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活動感想 

1 黃婉婷 第 220頁 

2 林錦瑜 第 221頁 

3 莊亞璇 第 222頁 

4 楊淳淳 第 223頁 

5 尹玲邦 第 224頁 

6 陳冠穎 第 225頁 

7 王婷羿 第 226頁 

8 蕭志偉 第 227頁 

9 王珮馨 第 229頁 

10 李雅雯 第 231頁 

11 陳姿羽 第 232頁 

12 王信傑 第 234頁 

13 洪紫珊 第 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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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黃婉婷 系級 國文系四年級 學號 49411037 

� 課輔對象 三民國中一年甲班 

� 教學科目 國文 

� 教學方式 講義講授、學習單練習 

� 參加感想 當了學生那麼久，現在反過來要教導學生，自覺要先做好榜樣 

，才能讓人信服，所以即使是平常講話，遣詞用字都斟酌後再說，

讓我要步入實習前，有個提早到學校環境見習的機會。 

認識了和平地不一樣的小朋友，他們的有趣、可愛、調皮、認

真、純真，都讓我驚喜、快樂；但他們所處環境資源的缺乏，和人

文素養的低落，也讓我為之心疼，傷害他們最深的是家庭，影響他

們最多的是朋友，生活中缺乏的是家庭的鼓勵，所以只好往外發展 

，但也因此常不小心走上歧路。我想，這短短 20天的課輔，除了學

生們課業上的增強，更多的是和課輔教師們建立信賴關係；比起打

分數、管教人的老師身分，更多的是成長路上的心靈朋友關係。如

果能和他們保持連絡，不時擔任聆聽者的角色，或是給予建議、關

心，應該能讓他們感受自己的價值，也在成長中認清自我方向吧！ 

能夠和課輔的夥伴們一同認識那瑪夏的小朋友們，真是這暑假

最好的禮物。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不管是課輔教師討論決定，還是有固定課表，都可嘗試看看，課程

主科之外，越多元分配越好，這樣學生才不易產生疲勞。 

行政支援 歷年課輔的經驗由紙本或電子資料分享（照片或活動說明）， 會讓

新加入的課輔教師較能掌握方向，也較能去蕪存菁，推陳出新。 

課輔學校 大家都很好。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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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林錦瑜 系級 成教所組發班 學號 M9556729 

� 課輔對象 三民國中一年甲班 

� 教學科目 英文 

� 教學方式 1．KK音標發音練習 

2．基礎英文 

� 參加感想 終於實現為原住民學童服務的心願。這是第一次參加山地服務 

，雖然已有多年教學經驗，還是有些緊張。四週下來，覺得原住民

學生是很聰明的，也願意學習。只是師資不足，即使硬體設施不匱

乏，但無法有效運用協助引導同學們學習，實在可惜。 

除了協助山地學童學習，我認為參加史懷哲精神活動的大學部

同學都很值得嘉獎，除了放棄自己的假期，也都全心投入此次活動

的教學與生活帶領。因此乃協商當地地方代表，給予參與此次活動

的大學生們多一份關心與鼓勵，感謝他們為山區學童所做的奉獻。

此外，也請鄉公所提供西點餐盒作為給國中及國小學生暑期結業的

小禮物，減輕參與活動的大學生們自掏腰包的負擔。 

簡單生活就是幸福，是我此次最大的收穫。將來有機會，我希

望自己能多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最後，要感謝三民國中顏主任（顏爸）的鼎力相助，才讓大家

在山上的生活與教學進行得更順利！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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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莊亞璇 系級 數學系三年級 學號 49531233 

