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理技術學院
102 學年度

教育優先區
環遊世界探索營
企劃書
主辦單位：豔陽榕心服務社、兩岸經貿與交流研究社
指導單位：教育部
協辦單位：桃園縣觀音鄉保生國民小學
電話：(02) 2257-6167 分機 1214
傳真：(02) 2256-5134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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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
教育優先區環遊世界探索營

二、 活動緣由
教育部近年來鼓勵大專校院以推動志願服務為開端，主要積極推動並
落實「做中學、學中做」的理念，從服務的過程中幫助學生認識社會的需
求與認識多元族群，使學生除能運用所學服務社會，還能在反思中建構新
思維，學會正確判斷與評價。
前哈佛校長德瑞克．伯克認為面對 21 世紀的來臨，大學要幫助正值人
生可塑期的青年成長，大學教育不只培育學生獲得知識外，更應培育學生
習得寫作表達及溝通、迎接多元化生活、迎接全球化社會及廣泛的興趣等
能力，其中全球化及跨文化能力的培養是幫助學生了解並適應以後將面對
的全球化下不同社會環境。透過適當的課程及課外活動學習，讓學生習得
不同的文化，培養學生開放、寬容、尊重他人的態度，並養成學生同理他
人價值觀、了解自己、欣賞他人的能力。因此，應加強培養學生多元文化
能力，以充分準備其應具備國際觀。
本社團除平日每週兩次，利用課餘時間到學校鄰近小學從事課後輔導
教學外，對象為弱勢家庭學童，除增進學童課業上，更加強學童品德教育
的觀念；而配合教育部推動國際化，希望觸角能延伸至國際上需要服務的
對象，本社團於近兩年赴泰國北部清萊地區從事華語文及協助環境整理等
國際志願服務，服務成果簡述詳如附錄。
秉持著「服務是持續不間斷」的理念，希望至教育優先區學校為學童
舉辦營隊活動，因此訂定主題為環遊世界增進學童國際觀念及環境保育的
相關課程和遊戲，課程營隊推展的目的，係基於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藉
由遊戲、繪本導讀、運用藝術治療，以提升提昇學童們的創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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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目標
（一） 引導學員對自我肯定、自我尊重的認知，以提升人際關係能力。
（二） 使學員瞭解自己的文化優點，並藉由彼此不同文化的呈現來協助學員
學習克服自卑。
（三） 藉由各項課程的體驗活動，激發學員自我學習、以及自我成長的動力
提高對人生的期待價值。
（四） 藉由課程來建立學員的自我信心，珍惜現有資源及認同故鄉。
（五） 利用營隊籌備來發揮大學生服務學習，以增進個人效率。
四、 合作單位
桃園縣觀音鄉保生國民小學

五、 營隊負責人聯絡方式
紀歡庭同學
詹喬羽同學

六、 營隊組織與分工
幹部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1. 營隊籌畫期，凡有開會禮貌上告知指導老師，但可不與

指導老師

1

會討論。
2. 開會結果與進度，由總召集向指導老師報告之。
1. 負責整個營隊籌畫過程中的各組協調、工作督促與營隊
規畫。

總召組

2. 若非特殊狀況，則為每次籌備會的當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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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隊籌備會議，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必定要與會。
4. 審核各式表格、教案，不足處退回重寫；合格後蓋章，
送文書組影印入檔後，原件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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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1. 大地遊戲、營火晚會、團康時間等節目的設計、籌畫、
執行預習。

活動組

2. 與各個分項流程負責人、值星官充分溝通，如何配合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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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營隊氣氛。
3. 部份營隊由活動組設計總流程。
4. 營隊執行期依舊為活動組。
1. 負責各項器材的採辦。負責營地交涉。
2. 營隊執行期，分派為生活器材組、公關組、補給與機動
組。
3. 負責場地勘察，記錄。
（因活動時的補給需熟知何時何地

器材組

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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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切填寫器材採辦表，並送交總召集審核。
5. 全程總 Demo 前，將採辦表送審完畢，並確定各表審核通
過。
6. 採辦組申請金額時，可用器材採辦表（已審核通過）影
本申請之。
1. 估算營隊所需經費。

