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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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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簡介 

被譽為中美洲伊甸園的貝里斯,擁有著豐富的大自然生態、馬雅歷史遺跡以及人文

風情。在這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下生長的人們，卻因城鄉差距、資源分配不均、

家中經濟負擔等問題，產生了高等教育不普及的情形。國民缺乏學歷與專業技能，

只能從事低薪工作，社會的貧窮問題惡性循環。教育不普及，不但造成國家競爭

力下降，阻礙國家發展，也種下了重大社會問題的惡因。 

 

相對而言，身為貝里斯邦交國的臺灣，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並以資訊產業立足

世界，普遍就學率與教育程度遠遠高於貝國。看見貝國學童因資源不足，仍無法

像大多數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學童，透過電腦操作與世界資訊網絡接軌、獲取

更多學習資源，故國立清華大學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前往貝里斯，貢獻所學，

透過教導當地學童如何使用電腦與網路，期許孩童們能利用我們募集過去的電腦

繼續學習下去，使他們擁有和世界接軌的權利與能力。我們衷心盼望能將臺灣豐 

富的學術資源與資訊知識，分享給渴望吸收新知的貝國學童，進行學術與文化的

雙重交流。 

 

今年暑假，我們除了延續去年的資訊教育、文化交流、獎學金計畫、與當地公部

門進行合作、社區服務之外，也新增了種子教師計畫，希望能夠讓當地教師籌備

教材的過程中更加順利。我們亦繼續深耕去年曾服務的單位，給予更多的協助並

檢視去年的服務成效，更擴大服務範圍探訪新學校，讓我們資訊教育的種子能夠

更深而廣地散布在貝里斯，進而達到有效提升當地學童的升學意願與資訊普及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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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組織及工作職掌 

 

 

 

 

 

 

 

 

 

 

 

 

 

職稱 工作內容 

領隊 

(一名) 

1. 貝里斯服務對象聯繫。 

2. 合作對象需求調查。 

3. 志工團隊於貝里斯生活之輔導與協助。 

4. 給予團隊指導方針。 

5. 經驗討論與分享。 

副領隊 

(一名) 

1. 主要協助志工團於貝里斯之交通及生活適應。 

2. 協助領隊聯繫貝里斯服務對象及合作對象。 

團長 

(一名) 

1. 統籌海外國際志工計畫負責與召集人，並為會議之主席。 

2. 協調並統整各股工作執掌及進度。 

3. 學校長官之邀請及接待(含開幕式及結業式)。 

4. 負責各籌備會與每日檢討會之召開。 

領隊 副領隊

團長

文書 總務 課程 公關 媒體

副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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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團長 

(一名) 

1. 協助總召集人進行一切工作。 

2. 必要時代理總召集人之職責。 

3. 需掌握各股之各項進度及促進團隊聯絡、合作。 

文書股 

(三名) 

1. 協助各課程授課講義及課本與各式資料之列印。 

2. 編寫新聞稿、各類文字稿及宣傳文案。 

3. 編寫服務活動企劃書、志工手冊及回國後成果報告書。 

4. 製作並統整各項相關會議資料(會議紀錄、當地檢討等)。 

課程股 

(三名) 

1. 設計讀書會課程內容及進度。 

2. 規劃各項課程內容，製作課程講義，安排試教流程。 

3. 規劃營前培訓事宜。 

4. 安排參訪；製作回饋問卷。 

公關股 

(兩名) 

1. 申請各機關單位贊助。 

2. 募款、募集所需物資。 

3. 調查當地可用資源(中華民國政府單位、貝里斯台商、NGO 組

織)。 

4. 宣傳活動籌劃、企業聯繫。 

5. 規劃義賣活動。 

媒體股 

(三名) 

1. 各項美術設計(營服、文宣、邀請函、感謝函、海報等)。 

2. 架設管理貝里斯團網站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 

3. 攝影、影音紀錄剪輯。 

總務股 

(兩名) 

1. 收集並檢查請款收據、發票，報帳核銷。 

2. 管理經費，紀錄收支帳目，製作財務報表。 

3. 負責團隊各股器材採購、租借、分發各項器材，善後及回國

後移交。 

4. 準備各項生活用品、急救藥品。 

5. 訂購機票，辦理保險，接洽安排食宿、交通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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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介紹 

 

 

 

 

 

 

 

 

 

 

 

 

 

 

 

 

 

 

領隊/黃聖芬 Joanne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四年級 

2019 ICBASS Invitation Lett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of Educational 

Service in impoverished and backward 

countries: Leveraged technology and 

flipped students’learning 

2017 清大教學與學校評鑑研究中心研究助

理 

2017 清大貝里斯國際志工團文書股長 

2017 清大教科系學會新聞股長 

2017 清大晨星社總務股長 

2016 大庄國小 12 週輔導 教案編輯員 

2016 慈濟國小『大大手手牽小小手手計畫』

英語教學老師 

相信盼望 

用快樂的心做不屬於自己的事， 

使人成長，使人變化。 

相信，成為一個有能力幫助並創造改變的人。 

盼望，成為一個能用快樂的心做想做的事的人。 

副領隊/蘇靖雯 Lucia 貝團 17 總務 

2018 加拿大打工度假 

2018 競技啦啦隊大專盃 乙組大組第三名 

2017 清華大學國際志工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 

總務股長&捐贈儀式總籌 

2016 莙政項目兩岸暑期交流計畫 上海交通大

學團 

 

大家好，目前在加拿大打工度假，我熱愛旅行，

藉由旅行能讓我看到這世界不同國度的人文風

貌、景觀，走在異國的街道上，總能讓我更靜下

來思考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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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陳雅蕙 Alice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級 

清華書院五日營執秘 

學生會活動部部員 

清大懷幼社活動股員 

粘巴達假日學校助教 

我是一個喜歡嘗試新事物的人，面對生活中的

挑戰，總會以樂觀的態度應對，我喜歡與人相

處，個性活潑外向，看見需要幫助的人，不會

吝嗇地伸出雙手，相信這世上存在著溫暖，也

期許自己成為帶給別人溫暖的人。 

副團長/簡立昀 Yun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一年級 

國中生高中一日體驗營—活動主持人 

高中班級 班長 

我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心，喜歡觀察生活周

遭的點點滴滴，與日常的人、事、物互動是我

生活中的一大樂趣 。我喜歡散布歡樂，我認

為帶給他人歡樂就是幫彼此的生活添加快樂

的元素，快樂的元素是讓我們在完成繁重任務

中走下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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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股/蔡璨茹 Tsan 經濟學系二年級 