� 課輔對象 三民國中一年甲班 

� 教學科目 數學、資訊 

� 教學方式 1．複習國小數學 

2．銜接國中小課程 

� 參加感想 今年除了課輔之外，還接下了隊長這個任務，心態上比起去年

參加時積極很多，在這個位置上，有了很多機會和三民國中的主任 

、老師接觸，相對的，我也必須去學著成為夥伴們與學校方面的橋

梁。雖然去年有參加過課輔，比起隊上的許多夥伴都有經驗，但是

今年一開始，仍然有些手忙腳亂，很感謝夥伴們的支持和幫忙，才

讓整個團隊能夠很快進入狀況。 

今年很幸運，課輔期間只有遇到一個輕颱，暫停了兩天的輔導 

，和孩子們實際相處的日子將近一個月，彼此之間的交流好豐富！

我還記得第一週，大家都被班上的學生搞得烏煙瘴氣，甚至有夥伴

嚷著想放棄，孩子們的調皮實在讓我們招架不住。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我們和孩子們的感情也正一點一滴的累積 

，就算不是自己的課，也會不時的在教室外晃，就是想多看看這些

可愛的小傢伙。 

這四週下來，我得到很多珍貴的回憶，其中最令我感動的，是

孩子們給我的肯定。我很開心，在孩子們的回饋問卷中，幾乎所有

的學生都填了最愛的科目是數學，本來它應該是學生最害怕最討厭

的科目啊！我知道我做到了！ 

這個夏天過去，我能夠更有信心的說，我想當個老師！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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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楊淳淳 系級 國文系四年級 學號 49411023 

� 課輔對象 三民國中一年乙班 

� 教學科目 國文、資訊 

� 教學方式 講義 

� 參加感想 今年完整的上完了四個禮拜的課程，完成了去年因颱風土石流

而未完成的遺憾，也因此更認識了三民鄉這個偏遠，但還未受外界

汙染的世外桃源…… 

這邊的孩子，生活在資訊還未過於發達的日子裡，有著比都市

小孩更天真活潑的心，每節下課就想去操場打打籃球或玩躲避球，

似乎離任何煩惱都遠的樣子。看他們笑的天真、開懷加上四周環山

的優美環境，好像真的能忘卻都市的塵囂。 

這樣環境的小孩，其實要很無憂無慮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他們有些小小年紀就必須跟著父母親外出工作，幫忙挖竹筍…等

等，還會擔心自己的父母親沒有工作、無法賺錢。有些父母親沒有

工作就在家喝酒，喝完酒就會性情大變，疏於照顧孩子；更甚者是

父母親離異或外出工作，把孩子託給年邁的祖父母照顧，隔代教養

也衍生出不少的家庭問題來。 

山上的孩子其實不會比城市小孩笨，只是受限於環境和資源不

足的問題，使得他們的學習動機較為低落，學習的成效也很有限。

短短一個月的課輔活動，能帶給學生的真的不多，不足以讓他們可

以和城市的小孩競爭，也無法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課輔教師在這一個月能做的並不多，這邊的孩子需要的是政府

跟外界更多的幫助，無論是物質上的，更甚者是精神上的……讓這

邊的孩子有機會可以揮灑自己生命的色彩，而不是被現實環境給淹

沒毀滅掉！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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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尹玲邦 系級 英文系四年級 學號 49412043 

� 課輔對象 三民國中一年乙班 

� 教學科目 英文 

� 教學方式 講義 

� 參加感想 這次的教學之旅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但讓我受益無窮。山上

小孩的生活很單純，並沒有其他的誘惑，這點是很令我羨慕的。他

們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是隔代教養，不是父

母照顧長大，有些是給爺爺奶奶帶大、有些是跟阿姨叔叔住在一起 

。一個家庭中兄弟姊妹很多這也是問題之ㄧ，家中有三、四個兄弟

姊妹是常見的。有一次國文課，老師放影片給他們看，劇中女主角

說到她媽媽遺棄了她，讓她變成孤兒，就有一個男生突然到我旁邊

坐下問我說：「 老師，你是阿公阿嬤養大的還是爸爸媽媽養大的？ 

」當下聽到，我很想哭…，我就說：「 是爸爸媽媽養大的」， 他就

問：「 那阿公阿嬤咧？」因為他是阿公養大的，爸爸喜歡喝酒，媽

媽也跟爸爸離婚，由阿公養他和姊姊。這種問題的小孩在這裡不止

他一個。 

我覺得一個月的時間，我們能幫忙的並不多，也不能徹底幫他

們解決問題所在，重要的還是學校的老師與當地政府們能多多關心

他們。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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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陳冠穎 系級 數學系一年級 學號 49731110 

