2 破冰(讓愛飛翔 CD1-4) 全體人員 5 

3 戲劇演出(CD1-12 13 14 15 14 16) 呂佳玲、黃詠涵 5 

4 牙齒保健衛教 黃詠涵 15 

5 上台試刷、有獎徵答 黃詠涵 5 

6 心得分享 黃詠涵 10 

7 結束(休息 10分鐘後進行→健康測量) 全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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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 

滿種部落的孩童在教學後上台試刷時，剛開始還不會拿牙刷、刷牙模，

經過指導後能正確刷牙；教育中心的學員皆能答問題，上台試刷時再提省注

意小細節，上課的內容皆可執行；景溪國小的學生皆可回答上課內容，上台

回示刷牙時順序需再提醒，指導後能正確執行。 

(四)學員表現及回饋 

上課的時候聽講專注，但需同步翻譯。上台回示刷牙時，滿種部落的孩

童很踴躍，共有十個自願；阿卡教育中心的學員回答上課問題，也踴躍的舉

手發言；景溪國小的學生比較害羞，需直接鼓勵上台試刷，上台時仍需持續

鼓勵。 

(五)活動照片 

  

牙齒保健 戲劇表演(滿種部落) 牙齒保健 刷牙回示教(滿種部落) 

  

牙齒保健 刷牙回示教(阿卡教育中心) 牙齒保健 戲劇表演(阿卡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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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保健 樹下教學活動(景溪國小) 牙齒保健團體留影(景溪國小) 

四、健康篩檢 

(一)設計理念及目標 

【阿卡教育中心】 

因當地飲食習慣重鹹、辣，自第 4屆的健康測量活動包括身高、體重、

身體質量、腰圍及血壓等，今年新增尿糖、血糖的項目，以了解學員們腎臟、

胰臟等功能，使學員們更加注意、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晨曦勒戒所】 

往年發現學員們會主動尋問自身的健康問題，因飲食習慣及年齡層分佈

差異大，此次測量也增加尿糖及血糖的項目(以尿糖、蛋白、酸鹼值為主，

血糖為輔)，評估學員們有腎臟、胰臟、肥胖、高血壓等問題，也提供專業

的護理老師回答學員的健康問題。 

(二)活動流程表 

08/09主持人:呂佳玲 地點：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對象：國高中生人數：44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說明健康測量進行方式 呂佳玲 5 

2 進行身高、體重、腰圍、尿糖、血壓分站測量 全體人員 45 

3 
健康記錄小卡繳交登記諮詢站，領取紀念品。 

登記完後各組長將小卡發回學員自行保存。 
全體人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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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3主持人:呂佳玲 地點：晨曦勒戒所 對象：8~52歲男性 人數：27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說明健康測量進行方式 呂佳玲 5 

2 進行身高、體重、腰圍、尿糖、血壓健康分站測量 全體人員 30 

3 登記、諮詢完後領取紀念品。   

(三)成效 

【阿卡教育中心】全數 44位在規劃時間內完成測量。結果請見表一。 

表一 阿卡教育中心學生健康統計表 

性別 年齡 身高 體重 腰圍 BMI 血壓 尿糖 

男 14歲 
平均

166.4cm 

平均

54.2kg 

平均

70.6cm 
2位過瘦 皆正常 (一) 

女 15歲 
平均

151.4cm 

平均

48.0kg 

平均

63.7cm 

1位過重， 

1為過瘦 
皆正常 (一) 

【晨曦勒戒所】全數 27位完成測量，結果詳見表二。 

表二 晨曦勒戒所健康統計表 

性別 年齡 身高 體重 腰圍 BMI 血壓 尿糖 

男 8~52歲 
平均 

171.2cm 

平均 

73.4kg 

六位

>90cm 

10位過重 

3位輕度肥胖 

1位高血

壓，5位

偏高 

1位

(+) 

(四)學員表現及回饋 

【阿卡教育中心】 

對象是青少年，開始驗尿的項目有些抗拒，但有一個人開始，之後男生

就陸續取集尿杯；大多數女孩都沒有測量，邀請教育中心老師和學員們說明

測量這個項目的重要性，最後全數測量，並且還有血糖有興趣的學員們主動

要求測量。 

【晨曦勒戒所】 

每位學員都積極參與健康測量活動，並且主動關心自己的檢測結果及健

康狀況，也回答學員們個別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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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照片 

  

教育中心 體重測量 教育中心 尿液檢測 

  

 晨曦勒戒所身高測量 晨曦勒戒所 健康諮詢 

四、文化教學-書法的藝術及春聯書寫 

書法具有藝術性，是由實用文字發展起來的一種藝術；書法是以漢字為基

礎、用毛筆書寫的、具有四維特徵的抽象符號藝術，它體現了萬事萬物的「對

立統一」這個基本規律又反映了人作為主體的精神、氣質、學識和修養，不僅

僅是生活信息的記錄與傳遞，同時能給人一種美的享受，在線條的組織、筆劃

的起止變化中用心感受墨書的意味、筆致的意義。配合春聯的書寫，不僅能讓

學員們認識這門藝術也能運用在身活周遭。 

(一)設計理念及目標 

文化交流是國際志工的特點，今年以介紹中國書法為主軸，藉由藝術聯

結，使學員們能認識中國書法。從介紹書法的意義、毛筆的用途，並以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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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的方式帶入有關書法的傳說故事，再來是書寫前的認識工具-文房四寶

及毛筆握法，以永字為基礎，再從象形字切入，不但能練習書法、並且能認

識一些簡單的中文字，例如：木、山、日等…。最後再以書法應用在春聯上，

簡單介紹春聯的用途並且帶大家認識常用在春聯上的字及意義，使學員們對

書法更加深刻。 

(二)活動流程表 

08/08主持人:呂佳玲 地點：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對象：國高中生人數：44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自我介紹+破冰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CD2-2) 全體人員 5 

2 簡介書法的意義，毛筆的用途 呂佳玲 5 

3 王羲之永字八法 戲劇 全體人員 5 

4 
戲劇後討論：補充介紹永字八法、毛筆握法、介紹

文房四寶 
主講:呂佳玲 5 

5 介紹象形字、分組教學：書法 全體人員 5 

6 介紹春聯(由來)、字的意思、分組教學：書寫 呂佳玲 10 

7 有獎徵答 呂佳玲 5 

8 
應用-寫春聯(CD2-19~22)  分享(一組一位) 

帶著個人作品團體留念 

呂佳玲 

全體人員 
5 

王羲之永字八法【戲劇大綱】 

王羲之身旁的朋友們都覺得他的字不好看，他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讓他好

好練字，讓朋友們寡目相看，於是到了很美的地方-天台山山頂，定居。王

羲之每天很認真的練字，洗筆、洗硯，把本來清澈的湖給洗成黑色的湖。有

一天一位神仙飛來，在王手上寫了一個字-永，思考了一圈，突然明白永字

的意義。之後每天勤練永字，一天，朋友們到他家拜訪，驚覺王羲之的比法

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都稱讚他的字寫得很好，並且跟王羲之要他寫的字，

傳給世人。 

(三)成效 

透過有獎徵答的方式增加學員們的動機，也了解學員們對書法的認識程

度，而學員們也踴躍回答，最後每位學員們都完成了自己的春聯，並且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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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讓彼此的心更接近。 