總務組

1

2. 器材組申請金額時，可用器材採辦表（已審核通過）影
本申請之； 採辦完成後，總務組需追討發票或收據。
1. 營隊課程的編排與師資的聯絡尋找。

課程組
暨隊輔組

6

2. 督促上課老師的教案稿。
3. 小隊輔訓練的課程籌畫。
1. 招收學員、小隊輔導員海報。
2. 營隊活動中所需的各式標語、海報、路標、營隊信箱的

美宣組

2

製作。
3. 各式簡易活動道具的製作。
4. 營隊執行期，挑選人選編入文宣。

5

幹部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1. 營隊籌備期中，需要大量的文書整理工作與手冊編輯工
作。

文書組

2. 每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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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式表格的分類與歸檔（歸檔前順便檢查是否審核通
過）
。
4. 學員手冊、工作人員手冊的編輯與影印裝訂。

值星官

1. 負責每次的營隊籌備會議的會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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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責營隊籌備期的紀律執行。

七、 服務對象及人數
以國小三至六年級為主要之招生對象，服務人數預計為 50 位。

八、 營期計畫與流程
（一） 活動時間：103 年 01 月 21 日（星期二）至 103 年 01 月 23 日（星期四）
上午 8 時 30 分下午 5 時 30 分( 22 日晚會至下午 7 時 30 分)
（二） 活動地點：桃園縣觀音鄉保生國民小學
（三） 活動流程（暫定，視學校需求做適當調整）
1 月 21 日 (星期二)
時間

課程名程

內容

08:30~9:00

始業式準備+學員報到

1.小朋友分組報到時間。
2.隊輔清點該組人數後，並立即回報。

09:00~10:00 始業式

1.主持人宣布活動正式開始。
2.邀請校長及主任上台致詞。
3.工作人員介紹及表演。

10:00~11:00 小隊時間

小隊成員互相認識、心願卡製作及國家隊呼教
學旗等活動並展現其成果。

11:00~12:00 課程（一）國旗對對碰

利用介紹各國國旗及相似度認識，進一步瞭解
各國國旗所代表的內涵。

12:00~13:30 午餐+午休

用餐、午休。

13:30~14:30 小隊時間

綀習小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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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 (星期二)
時間

課程名程

內容

14:30~15:10 課程（二）大藝術家Ⅰ

利用環遊世界 80 天文學課程介紹城市和國
家，各國著名的景點及旅遊行程表。

15:1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50 課程（三）大藝術家Ⅱ

繪本創意教學，自行規劃旅遊行程及介紹想要
旅行的景點，動手做 DIY 繪本創作。

17:00~17:30 集合放學

隊輔清點人數、歡送學員回家。

1 月 22 日 (星期三)
時間

課程名程

08:30~9:00

學員報到

09:00~09:30

早操

內容
1.小朋友分組報到時間。
2.隊輔清點該組人數後，並立即回報。
讓學員活動筋骨，提振精神，揭開一天活動的
序幕。

09:30~10:30

1.瞭解不同性質國際志願服務及領域。
課程（四）做個小小國
2.認識各國可能需要資源及協助。
際志工
3.探索自我性向，並發掘幫助他人的長處。

10:30~12:00

準備各國旅遊所曾經拍攝的照片，和觀察到的
課程（五）各國的風俗
當地風俗；引導學生學習各國不同的風俗民
民情
情，值得我們欣賞和探索。

12:00~13:30

用餐+午休

用餐、午休。
1.活動方式：以環遊世界的概念安排分站探
索、合作取得寶物。
2.分站探索體驗活動，共分為5站，分別完成

13:30~15:30

分站探索體驗活動

拼貼卡後，即完成關卡。
分別美洲-拼拼樂(景點、服裝拼圖)；
歐洲-摺紙趣(鬱金香)；非洲-埃及疊疊樂；
亞洲-美食小達人；大洋洲-小偵探來解答。

15:30~15:50

休息時間

點心時間、聯絡本、小隊交流時間。

15:50~17:30

小隊時間

營歌教學、綀習小隊表演。

17:30~19:30

晚會

19:30

集合放學

透過互動式晚會，拉進校方、家長、工作人員
與學員的距離：小隊表演、營火舞、營歌、表
演等
各隊輔清點人數、歡送學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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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 (星期四)
時間

課程名程

08:30~9:00

學員報到

09:00~09:30

早操

內容
1.小朋友分組報到時間。
2.隊輔清點該組人數後，並立即回報。
讓學員活動筋骨，提振精神，揭開一天活動的
序幕。

09:30~10:30

利用學童自行製作的繪本資料，分享各自規劃
課程（六）我們去旅行
的旅行計畫，請老師分別和各組討論，將「不
世界
合理的行程」刪除或修改。

10:30~12:00

課程（七）環遊世界大富翁遊戲

1.將課前準備好之大富翁地圖掛於黑板。
2.各組派代表擲骰子。
3.各組一所擲骰子點數前進，到達該格時，抽
籤回答相關題目。
4.題目內容可有：
(1)說出當地代表建築；
(2)用英文說出當地代表建築；
(3)用一句話或一句成語形容該城市；
(4)用英文詢問如何去該城市著名建築等。
5.最先到達終點者為勝