� 課輔對象 三民國中一年乙班 

� 教學科目 數學 

� 教學方式 講義 

� 參加感想 能夠和他們度過一個月的暑假感覺非常高興，雖然只是去課輔一個

月，但是我覺得學到好多，跟只坐在台下聽課的學生相比，我的收

穫比他們更多，學到的不只是如何上課，還有班級經營的方法，對

只是一年級的我而言，收穫算是很多了。雖然教育學程是在大二才

修，但是先有經驗再修教育學程，我相信我的經驗會更加豐富，對

以後要當老師會更有所幫助。經過這一個月跟小朋友的相處，感覺

看到以前的自己，從他們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雖然上課時嚴肅

一點，但下課後跟他們相處覺得他們好可愛，希望以後還有機會上

山看他們。 

課輔時間 還可以啦！ 

課表安排 可以 

行政支援 數位相機可以再多一台 

課輔學校 可以 

分組 可以 

� 
 

建 

議 

其他 無 

� 備 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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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王婷羿 系級 美術系四年級 學號 49491019 

� 課輔對象 三民國中一年甲班、一年乙班 

民權國小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 教學科目 國中、國小美術課，國中肢體表演課 

� 教學方式 美術課：老師講解製作方式，學生動手操作。 

肢體表演課：互動式教學，須由每位學生一同參與。 

� 參加感想 從活動開始前就十分期待山上的悠靜淳樸生活，在這一個月和

山上學生相處下來，從一開始聽不懂他們掛在嘴邊的原住民族語，

到最後還能聽得懂幾句簡單的單字；學生上課的活潑搗蛋，到下課

後像朋友般的一起打球、玩水、聊天、散步，他們回饋給我們的能

量遠遠大過我教給他們的知識；進一步相處後，在了解到這些孩子

家庭或生活上的一些困難其實是十分不忍的，這短短的一個月除了

花更多時間去關心他們之外，在他們生活條件上的改善或是親情上

的修補雖然愛莫能助，但希望在這類的課輔活動中，能讓更多的人

知道山上還有一群可愛的孩子是需要被重視、被愛和關懷的。 

這短短的一個月是用錢都買不到的寶貴經驗，除了在教學上親

臨戰場，有更多的實際操練，學生在課堂上的反應帶給我更多教學

上的靈感與刺激外，從學生身上也讓我能更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在這一個月，這些學生們才是我的老師，謝謝他們給我這個機會，

我學到的是書本上不會教的。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在國小美術課方面，因為是三個年級合併教學，需要較大的教室空

間，美術課的操作上需要大張的桌子讓學生能有空間動手操作，視

聽教室並不適合上美術課，但學校因為空間有限而無法完全配合，

因此希望明年教室在空間上的安排需要再規劃。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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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蕭志偉 系級 國文系四年級 學號 49411004 