2018 世大運志工 

清大經濟 21 級系羽 隊長 

清大成景會 副會長 

清大經濟 21 級系學會 文資 

我喜歡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認識新朋友，我

可以從與他們的互動中學習。我樂於接受挑

戰，即使結果並不是最好，但我仍然享受於

過程。打羽球、閱讀小說、旅遊都是我的愛

好，藉由它們，我可以消除壓力也幫助我思

考。 

文書股/李濬宇 Alan 經濟學系二年級 

永春高中園藝社 社員 

清大吉他社 社員 

我是一個開朗的人，能帶給大家歡樂，想透過

每個不同的活動，累積不同的經驗，也能在彼

此的交流中學習彼此的優點，平常的我興趣也

十分廣泛，從打球、騎腳踏車到看漫畫等靜態

的活動都有涉獵，也希望在團隊中能夠和大家

一起努力，在今年暑假創造一段難忘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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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股/劉芳瑜 Sabrina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三年級 

東山高中熱舞社 教學 

清大熱舞社 教學 

清大熱舞社 寒舞營 活動股員 

清華之愛社 智光營 生活股長/執秘 

清大醫環系 迎新宿營/營隊 專輔股員 

我喜歡嘗試各種事物，又偶爾有些膽怯、害

怕踏出舒適圈的人，但是我不想錯過任何我

想做的和能使我成長的機會，因此我選擇加

入了貝里斯志工團。平時的我喜歡看韓劇、

吃美食和聽音樂，這些休閒是我生活中的小

確幸。跳舞是我最喜歡的運動，即使平時的

練習很辛苦，但它能使我釋放能量和感受最

單純的快樂。 

課程股/朱昱樵 Austin 化學工程學系一年級 

接待日本船橋高校學生 

竹科實中熱音社 器材長 

竹科實中薪傳營 隊輔 

 

我是一個活潑開朗的人。 

我喜歡打球、閱讀和旅行。 

我熱愛嘗試新鮮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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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股/羅士凱 Ken 化學工程學系一年級 

高中營隊 值星官 

高中四屆議會代表 

我喜歡嘗試新的事物及面對新的挑戰，所以我

不管要去貝里斯需要面對多少困難，我認為先

衝就對了。我喜歡運動打球、玩遊戲，也喜歡

看小說，最開心能從中交到一些興趣相近的朋

友，看見貝貝 19 的大家一起努力想做好一件

事，也是最讓人開心的事。 

公關股/陳霓 Ni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一年級 

高中四屆輔導股長 

我很外向、對世界充滿了熱情而且樂於學習。

我喜歡嘗試新事物，開啟不同的旅程，而這也

是我參加貝里斯志工團的原因。希望能夠順利

開心的渡過接下來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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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股/林品嘉 Steve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一年級 

環保志工隊長 

社聯服務社校外巡查長 

接待新加坡南洋女中學伴 

接待日本龍谷高校學伴 

兆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我的興趣有收集各國貨幣和古董、旅行、騎

自行車、溜冰等等。我很喜歡冒險、體驗一

些新奇的事物。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和一群

夥伴一起去貝里斯，一起將愛心送到地球的

另一端。 

媒體股/柯沛吟 Peggy 清華學院學士班一年級 

大手攜小手_英文繪本創作營策劃團隊 

CTAS 自然科學挑戰營策劃團隊 

德國帕索維爾中學來台參訪之學伴 

AIESEC 清華分會 海外成長部門組員 

18 歲已經過了大半，有些事還沒做，有些事

想去做，但真正做了的又有多少?「不想後悔」

是我加入貝團的初衷，我想要為自己創造一

個能被記住的暑假。我很喜歡旅行，因為旅

行是你付出卻能變的富有的一件事，我想在

加入貝貝 19 的這趟旅行中，我能為貝里斯的

孩童帶來一些影響和改變，也希望在學習成

長的過程中能更加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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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股/黃立昕 Leon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一年級 

媒體股/黃靖婷 Frenda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二年級 

麗山高中動力模型暨電腦研究社 行政 

清大基層文化服務社 

聯電課輔班志工 

醫環系迎新 場器股 

我喜歡聽音樂，也學過一些樂器，我的生活

中如果少了音樂與藝術，就沒有了色彩。我

的另一大興趣是戶外活動，大自然是好動的

我釋放能量的地方。體驗各種不同的事物是

我生活的動力來源，新奇的事物總能緊緊勾

住我的注意力。從小就愛埋首在課外書中的

我從書中聽聞過世界各地的百百種樣態，對

於世界的憧憬也是隨著閱讀不斷累積，然而

長大以後我不想再只是當個旁觀者，看著書

中的文字去想像這個世界長怎樣，而是當個

當事人去體會書中所描述的一切。 

建國中學電子計算機社 教學  

清大懷幼社一日營活動股股員 

我是一個較為內向的人，但卻是一個樂天

派，相信老天都會幫忙我的。我喜歡打桌

球、足球、讀武俠小說。常喜歡自己遨遊在

自己的世界中。而我的個人專長仍在積極培

養中，相信有一天會達成這個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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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籌備訓練 

總務股/許銘倫 Samuel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一年級 

師大附中樂研社總務 

師大附中畢典小組總務 

清大懷幼社一日營笑戲股員 

 

我是個開朗的人，喜歡跟人相處、交朋友。

雖然才大學一年級，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嘗

試與學習各種新知，在朋友的介紹下有機會

參加國際志工面試，並順利錄取貝里斯志工

團。我覺得十分的幸運，一生中能有一次機

會離開熟悉的環境去幫助素昧平生的人

們，而且還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因

此我認為這是個絕佳的機會充實自己。期許

自己在今後的時間能對團隊盡心盡力，成為

團隊的力量，並為服務對象帶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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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籌備規劃 

 宣傳活動 

 

 

 

 

 

 

 

 

 

 

 

 

 

 

 

 

 

 

 

 

 

 

 

 

 

 

 

 

 

 

 

 

 

 

 

 

 

 

二、 志工培訓與行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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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籌備規劃 

  2019 年，「國立清華大學國際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為了延續至 2011 年以

來於貝里斯當地的服務計畫，並持續提升服務品質，讓服務更貼近當地的需求，

於是在出發前進行一連串得籌備及訓練期，時程如下表。除了學校每年定期對所

有志工團招開的統一培訓「清華大學國際志工聯合培訓營」外，團隊也會有固定

的例行週會，討論及追蹤今年服務計畫的執行進度。出團前夕，本團更安排為期

一週的密集營前訓練，再次確認到當地的所有服務內容，一次次的訓練，不僅僅

為了讓每項計畫更加完善，也希望促進團員間合作默契，使得團員們對於志工服

務和計畫有更多的了解及心理準備。透過討論不斷審視團隊計畫，透過訓練確保

到當地的服務品質，讓團隊在貝里斯的服務更有效率及最大化。 

 