(四)學員表現及回饋 

這是在阿卡學生教育中心的第一場活動，經由小組練習寫字，使組員們

及志工夥伴更熟悉彼此且建立起信任關係，作品分享讓學員交流並且感受到

他們純淨的想法，如：有位學員分享了他寫的「春」字，問他為什麼要寫這

春字，他回答因為他們只有夏、秋、冬季，希望這「春」能讓他們擁有四個

季節。 

(五)活動照片 

  

王羲之永字八法 戲劇表演 選擇書寫春聯作品原因的分享 

六、文化教學：愛在七夕及玫瑰胸花製作 

(一)設計理念及目標 

藉由七夕的文化節日，帶他們認識中國傳統的節日及節日由來，也了解

慢慢演變著現在的七夕情人節原因；再帶領手作摺紙玫瑰胸花，動手做把作

品分享給思念的人。 

(二)活動流程表 

8/9 主講人：蕭育婷 地點：阿卡教育中心  對象：國高中生  人數：50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破冰-（阿卡歌曲名為  處 V） 全體人員 5 

2 戲劇演出 全體人員 10 

3 介紹七夕 蕭育婷 10 

4 有獎徵答 蕭育婷 5 

5 手作玫瑰花 全體人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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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主講人：蕭育婷地點：清盛中學  對象：國高中生  人數：100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我在這裡讚美（CD2-3 動作設計為兩個動作變化） 全體人員 5 

2 自我介紹 蕭育婷 5 

3 戲劇演出 全體人員 15 

4 介紹七夕 蕭育婷 10 

5 有獎徵答 蕭育婷 5 

6 手作玫瑰 全體人員 20 

【戲劇大鋼】 

織女是一位仙女，不被准許到凡間，而牛郎是一位在凡間的農夫，但有

天，織女下凡遊玩時在河邊脫下衣裳在洗澡，而牛郎當時只看到那件漂亮衣

服，就把衣服帶走了，依此他們就互相認識了，也被對方吸引了，就在凡間

結了婚，王母娘娘知道後非常生氣，因為仙女不能和凡人產生感情，後來王

母娘娘決定，年只能讓他們兩個見一次面，就是七月七日。 

(三)成效 

有關七夕的內容，因為他們對中國傳統節日不太熟悉，內容說明較艱深，

但戲劇效果很好，每個人都很專注台上的表演；摺紙玫瑰胸花活動，第一場

在阿卡教育中心，速度比預期慢半小時，每個人都能完成作品。在清盛中學，

運用修正加大版示範教學及及時翻譯，提高教學成效；第二節中途加入學生，

團員及老師們也機動性加入分組直接教學行列，提升整體教學成效。 

另外，清盛中學中文教師也邀請帶隊老師，協助修改該校學生擬參加中

文演講文稿，並另指導該校另一組學生擬於下週參加七夕牛郎織女戲劇比賽

的台詞演練，提供該校中文教學多元的支援。 

(四)學員表現及回饋 

活動後學員也會有主動再詢問紙玫瑰胸花要折法，很高興自己多做好幾

朵玫瑰花，想要送給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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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照片 

  

文化教學：愛在七夕戲劇演出(阿卡教育中心) 文化教學：玫瑰胸花製作(阿卡教育中心) 

  

文化教學：玫瑰胸花製作(清盛中學) 文化教學：愛在七夕戲劇演出(清盛中學) 

七、毒品防制 

(一) 設計理念及目標 

由於泰國氣候關係，國內生產許多的罌粟花，罌粟花的汁液可以提煉並

做出鴉片類相關的毒品，然而取得容易的鴉片類毒品，即是造成許多人濫用

毒品的原因之一，希望藉由毒品的衛教可以讓他們更認識毒品的危害，並共

同拒絕毒品的誘惑。 

【阿卡教育中心】 

這裡的學員大多為青少年，許多青少年碰毒品則是因好奇，或是多數因

無法拒絕朋友而使用了毒品，因此本次主要以拒絕為主，希望可藉由戲劇方

式讓他們懂得毒品的可怕，此課程希望他們能了解毒品的定義，認識簡單常

見的毒品，使用毒品後的害處有哪些，並知道紓解壓力的方法，以上台演練

的方式學會並使用拒絕的方法。 

【勒戒所】 

由於在勒戒期間生活時間約需 1年半，要克服的有許多問題，學員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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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也已相當了解，因此本場衛教主要以分享為主軸，藉由簡單的介紹毒品

定義以及說明何謂成癮性濫用性後等知識後，安排小組時間彼此分享自己勒

戒間最難克服的事物，對未來的期望，以及說出給自己及別人鼓勵的話，互

相勉勵，凝聚大家的力量，共同克服困難。 

(二) 活動流程表 

   8/12 主持人:黃安儀 地點：教育中心  對象：國高中生  人數：44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介紹團隊 全體人員 2 

2 
破冰-我在這裡讚美帶動唱 

(分解動作→跳進跳出火車版+換方向) 
全體人員 5 

3 說明帶來本主題之原因+戲劇 全體人員 10 

4 介紹鴉片類毒品 安儀 5 

5 說明吸毒的害處+一起念口號 安儀 10 

6 說明拒絕三大方法 安儀 5 

7 請他們上台表演出拒絕方法 安儀 5 

8 有獎徵答 安儀、育婷發禮物 3 

9 阿卡歌曲帶動唱:生命之河 全體人員 5 

 

   8/13 主持人:黃安儀 地點：勒戒所  對象：成人及小孩  人數：30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介紹團隊 全體人員 2 

2 破冰-讓愛飛翔(CD1-4) 全體人員 3 

3 說明帶來本主題之原因+戲劇 全體人員 10 

4 簡單介紹鴉片類毒品(作用、成癮性) 安儀 5 

5 介紹戒斷症狀 安儀 5 

6 介紹吸毒的害處(對生活周遭的影響) 安儀 5 

7 說明紓解壓力的方法 安儀 5 

8 念口號+解釋 安儀 2 

9 人員分組(五人一組，共六組) 全體人員 1 

10 小組分享 全體人員 30 

11 自願分享對未來期許(2個) 安儀、育婷發禮物 15 

12 恩典之路(CD1-7擁抱+給每人勵志小卡) 全體人員 5 

13 禱告(請他們一位代表) 全體人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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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大鋼】 

