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輔仁大學社會參與 偏鄉教育關懷計畫摘要報告 

一、活動/計畫名稱：中華電信暨基金會《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中華電信、台東縣蘭嶼中學、輔仁大學 105學期蘭嶼中學冬日學堂 

二、活動主題：閱讀越讀悅讀營 

三、日期：2017年 1月 18日至 1月 25日 

四、地點：蘭嶼高級中學(952 臺東縣蘭嶼鄉椰油村 37號) 

五、活動目標： 

1. 提供教育訓練以培訓核心志工，透過服務活動，傳遞服務價值並凝聚團

隊歸屬感與認同感，從中培養團隊溝通能力、社會責任意識。 

2. 蘭嶼中學冬日學堂以「閱讀」為學堂課程設計主軸，透過學生分組討論

與閱讀，輔以不同教學法（桌遊、心智圖）帶領不同價值互動與分享，

促進對於文字靈敏度，以及語言邏輯之思為理解。 

六、量化資料： 

1. 輔仁大學師長暨助理 2人、大學生 5人 

2. 蘭嶼中學師長 4人、國三生 33人(高中生志工協助部分活動者 7人) 

3. 小學伴問卷分析 

 

 

 

 

 

 

 

 

 

 

 

 

 

 

 

 

 

 

 

 

 

 

 

 

 



 

七、質性資料：從遠距課輔看冬日學堂 

 

《學習端師長回饋》 

蘭嶼高中教務室 李宜芳老師 

整體上很用心，團隊總是不斷討論和修正，力求課程更加充實流暢，且對學生很

關心，總是給予正向的鼓勵。團隊紀律佳，又有禮貌，留給學校老師們很好的印

象。事前規劃有很充實的準備，也會與我們討論後調整課程內容。當一個人授課

時，其他組員都能適時輔助他和引導學生跟上進度，這點很棒。討論課程時，可

以模擬更多學生的狀況及應對方式。有時候學生會太興奮或太疲憊，可能要用不

同方法引導他們回到課程。學生能以較多元活潑的方式學習，又有這麼棒的大學

伴陪伴他們，和他們分享想法和生活點滴，大家都很開心喔!希望這計畫可以持

續下去。 

 

《學習端學童回饋》  

國三甲 胡○竹 

謝謝輔大的所有人，能和你們見面就代表我們有緣，是上帝的安排，之後若有類

似的活動會想參加，因為這是能增進自己能力的活動，是學習的機會。 

 

國三乙 朱○琪 

謝謝輔大的哥哥、姐姐們，來這裡教導我們，閱讀營這幾天我很開心，讓我長知

識，我想和其他人分享，讓蘭嶼更美好。 

 

國三乙 賴○祈 

營隊很開心也很有趣，針得很謝謝你們這麼辛苦的辦了這次的活動，沒有你們整

個寒輔會過得很無趣，真的，很謝謝你們。要是有機會還會想參加。 

 

國三甲 張○慈  

沒想到閱讀營會和我想的一樣這麼好玩，謝謝你們每個人都那麼用心的教導我們，

辛苦了，我愛你們，如果不來參加會很後悔。 

  

《輔仁大學志工檢討回饋》 

兒家系 王竹敏 

我覺得自己可以更細心，多多注意隊友的狀況互相幫忙，原來完成一件事好麻煩

也很不容易，但完成後會很有成就感，有時候自己會表現出不耐煩的態度或沒有

注意到其他人，團隊生活也難會有點摩擦，但從中學會到互相包容以及更了解自



己，未來希望可以更貼心的面對一切。 

 

數學系 林宜芳 

每個人的個性皆有異同，組成的團隊也會不盡相同，核心價值相似卻有不同展現

和更多彈性調整的空間，依夥伴個性開會可以做微調，我卻比較習慣墨守成規，

這段時間我覺得我的情緒管理還有說話方式以及應變能力可以有更進一步加強，

並做好所有的規劃以待不同情況。 

 

義文系 楊 翰 

這段時間我看到了夥伴之間的溝通模式與磨合，我體悟到若是自己的溝通模式跟

以前一樣的話會在這個營隊跟夥伴相處的不太好，所以改變既往的營隊模式，也

確實相處不錯、獲益良多。另外則是具體表達並加強自己的說服力，以及柔軟度，

讓活動更順利。 

 