日期 籌備訓練 負責人 

11 月～2 月中 

團隊進行分股/組及工作分配 全體 

完成企畫書撰寫 文書股 

分配課程 課程股 

彙整贊助資料 公關股 

完成獎學金簡章、海報 獎學金小組 

2 月中至 6 月底 

募集資金和各類物資 全體 

進行籌備會議 全體 

製作各類宣傳品 全體 

製作名片、團服以及宣傳影片 媒體股 

進行義賣與宣傳 全體 

申請各項獎學金與補助款 文書股 

紅龜募資平台準備與上架 媒體股 

獎學金計畫連絡相關學校與機構 

獎學金小朋友聯絡與交流 
獎學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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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中至 6 月底 

每月一次課程英文試教 全體 

募集電腦整理、檢測、安裝系統 課程股 

彙整物資與資金 總務股 

與當地各單位及學校聯絡 全體 

進行義賣與宣傳 全體 

與社區服務學校聯絡、討論 社造小組 

5 月中至 5 月底 

安排服務營隊課程時間表及營前

訓流程 
課程股 

海運物資裝箱 全體 

社區服務相關技能學習 全體 

6 月中至 7 月初 

密集試教及行前訓練 全體 

出團前各項物資準備 全體 

編輯講義及手冊 課程股 

資金、物資清點與分配 總務股 

行前準備 全體 

8 月底～ 

成果報告書撰寫 全體 

成果影片製作 媒體股 

國際志工週籌備 全志工團 

成果發表會 全體 

經費核銷 總務股 

進行下屆招生活動 全體 

持續追蹤捐贈至各校物資的使用

狀況 
負責人 

檢討與傳承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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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活動 

1.義賣 

 清華大學 EMBA 義賣 

團員在星期六 EMBA 上課時，到教室外的走廊上義賣。今天也有幸能到教室內

與學長姐們簡報分享，也希望藉此能夠讓大家能更了解我們。 

 

 新竹女中義賣 

團隊有幸參與竹女的園遊會，在學校內的走廊擺攤販售貝里斯在地的手工文物，

同時也向學妹們介紹我們的服務計畫，讓大家一同感受到服務帶來的美好與歡

樂。 

 

 

 

 

 

 

 

 

 

 

 

 

 

 工研院義賣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到工研院進行義賣的活動，在這裡我們遇到許多熱心的大哥大

姊們，奉獻自己的心意，希望可以一同將愛心送到友邦孩子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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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市集 

在這裡，我們向新竹在地的居民分享我們獨一無二的貝里斯特產，我們介紹貝里

斯的國情與文化，讓大家都能感受到貝里斯的熱情!! 

 

 

 

 

 

 

 

 

 

 

 清華大學校慶義賣 

對清華而言最重要的日子莫過於校慶了，校友和同學們無不為這個日子的到來感

到高興，我們在校內的旺宏館、野台、台積館各地方擺攤與校友和學長姐們分享

我們的服務終旨，讓更多人能參與幫助友邦的孩子。 

 

 清華大學百人會 

百人會是一年一度清大傑出校友群聚的盛宴，本次志工團十分榮幸能到百人會現

場與各位學長學姊們分享團隊的服務計畫，也很榮幸的能夠獲得許多學長姊的支

持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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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電義賣 

我們在這裡向大哥大姐們宣傳我們的服務理念和價值，並且展示我們從當地帶回

來的手工文物。 

 

 

 

 

 

 

 

 

 

 

 

 

 竹中義賣 

本次義賣雖然在大雨中進行，但學生和家長們熱情不減。有許多喜歡吃辣的同學

們買了好幾瓶貝里斯辣椒醬回去。老師和學生會的成員也體恤我們冒雨前來，號

召同學一起為我們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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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款 

 學測募款 

在學測期間，團員分別到了四間學校分享我們的服務計畫。感謝熱心的家長願意

在陪考之餘聆聽我們的計畫，並伸出援手幫助貝里斯的孩子們。每一份對我們的

祝福，都是團隊前進的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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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企業及非營利組織做簡報 

 宣傳目標： 

希望透過團隊成員親自到企業及非營利組織做簡報，讓更多人了解我們的服務內

容。藉由數十分鐘的時間，獲得企業及扶輪社的認同與支持，爭取與外界的合作

機會。 

 宣傳效果： 

在簡報的過程中，透過面對面分享，能夠讓對方較清楚我們的服務目標與歷年服

務成果；也在一來一往的互動中找到更適合的合作方案。很榮幸能夠得到企業及

非營利組織的認同與支持，使我們的服務能繼續下去。 

 新光銀行 

自 2017 年起，新光銀行開始了與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的合作契機，在合作的

三年當中，新光銀行協助貝團進行多項的子計畫，一同激發當地孩童學習熱忱，

啟發當地人民對教育的重視，帶給當地孩童一個正向的價值觀，使他們勇敢追求

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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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西北扶輪社 

新竹西北扶輪社一直以來都是團隊堅強的後盾，除了分享今年計畫與去年服務成

果外。最重要的是感謝新竹西北扶輪社多年的支持，提供許多讓團隊進步的寶貴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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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錦科技公司 

團隊非常榮幸每年都可與沛錦科技公司分享團隊的服務計畫。宋智達經理也十分

熱情，每年也會到學校來參與團隊的例會，和團員們分享自己的經驗，鼓勵了一

代又一代的成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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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計畫概述 

 總體行程表 

 回訪學校 

 國小、高中、種子教師課程 

 獎學金計畫、社區服務計畫 

 捐贈儀式 

 

 

 

 

 

 

 

 

 

 

 

 

 

 

 

 

 

 

 

 

 

 

 

 

 

 

 

 

 

 

 

 

 

 

 

 

 

 

三、 計畫執行過程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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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Date Day Activity

Week 1

7/8 Mon 櫝樄ݣ傀牏旉秚

7/9 Tue 瞤螈揔᯾ේ

7/10 Wed 25mile覿玲ၹ螀ᇔ虻

7/11 Thu
 我 Sacred Heart Collegeࢧ

我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ࢧ

7/12 Fri
 我 DYS @Benque Viejo, Cayoࢧ
 我 Cristo Rey R.C. Schoolࢧ

我 El Progresso Community Schoolࢧ

7/13 Sat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review @Monastery

7/14 Sun

Week 2

7/15 Mon
2-day camp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7/16 Tue

7/17 Wed

 我 Eden SDA High Schoolࢧ
 我 St. Ignatius High School @Santa Elenaࢧ
 我 St. Francis ҙEsperanza Villageࢧ
我 St. Vincent @Unitedvilleࢧ

7/18 Thu
 我 Hidden Paradise Gov. Schoolࢧ
我 Los Tambos Gov. Schoolࢧ

7/19 Fri
 我 San Antonio @San Antonio Villageࢧ
 我 St. Matthews Gov. Schoolࢧ
我 St. Martin de Porres Schoolࢧ