原本勤勞工作的小泰，在朋友的挑釁及誘惑下，想說反正又不是很常吸

毒，偶爾用一下應該不會上癮，於是就吸了毒想說讓自己放鬆一下，沒想到

自己卻越來越走火入魔，身體也開始產生了戒斷症狀，然而開始花掉自己身

上所有的錢去買了毒品不停的使用，然而又跑去跟自己的好朋友小威借錢，

甚至是對小威發脾氣，身為朋友的小威很生氣，甚至要斷絕朋友關係，徬徨

的小泰不知所措，經過小威的勸說後，小泰了解了吸毒的傷害有那麼多，也

決定要與小威一起拒絕毒品。 

(三) 成效 

【阿卡教育中心】 

本次上台演練拒絕的方法效果很好，學員們先看主持人示範一次拒絕方

法後，並上台用自己的方式來拒絕毒品的誘惑，而此拒絕方法也不只用在拒

絕毒品，也告知可用在生活周遭上不良的誘惑，雖然本場衛教屬於較靜態的

教學，但台上與台下互動的方式是引起他們注意力並加深印象的。 

【勒戒所】 

透過小組分享，了解每位學員的生命故事，也發現他們所處的環境讓他

們無法掙脫，靜靜陪伴傾聽，不帶任何成見。而學員們能台上說出鼓勵彼此

的話，台下反應熱絡，一起加油，很震撼也非常有凝聚精神的效果；最後帶

來了溫馨的詩歌<恩典之路>，彼此手牽手，而擔任組長的志工也各自跟組

員互相握手、擁抱、加油並給予一張自製的勵志溫馨小卡，藉由信仰的力量，

共同低頭禱告，讓活動在鼓勵和溫馨氣氛中結束。 

(四) 學員表現及回饋 

【阿卡教育中心】 

衛教後學員們知道毒品的危害，很踴躍的舉手回答題目，也經過教導拒

絕方法後，學員們上台與主持人現場演一段拒絕方法，台下的學員也非常的

投入且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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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戒所】 

介紹毒品的成癮性學員們都認真聽課，小組時間互相分享各自的故事，

鼓勵後踴躍上台分享，尤其年紀較小的分享他們最難克服的事以及未來的期

望，最後勒戒所主任帶領大家禱告外，各自也為自己禱告，感受到他們是一

群戒毒的勇士們。 

(五) 活動照片 

  

毒品防制講授(阿卡教育中心) 毒品防制 拒絕方法(阿卡教育中心) 

  

毒品防制講授(晨曦勒戒所) 毒品防制學員分享(晨曦勒戒所) 

八、中文教學課程 

(一) 設計理念及目標 

今年春天泰北阿卡兩位同學張玉廷及瑪莉森來台灣，瞭解到用中文自我

介紹很重要及實用性，因此今年中文教學決定以中文自我介紹做為主軸，先

以簡單的課程及主題式如最喜歡的食物、動物、顏色、職業等帶入字詞教學，

接著以小組練習進行分組教學，在小組練習能矯正每位同學的發音並進行個

別指導，介紹更多學員們想了解的國字及會話，認識中文的不同面貌，最後

透過有獎徵答的方式，驗收教學成效也提升學員聽、說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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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流程表 

08/12 地點：泰北阿卡教育中心對象：國高中生人數:44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開場 尤翊菩 5 

2 破冰：LA LA LA(CD1-9) 全體人員 10 

3 中文教學(顏色、動物、運動、食物、職業) 尤翊菩 30 

4 小組教學 全體人員 30 

5 有獎徵答 尤翊菩 5 

6 結尾:我要向高山舉目 尤翊菩 10 

(三) 成效 

透過反覆的複誦字詞及學習單，學員們能註記拼音並瞭解字詞的意義，

完成說的能力，接著透過小組教學複習課堂字詞、反覆練習自我介紹，能進

一步主動尋問更多國字如攝影師、泡麵。學員們也能將所學自我介紹運用，

提升更多國字的認識及會話的能力。 

(四) 學員表現及回饋 

學員們對於學習中文非常有熱忱，透過多次的複誦能發現學員們的認真

及專注，加上透過小組教學，每個學員都能實際練習一遍且會主動詢問想知

道的中文單字，可以看出阿卡學員們對中文學習的強烈需求。 

(五) 活動照片 

  

中文教學教授過程(阿卡教育中心) 分組中文教學(阿卡教育中心) 

九、小組教學活動 

(一) 設計理念及目標 

和阿卡教育中心學員們共同生活，藉由小組活動，使志工及學員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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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相互學習彼此文化、語言、價值觀及生活態度等。另外，教學活動運

用以小組方式進行，提供志工照顧學員機會、藉此增進小組凝聚力。 

(二) 成效 

因時間的相處、配合小主題，讓每晚的小組活動都有不一樣的回憶。在

惜別會中展現團隊合作成果，在互相道別時感受到朝夕相處的情感。 

(三) 學員表現及回饋 

相見歡的自畫像活動使大家有初步的認識；為準備惜別會小組的表演，

阿卡學員很有耐心的教導發音及舞步；母親節的撕拼貼畫，學員們展現美術

天分，透過作品分享對母親的思念，讓母親節晚上充滿溫馨氣氛；在練習惜

別會杯子歌時發現，學員們還記得上一屆的杯子歌的打法，於是更改打法，

使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杯子歌成為惜別會上的一大亮點。 

(四) 活動照片 

  

愛在七夕 玫瑰胸花製做(尤翊菩 A–Pu) 愛在七夕 玫瑰胸花製做(呂佳玲 A–Lu) 

  

母親節卡片製作 (林承思 A–Mui) 杯子歌練習(蕭育婷 A–Saw) 

  

惜別會後小組分享 (黃安儀 A–Nya) 杯子歌練習(黃詠涵 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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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惜別會活動 

(一)設計理念及目標 

短短的八天，擁有不滅的友誼，雖然做得有限，卻從阿卡教育中心學員

身上收穫滿滿，為了讓這段感情告段落，準備惜別會，各小組表演這幾天與

組員們所學的阿卡歌曲、展現熱情的隊呼，也認真表演教育中心主任的教導

兩首阿卡歌曲回饋學員們，在籌備過程中，自學泰國的流行情歌，帶給學員

們驚喜，也準備了抽獎活動和最後的小組活動等的道別 Party! 