心理系 杜彥瑩 

小學伴很暖心，也認識更多人。這段時間身體不適，更要把自己的情緒處理好，

三思而後言，也辛苦與謝謝這一次參與的所有人。 

 

護理系 蔡佳宇 

實際踏到蘭嶼更了學習端的一切，也與小學伴見面，了解到蘭嶼孩童的個性，另

外對於情許管理可以加強，若前置準備不夠周延會很容易緊張並情緒激動會波及

他人，遠離人群靜一靜。 

      

 

八、冬日學堂執行方式 

 相見歡：兩班同時進行破冰，大小學伴認識、開場由大學生表演短劇場來

引起認識、熟悉感，戲劇內容與閱讀營隊相關，藉此進行背景說明、刺激

學童想像，後說明未來課程及注意事項、小默契。 

 美味魚骨：藉由閱讀林文月的《蘿蔔糕》範文，引發小學伴對於食物口感、

味覺、情感之聯想，並進行該文架構，分類出心智圖之大標，帶領學童進

行小組討論，訂定主題，繪製魚骨造型的心智圖並上台分享。 

 感性短文：每一組進行各自文章朗讀並分享相關文章，從中感受優美的句

子以及人生佳句，並認識不同形容詞加以內化並增加未來在文章書寫之修

飾。 

 說書人：利用心理測驗、錯視圖案等做引起動機，引導小學伴「看圖說故



事」，並說明宋朝說書人由來，讓小學伴依照現有圖片創作自己的故事「加

油添醋」，並讓孩子感受到文字與語言的歧異性，以及小組繪製一張有故

事的圖和夥伴分享。 

 海洋文學：藉由外界報導蘭嶼之旅遊文章、蘭嶼達悟族人夏曼·藍波安之

作品摘錄與學生進行互動，從中學習ㄧ些修辭以及情感表露的技巧，並由

生活融入引導學童對於海洋的書寫與關聯。 

 怒怒聽音樂：讓學童對於音樂有發散性的想法，並藉由感受音樂起伏畫線，

而用心智圖的方式用將抽象的音樂用比喻手法或形容詞表達出來，進行多

樣感官統何進行五官的聯想，讓生活多有體會。 

 尋寶大作戰：運用學校圖書館的場地進行活動，將猜謎謎題藏在書架等處，

讓學童找尋並思考，同時吸收諺語等小知識，達到任務後閱讀指定書目，

次基學童閱讀課外書以及不同種類的書籍。 

 我是誰：透過《二十四個比利》讓學童了解不同人格、情緒，不在不同情

境下每個人會有不同反應，從中配文文章中的代名詞為何，了解上下文與

題意，學會接納自我以及尊重他人還有換位思考。 

 閱讀咖啡廳：在途書館播放咖啡廳的音樂，在輕鬆的環境下挑選喜愛的雜

誌內容（CHEERS、遠見、天下、CM等等），增加學童閱讀廣度以及了解借

閱書集的流程，並分享自己最喜歡的一段話。 

 怒怒不開心：藉由文章朗讀讓學童感受到抑揚頓挫的語氣差異，以及加強

之重點，並透過繪本進行價值觀的討論，最後了解語氣之重要後來扮演指

定角色。 

 讓故事延續下去：藉由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當做引起動機，讓學童融入故事

氣氛，並隨機指定讓故事經由每一個人的創意接續，同時會依照關主的不

定時加入增加困難度以及故事的變化，訓練學童的創造力與應變力。 

 結業式：邀請校內師長一同參與，讓學童代表上台分享心智圖、個人文章、

營隊心得，並贈送蘭中師長感謝卡，讓大學生給予小學伴期許。最後一起

唱營歌。 

 

 

 

 

 

 

 



九、照片實錄 

  

三天兩夜的集訓週。最後四個營隊參與派遣禮

並團拍，期待每一隊活動圓滿平安。 

相見歡校長楊瑞良勉勵雙方，希望彼此活動後

都可以反思，讓閱讀轉化為生活體驗的基石。 

  

