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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愛到泰北」—2017國北小泰陽志工團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四甲　李沁蔚

2328.70公里，是台北到泰北的距離。
身為大學生的我們，能為泰北做些什麼？

國北小泰陽是由本

校各系所的同學組成的

志工團。「小泰陽」是

同學們自詡的名稱，一

方面取自「泰國」的諧

音，同時也期許自己像

是一片黎明曙光，承載著滿滿的愛，給予泰北溫

暖。經過一年的準備，從團員的志工心態養成、

教學經驗的累積、基礎和特殊志工訓練、教案教

具的準備，到物資的募集和服務理念的分享，終

於在 2017年 7月 15日至 8月 17日，順利完成
今年暑假小泰陽的泰北服務之行。這 9年來小泰
陽持續地前往泰北服務，參與的同學們相信教育

是需要深耕的，也期許自己帶著熱忱、敏銳的

心，看見當地的需求，去服務、發掘需要小泰陽

幫助的地方。

 泰北‧黏人的土地

泰北的華族來自戰爭的後裔。隨著泰國義

務教育逐漸普及，當地學童學習中文的風氣不復

以往；文化上的差異對小泰陽的同學們來說也是

非常大的挑戰。儘管如此，今年的志工團除了提

供正式的華文及數學帶班教學，也為當地學童們

準備了豐富的多元課程，並著手改善當地的學習

環境，期盼能增加泰北的學童學習華文的興趣。

同學們不僅在出團期間，每天固定開會檢討服務

內容、研擬改善策略，返台後亦持續與泰北當地

學校保持密切的聯繫，一方面了解、掌握當地的

現況，並以此改善先前的服務內容，同時不斷地

嘗試與創新，讓一切工作能更貼近當地孩子們的

需求。

 唯有置身教學現場，始真正體會到教育是一
個令人感動的過程

今年泰北行服務期間，小泰陽的同學們深

刻地感受到「陪伴孩子成長」是一種責任也是一

種傳承；更重要的是，同學們從教育中獲得的喜

悅就是最有價值的回饋。每個孩子背後其獨特的

故事，等待著老師去看見；老師也因著看見孩子

身上不同的生命風景而感受到新的能量，新的喜

悅。

因著與泰北學童們的相遇，讓同學們重新

度過童年，再一次重新體會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

事物，重新燃起對世界的好奇心，也學會看見日

常生活中的小幸福。

 ▲泰北剪影。

 ▲注音教學。  ▲書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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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僅有片刻，老師也願意陪在你們身旁

幸福是什麼？在父母眼中，只要自己的孩

子平安，就是幸福；在戀人眼中，只要能遇見彼

此，就是幸福；對於這次出團的同學們而言，看

到孩子們每天帶著笑容到學校讀書，就是幸福。

小泰陽裡有一部分同學們表示，今年夏天

來到泰北，真的和先前的感受不同。在去年教的

班級中，有些學生很努力地學習華文，但是卻也

有些學生由於家庭、經濟等因素而休學，因而未

出現在今年的班級；阿弟（化名）就是其中一

位。從繼續升學的學童口中得知，阿弟由於家境

不好，小小年紀就必須到普吉島、曼谷等地方打

工，一起分擔家計。具有繪畫天分的阿弟在去年

報名參加了由學校舉辦、以「夢想」為主題的繪

畫比賽，雖然沒有獲得名次、最後只拿到參加

獎；但是當本校同學看到他的作品、聽著阿弟害

羞地說自己以後想當科學家的夢想、想要透過發

明來改變生活中的東西，好讓家人、朋友最後能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看著阿弟雙眼所散發出的

光芒，同學們在離開時送給他一枝彩虹筆，希望

他不要忘了自己的長才，也鼓勵他繼續讀書，唯

有接受教育才有能力完成夢想。但是像阿弟如此

境遇的孩子，他們不是不喜歡來學校讀書，而是

因著環境所以沒辦法讀，為了現實的生活需求必

須被迫提早長大、跨入大人的世界。單純可愛的

阿弟去年總是在同學們耳邊說：「老師你要離開

了嗎？你不教，我也不讀了。」今年出團的同學

們好想對他說：「老師們來了！阿弟，該回來上

課囉！」

教育不僅能夠立即改變當地孩子們的生活

方式，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們去學校上學時，就

能藉由學習來獲得實現夢想的能力。衷心祝福這

些孩子們能回來學校上課，即使只是短暫的陪

伴，老師們永遠支持、鼓勵你們回來學習。

 ▲與光復中學嚴協清校長合影。
 ▲與廣華學校蕭忠武校長合影。

 ▲建立班級獎勵制度，鼓勵當地學童努力向學。

 ▲阿弟的畫作。

與廣華學校蕭忠武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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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很遠