(二)活動流程表 

08/14主持人:林承思、黃安儀 地點：泰北阿卡教育中心 對象：國高中生人數：44人 

活動內容 人員配置 時間 

1 積分:喊隊呼~誰最早到? 林承思 8 

2 開場:世足歌曲-LaLaLa、wa ka wa ka(CD1-9) 全員 15 

3 表演:教育中心主任所教阿卡歌曲- Mi yew oe oe 第五屆成員 5 

4 表演兩組(抽籤方式) 各組別 10 

5 依積分名次抽獎(前三名) 
林承思 

黃安儀 
10 

6 我在這裡讚美(精華版) 尤翊菩 5 

7 表演兩組(抽籤方式) 各組別 10 

8 依積分名次抽獎(後三名) 
林承思 

黃安儀 
10 

9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cup song的節奏 CD1-2。2.remix 版本 CD1-11) 

林承思 

黃安儀 
10 

10 表演兩組(抽籤方式) 各組別 10 

11 情歌表演(1.聽我們唱。2.一起唱及觀賞回顧影片) 第五屆成員 10 

12 分享(組長先各組組員自願一位) 
林承思 

黃安儀 
10 

13 表演:教育中心主任所教 阿卡歌曲- Mi yew oe oe 第五屆成員 5 

14 小組時間:別胸章、Free time:聊天、拍照、唱歌 小組活動 30 

15 團體留影 
林承思 

黃安儀 
5 

(三)成效 

整個過程，領受很多感動，從活動開始的歡愉，各組竭盡全力展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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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和特色的表演，在學長努力下，也在情歌表演時撥放多日來令人難忘的

活動照片，分享時間每個人表達著即將分離的不捨，每個人都被打動，看見

阿卡教育中心學員的笑容、受到最真誠的安慰，辛苦的過程在一瞬間化成最

值得的無價之寶。 

(四)學員表現及回饋 

幾度時刻，可以從眼神中瞥見學員們不捨的神情，深深被打動，想克制

卻抵擋不了情不自禁的淚水，用眼神、肢體、文字、照片互相感恩，記下永

遠不忘的青春回憶，我們已成為彼此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 

(五)活動照片 

  

惜別會 小組表演(阿卡教育中心) 惜別會 志工開場帶動 la la la(阿卡教育中心) 

陸、活動檢討、評估與反思 

一、相見歡活動-我的自畫像 

阿
卡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1.舞蹈動作大、歌聲宏亮。 

2.中文表達意思簡潔有力。 

3.溝通肢體動作大。 

4.團隊應變能力佳。 
 

阿卡歌曲表演 

 

小組自畫像 

缺
點 

1. 小組時間延遲，時間控制需改善。 

2. 小組氣氛可再藉由動態活動活化。 

3. 志工自我介紹順序需再溝通。 

改
進
及
建
議 

除了自畫像這個主題外，應該要再多

討論其他可以帶動氣氛的活動，各個

小組都應有共同元素，例如遊戲、舞

蹈等之互動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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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歌教唱 

泰
北
阿
卡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主講人聲音及動作大，隊員機動性

佳，與台下互動良好、笑容加分，歌

曲意義解釋完整。 

 

詩歌教唱-讓愛飛翔 

 

詩歌教唱-雲上太陽 

缺
點 

1. 教唱斷句太多，熟練度要再加強。 

2. 教唱眼神專注台下，勿交會隊友。 

3. 教唱時應使用肯定句。 

改
進
及
建
議 

製做海報，配上羅馬拼音及中文歌

詞，與學員們多重複念出歌詞句子，

也減少主講人因緊張而思考中斷。 

清
盛
中
學 

優
點 

1.開場的天國八福驚豔全場，動作及

聲音皆大。 

2.主講人場控佳，教唱及遊戲氣氛

佳，隊員默契佳、微笑多。 

 

詩歌教唱-讓愛飛翔 

 

解釋遊戲-Yi-bi-ya 

缺
點 

教唱時出現失誤唱錯句子，熟練度要

再加強，隊員之間要注意台上氛圍，

即時修正。 

改
進
及
建
議 

與學生們實際相處過後發現相當值得

延續遊戲及小組活動，至於詩歌教唱

的缺點，如在教育中心所要改進之處

一樣，需要海報(要有羅馬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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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牙齒保健 

滿
種
部
落 

優
點 

孩童上台試刷時，會再次教導手姿勢。 

 

牙齒保健課程 

 

上台試刷牙模 

缺
點 

上台試刷的人數沒有控制好，導致太

多人上台試刷，上台試刷時，同步一

起教導台下的同學。 

改
進
及
建
議 

下次活動的時間要確定結束時間，多

準備幾個遊戲。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前場此教學問題已修正，上課時有教

導口號，學員上台試刷時，會重複口

號。 
 

牙齒保健戲劇演出 

 

上台試刷牙模 

缺
點 

衛教演戲時說話較快，教導口號時不

需要帶著台下的學員一起唸。 

改
進
及
建
議 

強調口號很好，但不要帶他們唸，因

為沒有確認口號意義已經了解，一起

唸就沒有教學意義。 

景
溪
國
小 

優
點 

先前教學問題已改善，學生上台試刷

時，會再次教導手勢、順序，會重複

強調口號。 

 
牙齒保健課程 

 

上台試刷牙模 

缺
點 

準備時不要急，等準備齊全後再開

始，準備期間需要控制一下場面，因

為有點亂。 

改
進
及
建
議 

1.需預備課程場地在室外。 

2.需要注意場地大小，調整帶動唱跳

舞時隊形的排法。 

3.每場活動後的檢討都可成為下場活

動進步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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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篩檢 

阿
卡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隊員能主動互相支援，當看到其他站

在忙的時候會主動幫忙，展現機動性

及團隊合作能力。 

 

測量身高 

 

血壓測量 

缺
點 

測量前的解釋說明可再增加各站檢測

目的及流程，以降低說明完整所造成

壅塞。 

改
進
及
建
議 

1.說明測量活動過程可以再更詳細。 

2.彈性依照現場場地規劃動線，有出

口及入口。 

晨
曦
勒
戒
所 

優
點 

1.能改善前場問題，增加事先說明，

減少壅塞。 

2.志工能機動指引受檢者，依其尚未

完成項目，引導到下一站受檢處。 

 

BMI 身體質量測量 

 

腰圍測量 

缺
點 

1.設站的指示說明牌不夠清楚，有些

學員仍不知道該前往何處受檢。 

2.測量腰圍因部位近身接觸，需避免

性別差異的尷尬。 

改
進
及
建
議 

1.說明測量活動過程可以再更詳細。 

2.可傳承現場場地規劃動線及服務經

驗，避免下一屆有相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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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教學-書法、寫春聯 

阿
卡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志工們能注意各小組的狀況並給予協

助。 

 

學員練習寫永字 

 

學員春聯作品大合照 

缺
點 

時間過長，控制不佳。 

 
 
 

改
進
及
建
議 

 
 
 
 

1.前置應更縝密，要評估並掌控時

間，且要評估各個狀況的出現，例

如:墨汁翻倒。 

2.今年當地是旱季，清洗毛筆花費過

多水資源，下次設計活動時可注意

評估。 

3.要教學的字的本意是為了要讓學員

們練習書法並認識一些字，所以不

一定要每個字都要教。 

4.整個活動是以小組的坐位安排，志

工夥伴們是學員及主講者的橋梁，

主講與臺下的動作應同步。 

六、愛在七夕 

阿
卡
學
生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1.戲劇效果不錯。 

2.肢體動作大。 

 

摺紙玫瑰胸花製作教學 

 

現場摺紙情況 

缺
點 

摺紙玫瑰花，步驟繁瑣，部份學員活

動後半段已失去耐性。 

改
進
及
建
議 

1.示教的色紙可用放大版。 

2.未來活動設計，可降低難度，已避

免學員失去耐性或興趣。 

清
盛
中
學 

優
點 

1.戲劇效果佳。 

2.放大紙本有改善教學成效。 

3.突發狀況團隊主動協助，默氣佳。 

 