大學伴在相見歡時自我介紹，並介紹這一次活

動為閱讀營，同時藉由演戲帶領營歌、營規，

學童熱情歡迎。 

在美味魚骨課程中，孩子們同心協力完成學習

單任務，在彼此討論中完成一道料理的製作、

味道與情感等等的描述並上台分享。 

 

 

 

 

 

 

 

在個人短文課程中讓孩子們閱讀心靈小品思考

態度以及感受，並從中學習形容詞的運用，進

行小組討論，最後請學童分享。 

在說書人課程中，讓孩子們藉由空白對話框的

漫畫來發揮創意與巧思，藉由互相激盪故事發

現不同角度與可能。 



 

 

 

 

 

 

 

在與蘭中師長一起討論教案後，藉由師長建議

即時修改討論，海洋文學課程中除了作者外也

加強孩子對海洋的感悟與描述。 

在尋寶大作戰課程中藉由解開問題得到關主提

示並找到指定書目閱讀。 

  

在閱讀咖啡廳課程中選取喜歡的雜誌進行閱

讀，並在回饋單上分享自己喜歡的佳句與對未

來的想像，並邀請孩子上台分享。 

在怒怒不開心課程中帶領孩子嘗試朗讀席慕

蓉、余光中等人的新詩並分析情感與加重語氣

的變化。 

 

 

 

 

 

 

 

 

 

 

 

 

在我是誰課程中團體討論，導讀完 24個比利後

讓孩子分析的其個性與做事方式，並上台分享

自己對於情緒變化的想法與管理。 

結業式與蘭中師生進行合影，105蘭嶼冬日學堂

「閱讀越讀悅讀」圓滿結束。 

 

 

 

 

 

 

 



玖、活動相關教案簡報 

    

 

 
 

 



 

 

 

 

 

 

 

十、檢討 

 