7/20 Sat
Scholarship interview @SHC

7/21 Sun

Week 3

7/22 Mon
我 DYS @Belize City 

我 Embassy @Belize City 
我 TCC @Belize City

7/23 Tue

4-day camp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Scholarship home visiting 

我 New Life Gov. School @Duck Run 1, Cayo Districtࢧ

7/24 Wed

7/25 Thu

7/26 Fri

7/27 Sat
Community Service @Hidden Paradise Gov. School

7/28 Sun

苮臶嬭粕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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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Date Day Activity

Week 4

7/29 Mon
Seeded Teacher Workshop @SHC

7/30 Tue

7/31 Wed Scholarship Meeting

8/1 Thu
2-day camp @Cristo Rey

8/2 Fri

8/3 Sat
Scholarship Reunion @SHC 
我ۅ者ቘ @Belmopan

8/4 Sun
獮ஃ Toledo 
我 Mr. Polonio

Week 5

8/5 Mon
我 University of Belize @Punta Gorda 

我 St. Peter Claver Collegeࢧ

8/6 Tue

4-day camp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Community Service @UB P.G. Campus

8/7 Wed

8/8 Thu

8/9 Fri

8/10 Sat 䲒懵牏娓悳 @Punta Gorda 
蜴ࢧ Cayo8/11 Sun

Week 6

8/12 Mon 2-day camp @Eden SDA High School 
我 University of Belize @Belmopan 

    Donation Ceremony Rehearsal @SHC8/13 Tue

8/14 Wed Donation Ceremony @Sacred Heart College

8/15 Thu 硩೬ᤈ磷 
獮ஃ Belize City

8/16 Fri 襎ݣ我㺔 
櫝樄揔᯾ේ

8/17 Sat 旉秚

8/18 Sun 瞤螈ݣ傀

Belize

27



5CETGF�*GCTV�
%QNNGIG

5CETGF�*GCTV�
2TKOCT[�5EJQQN

%TKUVQ�4G[��
4�%��5EJQQN

'N�2TQITGUUQ�
%QOOWPKV[�5EJQQN

'FGP�5&#��
*KIJ�5EJQQN

5V�+IPCVKWU��
*KIJ�5EJQQN

5V��(TCPEKU�:CXKGT�
2TKOCT[�5EJQQN

5V��8KPEGPV�2CNNQVVK�
4%�5EJQQN

*KFFGP�2CTCFKUG�
)QX��5EJQQN

.QU�6CODQU��
)QX��5EJQQN

5CP�#PVQPKQ�7PKVGF�
2GPVGEQUVCN�5EJQQN

5V�/CVVJGYU��
)QX��5EJQQN

5V��/CTVKP�FG�
2QTTGU�5EJQQN

0GY�.KHG��
)QX��5EJQQN

5V��2GVGT�%NCXGT�
%QNNGIG�'ZVGPUKQP

⦿崋㬂⛮⢏

28



�����⦿崋㬂�

Sacred Heart College    

我藳䌘虡 Mrs. Rocio Carballo

㻌֖Օ奧
Sacred Heart Collegeฎ揔᯾ේڜݷ獮舲ጱṛӾ牧磪臑অጱ䋊聜
絑ह牧ๅ磪ਠ珿襎脲戔猋膏硽ਰ牧㿁褧稲䌵᮷䨝ࣁ種膐旰糫䋊ᰂ
ᶎ手膏瞾搿㰽ୗ牧ฎ౯㮉裾๗֢ݳጱ䋊໊ 

我ፓጱࢧ
• 嘦藨瞾搿㰽ୗ䁰瑿现伛猋ᇔߝ 
• 嘦藨糫䋊ᰂᶎ手䁰瑿现糫䋊ᰂੜጱ制丆 
• 啻薹䋊໊蜱丆犥现ฎ玽磪襑穩 
• 嘦藨籧褧䁰瑿现ฎ玽膌扃 
• 嘦藨2018ଙ瞾搿ጱॡ檚胼礂ֵአ眐୵

我୵ୗࢧ ࣖӥ㬵我藳牧矑茐㷢薪Ӟӥ໊瑼絑ह牧磧盅ک硽ਰ蝱ᤈ翕᪠䲒介
(for 籧褧)

我藳獉
• ྯ樌硽ਰ᮷磪ಭ秚现翕᪠牧翕᪠蝧ଶ盠 
• 䋊໊磪51֖聲䒍牧۱珀3֖ᤈ硰Ո㹓牏1㮆໊裾牏2㮆໊ۅ裾牪
犡ଙو磪182֖継禂ኞ 

• 瞾搿妔揔᯾ේጱ20粙ጱॡ檚胼礂牧૪戔ᗝ9粙牧繸ෝ妿揲褖
牧篷ဩ搳揮ፘ橕蟴猋(襎穰缛)牧犡ଙ䨝媣媲ਞ蕕ٌ犢磪襑ᥝګ
ጱ䋊໊(Mabil Ha Government School) 

• 犡ଙ硽ਰ蟂獤襎脲ℂUbuntu羬翄旉傶Windows羬翄 
• Witheneyܨ疥継禂牧䋊໊䨝䒻甇ತૡ֢牧֕ፓ獮Withney๚
妔䋊໊ࢧ薟牐໊裾ݶ碻ඪ瞱Withney胼媣媲ኩ藶SHJCҁইຎԲ 

㞑⻌↛獌#NCP��5COW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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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ଙ羷蔭匍盄অ牧ݢ犥ኩ藶䋊໊ጱ糫䋊ᰂ愆ۗᒫمଙጱ䋊揲) 
• 犡ଙᶎ手䁰瑿ጱᮎ䬸矦౮Luisᓕቘ牧ಅ犥ԏ盅ٚፗ矑肥媒犢 
• 碝ी翑ୌ缱(SHC)ฎFerminഩᓕ牧๗磭胼膏㿁褧墣痀MOU牧ก
ଙ磪秚䨝胼瞾搿ӣ粙ॡ檚胼礂妔犢㮉ҁी荠翑ୌ缱ፓጱ物๗磭
胼硬珿䋊໊胼რ旉矦牏虏ṛӾጱ䋊ኞ胼፡憎翑ୌ缱ጱۑ硳牧萞
種胼ݢ犥Օ奧妔SHPSጱ䋊ኞ҂牧ݢ犥蚤ॡ檚胼礂獍ݪ现 