介紹七夕的習俗 
缺
點 

1.上課的學員未同步進教室，教學無

法同步。 

2.實際出現學生多於預先告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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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進
及
建
議 

1.本年度受邀增加場次，學生人數也

較規劃多，未來準備所有課程材料

都應多備份。 

2.學生參與包含高中及國中，選修課

程上課時間不一致，未來課程規劃

需思考備案措施。 完成作品玫瑰花 

七、毒品防制 

阿
卡
學
生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1.戲劇效果具有震撼力。 

2.衛教時肢體動作表現大且明瞭。 

3.拒絕方法表演時清楚易懂。 

4.較艱深的字彙有事先翻譯成泰文或

是用圖片來呈現。  

課程中大家都很踴躍舉手回答 

 

上台演練拒絕毒品 

缺
點 

需先確認翻譯的人員並溝通上課內

容，避免衛教時學員對內容無法理解。 

改
進
及
建
議 

對於艱深的字彙圖片可再增加，拒絕

誘惑回示效果佳，建議可持續使用，

衛教時較靜態，可增加動態活動，例

如上台貼圖片連連看，戒斷症狀等。 

晨
曦
勒
戒
所 

優
點 

1.小組分享很有影響力，拉近彼此距

離，更深入了解他們。 

2.上台分享各自未來期許以及說鼓勵

的話非常有凝聚精神效果。  

3.最後的禱告以及發勵志小卡很溫馨

很具有正面力量。 

4.有獎徵答禮物實用受大家喜歡。 

 

介紹毒品衛教課程 

 

小組分享時間 

缺
點 

毒品介紹及危害都是他們所經歷，不

需再深入解釋，可要正面的力量介紹

以利朝未來前進。 

改
進
及
建
議 

1.陪伴及給予鼓勵是重要策略。 

2.未來增加動態活動如遊戲或打球

等，可以增加更深刻的美好回憶。 

3.活動設計可增加運用信仰的力量和

如摘要經文共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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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文教學 

阿
卡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1.透過小組教學讓學員更快速學會中

文，且有更多機會學習到課堂外的中

文單字。 

2.透過多次複誦，強化學員們的記憶，

並矯正學員的發音。 

 

中文教學教授 

 

中文教學學習單 

缺
點 

剛開始速度過快，學員們中文能力程度

不一，有些學員中文較好變回答得很大

聲，但有些學員需要一些時間來消化，

這部分須多留意每個學員的狀況。 

改
進
及
建
議 

1. 建議之後要帶中文教學可增加為兩

堂課，第一堂先介紹簡單的單字，

第二堂再介紹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句

子。 

2. 中文學習單的製作可先詢問阿嘎主

任，因為有發現到他們不是全都使

用羅馬拼音來發音。 

3. 小組教學的方式成效很大，建議明

年可延續。 

九、小組教學活動 

阿
卡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1.志工們會先提前準備小組活動。 

2.能依情況彈性修正計劃，如：學員

們作業很多，提早結束小組活動等。 

3.志工與學員們感情逐日加深。 

 

母親節 小組活動 

 

萬王之王 杯子歌練習 

缺
點 

1.部份志工活動效果佳，易影響其它

組別專注力。 

2.小組活動結束時間容易延遲。 

改
進
及
建
議 

1.小組活動是凝聚團隊重要時刻，充

份準備是必需，增加帶團康培訓課

程，有利於帶動團隊氣氛。 

2.杯子歌及非洲舞蹈可以快速達到團

隊注意力，可列入每屆必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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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惜別會 

泰
北
阿
卡
教
育
中
心 

優
點 

1. 動作及聲音皆大、表達清楚。 

2. 氣氛到位。 

3. 各小組表演精彩，小隊參與度高。 

 

全體杯子歌演驟 

 

最後的小組時間 

缺
點 

1. 流暢度要再順利。 

2. 臨場能力可再努力。 

3. 新學的阿卡歌的發音可再加強。 

改
進
及
建
議 

最大的問題是禮物的包裝，由於將原

本包裝好的禮物遺留在台灣，導致只

能用當地商店的購物袋當包裝紙，雖

然禮物豐盛，但由於外觀難免讓人在

第一時間感到失望，建議出門前徹底

數落各項物品。 

 

柒、「投入、學習、感動與成長」：志工心得分享 

 

隊長：護理科 4年 7班  尤翊菩 

崎嶇不平的那條道路，是唯一通往阿卡的方

向，第二次來到阿卡教育中心，真的就像回

家！謝謝他們依然熱情的歡迎我，忍不住紅

了眼眶，告訴自己能夠再來一次真的好不容

易，這幾天一定要使盡全力用熱誠的心服務。 

  這次擔任第五屆隊長，壓力不小，承擔的事比去年更多更大，在籌備過程有

好幾次脾氣好糟，容易發怒，甚至覺得自己幹嘛擔下這個職務，直到出去服務後

才發現，一切都好值得，這是我的團隊，我們沒有很強很厲害，反應有點慢，機

動性仍需加強，但是每當我看見每一個人都在進步，內心的快樂真的覺得這樣就

夠了，我們不完美，但我們力求進步的態度，就是最完美的表現了！ 

  這次在阿卡中心的感動一樣強大，更貼近他們，進入他們的宿舍、學更多阿

卡歌、一起踢足球、打排球還有跑步比賽，這些快樂是台北沒有的，很慶幸有機

會能回來再重拾它們，而今年去清盛中學及景溪國小都有小組及自由活動，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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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更貼近彼此，情感更加深刻，要離開了很不捨，不捨他們每個人笑顏，服務別

人看見這樣的笑容，背後的辛苦真的完全值得了！ 

  惜別會學員們說著感謝上帝讓我們到達阿卡教育中心，才恍然大悟，自己是

被上帝揀選的人，感謝上帝讓我再次回到這塊淨土，感謝祂讓我今年看得更遠更

廣，學到了更多，依依不捨的與阿卡學員們道別，又繼續準備成果展，過程感謝

都有第五屆的隊員們陪伴，感謝上帝檢選了這樣的我們，讓我們成為最獨一無二，

感情最佳的夥伴！ 

 

 