 相見歡： 

1.除了主持人帶動氣氛以外，隊輔可以多多觀察小學伴反應，並主動

向前與小學伴互動，一起帶領活動進行。 

2.因臨時變動場地，影音播放不順利，需再多次彩排確認設備以及每

個夥伴了解相關障礙排解。 

 美味魚骨： 

1.學習單書寫時，文義解釋須清楚，可製做 PPT 與確認口頭說明是否

明確，以利小學伴理解。 

2.播放影片雖可增加學童注意力，但在播放影片前或特定片段可再旁

提點重點或注意之處，以利學童反思。 

3.除了注意上下課時間外，上台者可注意每個段落的時間分配與重要

度，掌控好時間與課程。 

 個人短文 

1.座位在後方的組別容易被忽視，上台者可走到四組中間處講解。 



2.學童踴躍舉手，但因時間有限所以無法平均分配，上台者可注意隊

輔們指示與記分板上的分數等情況適時點名。 

 說書人： 

1. 講義發放後，小學伴注意力集中在講義而忽略上台者的規則講解，

應先講解注意事項並說明各種舉例後再發下講義。 

2.利用畫圖來創意思考對於學童而言十分析引，故建構故事時都很認

真，但有些組別比較著重在上色部分，蘭中師長回饋：備課時先預想

當時會發生什麼事情，以備臨時狀況的發生。 

 海洋文學： 

1.播放影片與輸寫學習單時，有些小學伴比較沒有興趣。蘭中師長回

饋：課程的部分可能過於著重在作者的介紹而不是海洋文學，對於蘭

嶼的小朋友，海洋文學算是生活中的一部份，可能有些是在部落涼亭

聽到的故事，建議可利用海洋文學引導創作，或是利用修辭文學，如

果認為文章創作對於小學伴過於困難，可導向個人生平的部分。文章

後面的統整很完整，但對於文章的熟悉度可再提升。對於自己都覺得

無聊的部分，可以加個串場或是笑話來喚醒學生。 

 怒怒聽音樂：  

1.閱讀文章以及帶領學童一同場復因時間關係無法進行，在後面課程

會注意時間使學童能主動撿垃圾、靠椅子。蘭中師長回饋：在蘭嶼，

部分大人可能隨手丟棄垃圾，故學童從小看到並無建立主動撿地上的

垃圾的概念，學校也再推行，也期待大學伴在帶領活動時能刺激孩童

維護環境整潔。 

 尋寶大作戰：  

1.小學伴對於活動的參與度很高，但因為是動態與闖關，所以在規則

上需要更加以說明，需搭配投影片更明確。 

2.因大學伴對於細流、教案的不熟悉與學童積極參與故秩序稍微混亂，

而耽誤了時間，在晚上的行前會、檢討會需明確告知大學伴流程，並

演練可能發生情形。 

 我是誰： 

1.引起動機的演戲橋段場面有點混亂，學童會想一同加入，後面學童

被劇情吸引故融入情境。 

2.學習單部分題目稍難，經隊輔們在旁協助小學伴後大多都能回應問

題，並讓學童思考如何面對狀況，而學同上台分享踴躍。 

 閱讀咖啡廳： 

1.因營期到第三天，經過之前教學上的檢討，在講解雜誌與遊戲規則

時很順利，但在借書程序以及分裝飲料時場面混亂，在人力安排上可

以有更彈性的調動，隊輔進行不同指示並帶領學童一起任務。 

 怒怒不開心： 



1.學童對於朗讀與上台示範反應熱烈，在繪本故事的解說上也很投入，

僅加分過度集中在第四組（因第四組分數落差其他組甚多），隊輔們

可以適時地提醒上台者，並先建立好默契與暗示。 

 讓故事繼續下去： 

1. 在讓學童故事接龍時，部分小學伴無法順間接續故事內容，因此被

點到時有些錯愕，隊輔們也因給予學童創作思考的時間，故無立即給

予學童提示或引導，在等待的時間上需有一個共識，並在試教時深入

思考如何引導。故該課結論因為時間關係有點匆忙，隊輔們也可以提

醒上台者時間（同上點，建立默契與暗示）。 

 結業式： 

1.氣氛歡樂，因時間關係沒有讓每一組進行心得分享，需在教案上有

多留時間。 

2.因為沒有與學童進行結業式的彩排，故在進行頒獎、拍照與復位上

場面混亂，因此大學伴要做好準備並觀察氣氛，主持人、攝影師、隊

輔可以隨時提醒。 

  

 

 

十一、生命故事 

 

成員：王竹敏 

  在這次的蘭嶼冬日學堂，我看到了很多熱情又純真的孩子們用最開懷、

最讓人溫暖的笑容迎接我們。在他們身上我看見多數台北孩子沒有的活力和

天真，他們會很認真的投入課程活動，專心地做好手邊的事，每個競賽活動

會熱情積極的參與，少了多數成長在台北的學生臉上會有的傲慢和愛理不

理，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是溫暖和活力，讓我深受感動和欣慰。 

原本一開始很擔心以「閱讀」為主題設計的課程太過枯燥乏味很難吸引他們

的注意力，但看來擔心都是多餘的，因為從一開始的相見歡他們就非常的捧

場，不吝嗇地給予我們爭生和回應，給了我滿滿的信心和鼓勵。 

  瑄瑄，表面上看起來有點叛逆，但本質上卻是一個活潑又真誠的女孩，

上課時很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問答時也毫不羞澀怯懦，讓人很難不去喜歡

她，情感真摯、溫暖動人。 

  慈慈，跟瑄瑄一樣活潑可愛，上課時有時候會跟瑄瑄一起過度激動，但

總是願意配合台上的老師，也會幫助我讓大家冷靜，是個很可愛的女孩。   

  薰薰，我並不是他們隊上的隊輔，雖然她也一樣活潑但上課比較冷靜，

一開始會注意到她是因為我問問題時他那種渴望回答、積極認真的表情，讓

我不自覺被她吸引、很想點她，之後她開始無尾熊、無尾熊的叫我，讓我有

一種被當成朋友的感覺，很開心。 



  竹竹，是我的小組員，我真的很喜歡看她笑，她開心的時候會盡情的大

笑，我常常會看呆、因為很美很好看，雖然她有時候看起來瘋瘋癲癲的，但

會認真的投入活動、也會用心的寫學習單。 

  韓韓，也是我的小組員，個性活潑，對人友善，很願意為小組盡一份心

力，幫忙想點子，有很多很棒的創意，最重要的是，他的表情真的非常生動! 