12:00~13:30

用餐+午休

13:30~15:00

課程（八）環境保護

15:00~15:30

飲水思源

15:30~17:00
17:00~17:30

用餐、午休。
培養兒童愛護環境的情操，增進環境保護的知
能；以介紹水、空氣、噪音、紫外線、酸雨、
資源回收、環境衛生、毒性化學物質等議題進
行討論與學習。
填寫問卷。

【環遊世界歡樂派對】 頒獎典禮、回顧這幾天活動、大合照、學員與
成果發表會
工作人員最後的互動交流時光。
集合放學

各隊輔清點人數、歡送學員回家。

（四） 實施方式
1. 為使參與人員能具備應有基本知能及營隊籌備流程，茲將時程分為「基
礎課程」
、
「籌備會」
、
「行前訓練」
、
「出隊服務」及「檢討反省」等五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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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日期、時間

內容

11/27（三）16：00 至 18：00
基礎課程

12/04（三）16：00 至 18：00
12/18（三）16：00 至 18：00

籌 備 會

籌劃大學生在籌備有關營隊活
動，應該具備要有的相關技巧
與知識；如兒童心理知能、團
康活動、教案設計等。

一籌 11/29（五）12：30 至 13：20
二籌 12/06（五）12：30 至 13：20 1. 討論分組及分工事宜。
三籌 12/13（五）12：30 至 13：20 2. 籌備營隊活動的相關事務。
四籌 12/20（五）12：30 至 13：20 3. 每週報告籌備進度與相關
文宣品製作。
五籌 12/27（五）12：30 至 13：20
六籌 103/1/3（五）12：30 至 13：20

行前訓練

出隊服務

檢討反省

103 年 1 月 18 日(六)至
103 年 1 月 19 日（日）

內容：服務理念建立與分享，
營隊應注意事項及驗收
課程內容等。

103 年 1 月 20 日(一)

器材整理與列出清冊，並做好
行前準備出發到國小。

103 年 1 月 21 日（二）至
103 年 1 月 23 日（四）

針對課程設計內容，開始營隊
活動，每日課程內容於活動結
束開立檢討會議。

103 年 1 月 28 日（一）、
103 年 2 月 5 日（五）

檢討並帶領反思，針對本次活
動學習到什麼、看到什麼及改
進地方做反省，做為下次活動
參考。

2. 由活動負責人寄送報名表至學校，委請學校協助宣傳招生填寫報名表。
報名地點：桃園縣觀音鄉保生國民小學
截止日期：103 年 01 月 10 日
（五）預期效益
1. 參加本次活動的學童，能夠從中培養團隊精神，增進人際關係。
2. 透過課程內容教導學童正確的知識，擁有良好的價值觀，並且啟發學童
的創意思考，提升自我肯定的能力。
3. 培養第二興趣，幫助學童在未來能有多元的發展及提供正面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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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學員個人發展為基本價值，引導其對自我信心的啼聲，同時藉由養成
『回饋鄉里』的心理建設增進其對『故鄉』的認同並養成對故鄉價值
的判斷。
5. 透過此營隊的籌備，讓社團新生及社團幹部共同學習，讓新生開始學
習主導主辦活動，也能讓社團幹部及新生在一次的活動中彼此更加熟
識，讓往後在社團活動中，都能夠發揮出各個人的才能，互相幫助，
讓活動的效率以及成效能夠有明顯及卓越的表現。

九、 營隊預算
活
編號

動

經

費

項目

概
單價

算
數量

費用

1

工作人員餐飲費

60 元*9 餐 20 人

10,800 元

2

學員餐飲費

60 元*5 餐 50 人

15,000 元

3

保險費

60 元 70 人

4,200 元

4

教材費

50 元 50 人

2,500 元

5

美宣費

1,500 元

1式

1,500 元

6

影印費

500 元

1式

500 元

7

禮品費

1,800 元

1式

1,800 元

8

交通費

10,000 元

1輛

10,000 元

9

雜費

2,500 元

1式

2,500 元

10

以下空白

合計

48,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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