2017年夏天的小泰陽泰北之行，出團的同
學們不僅認識了一群超棒的工作夥伴、一群單純

可愛的孩子，每個人也在服務的過程中不斷地蛻

變與成長。有一句話這麼說：「邂逅縱使只有一

瞬，也能讓彼此銘記一生。」儘管志工服務的時

間相當短暫，但是在服務過程中的歡笑、眼淚、

汗水與點點滴滴，都會深刻在小泰陽們以及每個

孩子的心中。

國北小泰陽在每年暑假期間，都會到泰國

北部偏遠的地區服務，十分需要大家的愛心及

幫助。歡迎各位師生捐贈多餘、用不到的「文

具」、「玩具」、「繪本」、「教具」或「衣

服」，讓小泰陽有機會將您的愛心傳遞給泰北的

孩子們。

國北小泰陽的人數並不多，但是每個成員

皆秉持著「想做的事太多，能做的卻太少，所以

就認真地去做吧！」的初衷，用心地為泰北當地

的孩子努力。小泰陽們也將著手進行未來暑假出

團之相關準備工作，歡迎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國

北小泰陽」的 FB粉絲網頁，一起幫忙宣傳志工
團的工作，讓大家一起把愛傳出去。

 ▲同學們的工作日常─

辦公室整理。

 ▲同學們的工作日常─
彩繪圖書館。

 ▲同學們的工作日
常─

發放物資。

辦

希望您能持續關注小泰陽，一起宣傳告訴身旁的朋友，

讓大家跟著小泰陽一起帶著愛心，前進泰北！

2018 summer brings us together！

華語文中心活動花絮—暑期海外兒童及青少年華語夏令營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本校教務處華語文中心於 2017年 6月 26
日至 7月 21日、7月 24日至 8月 18日辦理兩
梯次海外兒童及青少年華語夏令營，總計約有

150位來自海外各地的兒童參加。為使學員能有
多元且兼富趣味性之學習體驗，今年的營會活動

內容規劃以華語課程、中華文化體驗及校外參訪

暨手作體驗為三大主軸進行，其中華語課程是先

依據學員的華語程度分級，並於課堂中融合聽、

說、讀、寫之學習；文化體驗與校外參訪則安排

不同主題的文化課程、以及參觀不同特色之地

點，期盼藉由分項進行適合學員程度之課程內

容，達到寓教於樂之目標。

此外，營會期間亦特別安排國家華語能力

測驗推動委員會，為今年夏令營學童實施華語能

力檢定，目的為使家長及學員能瞭解自己學習華

語之進程；通過檢定的學員可於結業式當天獲頒

證書。相信每位學員在為期一個月的營隊活動

中，不僅能精進自身的華語聽、說、讀、寫能

力，認識中華文化特有之蘊涵，結交來自世界各

國不同文化的朋友，亦能藉由來台期間的日常生

活中，實際學習以華文與人對話、溝通，開闊不

同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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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東眼山環境教育深度參訪

 ◎總務處環安組

本校總務處環安組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

費補助，依 106年度「隨手防災，處處環保」之
主題辦理一系列環境教育活動，其中又以 8月
10日及 8月 15日所辦理之兩梯次「東眼山環境
教育深度參訪」最受本校同仁及社區里民熱烈響