  昌昌，他是個很喜歡「理性思考」的孩子，雖然個性比較偏向害羞，但

是他都很認真的投入課程活動，寫學習單很認真，是個比較謹慎的孩子。一

開始他不敢上台和大家分享他的學習單，但經過鼓勵後他還是勇敢跨出那一

步，我相信他之後都能記得勇敢表達自己想法是多麼棒的一件事。 

  恩恩，一開始看他很安靜、有時候還不小心睡著，其實心裡有點難過，

但後來知道他只是太累，也慢慢觀察到他其實是一個很貼心、很認真，而且

喜歡閱讀的孩子。在尋寶大作戰時他能靜下心來安靜的閱讀自己的書、之後

也很願意舉手發言，念詩句給大家聽，其實是一個很棒很優秀的孩子。 

  以上，只提到這些孩子是因為有比較深刻的感受，因為要我一個一個題

可能會寫個滿滿十面吧! 

  但沒提到不代表不重要，他們每一個都很特別、很讓人喜歡，我都有注

意到他們的特質，那些溫暖、讓人會心一笑的小舉動，和那一張張專注聽課

的表情、一張張陽光的笑容都會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 

 

成員：楊翰 

   此次的冬日學堂，我見到了以前熟悉的民宿老闆與一群可愛的小學伴，

當然也包括了自己熱情的夥伴和師長們。我在來遠距前的單位所辦的營隊大

都是非常有效率和嚴肅的，但這次的營隊並不想在像那樣操作，辦好了營隊

但會跟一兩個人傷了感情，其實沒那個必要。  

    看著蘭嶼的孩子們，起初覺得他們是偏冷淡的原住民部落，只有幾個會

跟你特別好，但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特別成熟。因為提早工作的關係，要幫家

裡做事，所以他們也會來幫你做事，只要他們有看到的話；我們台灣像他們

提早工作的孩子反而比較少，民族性與生活環境也不一樣，因而與小學伴們

不同。 

    營隊到了後期，我與幾位小學伴們變得特別好，尤其是小豪和小祥。小

豪在跟我見面時都會與我互相擊掌互動，聊的熱絡；在班上似乎是位開心果，

但是我與他私底下聊的時候，他有給我種很孤單的感覺，我在他身上看到我

過去國中的影子，我要盡量去幫他，我當下是這麼想的。而小祥的話是像過

去我很要好的一位朋友的個性，很有雅量，別人開他玩笑也種是笑笑的，我

在最後要離開的那晚，與他聊了好多好多。 

    這次營隊裡，與佳宇的老闆聊天讓我覺得收穫非常多，也還好做了筆記，

從他身上得到了些啟示，蘭嶼的未來是何去何從呢? 當地人一定是想先做好

當下吧(笑)。 



 

成員：蔡佳宇 

  從學期中開始籌備，中間經過了各種考試、報告、實習的摧殘，隨著寒

假的到來，冬日學堂也越來越接近了，在集訓週的試教中體會了原本規劃好

的教案，並不是想像中那樣的順利，其中有許多的連接點需要多加思考，經

過與組員的互動也稍微了解在實作中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經過三天兩

夜的集訓後，除了對於教案的熟悉外，組員們之間越來越熟悉彼此。在閱讀

營的這幾天，看到了小學伴不同於螢幕前的各種表現，有些相較於螢幕前活

潑，而有些看到大學伴反而比平日更害羞，但最大的收穫就是看見在第一天

因沒有興趣而趴下休息的小學伴在最後幾堂課舉著手搶著上台分享，不知道

是加分制的緣故還是每晚的檢討與改進起效用，但只要小學伴上課認真吸

收，我想這就是台上人最大的收穫。在蘭嶼的這幾天除了待在學校外，很幸

運地能利用空閒的時間到部落走走，從中了解了蘭嶼最美麗的其實並不是風

景，而是這裡的文化，一開始對於蘭嶼的印象就是禁忌非常多的地方，但與

當地居民的互動後發現，每個禁忌的背後都有個理由，有時，禁忌的存在是

為了生存、溫飽家人。這次最大的收穫就是接觸到小學伴與師長們，與師長

結束檢討會後，感覺就像再次的充電，讓我有動力繼續伴讀，以生命陪伴生

命。 

 