� 課輔對象 民權國小六年級 

三民國中一年甲班、一年乙班 

� 教學科目 國小：數學、國語 

國中：體育 

� 教學方式 國小：閱讀文章 

國中：分組球類競賽 

� 參加感想 參加史懷哲計畫前，我總在想：我究竟要帶給學生甚麼？我能

帶給他們甚麼？經過反覆思考後，我覺得我能給的，不過就「希望」

而已。因為縱使我們滿腔熱血，想將我們會的，通通交給他們，但

仔細想想，教育是持續性的工作，是需要花長時間累積的，而我們

來這裡參與課輔不過短短 20天，我們的到來就跟沾醬油一樣，抹一

下就走，能給他們多少東西？我能做的，就是給他們一個目標，讓

他們知道大學有多好，讓他們知道大學並非那麼遙不可及，只要立

定目標努力，認真念書，每位小朋友都可以上大學的。 

來到這裡，發現其實這裡的孩子很聰明，但是學習動機低落，

不喜歡念書，不喜歡上課，不喜歡寫作業。學校老師交代的作業，

不寫就是不寫，就算拿棍子在後面逼著寫，他就是不寫，在他們心

裡，寫作業、念書比被打還要難過，造就他們如此的學習態度，我

覺得最大的原因在於「家庭」。 這裡的孩子絕大部分是單親家庭，

父母離異導致從小失去父母的關愛及鞭導。家長們學歷也不是很高 

，對孩子的課業並不能給予任何協助，甚至對孩子的學業是不聞不

問；為求家庭溫飽，不少家長離鄉掙錢，將孩子留在山上由年紀老

邁的老人家扶養，老人家與孩子有代溝，往往不知道孩子在想甚麼 

，也少有老人家會跟孩子聊心事，而這些孩子沒人照理的情況下，

往往被一些偏差的想法給影響，慢慢向下沉淪、墮落。這些問題在

原住民社會中早已司空見慣，至今仍是無解。這些問題對大學生來

說，根本沒有能力面對，我們能做的，只能做些小小的影響，影響

孩子的心理，讓他們心底產生一點漣漪，只要他們有一點向上進取

的心，對我們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 

這裡的孩子，真的很可愛，可愛到捨不得離開他們。他們下課

會黏著你，跟著你，會跑過來跟你說：「 老師，走，去打球！」然

後一群小朋友就把你牽到球場跟他們一起玩。有一次上體育課的時

候，女老師們也一起加入他們打躲避球的行列，小朋友還會指派某

些很強的人保護女老師，不讓他們受到傷害！在一旁的我們看得又

開心又感動！我們禮拜五坐車下山，孩子們會跑來車子旁邊跟你說 

：「老師，你甚麼時候回來？」我們回答：「禮拜天就會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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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會開始期待我們回來！最後一週結束時，他們又再次問我們

何時會回來？但我們只能回答：「 有空就會來看你們。」不少小朋

友卻因此哭了，跟我們說：「 老師，你不要忘記我們喔！」我們心

底這麼想：我怎麼捨得忘記你們呢？ 

未來一切很難說，但總是希望每個人的未來都可以很美滿，對

這些孩子，我們也是抱著同樣的期望，希望他們都可以健康、快樂

的成長！也希望這個史懷哲計畫，能夠持續不斷的舉辦下去，讓這

些愛，能夠永遠地傳下去。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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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王珮馨 系級 地理系二年級 學號 49614031 