應參與。期盼藉由此次深度參訪活動，讓本校同

仁一方面藉此出外走走、稍微改變一下長期於辦

公室久坐不動的靜態模式；也在親近大自然的同

時，讓身心靈再次充電，獲得滿滿的能量。

東眼山森林遊樂區位於桃園市復興區霞雲

村，總面積達 916公頃，最高海拔達 1212公
尺，因山形酷似「向東望的大眼睛」而得名。該

處早期是北部重要的伐木林場，今日園區內仍保

存了造林紀念石、木炭窯、集運木材之索道等早

期生產木材的林業遺跡；滿山的人造柳杉林，

亦是森林復育的成果。在導覽員的解說之下，

每個人從東眼山的發展沿革歷史中，了解到人

們在長年伐木之

下，也逐漸體認

到山坡地水土保

持，以及環境保

護、永續發展的

重要性，開始造

林及復育環境。

在許多人的努力

之下，園區四周

不僅群山環繞、

森林繁茂，林間

豐富的動、植物

生態體系及完整

生態鏈，也讓來訪的人彷彿置身在大自然博物館

中。特別是東眼山不僅擁有豐富的鳥類資源，也

有三千萬年前遺留下來的生痕化石；是台灣北部

最佳的賞鳥地點之一，也保有相當少見的地質景

 ▲專家導覽—姑婆芋毒性辨別說明。 ▲專家導覽—東眼山動、植物生態簡介。

 ▲專家導覽—東眼山發展及林相歷史簡介。

 ▲東眼山一隅—美麗茂密之森林。

 ▲前進森林，親身體驗自然生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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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魔法師」數位教學平台教育訓練— 
以學習者為中心量身打造之教學新體驗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教學魔法師」數位教學平台乃本校執行

教育部獎勵教學教卓計畫之子計畫成果，為本校

獨創支援教學策略功能之平台。本平台自 104年
起開始開發，歷經將近三年之更新及維護下，至

今各項功能已大致完備，也即將在未來推出可於

行動裝置上操作使用之 APP版本，除了提供包
含 STAD、專題學習導向、問題解決導向、團體
探究法、翻轉教學與拼圖法等 5種以「學習者為
中心」之教學策略樣版之外，教師亦可自行儲存

個人化常用教學策略樣板。為使全校教職員能充

分了解教學魔法師平台及其應用，本計畫團隊特

別於 9月 21日及 9月 27日辦理 2場次教育訓練
課程，詳細說明平台之使用操作方法。

此次教育訓練課程內容，是由計畫團隊事

先為課程量身訂做課堂操作範例，並於平台內建

置「教育訓練單元」。教育訓練當天，授課講師

先向學員們大致介紹教學魔法師平台功能大綱及

細項，之後開放學員分別以學生、老師的身分，

實際操作如隨機抽點、IRS即時問答、作品展示
牆等教學魔法師平台裡的各項教學小工具。相信

在授課與實作演練並行之下，學員們不僅能更加

熟悉教學魔法師平台功能，也能更深入了解本平

台於實際教學應用上可運用之範圍，及其支援之

教學策略。感謝本校教職員生的踴躍參與，衷心

期盼在「教學魔法師」數位平台之下，所有師生

們能夠在授課及學習過程中更順暢無礙。

觀。此外，中興大學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

心也於北東眼山處，建立大氣、地表及生態環境

監測系統，針對臺灣環境保育、環境地質災害進

行調查，同時透過監測進而知曉、習得環境災害

防治的要領。在今日許多城市不斷規劃建設發展

下，許多地方正面臨著開發與環境保護之兩難；

或許藉由東眼山自伐木林場轉為森林遊樂區的經

驗，可以提供人們作為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的良好示範。

感謝本校同仁及社區里民踴躍參加本次深

度參訪活動，期盼透過專家的解說及導覽，讓每

個人不僅認識園區內動、植物生態，學習植物毒

性急救等基本野外求生技能，也在徜徉、流連忘

返於東眼山豐富的自然景色與生態環境中，體認

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培養自己對環境應有正

確之責任與態度，讓人與自然能和諧永續共存。

 ▲授課講師向學員們

解說「教學魔法師

教學平台」之各種

功能。

 ▲學員們實際練習操作平台。

學新體驗驗

 ▲學員們於教育訓練中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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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能性社團─藍天攝影社。  ▲聯誼性社團─桃園校友會。  ▲體育性社團─棒球社。

106學年度新生社團博覽會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於 106年 9月 25∼
26兩日舉辦 106學年度新生社團博覽會，各社
團負責人、幹部及社員們無不努力籌備，希望能

夠藉此次博覽會活動招募新社員加入。新生們也

可以趁著社團博覽會期間親臨各社團攤位，一方

面可以更加了解每個社團的活動屬性及內容，同

時也認識各系所的學長姊們，進而找到並參與符

合自己興趣之社團。

本校目前大約有 80多個社團，主要分為自
治性社團、聯誼性社團、學術性社團、藝能性社

團、體育性社團、音樂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 7
類。除了熱舞社、吉他社、康樂研習社等傳統熱