第二次參與的學長： 

護理科 5年 6班  劉恒毅 

第二次來到這個阿卡，除了感激還是感激，能

夠成行多虧了家人的支持、老師的協助。隔了兩

年，再踏上這趟旅程前心中還是惶恐不安，害怕以

前認識的朋友們都已離開、害怕無法融入新的團

隊，但更害怕的是－再不去，這股熱情、熱忱某天

會完全消失，過去的團員表示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初 

的感動會被現實逐漸沖淡，但我以此為警惕告訴自己已經後悔過一次了，這次我

絕對不放手。 

  這次擔任攝影師的工作，雖然沒能再進入阿卡教育中心學員小隊中擔任隊長，

但很開心當地的學生們有些人沒忘記我、有些重新開始認識我；新的團隊也像熟

識已久的朋友一樣，當一切顧慮都煙消雲散，便輕鬆地面對這十天的旅程。以鏡

頭去看這個天堂有不同的感受，活動中我拍照、用影片紀錄這一切，並且隨著老

師適時給予團隊支援；活動後給予建議，讓國際志工服務隊一屆比一屆更進步。 

  那些所拍下的照片，回到台灣在重新檢視時，都是我親眼所看到的、歷歷在

目的回憶。總覺得自己這生無法與此脫離關聯，因為這裡是能讓我放鬆、是第二

個家，相信不久的將來會再次回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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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 4年 1班呂佳玲 

經過這次的服務，覺得服務不像嘴上說說的那

麼容易，從規劃、安排、籌備、修正，過程漫長、

反覆，就是為了讓每場活動、衛教好還要更好。 

近半年的籌備，在這幾天的服務，很多的不解、

畫面一一具體起來，也感受到之前所花的時間努力 

一一回饋，在這之中的我都不知道自己成長了少！以前也許沒碰過的項目、領域

因為這趟服務而更加熟悉，使我成為更全面的人。以前的我或許自我，認為自己

的力量勝過別人的、認為出來的結果和我想法不一致就否定，所以很多事都自己

完成，雖然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血，但就是感受不到那份和夥伴一起完成的

快樂、成就感；團隊、合作，我想是此次服務學習到很多的，雖然每個人的力量

各不同，但加在一起，絕對比一個人的力量還要大，整個團隊一起完成了各自不

可能的任務，過程的投入、結果的美好，大家一起共享的感覺非常棒。 

為什麼是「國際」志工？我常常在腦中矛盾著，需要的地方很多，或許就在

我們身邊，我的動機夠單純嗎，沒有一點想要去國外看看的成份嗎？！為什麼是

國際「志工」？ 我們所做的真的有那麼的大愛嗎？我們所付出、給予的，是他

們真正所需要的嗎？在一場勒戒所的服務中我體悟了很多，提醒著我先入為主的

觀念、既有的價值觀不能放在第一位；我們並不是完全的施予者，也許我們是受

予者，乘著飛機到那淨化、歸零、重拾最真的笑容、自己，我並不認為自己所做

的事是多麼的偉大、為社會貢獻，就是去交流、互相學習、成長，這其中的施與

受是無法比較的。國際志工這名詞或許聽起來非常的美好，但經歷過國際志工服

務過程後還是持續在做的夥伴們，我想那才是真正的「國際志工」。 

在與教育中心的的學員們相處下來，建立感情、有共同的回憶及感動，學員

們不時會問我們今天累不累，雖然身體累，但很肯定的是心一點也不累，因為非

常喜歡能和他們一起相處的時光，每天的餐桌上的閒聊，即使語言不同，也會用

盡所有方式了解彼此，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到後來，語言已不是我們之間的距

離了；下午的足球時間，即使我們根本無法比過他們，但無法忘記當球進門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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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大家興奮的吶喊；喜歡他們一拿起吉他，就開始彈唱起來，就像是一種溝通方

式，沒有框限、不受拘束的樣子，那裡真的非常的美好，像個大家庭，互相關照、

有愛、團結，我想這就是阿卡的魅力吧！謝謝我們一起實現、經歷，相信彼此帶

來正面的影響力，使我們成為更好、更棒的人，謝謝我堅定這份勇氣、這個決定。 

 
護理科 3年 1班  蕭育婷 

剛進入這個團隊，對其他團員都很陌生，不認

識，慢慢的我們從不熟悉彼此到現在互相調侃對

方。衛教方式內容一直不斷的被老師修改，反覆的

修改自己的講稿，練習演戲動作一次比一次的大、

誇張，活動經驗從零開始到現在的成效，雖然沒有 

完美但是已突破自己。覺得一起準備還不夠好，就帶著一個比一個重的行李到了

清萊機場，被海關攔截，說要打開行李查看，被翻的亂七八糟，因為我們帶了太

多的牙刷，以為要去販賣，這經驗難以忘懷。到了阿卡教育中心，當地學員很主

動的幫我們拿行李，這主動讓我嚇到，接著開始了在阿卡教育中心的活動，覺得

一切來得太急太快，感覺一切像是夢。帶第一天的小組活動，覺得語言是一個障

礙，剛開始只跟一個會中文的女生對話，發現把其他人都忽略了，漸漸的改變，

雖然其他人不懂中文，但是還是要去跟他們對話，不然就會對他們很不公平，也

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學習泰文，是一種語言交流。 

第一天晚上在室外洗冷水澡，覺得很冷很不適應，全身發抖，不敢自己沖水，

但漸漸的習慣，洗澡就是要速戰速決。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動物，到處牆上都是

壁虎，爬來爬去，漸漸也習慣了，經過這十天的洗禮，發現自己的耐受力變強了，

其實自己是可以洗冷水澡，蟲也沒這麼恐怖，不吹冷氣也不會怎樣。在阿卡教育

中心看到學員們主動、有禮貌、認真向學，真的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一個人只有用心去看，就能看見一切。因為，真正重要的東西，只用眼睛是

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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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 3年 5班  林承思 

決定踏進馬偕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後，就不

想放棄我的堅持，雖然在徵選的時候，焦慮著選

拔的結果，選上後又遇上更大的挑戰，但那些皆

已過去，當最大的感動即是拿到人生中難得可貴

的門票並完整的走過這趟難以忘懷的旅程，感謝 

上帝，深信是祂揀選了我，讓我的人生再次開啟不一樣的盎然綠地，讓我知道世

界上有很多頌揚、跟隨祂道的弟兄子妹。 

喜歡我的團隊，我們互相鼓勵、扶持、協助，從來沒有吵過架，反而越來越

親密，因此，我們手牽著手，懷著一樣的夢想與心志，到了泰北阿卡，服務的過

程中，發現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也因為這樣的經歷，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更

敢說、更敢演、更敢表達!惜別會的那一天每個人都滿載而歸，裝載著滿滿的感

動，迫不急待與親朋好友分享。 

非常捨不得離別的那一刻，懷念他們真誠無邪的笑容、誠摯接納的對待、溫

暖無拘的擁抱、天籟般的歌聲、好吃對味的每一餐、虔誠堅定的信仰...也懷念

著那裏晴朗蔚藍及滿天星星的天空、群山環繞著的綠油油田地，宛如天堂般的聖

地，期待再回到那裏找到最真實的自己。 

 

 

