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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 國際文教處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主辦單位：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協辦單位：越南平陽省台灣商會 

           越南平陽省台灣商會附設幼兒園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國際發展處-越南服務中心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越南華語幼兒園 

計畫主持人：林佳芬助理教授 

協同主持人：李文貞講師 



實施方式： 

（1）實施時間：2008 年 6 月 16 日至 6 月 26 日 

（2）實施地點：越南 平陽省 

（3）整體活動流

程：階段 
日程 主要進度內容 

第一階段： 

活動準備期 
2008/3/20-2008/6/15

1.活動計畫構想撰寫

與遞送 

2.與合作單位協調配

合事宜 

3.服務需求調查評估 

4.青年志工召募 

5.志工行前教育訓練 

6.活動行前會議 

第二階段： 

活動實施期 
2008/6/16-2008/6/26

1.工作分配 

2.活動行程與內容規

劃 

3.課程活動設計修整 

4.活動實際演練 

5.檢討與改善 

第三階段： 

成果省思期 
2008/6/26-2008/9/1 

1.舉辦整體檢討會議 

2.志工撰寫心得省思 

3.撰寫活動成果報告

書 

4.資料歸檔 

 

 



（4）工作分配與學生志工參與角色 

本活動工作職掌事務，分配如下： 

工作分組 工作內容 負責人 

活動管理組 1. 掌控營隊整體流程 

2. 每晚活動檢討 

3. 隔日活動準備會議召開

及主持 

教師負責督導 

學生志工組長

負責執行 

教學設計組 1. 預先完成「教學活動設

計」 

2. 透過說明及演練示範，讓

所有工作人員瞭解整個

活動運作歷程 

3. 修改設計內容，務期完善

達到學習目標 

4. 教具設計與製作 

教師 ( 親職教

育、幼師專業

提昇課程) 

 

學生志工群(幼

兒課程) 

團康活動組 1. 破冰活動帶領 

2. 活動暖場之設計與執行 

3. 營隊音樂、活動道具準備

學生志工群 

學員輔導組 1. 協助解決學員生活及學

習問題 

2. 活動進行障礙之排除 

3. 學員學習狀況之掌握 

4. 學習效益之促進 

學生志工群 

志工輔導組 1. 協助解決學生志工生活

適應及學習問題 

2. 學生志工之心理輔導 

教師 

 



（5）青年志工教育訓練規劃 

本校將召集所有青年志工，辦理「國際志工培訓營」，

訓練課程內容規劃，主要以強化青年志工已有之專業能

力，輔之以營隊活動需備相關知能，訓練主題與時數預定

規劃如下： 

 

訓練主題 預定講師 時數/內容 

課程活動設

計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林佳芬助理教

授 

5hrs/以多元智能的

角度切入設計技能

及實作 

繪本教學設

計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李文貞講師  

5hrs/繪本在閱讀教

學課程設計上之運

用 

華語童謠帶

動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黃文娟講師 

5hrs/ 華語文歌謠

教學 

人文地理環

境介紹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

會-李宓.拿耀烏妃

爾講師 

5hrs/越南當地人文

地理環境介紹 

 
 
 
 
 
 
 
 
 
 
 



花絮剪影 

越南平陽省台灣商會附設幼兒園禮堂布置場地 

 

 

 

 

 

 

 

 

佳芬主任在越南平陽附幼進行親職教育講座 97.6.18. 

 
 
 
 
 
 
 
 

 
 

 
 
  
 
 
 



越南胡志明市第八郡伊甸華語幼兒園活動介紹台灣布袋戲偶 

 
 
 
 
 
 
 
 

 
  
  
 
 
 
 
 

 

 

  歡樂帶動唱-來自台灣的兒童歌謠 

 

 

 

 

 

 

 

 

 

 

 