肥妏虻碘 Mrs. Rocio Carballoҁ໊裾҂ 
蝫妏襎扖物 (+501)824-2102(ಋ秚)牏(+501)824-2758 
 ᓟ物 rcarballo@shc.edu.bzמ
Mrs. Aidita Argüelles-Mas 
蝫妏襎扖物(+501)632-0107 
 ᓟ物aarguelles@shc.edu.bzמ
Mr. Luis Carballo 
蝫妏襎扖物(+501)615-7365 
 ᓟ物 luis.carballo@moe.gov.bz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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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我藳䌘虡 Mrs. Catherine Welch

㻌֖Օ奧 㿁褧 2011 ଙ犥㬵֢ݳ䌘虡牧2016ଙ獮ྯଙ䨝膐旰㾴ੜӞ෭籧牐
2018 ଙ螩藶䋊ኞکEden SDA High School㷢ے㿁褧膐旰籧褧

我ፓጱࢧ 嘦藨ԫ෭籧碻樌膏䁰瑿

我୵ୗࢧ ࣖӥ㬵肗ॠ牧㷢薪襎脲硽ਰ膏籧褧ಅ襑硽ਰ 

我藳獉 • 䋊໊者و磪827֖䋊ኞ牏34֖聲䒍牧۱珀Ӟ֖襎脲聲䒍牐犡ଙ
磪87֖継禂ኞ牧ٌӾ95%ጱ䋊ኞ䨝媣媲܋䋊牧᮷ฎ݄SHC牏St. 
Ignatius牏Eden SDA High School牧犡ଙ磪Ӟ֖䨝کBelize City
ӤṛӾ 

• 䋊໊磪wifi牧֕䷱磪router 
• 磪Ӟ樌襎脲硽ਰ牧16ݣ執襎牧᮷ฎubuntu羬翄牐֕کṛӾग़ֵ
አwindows羬翄牧๚㬵ݢ胼䨝矦౮windows羬翄牧ො䋊ኞ柹
矑 

• standard 4牏standard 5ጱ䋊ኞ䨝磪襎脲抓牧ӤImpress牏
Writer牏Calculate 

• ԫ෭籧䨝Ӟ樌襎脲硽ਰ蚤Ӟ樌硽ਰ

㞑⻌↛獌6UCP��;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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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妏虻碘 Ms. Catherine Welchҁ໊裾҂ 
蝫妏襎扖:(+501)637-6412(ಋ秚)牏(+501)620-1028 
ᓟ: welchcatherine97@yahoo.comמ

�����⦿崋㬂�

——————————————————————————————————————

Cristo Rey R.C. School

㞑⻌↛獌#NCP��5COWGN�32

mailto:welchcatherine97@yahoo.com
mailto:welchcatherine97@yahoo.com


我藳䌘虡 Mr. Ronnie Ulloa

㻌֖Օ奧
֖ෝCristo Rey VillageጱӞ樌ੜ䋊牧㿁褧裾๗֢ݳጱੜ䋊ԏӞ牧
෭籧牏ᐒ玟๐率ࢥ2017膐旰ࣁ

我ፓጱࢧ •嘦藨籧褧䁰瑿现蔫ၸ戔猋 
• 嘦藨ฎ玽ࣁ籧褧膌扃 
• 䲒介้妿瞾搿襎脲ጱֵአ制丆 
• 啻薹䋊໊蜱丆犥现ฎ玽磪襑穩

我୵ୗࢧ 膏聲䒍ࣁ罍ӥ肗ॠ牧矑茐䲒介襎脲㪔嘦藨ֵአ䁰瑿现蔫ၸ戔猋

我藳獉
• 䋊໊186֖و䋊ኞ牧ٌӾPrimary school磪163֖䋊ኞ牏Pre-

school磪23֖䋊ኞ牧8֖و聲䒍牪犡ଙ磪19㮆継禂ኞ牧ٌӾ15
㮆䨝瞱媲܋䋊 

• 䋊໊磪1樌襎脲硽ਰ牧2㮆ಭ秚牧֕䷱磪翕᪠牧蜱๗硰磪ࣁ
㶧ۗ礍戔翕᪠ҁ໊裾藯毆懯ෝ籧褧獮ਞ蕕ਠ継҂ 

• 襎脲ฎঅጱ牧ٌӾ۱ೡ8㮆Windows羬翄现2㮆ݣ襎脲磪10ݣ17
Ubuntu羬翄牧֕ԏ盅䨝硬౮Ubuntu羬翄牧ࢩ傶Windows羬翄樄
秚蝧ଶ娓眸牪珏螲蟴猋ොᶎ牧耬Ӟ奲襎რ娄 

• ଙ羷䋊ኞ磪䋊聜च器襎脲抓纷牧Ӟ㮆因Ӟ℄牧Ӟ稞Ӟم磪ݝ
ੜ碻 

• 旰籧褧碻牧䋊໊ݢ֘׀ਾ牏蔫ၸ戔猋牏ᴫ蜱ᴨ׀訇ҁ܌訇物
6 BZD牏 ภ訇物6 BZD҂ 

• 䋊໊ୌ缱誢犋绐ࢴ牧໊裾磪现䋊໊硽ਰ獉℃ॅရᄉ脒苽匍虡牪
蝽ӥ襁碻牧襎脲硽ਰ䨝ᄆ牧ݢ胼䨝蝨౮硽ਰጱᎨ᪠ 

• 磪ٌ犢㿁誢ࣁ䒻䋊໊荠䋊໊䨝砆疑ҁ毆懯獋ଙ盅䨝ࣁᴫ蜱ጱઊ
ӯӤ҂ 

肥妏虻碘 Mr. Ronnie Ulloaҁ໊裾҂ 
蝫妏襎扖物 (+501)621-4584 
ᓟ物 ronnie_ulloa@yahoo.comמ

school revisiting

33



——————————————————————————————————————

El Progresso Community School�
我藳䌘虡 Mr. Timoteo Canto 㞑⻌↛獌5VGXG��-GP�

34



㻌֖Օ奧
֖ෝCayoጱ狳螐ੜ䋊牧螂݄䷱磪襎ێ牧蝚螂揔㿁ጱॡ檚胼礂懯
向牧匍ࣁ襎׀ێ䛑绐ਧ牐䋊໊ጱ翕᪠ฎٌ犢瑿ො׀ጱ牧ࢩ種犢
㮉᮷አwifi蝫矑牧䷱磪翕᪠娄ݢ犥蝫奾