� 課輔對象 民權國小六年級 

三民國中一年甲班、一年乙班 

� 教學科目 國小：英文、國語 

國中：社會 

� 教學方式 國小：英文方面，教小朋友一些基本且貼近生活的單字，並以小遊

戲的方式加深他們對單字的印象；國語方面，主要是讓他們

閱讀有關生命教育的繪本，以引導的方式或討論或寫學習單

讓他們了解書中意涵。 

國中：第一週先讓他們欣賞我們地理系野外實察的實際照片，第二

週開始進入正式課程，並製作講義讓小朋友練習，最後一週

以複習為主。 

� 參加感想 這個活動，我在大一時就有聽蔡老師講過，那時就很想參加，

因為山上一直是我很嚮往的教學環境！快放暑假前終於等到了活動

訊息，因此沒想太多就馬上報名參加。不過報名後到上山前，卻一

直是抱著既期待又緊張害怕的心情，因為之前雖然有帶過兩三次營

隊，但都是以大型活動為主，像這次要自己一個人站在台上教授課

程、帶整個班，這是頭一遭！沒有寫過教案的我，也很害怕自己想

不出來課程，而且聽有經驗的學長說一定要有活潑一點的遊戲才能

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更加深了準備課程的難度，一開始真的是完

全沒頭緒，後來我到圖書館借了不少參考書籍，才慢慢的有比較多

想法出來。 

在國小的教學，雖然第一天被他們的吵鬧程度嚇到，但是第二

堂課開始就越來越喜歡他們，你會發現他們其實都很寶、很可愛，

即使頑皮卻讓人捨不得對他們生氣，這群孩子們就是有這樣的「魅

力」！ 

一開始接觸國中生，則是讓我覺得比國小生還令人頭痛！會覺

得國小生雖然皮，卻不會像國中生讓我覺得有想要「挑戰老師」的

感覺，因此上完兩班的第一堂社會課其實感到滿挫折的，也會很懷

疑自己到底有沒有能力帶好他們；但是從第二週開始，學生的情況

就好很多，也會開始與老師有比較多的互動。 

一個月，看似很長但其實也過得很快，一開始上山我們沒想這

麼多，反正就是上課、和小朋友玩耍，但是到了第二週、第三週，

我們開始思考，利用這短短的一個月，我們可以帶給他們什麼？只

是多讓他們認識一些單字，就這樣嗎？談到這些，心情就會頓時沉

重起來…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沒了教學的動力，就像在行前研習【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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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服務倫理】課程裡，鄧秘書長所說的，帶給孩子們快樂，是我們

的義務也是責任。與小朋友們的相處漸漸多，越瞭解孩子們的家庭

背景，會發現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單親家庭，而且常常必須幫忙家裡

工作，不像城市的小孩，父母會千方百計要他們去上學、學才藝，

在這裡我們常常會聽到孩子們請假的理由是：要幫忙工作。其實是

讓人很心疼的，而且有些較令人頭痛的孩子，更了解他們後，會發

現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可能都是跟家庭背景有很大的關係；我學

習到的是，身為一個老師，當發現孩子有一些較不恰當的行為表現 

，不可以只想「這孩子怎麼這麼不乖」， 你要去了解他背後的原因 

，如果有長時間的機會，才能去幫助他們改善。 

這一個月，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在孩子們的心中留下些什

麼對他們有幫助的，但我卻可以確定，孩子們帶給我的很多很多，

在山上度過了這樣充實而喜悅的一個月，我希望自己可以不忘現在

這份飽滿的心情，在以後的教學路上都能一直充滿動力!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筆電的數量可以再多兩三台會更充足。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1．行前準備的時間可以再更提早一點，讓大家有更充裕的時間了

解當地學生情形、準備教材、及試教或互相討論教學方法。 

2．在國中部分，因為有些科目的老師是兩班學生都會接觸到，例

如社會、體育、美術，建議可以每天都開一個小小的檢討會，

大致將上課或學生有較特殊的情況提出來（例如國中在第一週

時，有發生學生在上課時向老師丟東西的情形）， 供共同上課

的教師參考，也可以一起討論該如何因應及輔導學生的學習情

形。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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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李雅雯 系級 國文系三年級 學號 49511080 

� 課輔對象 民權國小五年級 

� 教學科目 國語 

� 教學方式 問答法、引導法、講述法 

� 參加感想 這是一個很難得、寶貴的經驗，從班級經營、課程規劃、課程

內容、教材編製都是與夥伴們溝通討論，同心協力完成的過程。其

中有非常大的自主空間，雖然一開始會苦惱不知該從何下手，但我

們終究是完成它了，很有成就感，也要非常感謝夥伴們這一個月以

來的幫忙，不論是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都幫了我很多忙，這段時間

與他們一起生活很開心。 

民權村的學生都很活潑可愛，下了課會赤腳打籃球、玩扯鈴，

放學後會到教會找老師聊天、打球、或練鋼琴，雖然有些學生較調

皮搗蛋，但總會有許多趣事發生，跟他們相處非常開心，是非常難

忘的回憶。 

希望跟學生能夠繼續連絡，也希望有機會還能夠參加這類活

動，受益良多。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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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陳姿羽 系級 地理系三年級 學號 49514038 