成員：杜彥瑩 

   蘭嶼距離台灣有多遠?遠距教學，隔著海，透過網路視訊，我們可以看見

彼此，那是第一類接觸。那我們還可以在更靠近些嗎?2017 年的寒假，因著

冬日學堂，我們踏上蘭嶼的旅程。 

    從 11 月份開始籌備，每一次的討論，好像都讓我們更靠近蘭嶼一步，從

零開始，教案慢慢有了初步的模型，再討論再修改，那看起來就像是打在文

件裡不太真實的文字，有了這樣的構想，但實際操作起來又會是如何，卻不

得而知。很快地逼近了期末考，考完試就進入冬日學堂的集訓期間。真正的

開始試教，教案不在單單只是存在腦袋中的構想。在試教的過程中發現問題，

大家再一起討論並且改進。 

     集訓結束後就出發前往蘭嶼。踏上蘭嶼的那一刻，心裡有一種「我們終

於到了。」的感覺，一方面意味著活動即將開始，同時也代表即將結束。在

蘭嶼的日子，過著團體的生活，大家除了上廁所以及洗澡的時間，幾乎二十

四小時都待在一塊。從朗島步行到東清，訪問民宿老闆，再和老闆聊天的過

程中，用其他角度去了解蘭嶼，不管是文化還是觀光，我們總會帶著自己既

有的價值觀去看待其他人，因為彼此的不同，有時候會產生誤解，換位思考

的難度在於我們總是被困在自己的視角裡思考。文化是如此，觀光也是如此，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應該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真正的去了解一個人，



一種文化。椰油民宿老闆或許是因為橫跨在傳統與現代的年代之間，所以對

文化很有感觸。老闆的父母遵循著傳統吃地瓜芋頭、捕魚，讀書在那個年代

會被指責。老闆的小孩已經有外蘭資源進駐，開始過著漢人的日常生活，吃

白米，念書翻身。當我們開始去追求慾望的時候，那是一個怎麼樣也填不滿

的坑，無底洞似的，我們只會想要的越來越多，逐漸迷失在追逐的快感，真

正需要的是什麼，卻早就被拋在腦後。 

      和蘭嶼的小學伴們接觸，看著他們從不太敢上台分享，到最後幾堂課

熱烈發言。教育好像是這麼回事，我們永遠不可能看到顯著的量化數據，因

為發生在你我身上的改變，那些微小卻重要的變化，是無法立即反映在數字

上面，我們的質確實因為彼此的相遇，產生了變動。 

 

成員：林宜芳 

    這是我第一次去蘭嶼，跟出其他隊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因為交通不

方便的關係需做準備更多，容錯空間也比較小，像是忘記帶東西，不再是

件小事，可能沒有辦法折返或再補買，得直接想替代方案了。 

從 11月便開始慢慢的準備，到集訓週，再到營期結束，一切都過得

好快、快到感覺不太真實。經常到了一刻還是覺得準備不夠充分。不過我

們還是很幸運的，並沒有被任何的天氣狀況拖延到行程，去程還能搭到飛

機。從高空眺望下去，被海洋擁抱著的蘭嶼，真的很美。撫平了緊張躁動

的心，也更加期待踏上這片土地。 

營隊期間我發現到我的兩位小學伴和平時在遠距時截然不同的一

面，覺得非常有趣，也更加的認識他們。而其他的小學伴也時時刻刻用他

們的熱情和善良感染我們，身在這樣的一群貼心可愛的孩子中，實在是再

幸福不過了。除了積極參與的小學伴，前來幫忙的高中生小助手們也相當

給力，分擔了我們的準備工作，使活動的進行更加的順利。 

在蘭嶼的時候，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在當地做踏查、與居民互動，更深

入地了解了當地文化，充分地感受到了蘭嶼人的熱情和善良。在路上走路

的人，只要朝著車子招手，他們就會停下來詢問需要幫助嗎?幾天下來受

到很多人的幫助。訪問到的一位民宿老闆說，以前蘭嶼的居民只要看到在

路上徒步的人，便會主動停下來，只是近年來有許多特地來徒步環島的觀

光客，才開始不再停下來。 

這是發展觀光所面臨的衝突。我們總說，入境隨俗，可是卻是當地人

去遷就了觀光客。再次感嘆於他們的善良，卻也擔心他們的文化會在強勢

的外來文化的衝擊中消失。不過，我能肯定的是，蘭嶼不僅是風景美麗，

更美麗的，是人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