護理科 3年 5班  黃安儀 

第一次出國就獻給志工，雖然只有短短的十

天，背後籌備的日子是多上好幾倍，當腳一踏

到清盛那純樸又美麗的土地，瞬間，這些辛苦

籌備的日子都值得了。車子開到了阿卡教育中 

心，孩子滿臉興奮的迎接著，分享衛生教育、中國文化和中文教學外，也交流樂

器，一起唱歌、吹直笛，踢足球放風箏，一起吃飯、洗碗，玩遊戲聊天，甚至晚

上一起在星空下洗澡，很快地融入他們的生活，學會基本問候的語言，來自不同

的國家，不同的語言，常常在溝通上會碰壁，靠著某些中文能力較好學員幫我們

翻譯，或者馬上考驗我們演默劇以及聯想力，比手畫腳講中文又參雜英文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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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是聊天聊得很開心，語言的隔閡並沒有影響我們心的距離。 

這次的志工服務，不只服務偏鄉地區的孩子們，也看到其他國家的文化，原

來這世界那麼的大，滿片的星空以及閃過的流星烙印在心中，也學到團隊的精神

以及教學的方法，對於語言不通，要如何教學?以及各年齡層的分布，什麼是適

合他們的?什麼方式他們比較會學習到東西?各個都考驗著我們，這趟旅程，收穫

滿滿。這邊的孩子在陽光下一起踢足球玩跳繩，那純樸的心，永難忘懷。 

 

護理科 3年 5班  黃詠涵 

籌備半年，只為了在這 10天好好的表現，

雖然還是有很多的不足，需要修改，但一次次

的經驗告訴我需要怎麼做，才可以使的下一次

的衛教更加的進步，相對的旁邊的隊員、老師

也給很多的建議，雖然偶爾有突發狀況如活動 

時間延長等的問題，但還好有練基本功如帶動唱及舞蹈，以臨時要表演其他歌曲

時都可以很順利的完成。這次的籌備、活動中進步很多，學會如何計劃、設計活

動是最大的收穫，以前的自己都是參與者，沒有當過帶領他人的角色，來到這裡

會逼迫自己成長、放開、大方表現，而且值得慶幸的是身邊的隊員，相處像一家

人，歡樂、和諧、友愛、不拘束、他人需要時主動幫忙、有任何問題一起解決，

使活動越來越順利、感情越來越好，最開心的是交到很多好朋友，他們都很友善、

禮貌地對我們，感覺我們之間好像認識很久的老朋友一樣，雖然在泰北的這段時

間每天都沒有睡飽，但只要看到他們的笑容所有的疲勞都會不見，他們就像精神

糧食一樣，帶給我們活力，所以我也會再去。 

 

到泰北阿卡教育中心，與其說是服務，更貼切的是陪伴，彼此在人生的旅程中，給一份溫暖、

留下感動印記。在阿卡，我遇見人性最初始的純真、體會簡單的快樂！      陳春梅主任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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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給下屆服務團隊的建議 

一、衛教、活動主題： 

地點 主題、建議 

阿卡教育中心 1. 性教育，因為距離上一次在學生教育中心舉辦的性教育

課程已經隔了 3年，學生已畢業，實用主題可重覆。 

2. 文化交流主題：(1)認識台灣原住民(歷史、傳說)，可帶

他們跳原住民健康操。(2)客家文化：做湯圓、擂茶、搗

麻糬。 

3. 小組活動：母親節活動可以以影片的方式，並臺灣的母

親歌。 

清盛中學 中文教學：會話、日常生活對話。 

滿種部落 寓言故事 

景溪國小 性別教育：知覺性別特質並自我認同、察覺並悅納自己的

性別角色 

晨曦勒戒所 1. 可舉辦籃球比賽 

2. 健康篩檢可延用，並且搭配相關疾病的認識及健康資訊。 

 衛生教育主題：糖尿病、登革熱、環境衛生、營養攝取、傷口自我

照護、洗手的重要性等。 

 認識台灣節慶：端午節、中秋節…。 

 中文教學:單字→句子→會話、日常生活對話、搭配音樂的效果會

增加，可以附上歌詞解釋及羅馬拼音。 

二、徵選提問建議： 

1.為什麼想參加國際志工服務隊？ 

2.擅長什麼？ 

3.對阿卡瞭解程度？ 

4.為什麼準備這樣的表演？ 

5.對國際志工服務有什麼期望？ 

6.針對書面資料提問題，如過去社團經驗等。 

7.如何在團隊中合作? 

8.籌備的時間漫長、事物繁瑣，如果整天的籌備，有何特質可接受挑戰? 

9.曾經參加團隊遇到最難解決問題時，如何解決?交給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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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介紹我們在臺灣生活的紀錄片：讓阿卡教育中心學員們更認識台

灣、志工的生活。 

 製作志工用手冊：內容包括衛教流成表、行前準備清單、歌詞、

簡單泰文、服務期間注意事項、筆記欄等……。 

玖、照片集錦 

  
出發於曼谷轉機的空檔進行籌備會議 相見歡，自我介紹(阿卡教育中心) 

  

學員表演阿卡傳統舞蹈(阿卡教育中心) 小組活動，我的自畫像(阿卡教育中心) 

  

牙齒保健 團體遊戲活動(滿種部落) 文化教學-書法、寫春聯(阿卡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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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高山舉目 詩歌教唱(阿卡教育中心) 自我介紹 中文教學(阿卡教育中心) 

  

牙齒保健(阿卡教育中心) 健康測量，刷牙回示教，(阿卡教育中心) 

  

健康測量，血糖測量(阿卡教育中心) 健康測量，記錄站(阿卡教育中心) 

   

愛在七夕，玫瑰胸花製作(阿卡教育中心) 愛在七夕，玫瑰胸花製作(阿卡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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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保健 正確刷牙的示範(景溪國小) 牙齒保教 課後帶動唱活動(景溪國小) 

  

文化教學：愛在七夕，玫瑰胸花製作(清盛中學) 中文教學帶動唱(阿卡教育中心) 

  

中文教學 小組練習中文自我介紹(阿卡教

育中心) 
毒品防制說明(阿卡教育中心) 

  

8/12母親節 拼貼畫活動(阿卡教育中心) 8/12母親節 小組活動(阿卡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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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勒戒所 毒品防制，小組分享(晨曦勒戒所) 

  

誰是領袖之團康遊戲(清盛中學) 小組中文會話練習(清盛中學) 

 
 

惜別會前 小組杯子歌練習(阿卡教育中心) 惜別會志工泰文歌曲表演(阿卡教育中心) 

  

景溪國小 服務活動後遊戲 阿卡教育中心 學員上學前集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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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ong組 春聯作品(阿卡教育中心) A-Saw組母親節小組活動(阿卡教育中心) 

  

A-Nya組 母親節小組活動(阿卡教育中心) A-Pu組(阿卡教育中心) 

  

A-Mui組(阿卡教育中心) A-Ha詩歌教唱小組(清盛中學) 

  

阿卡教育中心足球隊學員們 惜別會前志工互相鼓勵(阿卡教育中心) 

 

 

「分享、交流、學習、成長」， 

擁抱心視界、讓愛無國界、生命飛揚。 

 

孫惠玲 帶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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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青年志工名冊 

活動名稱：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計畫 

單位名稱：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社團名稱：慈惠社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就讀學校 