我ፓጱࢧ
• ԧ薹螂݄瞾搿ᇔ虻ֵአ眐୵牧㪔妔Ԩ䲒礚姘狕牧ֺই螂݄瞾
搿ጱॡ檚胼礂犥现襎脲 

• 扇㺔ฎ玽螭磪襎脲ᇔ虻ጱ襑穩

我୵ୗࢧ 䲒礚襎脲牧扇㺔襑穩

我藳獉
• 䋊໊و磪136֖䋊ኞ牧犡ଙ磪11֖継禂牧磪8֖聲䒍֕ݝ磪Ӟ֖
䨝砺֢襎脲ҁCanto҂ 

• 䋊໊磪12㮆ॡ檚胼礂ҁ磪ٌ犢Ո妔Ԩ㶧ۗ҂ 
• 傶䋊໊ጱ襎脲碍ᰁॡ牧䋊໊愊䷱磪襎脲抓纷牧襎脲᮷ฎ聲ࢩ
䒍ֵࣁአ牧㰍磪܈皃֖ጱ䋊ኞ䨝Ӟ珏Ӟ稞ֵአ襎脲狶虻碘礚扇牧
磪襎脲ፘ橕䨗罕牧֕૪螂碻 

• 䋊໊䷱磪ᛔ૩ጱ翕᪠牧᮷ฎ蝫ٌ犢瑿ො׀ጱع揲wifi 
• 磭胼䄪翄Ӟֵአwindows羬翄㬵蝱ᤈ硽䋊牧犋ᥝֵአubuntu
羬翄ҁࢩ傶܋ṛӾ碻䨝ֵአwindows羬翄҂ 

• 疥䋊໊ጱ6ݣ執襎癲݄ࢧ蝱ᤈ姘狕 
• ইຎ磪᪃䄪ጱ襎脲疰磪秚䨝傶䋊໊樄戔襎脲抓纷牧磭౯㮉ݢ
ٚ瞾搿5ݣ執襎ҁݢ犥蝫矑Wifi҂ಭ秚ҁ䷱藯กአߺࣁ螲҂

肥妏虻碘 Mr. Brian Watson   蝫妏襎扖物628-8055 
 ,ᓟ物elprogressocommunityschool@gmail.comמ
benque.watson@gmail.com 
Mr. Timoteo Canto  蝫妏襎扖物 663-1537 
ᓟ物cantotimmy@gmail.com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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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崋㬂�

Eden SDA High School

我藳䌘虡 Mr. Henry Martinez

㻌֖Օ奧 ֖ෝSanta ElenaӞಅဳ᯿מիጱṛӾ

我ፓጱࢧ
• 嘦藨籧褧䁰瑿现膌扃膏玽 
• 耙Ի糫䋊ᰂੜጱ䋊揲 
• 嘦藨糫䋊ᰂੜጱ䋊聜制丆 
• 嘦藨䋊໊蜱丆犥现ฎ玽磪襑穩

我୵ୗࢧ 襎脲硽ਰ牧犥媅౮㾼瑹ጱොୗک旰獍ਰ耙䋊揲牧矑茐膏聲䒍کض
ࣖӥ㬵肗ॠ牧磧盅䲒介籧褧አጱ硽ਰጱ襎脲眐丆

㞑⻌↛獌#NCP��#WUV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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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藳獉 • 䋊໊夹600֖䋊ኞ牧30֖聲䒍牧۱ೡ4֖襎脲聲䒍牧犡ଙ磪135
֖継禂ኞ 

• 犡ଙֵአጱ硽ਰ戔猋牏敟誢᮷穉斃অ牧䲒介䋊ٌ໊ӾӞ樌襎脲
硽ਰҁfor籧褧҂牧磪24ݣ礰襎牧ֵአWindows羬翄牧Office羬
翄磪365牏2016缛粚牧ྯ樌襎脲硽ਰ᮷磪ಭ秚牧ݢ犥Ӥ
翕牧翕蝧500Mbps牪䋊໊و磪17ݣ執襎 

• Alarࣁ碝ጱ䋊๗ℂ4 form媣媲疰捝牧ٌ訏糫䋊ᰂ䋊ኞጱ制丆䨝ࣁ
籧褧碻扇㺔ҁAccountant: Ms. Kelly҂牧旰籧褧碻牧䨝՞Alarጱ
䋊揲现碝ጱ糫䋊ᰂੜጱ䋊揲 

• IT抓纷聲䒍Mr. Henry䨝扇㺔໊裾ݢ玽膌扃牧ই໊裾犋ᤈ牧聲䒍
 犥㬵膌扃牐ҁஃଙ᮷ฎHenry㬵毈糫҂ݢ

• 犡෭ੀמ嘦藨物ݻHenry嘦藨ԫ෭籧褧䋊ኞ㷢膏Ո碍

肥妏虻碘 Mr. Pinedaҁ໊裾҂
蝫妏襎扖:(+501)824-2966 
 ᓟ:principal@eden.edu.bzמ
Mr. Henry Martinezҁ揗揣䋊໊IT蟂槹聲䒍҂
蝫妏襎扖:(+501)615-1641 
ᓟ:henry@eden.edu.bz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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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Ignatius High School

                                                

我藳䌘虡 Ms. Pauline Gilharry

㻌֖Օ奧 糫䋊ᰂԆ疰捝ጱṛӾ牧้妿瞾螂襎脲

我ፓጱࢧ
• 耙Ի糫䋊ᰂੜጱ䋊揲 
• 嘦藨糫䋊ᰂੜጱ䋊聜制丆 
• 啻薹䋊໊蜱丆犥现ฎ玽磪襑穩

我୵ୗࢧ
䨝捍ک裾癲౯㮉໊ۅ耙糫䋊ᰂԆJeydi, Franciscoጱ䋊揲牧ض
ਰ牧ࣖӥ㬵肗ॠ牪磧盅牧ک襎脲硽ਰ䲒介制丆

我藳獉 • 䋊໊獤傶෭樌蟂膏ज़樌蟂牧ज़樌蟂ℂ5:30 PM9:00 ک PM牧෭樌
蟂413֖و䋊ኞ牧ज़樌蟂蠴䌵硩150֖䋊ኞ牧ፓ獮磪75֖䋊ኞኩ
藶牧䋊໊32֖و聲䒍 

• 糫䋊ᰂੜ Jeydi GPA: 3.94牏Francisco GPA: 3.5牧獋֖糫䋊
ᰂԆࣁ䋊໊蔭匍现䋊聜制丆᮷覍ଉঅ 

• 䋊໊า๗磪柹矑籧褧牧Ԇᥝ抓纷傶舣牏碍䋊 
• 䋊໊磪聅蔩硽ਰ牧犖磪聲䒍䨝ദ抓牧䨝疥䋊ኞጱ౮ຎ硯ࣁ䋊໊
ጱݱ蒂疻纈ҁ猟ฎ䋊໊क़℃҂ 

• 襎脲硽ਰ磪40ݣ礰襎牧ֵአWindows羬翄牧ࢥ㮆ଙ羷᮷磪IT抓
纷ҁ懯向圸傶EDPM҂牧抓纷獉螞盌Carribean Curriculum 

• 䋊໊匍ࣁ᮷አ娄Ӥᘍ手ҁE-testing҂牧ಅ犥犡ଙమᥝ碝ीӞ樌
襎脲硽ਰ牧֕ፓ獮ݝ磪17ݣ礰襎牧耬23ݣ

㞑⻌↛獌#NCP��#WUVKP�

38



肥妏虻碘

——————————————————————————————————————

St. Francis  Xavier Primary School

                                                                              