附錄---平陽省台灣商會附設幼兒園活動紀錄日誌 

時間：六月十七日星期二 

 今天起了一個大早，享用了美味的早餐，有西餐中餐可以相互選

擇，完畢後大家便開始起身清點教材準備出發目的！這趟路程花了一

兩個小時才抵達平陽省台商附設幼稚園！ 

 眼望四面八方的環境，空間不僅很寬敞而且也很乾淨！進入大禮

堂的我們，很快就有園長來迎接我們，園長很年輕也很好相處，帶著

我們參觀了園所內的環境，同時也為我們解說了一番，其實這所幼稚

園很大，與台灣的私立托兒所相較是差不多的，而越語拿來當他們的

才藝課程，每個小朋友都很熱情不怕陌生，讓我們有種親切的家鄉

味！經過一些時間的談天，也聊到了很多關於孩子們家庭背景等等的

特殊問題，讓我們更懂得如何發揮我們的愛，帶給這些天真的小朋友

們！  

 不知道為什麼，其實在這裡帶活動，沒有像在學校試教一樣的害

怕，我好喜歡孩子們的熱情，讓我有種愛不釋手的感覺，我們開始排

練＆準備教材＆走位等等，只希望把表現做到最好，讓小朋友們都能

很開心的在過程中學到東西，認識台灣多一點！但似乎不是我們想像

的那樣輕鬆，畢竟孩子是個體，有他們的想法，所以在時間上的掌控

或試秩序上的管理會有一些些得不知所措，還好有個好搭檔能幫我逢

凶化吉！ 

 在這裡令人驚訝的是，台商附設幼兒園的小朋友們，講話都是講

中文，跟台灣的小朋友沒什麼兩樣！好讓人驚喜，所以帶起活動也比

較方便，較能將氣氛給炒熱！這是我第一次在外地當志工，我想給自

己打六十分，未來的幾天我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今天在教學的過

程，我有忘記一些地理位置，只是腦筋轉得較快一點反問一些問題，

才能在危險中脫逃，當然團隊的默契的契合度很夠，才能不讓我的小

過失露出破綻，我想在日後的數十天裡，有老師的指導與會議研討，



我更是能在中間拿捏好壞與對錯，把好的撿起來，換的拋出去！去蕪

存菁的充實我自己！將經驗帶回國內，分享給親朋好友聽！ 

 於是晚上的時間用完晚餐，我們迅速的將所有今日的該進度一併

的完成，等老師來後，便開始我們的師生會議，從中便可發現許多課

程可以改善的地方，覺的老師實在是太棒了！原來一樣的主題，卻可

以有這麼多的玩法，大家一起動動腦筋，會議真的很快就結束，剩下

的時間就是繼續練習明天該有的教學順序！突然想到學校老師曾經

說過的一句話：我們要會玩小孩，而不是小孩在玩我們～或許日後有

機會，大家說不定能到這裡工作也不一定！ 

 

時間：六月十八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因為沒有大的車子會接我們，所以我們今天是搭計程車

去園所，感覺很特別因為可以在越南搭計程車。並且我們搭的那個計

程車只能載七個人，司機先生還是願意載八個人。回來飯店的時候，

居然見識到司機先生猛按喇叭的程度，因為他們真的是按喇叭成為習

慣了，開車或騎車不按喇叭好像很奇怪的樣子!明明就沒有車或者車

流量很大的時候，他們還是照按喇叭，眞的會令人想不透，他們為什

麼那麼喜歡按喇叭?! 

下午帶活動的時候，是小班以及幼幼班，小班對於玩火車的時候，眞

的很喜歡，也欲罷不能的樣子，希望可以繼續玩下去的感覺。而幼幼

班的小朋友，今天在活動中很快的就浮動起來，後來場面就開始越來

越難控制了! 

晚上看到一對父母，因為小孩的問題，不停的找老師詢問，是不是他

們的幼兒有一些發展遲緩的問題，雖然沒有聽到父母與學校老師的對

話內容。覺得他們真的很愛他們的小孩，也對他們的小孩不放棄，積

極的尋找可以治療小孩的方法，也在他們的臉上看到的父母愛。有聽

到媽媽說:覺得小孩是生下來折磨她的。當下聽到的時候，覺得蠻想



哭的，因為每個父母都不想生到有任何身心障礙或有發展遲緩的小

孩，都會想要有健健康康的寶寶。內心真的希望這個爸爸媽媽加油，

不要放棄他們的小孩，也希望他們的小孩能夠情況越來越好。 

晚上回去開電腦的時候，居然電腦都開不起來，把我們大家都嚇壞

了，因為我們真的不懂電腦或機器的修理，遇到壞掉的時候，真的都

會不曉得該怎麼處理。好險我們有文貞老師的幫忙，才解決我們電腦

的問題。內心真的非常的崇拜文貞老師，因為在短短的幾天內，發生

不少的問題，一下是錄影機，一下又是電腦，整個就是很驚慌失措，

真的是多謝文貞老師的幫忙。 

 

時間：六月十九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們馬偕姐姐演戲的日子，整個好緊張，全部的老師和小