或任職單位職稱 
Email 電話 

孫惠玲 女 55.07.02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護理科教

師 

s068@eip.mkc.edu.tw 0937-907-246 

林泳滋 女 61.03.31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護理科教

師 

rachellin1688 

@msn.com 
0937-520771 

陳春梅 女 56.12.08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教官 

mei27908 

@gmail.com 
0920-078-461 

尤翊菩 女 83.12.19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學生 

peach1219 

@yahoo.com.tw 
0911-447-533 

呂佳玲 女 85.03.18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學生 

fighting.ss501 

@yahoo.com.tw 
0975-419-633 

蕭育婷 女 85.12.14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學生 

tv284733482000 

@gmail.com 
0912-986-709 

林承思 男 86.02.12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學生 

g34113411 

@yahoo.com.tw 
0981-414-808 

黃詠涵 女 86.07.05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學生 

nttu98221 

@yahoo.com.tw 
0975-879-632 

黃安儀 女 85.12.22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學生 

anita851222 

@yahoo.com.tw 
0917-580-705 

劉恒毅 男 83.11.27  
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校友 

adventure11_27 

@yahoo.com.tw 
0917-438-649 

合   計：10人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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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經費支出明細表 

活動名稱：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 

單位名稱：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社團名稱：慈惠社 

（民間團體不需填寫） 

活動日期 
104 年 08 月 07 日至 

104 年 08 月 16 日 
服務學校 阿卡學生教育中心 

活動總經費 新臺幣       335,380元整 

本專案補助 新臺幣 75,000整 

自籌及其他

單位補助 
新臺幣 260,380元整 

活  動   經  費  支  出  明  細 

項  目  名  稱 金      額 用      途 備    註 

往返機票 179,600 台北-泰北清萊費用來回  

機場接送 3,600 學校-桃園國際機場團隊 8人接送  

交通食宿 100,000 

1.清萊國際機場-阿卡教育中心 

2.阿卡教育中心至活動地點間往

返之交通運輸 

3.住宿地點與服務地點之交通 

4.每人每天住宿 400元，餐費 350

元，車費 250元 

 

保險費 3,800 醫療 200萬及意外殘，10天保費  

教材材料 
  

9,737 

含水寫紙、春聯紙、膠帶、光碟、

尿糖試紙、胸章、小組活動糖果、

優碘棉枝等 

 

簽證費  12,000 簽證費  

預防注射 9,563 
預防注射每人A型疫苗2劑及瘧疾

口服藥 28天 
 

雜支 7,180 電池、成果影印等  

培訓住宿費 9,900 培訓 3週  

合計 335,380   

學校(含社團名稱)：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社 

經手人：孫惠玲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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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表 

結報資料 
■成果報告表   ■經費支出明細表      ■青年志工名冊 
■電子檔磁碟片 ■照片 ■其 它：服務滿意度調查表 

製表時間：2015年 08月 19日 

活動名稱：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 

單位名稱：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社團名稱：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社 

 活動預定時間：2015.08.07－2015.08.16 實際執行時間：2015.08.07－2015.08.16 

活動地點：泰北阿卡教育中心、滿種部落、清盛中學、滿星疊晨曦會勒戒所、 

          泰北景溪國小 

青年志工 計畫人數 10人 實際志工人數(A) 10人 男 2人； 女 8 人 

志工學歷 大學生  7  人，碩士生  0  人，博士生  0 人，社會青年   3  人 

接受服務者 

組織/社區名稱： 

Akha Development Center 

主要負責人： 

PhichetRattanalertsakul 

連絡電話： 

+668-71792416 

+668-44501193 

電子信箱：labui_aga@hotmail.com 

受服務人數 總人數  389人 弱勢人數共 389人 

活動服務時數(B)  80小時 (A)×(B)= 28,320服務總小時 

是否提供當 

地就業機會 
□是，______人  ■ 否 

是否促進在

地經濟 

■是，產值 116,000 元  □否 

(例如志工在當地消費) 

執行階段時間 

青年志工訓練(含性別平等)： 

       名稱 : 基礎訓練+志工特殊培訓+國際志工培訓營 

       時數 : 156小時 

       授課講師: 駱天惠、孫惠玲、林泳滋、陳春梅老師等 

       內容摘要: 基礎訓練、特殊培訓、活動設計及音樂活動等 

出國服務期間是否遇有意外事項: 

       □是，□醫療事件 □交通意外 □文化衝突 □團隊衝突  

             □治安問題 □其他            

             如何解決:                    

       ■否 

是否有購買保險：■是，□GOT □GTA □GOTA ■緊急醫療 

                □否 

成果分享方式：■網路 ■成果分享會□其他_____ 

成果報告項目 詳見成果手冊 

Iyouth 青少年國際

交流資訊網帳號 
 mkc2292 

Iyouth青少年國際交流

資訊網部落格網址 

https://iyouth.youthhub.tw/iyouth/blog

_ManagementPreview.php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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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服務組織滿意度調查 

活動名稱：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 

單位名稱：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社團名稱：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社 

服務國家/地點：泰國北部清萊阿卡部落 

受服務組織/學校/社區：泰北清盛阿卡教育中心、滿種部落、清盛中學、滿星疊晨曦會勒戒所、 

                     泰北景溪國小 

（以下請當地受服務組織/學校/社區主要負責人填寫） 

Name： PhichetRattanalertsakul Title：Akha Student Center 主任 

Phone Number： +668-71792416 

 +668-44501193 

E-MAIL： labui_aga@hotmail.com 

 

1.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efforts of the volunteer group?  

青年志工團隊服務成效 

■ Very good （非常良好）□ Good （良好） 

□ Just ok（普通） □ Need more effort（尚待加強） 

題目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1.對於這次活動的內容滿意嗎？ 96% 4% 0% 

2.對於這次活動的安排方示滿意嗎？ 96% 4% 0% 

3.對於這次活動的時間控制滿意嗎？ 70% 15% 15% 

4.這次的活動對你有幫助嗎？ 96% 4% 0% 

5.你最喜歡哪個活動呢？ 
舞蹈教學 唱詩歌 文化教學 衛生教育 

34%  46% 27% 46% 

2. Are you willing this group to come next time? 

是否願意青年志工團隊下次再來服務 

■ Yes（願意） □ Whatever（無意見） □ No（不願意） 

 感謝您的活動，希望活動可以繼續。 

 活動時間很短，希望你們可以再待久一點。 

 希望有更多的團體活動。 

 希望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能再來。 

 期待有更多的舞蹈與音樂，我不會忘記你們的。 

3. Any suggestions? 其他建議 

希望下次來衛教時能學習到哪方面的知識? 

（1）性教育可於阿卡教育中心 

（2）牙齒保健可於孟高浪中文學校 

（3）更深入的中文、中文會話 

（4）明年增加山地部落服務 3天 2夜，200 位

學員，幼稚園至國小。 

（5）預定 105年 8月 7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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