Ms. Jeanene Nealҁ໊裾҂ 
蝫妏襎扖物(+501)824-3294 
 ᓟ物 principal@sihs.edu.bzמ
Ms. Pauline Gilharryҁ໊ۅ裾҂ 
蝫妏襎扖物(+501)610-6895 
ᓟ物viceprincipal@sihs.edu.bzמ

㞑⻌↛獌5VGXG��-GP�39



我藳䌘虡 Mr. Carlos Manzannero

㻌֖Օ奧 螂้݄矑ݑ螂揔㿁ጱ瞾搿牧2018磪ࣁ蝡愊旰螂籧褧

我ፓጱࢧ
• ԧ薹螂݄瞾搿ᇔ虻ֵአ眐୵牧㪔妔Ԩ䲒礚姘狕牧ֺই螂݄瞾
搿ጱ襎脲ፘ橕戔猋缛 

• 扇㺔ฎ玽螭磪襎脲ᇔ虻ጱ襑穩

我୵ୗࢧ 䲒礚襎脲牧扇㺔襑穩

我藳獉 • 䋊ኞو磪170㮆牧18֖継禂ኞ牧ٌӾ磪10֖䨝媣媲܋䋊 
•襎ێ制丆绐ਧ牧磪wifi 
•䷱磪襎脲ፘ橕抓纷牧磪襎脲ፘ橕䨗罕牧ٌӾ10ฎ螂݄籧褧ኸ
ӥጱ 

•䋊໊磪獌ݣ襎脲牧膏Ӟञ褾ᇔञ硯ࣁӞ蚏ҁ翕᪠秚֖ෝ绯䜛ᴫ
蜱牧襎脲硎戔֖ᗝ櫝翕᪠秚斃螐)牧ܻࢩฎ䋊໊ࣁ種૱ጱ斃狳
瑿ො牧ொੜ猂Ꮘ绯ᘒ獈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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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妏虻碘 Mr. Carlos Manzanneroҁ໊裾҂   
蝫妏襎扖物635-4929

•硽ਰ獉ጱ矠ଷ碍ᰁ㰍磪ࢥ㮆牧䷱磪皤裾娄牧ࢩ種വ䥁牧襎脲ጱ
ֵአ毱ሲ禅犵 

•䋿褬䲒礚咳匍牧襎脲ࣁᏝ誢膏敟誢磪拙ग़㺔氂牧2ݣ篷ဩ樄
秚牧ݚक़6ݣ襎脲愊ݝ磪2ݣ磪office羬翄 

•襎რ׀䛑娄耬1礿牧磪3㮆笅诊牧ٌӾ獋㮆ฎ膑ࣳ㾼毣ጱ牧棎練
磪2㮆瓥ധҁ奈舣ਁ棎練҂ 

礰襎篷ဩ蝫Ӥݣ揲篷娄翕᪠牧硲8عጱ׀傶᮷ฎֵአ硰ࢩ•
翕᪠牧犢㮉磭胼䄪䢐磪篷娄翕ܜ 

•犢㮉磭ݢ犥䢐磪20ݣ礰襎㬵౮缏襎脲硽ਰҁ໊裾ਰ҂牧ፓ獮
ጱ8ݣ磪战ग़㺔氂 

•硁聲䒍ಅ藯牧य़夹Ӟ㮆์䨝虏䋊ኞֵአӞ稞襎脲牧֕䲒介盅咳
匍襎脲皃Ԓ᮷篷ဩֵአ牧ᘒӬ襎脲愊䷱磪䋊ኞጱ犨֜䲆礯

——————————————————————————————————————

St. Vincent Pallotti R.C. School

                                                                       

我藳䌘虡 Mr. Luis Oliva

㻌֖Օ奧
้矑ݑ螂揔㿁ጱ瞾搿牧܈ग़ଙ㬵䋊໊Ӟፗ篷ဩ蝢螂硰ጱፘ橕戺
裬牧ፗ݄کଙ౯㮉瞾搿襎脲虏犢㮉౮缏襎脲硽ਰ盅牧Ḓ稞蝢螂

㞑⻌↛獌5VGXG��2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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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ፓጱࢧ • ԧ薹螂݄瞾搿ᇔ虻ֵአ眐୵牧㪔妔Ԩ䲒礚姘狕牧ֺই螂݄瞾
搿ጱ襎脲ፘ橕戔猋缛 

• 扇㺔ฎ玽螭磪襎脲ᇔ虻ጱ襑穩

我୵ୗࢧ 䲒礚襎脲牧扇㺔襑穩

我藳獉
•  䋊ሲ傶90% ҁ18/20҂܋磪162֖䋊ኞ牧20֖継禂ኞ牧و
• ໊獉襎ێ制丆绐ਧ牧ኧDigicell ׀ጱع揲翕᪠牧Std.4,5,6磪
襎脲抓纷牧Ӟ蝰Ӟ稞牧໊獉皃Ԓಅ磪聲䒍᮷䨝砺֢襎脲牧磪獋
㮆襎脲䌕槹ጱ聲䒍 

• 䋊ኞጱPSE蔭匍蝱ྍ牧2019܋䋊ሲṛ牧聲䒍坌禅傶䋊ኞ疨
ತๅग़虻რ牧蝡樌䋊໊瞱媲ஃๅঅጱොݻ螪蝱 

• 䋊໊磪15ݣ礰襎牧磪ਞ蕕Ӭ磪ֵࣁአጱ磪13ݣ牪吚Ӿ磪5ݣԆ
秚瓥ധ牧礰襎Ֆ襑3礿襎რ娄牏2㮆棎練牏5㮆笅诊牪執襎磪2
 অጱ執襎篷襎რ娄ݣ蝑狕Ӿ牧2ݣ

• ಭ秚者و磪2ݣ牧Ӟݣ椷毣磪㺔氂ҁ犢㮉ℂ聅㾴揮㬵ጱ҂牧
 ጱ向ᶎ䨝磪讨讨ҁ2018ଙ瞾搿҂ڊಭݣӞݚ

• 犡ଙ襑ᥝ執襎16ݣ牧舙ݢ犥ࣁ獌์皈獮仡ݣ25ک執襎牧樄䋊
疰ݢ犥缏ܨ傶ৼ㮉樄戔襎脲抓纷

肥妏虻碘
Mr. Luis Oliva ҁ໊裾҂ 
蝫妏襎扖物635-4929                     
Mrs. Guzmenҁ໊ۅ裾҂ 
(ԏ獮ฎCristo Rey聲䒍牧2017藲کSt. Vincent) 
蝫妏襎扖物604-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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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我藳䌘虡 Mrs. Noemi Gonzalez