朋友都要看我們表演，表現不好可是會很糟糕的，因為大家都很期待

我們的演出。還好髒小弟的戲劇廣受小朋友們的歡迎，各個笑聲連

連，瞬間姐姐們紅了起來。 

 

時間：六月二十日星期五 

 今天比平常還要早到平陽省台商附設幼兒園，每個姊姊就很緊張

的走到被分配到的班級，一進教室整個就很緊張，或許是小朋友親近

的特質，一進去就牽著我的手往圖書角走去，也感染到其他的小朋

友，往我這邊圍過來，圍成一個小圈圈，小朋友這一牽就拉近了彼此

的距離。 

  看著老師的教學模式，說實在的跟台灣沒甚麼不一樣，只不過在

資源方面比較匱乏，也很難吸取最新的教學模式，需要上網才能吸收

到最新的教學模式，但這種方式還是吸取新知還是有限的。 

  下午看著小朋友們認真的彩排畢業典禮，發現我們已經在這跟他

們相處了四天了，正要走進小朋友們心裡的時候，我們又要離開了，

真希望在這待下去，這裡的小朋友有台灣小朋友沒有的特別氣質。 



時間：六月二十一日星期六 

 今天是平陽省台商附設幼兒園的畢業典禮，我們到園所去協助幫

忙，這裡的畢業典禮每個活動都好精采，以各個國家為主題，有越南、

日本、泰國、中國等等，穿上不同國家的服裝，打著樂器、跳舞，使

整個典禮好熱鬧喲！今天也是到平陽省台商附設幼兒園志工服務的

最後一天，志做了卡片給園長，和各班老師，謝謝老師這幾天對我們

非常的親切，和一天的教學交流，時間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天，卻讓我

愛上這裡的環境，和每天與幼兒相處的時間，真的好喜歡這裡，在從

事服務教學方面，讓我不知不覺學習到以前我不知道的事情，緊接著

我們要繼續服務下一間園所，希望我可以做得更好，現在的我，對平

陽省台商附設幼兒園感到捨不得也對伊甸的園所有所期待，在服務過

程中，我會全力以赴的。 

 

時間：六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回飯店的路上，今天這台司機整個嚇死我們大家了，因為司機迷路