門社團之外，隨著時代的變化潮流，同學們也陸

續成立新主題之社團，例如以桌遊為主軸之莫奇

桌遊社、主打時下熱門的手作體驗之異想家手作

坊等。從各個社團學長姊的分享當中，看見了他

們投入社團活動所付出的熱情，以及言談中所流

露出來的自信光芒，能夠找到一個自己可以全心

投入的興趣所在，並且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

友，大家一同樂在其中，也留下了獨一無二、屬

於自己的大學生活回憶，相信這也是每個同學最

寶貴的經驗。

社團博覽會之後，接下來登場的才是重頭

戲，學期期間各種精彩豐富的社團活動課程及社

團成果發表，等著各位新生們探索、體驗。期盼

每一位國北的同學不僅在課業上認真學習，也能

享受參與社團活動之樂趣，擁有多采多姿、豐富

且充實的大學生活。

 ▲音樂性社團─餘韻吉他社。

 ▲音樂性社團─耕古國樂社。

音樂性社團 餘韻吉他社

音樂性社團 耕古國樂社  ▲學術性社團─國北中智社
。

 ▲學術性社團─聖經真理研
究社。

學術性社團 聖經真理研究社

學術性社團 國北中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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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新生盃桌球賽
 ◎學務處體育室

106年新生盃桌球賽於 10月 3日下午 3時
50分假本校體育館一樓桌球教室舉行。此次有
男子組 15人、女子組 16人，總計 31位選手參
賽，各系桌球好手也於比賽中彼此切磋球技、以

球會友。在激烈的比賽中，也有學長姊到場為新

生們加油打氣，每每打出漂亮好球時，場邊就會

傳出為學弟妹精彩表現的喝采聲。所有比賽於當

天下午 6時 10分順利結束，男子組、女子組第
一名分別由數資系新生陳漢昌同學、文產系新生

盧曉慧同學獲得。感謝今年參加新生盃桌球賽的

新生、到場加油的學長姊、當天賽事之執法裁判

及工作人員們，也期待在接下來其他場次之新生

盃桌球賽，能夠看見新生們大顯身手、展露球技

的英姿。

 男子組成績 
第一名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陳漢昌

第二名 教育學系 施　奇

第三名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陳以樂

第四名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葉朕昊

 女子組成績 
第一名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盧曉慧

第二名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吳苡謙

第三名 音樂學系 李沁縵

第四名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徐巧芮

 ▲賽前熱身練習。

 ▲賽前熱身練習，許多同學於場邊觀戰。

 ▲比賽時雙方選手你來我往、戰況激烈。

 
▲

比賽時學長姊於場邊為新生加油。

比賽時雙方選手你來我往 戰況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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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國家防災日複合式防災演練 ◎總務處環安組

民國 88年 9月 21日發生之「921大地震」
重創台灣各地，不僅死傷人數慘重，許多人的生

命財產也受到極大的損害。鑑於 921大地震的經
驗，政府自 91年起將每年的 9月 21日訂定為
「國家防災日」，並自 101年起於各級學校實施
地震防災演練。希望藉由實際操作地震防災演

練，強化國人在地震發生時能具備基本正確之應

變能力，以期在未來一旦發生突然來襲之重大災

害時，得以避免重大傷亡之情事發生。

此次「國家防災日」演練活動於 106年 9
月 28日舉行，由學務處、總務處等行政團隊先
行共同編組、規劃防災演練流程；防災演練前亦

至各辦公室向本校教職員生宣導、說明「趴下、

掩護、穩住」等 3個防災演練口訣及動作，以及
演練當天實施時之相關注意事項。9月 28日上
午 11時 20分，當本校廣播發布「地震！地震！
全校教職員生請立即就地避難掩護！」時，全體

人員相當熟練地實作就地避難掩護動作；並於第

二次廣播警報發布後，配合避難引導班進行人員

疏散動作，至指定位置集合、清點人員；此外安

全防護班與校園安全組、警衛室、救護班也分別

同時進行「滅火水龍帶操作使用」、「緊急求救

及傷病處理」之演練。最後就在張新仁校長致

詞下，於 11時 40分順利完成本次複合式防災演
練。

除了防災演練以外，臺北市消防局特別提

供「地震體驗車」、「煙霧體驗室」供本校教職

員生體驗。期盼一年一度的國家防災日防災演

練，一方面讓大家親身模擬體驗災害來襲時之情

境，也藉由防災演練熟悉相關應變步驟，達到

「多一分準備，少一分損害」的目標。

 ▲滅火水龍帶操作演練。

 ▲地震體驗車。

 ▲蔡葉榮總務長親自示範地震來襲時「趴

下、掩護、穩住」就地避難掩護動作。

 ▲同學們演練疏散撤離動作，前往指

定位置集合。

 ▲救護班同學演練移動傷患流程。

 ▲蔡篤枝教官向本校同仁們講解防災演練操作要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