� 課輔對象 民權國小五年級 

三民國中一年甲班、一年乙班 

� 教學科目 國小：數學 

國中：社會 

� 教學方式 國小：第一週時，第一節主要以測驗學生的程度為主，讓學生們寫

測驗卷，並且讓他們自願上台寫計算過程，並檢討之。第二

節則是進行活動，利用第一節教的搭配遊戲來讓學生們從遊

樂中學習。之後第二週開始則是撘配暑假作業以及活動來進

行課程。 

國中：第一週主要讓學生觀看我們地理系實察時所拍的照片，以 PPT

呈現，並和學生們討論之後的教學方式。在第二週之後開始

上課，以講義為主，並搭配小活動。 

� 參加感想 這次的活動使我獲益良多！在得知教國小五年級時，我心裡既

興奮又緊張，不知道小孩子會不會喜歡我？我該上什麼課程，我要

怎麼帶班？我會遇到什麼困難與瓶頸？不過這些疑慮在之後的行前

研習也一一化解，參加過的學長姐也提供一些經驗給我們。要出發

之前我已做好準備來迎接這個月了。 

剛開始，在各班相見歡時，我發現我們班人數好少，比其他班

來的少，教室也是，好迷你！小朋友們都很乖，也很配合我們玩遊

戲，我還教了他們遊戲的懲罰–蟑螂操，才知道裡面的發音跟他們

的一些話有關，他們聽到我的發音全都大笑起來。 

小朋友們從一開始不甩我們到後來主動上前牽我們的手、故意

逗我們、鬧我們，從在背後評論我們到主動邀我們玩、跟我們講小

秘密，但一個月說長也不長，說短也不短的這樣過去了。在最後一

天，小朋友幾乎都哭了，連我們班幾個喜歡口是心非的小傢伙都哭

得唏哩嘩啦，比女生哭得還慘！我那時才發現，我們真的要離開了

耶… 

在國中方面，這是我第一次上台教課，在備課、上台教課與連

續上兩堂課，我感覺自己好像老師一樣，也體會到老師們的辛苦。 

很謝謝這次參與的學長姐（弟妹）們，因為有你們一路上陪伴 

，使我在這個月不感到孤單，謝謝我的夥伴–雅雯和明玉，因為有

妳們兩個，使我更能知道團結分工的力量，在感到累時也因為妳們

的陪伴，使我不再感到辛苦與累，謝謝妳們兩個。謝謝珮馨，從得

知要上台教社會科的緊張與不安，到最後課程完整結束，謝謝有妳

的陪伴與妳的貼心。謝謝蔡老師與君珍姐，謝謝你們在後面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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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你們，我們才能一路堅持與平安到底，辛苦你們了。最後 

，謝謝這次參與課輔的學生們，因為你們，讓我這個月活得充實與

快樂，也更確定未來想走的路。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器材（相機、筆電）能提供二、三台，獎品的經費能再多一點。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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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王信傑 系級 國文系四年級 學號 49411017 