了，而且這個司機唯一能跟他溝通的語言就是英文，重點是這個司機

居然聽不懂英文，整個超害怕，怕司機會不會帶我們去賣掉，還好之

後大家都平平安安的回到飯店。 
 

六月二十三星期一 

 結束平陽幼稚園的服務，今天我們到了伊甸基金會做一些課程的

教學，以及環境參訪，更重要的是來敘寫這裡每個孩子背後令人感傷

的故事，在進行討論的過程中，提到家訪的部分會在明天開始進行，

心裡既期待卻又怕受傷害，很想保護這些面臨家庭心酸的事發，他們

比起平陽的小朋友們有很大的差異性，擁有天真的笑顏及活動力和特

殊的家庭背景，甚至是超齡就學的現象，充滿乖巧獨立的特質，今天

有深入的了解孩子的情況，真的很讓人不捨，更難過的是聽到他們的

故事後，再看到他們開心得跳著（天下的媽媽都是一樣的），心臟迅



速的跳動，多麼可憐的畫面在我眼前竄動，這一群可愛懂事極了的孩

子，我真誠的祈求天上的主阿，能多分點愛給他們，讓這些小朋友們

有更好的學習環境可以上課！ 

 伊甸基金會本身是不收費的機構，接收台越的混血兒童到此學

習，會被送到這個機構的小朋友們大多是因為，父母離異、父親過世、

父母在台工作甚至是不祥等等的變故，而這邊的資源又比較匱乏，無

法讓他們在正常的家庭長大或是完成學業，其實在那裡的一位林老

師，本身有一點肢體上的殘障，卻很有愛心的在那裡任教華語！心裡

的激昂是具有衝突性的，可惜待在這裡的時間才短短的三天，不然我

覺得可以帶更豐富的啟發事件到台灣，分享給大眾。 

 今天有一點時間讓我們跟自己被配到的小朋友做一些接觸，首先

以小天使及小主人的方式各自認領，然後帶到角落進行小型的活動，

讓小朋友們放輕鬆對我產生信任，我帶了折色紙：東西南北，先給他

們想像物體看似什麼東西，我藉由小嘴巴開始問起他們的身世，我有

四個小朋友，其中一位是需要接受家訪的孩子，家庭背景很複雜心

酸，算是很嚴重的案例，還有一位特殊幼兒，有著嚴重的斜視，在我

和他聊天的過程中，發現他是個可愛樂觀，喜歡笑的小朋友！還有一

個是父親是某間酒店的老闆，家庭算是正常，因為某部分的原因而來

此就學，帶著沉重的心，我們將離開前往下個目的地吃午飯，便不捨

的和他們擁抱道別，很謝謝小朋友說他很喜歡我，還送我他做的折紙

並簽名，我很感動！ 

 在越南的日子即將尾聲，我們很快的就要返台，日子一天一天的

在倒數，心裡好珍惜這十幾天來的寶貴經驗，要我們好好加油學習，

多看看各地的教育性差異會有很多的省思，越南其實日後發展蓬勃的

機會是很可觀的，有好有壞，多去體會等等，果然接受教育還是必要

的！  

 



六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今天我們介紹台灣的布袋戲給伊甸的小朋友知道，並製作手套

偶，接著和小朋友一起製作卡片，看見有位幼兒畫一朵花送給媽媽，

話一套衣服送給外婆，畫一顆愛心送給爸爸，知道這位幼兒生活背景

的我，就覺得很感動。 

下午我們到四位幼兒的家中作訪視，讓我看見他家的環境和睡覺的地

方是讓人覺得不可思議的，小小的屋子裡，在鋪上棉被的地板，這小

角落是幼兒和外婆的房間，而另一角落則是廚房，我們圍坐在地板

上，傾聽幼兒的生命故事，心中不斷的鼻酸，為伊甸幼兒園服務已經

兩天了，我卻深深的體會到，他們真的很需要大家一起協助他們快樂

成長，因此，我們要更加努力協助他們。 

 

六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下午去幼幼班小公主的家裡，剛開始聽到小公主的事情，大家都

覺得很驚訝，可是在我心中卻是沒什麼太大的起伏，因為我的家庭也

是這樣過過來的。小時候我的家庭也是有家庭暴力，我小時也曾經看

過我的父母親打架，父母也會在我們的面前大吵大鬧吵架，所以對於

小公主的事情，覺得沒有什麼特別的起伏，只是覺得很可憐小公主，

因為父母的吵架或打架都會給幼兒很大的震撼，而且幼兒自己也需要

很多心理建設，必須要調適父母問題的心情，因為我也是這樣過來

的，所以真的會很心疼小公主的遭遇。下午看到小公主的父母，我覺

得他們夫妻兩個都有很大的問題，爸爸大男人主義很強，並且覺得幼

兒教育跟他沒關係，也對婚姻很不在乎，覺得他的妻子都是來騙他錢

的，所以很想再離婚；而那個媽媽的態度也是不好，感覺很沒有媽媽

的樣子，並且對人的眼神也不是很友善。所以看到小公主的家庭，真

的也會很擔心小公主以後的未來，有可能他的父母隨時可能會離婚，

而小公主的未來更是令人擔憂。下午聽到小公主的爸爸談及家庭教



育，覺得很可怕怎麼會有這樣的父親，因為他的心態就是付出錢就是

教養，爸爸的態度只是覺得對這個家庭有供錢就是付出，可是我覺得

這不是一個當爸爸的樣子，我覺得只是提供物質，而沒有心靈愛與關

懷的付出，這樣根本不是教養!所以真的很擔心小公主以後父母真的

離婚了，小公主還那麼小，要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家庭? 

下午又去另一個家庭，那個小女生眼睛有問題，因為當初越南的落葉

季造成的隔代遺傳，我看到她的父母親，我覺得她的家人都很愛那個

小女孩，她們流露出來的感覺，都散發出關愛與疼愛的眼神，也很努

力積極想要醫治好小女孩的眼睛，她們的父母關係都很好，也可以感

受出來感情也不錯，只不過就是她們家裡沒有很多的經濟能力，全部

的經濟能力都是靠媽媽的工作來支撐的。能感受出這對父母對孩子的

關愛與照顧都很多，只不過就是經濟能力有問題，希望小女孩可以盡

快等到好的眼角膜，把眼睛醫治好，也希望爸爸遇到能夠幫助的人，

能夠提供好的工作給他做。 

今天是我們在越南的倒數第二天，心裡也說不出的感覺，因為很捨不

得就是小朋友，聽到小朋友的未來都會很令人擔憂，但是自己也沒有

多大的能力可以幫助他們，就只能心裡很難過他們那麼小就必須面對

這樣的事情，真的很希望他們的事情可以受到大家的關心與照顧。希

望他們以後的未來會越來越好，希望他們每個的家庭都能有所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