� 課輔對象 民權國小四年級 

三民國中一年甲班、一年乙班 

� 教學科目 小學四年級、國中一年級體育課 

� 教學方式 小學四年級：協助完成暑假作業，針對較弱的科目進行補救教學。 

國一體育課：熱身之後，分組進行各項球類運動，讓學生活動筋骨。 

� 參加感想 在整個計畫開始之前，自認為對於那瑪夏的狀況有些基本的概

念，那是個偏遠的原鄉，交通與資訊都不能與平地的鄉鎮相比，在

那樣的環境下，教育的資源也相對地缺乏，而我們在這樣的前提之

下，來到了這裡。 

然而實際到達了那瑪夏，發現問題比我私自想像得還要更多，

學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來自家庭的影響更重要。在那裡，看到了

孩子有時需要跟著家人工作無法上課；看到了孩子中午放學回到沒

人在的家，拿著家人給的錢自己解決午餐；看到了孩子晚上在電視

前等著媽媽回來卻餓到睡著；看到了孩子們背後一戶戶破碎的家庭 

……。 

我從不敢奢望能改變他們實質上的生活，在一種心有餘而力不

足的無奈下，我們以能力所及的範圍盡力幫助他們，一碗簡單的泡

麵、一份剩餘的便當，不只給了他們溫飽，看著他們臉上滿足的表

情，也讓我們稍稍忘卻了那討人厭的無力感，縱使那無力感日益強

烈。 

我們能給的永遠不夠多，但至少能給他們一個夢想的種子，我

們播種，而成長茁壯只能靠他們自己灌溉，在他們的人生中，這段

時間只是渺小的一個月，但是只要能對他們的未來產生一點點影響 

，那我們就是關鍵的存在。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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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洪紫珊 系級 教育系二年級 學號 49651012 

� 課輔對象 民權國小四年級 

� 教學科目 英文、社會 

� 教學方式 主要是以講述法為主，上英文課時會帶小朋友進行小遊戲，而上社

會課時則是以 PPT做為教具。 

� 參加感想 去年因為社團出隊沒有參加這個課輔計畫，今年抱持著姑且一

試的心態試試看，想不到由於人數的關係，今年是有報名就錄取了 

！在得知這個消息後，我就很期待出發到那瑪夏那天的到來！ 

剛上山的那一週，老實說還真有點不習慣，因為教會沒有電腦

和電視供我們使用，如果要打教學日誌，大部分的夥伴都要去國中

的電腦教室，而要想看到電視，就只有出去吃飯時才有機會了！平

常在教會，夥伴們不一定會有交流，因為國小和國中的上課時間不

一樣，大家也都各有自己的事要做；反之，我們這些課輔老師與小

朋友們的互動似乎還比較多，因為小朋友們常常會三五成群跑到教

會找我們玩，有些小朋友還曾經「熱心」的叫我們起床呢！我是還

可以接受啦，但是有時候小朋友捨不得回家，我們就連要去吃個飯

都很難抽身，由此可見小朋友是多麼熱情了！ 

原住民小朋友真的都很可愛，也許是在村子裡大家都互相認識 

，所以小朋友一看到我們就都很有禮貌的說：「 老師好！」我還記

得剛到那裡的那幾天，有天下午我在活動中心附近遇到一個小男生

和一對雙胞胎姊妹，其中一人先向我問好後，竟然就跟我攀談起來 

，一點都不怕生！原來他們才要升上三年級，今年還沒有參加課輔 

，但是自從那天以後，他們只要遠遠的看到我，就會熱情的跟我打

招呼，後來那個小男生還常跑來教會找我們玩呢！此外，原住民的

好歌喉是眾所周知的，在第三週的週四晚上，有幾位小男生跟我們

一起躺在國中的操場上看星星，接著他們還唱了好幾首歌給我們聽 

，有時候他們還會改編歌詞，而厲害之處就在於他們改編的詞都還

能對到拍，我想，稱呼他們為「急智歌王」，應該也不為過！ 

時間飛快的就到了最後一週，我發現有些原本不太會來教會找

我們玩的小朋友，到了最後一週，幾乎是每天都來報到，也許是捨

不得我們即將離開吧！最後一天同樂會時，我們班的幾位小女生都

哭成一團，我原本就已經忍不住哭了，看到她們哭得這麼慘，我更

捨不得了！就連在安慰她們時，我都覺得自己很沒說服力，因為我

說不到幾句話，就覺得鼻頭一酸，接著就是偷擦眼淚。要上車前，

那幾位小女生都自願幫我拿行李，連學弟看了都吃醋了呢，只能說

這群小孩真貼心！如果有緣的話，我們一定會再相見的！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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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瑪夏的小朋友們！有機會的話，我會再回去看你們的！如果時間

許可，說不定我明年暑假就又回去囉！ 

課輔時間 無 

課表安排 無 

行政支援 無 

課輔學校 無 

分組 無 

� 
 

建 

議 

其他 無 

� 備 註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