㻌֖Օ奧 2017㿁褧膐旰ࢥ෭籧

我ፓጱࢧ 䲒介襎脲牧嘦藨ࢥ෭籧碻樌膏䁰瑿犥现ᐒ玟๐率ጱ殻ፓ

我୵ୗࢧ 旰獍ਰ膏໊裾我藳牧䲒介襎脲牧㷢薪籧褧ಅ襑硽ਰࣁ

㞑⻌↛獌6UCP��-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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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藳獉 • 䋊໊者و磪75֖䋊ኞ牏4֖聲䒍牧䷱磪襎脲聲䒍牧֕
standard3~standard6磪襎脲抓牪犡ଙ磪11֖継禂ኞ牧ٌӾݝ
磪4֖媣媲܋䋊

• 䋊໊磪wifi牧犖磪router牧ݝ磪9์ᛗ6์牧䋊ኞ໊ࣁ๗樌磪翕
᪠牧磪ٌ犢秚䯤䨝䒻盜՞翕᪠揲አ

• 磪Ӟ樌襎脲硽ਰ牧稲ଙ㿁褧者و瞾搿10ݣ礰襎牏21ݣ執襎牏3
ಭ秚牧᮷ฎݣ執襎牏2ݣ礰襎牏17ݣಭ秚牪䲒介碻磪5ݣ
ubuntu羬翄牧ݝ磪Ӟݣ執襎傶windows牧֕䷱磪officeҁ磪獋
ฎWindows҂ݣฎUbuntu牧 Ӟݣ裾疑牧Ӟ໊ࣁݣ

• 磭ԏ盅胼磪windows羬翄ጱ執襎牧ࢩ傶ፓ獮犢㮉ጱ襎脲
ҁUbuntu҂᮷篷ဩ蝫矑玢蔭秚牧螭磪ྯ樌硽ਰ᮷胼磪Ӟݣಭ
秚ҁݢ፡፡礰秚ݢ犋ݢ犥蝫奾牧ࢩ傶SHCݢ犥ֵአ礰秚
Ubuntu蝫奾ڜ蔭秚҂

• 䋊໊磪獅᪃襎׀ێ䛑
• 犡ଙᐒ玟๐率犥罭ڬ硽ਰ℃ॅ傶Ԇ牧犖䨝磦䋊໊ጱຶৼҁ蚎ୁ
Ӥඪ砤罍ጱຶৼ݄ଙ8์ๅ矦螂牧2019݈蝽کጮ恥҂Ӥᴠ
ᄉ牧螨ع恝ᢍ

• 䋊໊໊疁缏粞櫒簁瓥ധ牧֕℃ॅӤ૪磪䋊໊໊疁牧ࢩ種缏粞ጱ
ᥝ㪔犋य़牪ইຎԏ盅ᥝ狶໊疁缏粞牧磭胼犥桗蕣搡
ฎ磦缏粞璾ᴠᄉ牏荠螘襁༌

肥妏虻碘 Mrs. Noemi Gonzalezҁ໊裾҂ 
蝫妏襎扖物(+501)633-6054 
ᓟ物noemi1984@live.com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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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Tambos Government School 

                                                                         

我藳䌘虡 Ms. Lily Reyes

㻌֖Օ奧 蝡愊䁆ᤈᐒ玟๐率懯向牧ࣖ苽ෝSpanish Lookoutጱ狳暱ࣁ2018

我ፓጱࢧ • ԧ薹螂݄瞾搿ᇔ虻ֵአ眐୵牧㪔妔Ԩ䲒礚姘狕牧ֺই螂݄瞾
搿ጱ襎脲ፘ橕戔猋缛 

• 扇㺔ฎ玽螭磪襎脲ᇔ虻ጱ襑穩

㞑⻌↛獌5VGXG��2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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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୵ୗࢧ 䲒礚襎脲牧扇㺔襑穩

我藳獉 • 䋊ኞو磪115֖牧7֖継禂牧ٌӾݝ磪1֖䷱ӤṛӾ牧ٌ犢䋊ኞ
ฎ矑ݑԧ聅㾴ኦ羳ᥜ癥礓樌硽䨝׀ጱ糫䋊ᰂ犥媣媲܋䋊 

• 䋊໊磪router牧犖磪绐ਧ襎ێ 
• 䋊໊磪4ݣ礰襎ҁUbuntu҂牧緡ྋଉ牪執襎者ݣ13و
ҁWindows8&10 pro牧緡䷱磪office҂牧磪6ݣ硲ᵑ牪ಭ秚者
 胼緡ྋଉۑ牧ݣ磪2و

• 執襎ࣁ䋊໊ጱۑአฎ׀䋊ኞ礚扇虻碘牏蕣֢ੜ奲֢禂牧簁ᘒ
໊ො㪔䷱磪׀襎脲抓纷牧犖䷱磪襎脲聲䒍牧໊裾蔭纈牧ࢩ傶
䋊໊绚樌㺔氂牧疰ᓒ磪᪃䄪ጱ襎脲犖盄櫞౮缏襎脲硽ਰ 

• 犡ଙ䌘ෝ執襎ጱ襑穩傶6ݣ 
• ໊裾蔭纈ရᄉᄉ盄অ牧䌘ৼ㮉ጱ䋊聜絑ह磪ے獤ጱ硳ຎ牪
݄ଙ籧褧ࣁ蝡螲犖旰盄౮ۑ

肥妏虻碘 Ms. Lily Reyesҁ໊裾҂ 
肥妏襎扖物650-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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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Antonio 

United Pentecostal School

                                                           

我藳䌘虡 Mr. Arcelito David Mai

㻌֖Օ奧
螂้݄矑ݑ螂揔㿁ጱ瞾搿牧犖ࣁ蝡愊䋿碞螂ᐒ玟๐率牧ᴻԧ揔㿁
裾๗ጱ䒻ۗԏक़牧໊裾犥现聲䒍犖䨝ݻ薥๏অ玉褸虻ᰂ牧犖䨝
磪聅㾴ጱ㿁誢瞾ۗ犢㮉虻ᰂ现襎脲

我ፓጱࢧ • ԧ薹螂݄瞾搿ᇔ虻ֵአ眐୵牧㪔妔Ԩ䲒礚姘狕牧ֺই螂݄瞾
搿ጱ襎脲ፘ橕戔猋缛 

• 扇㺔ฎ玽螭磪襎脲ᇔ虻ጱ襑穩

我୵ୗࢧ 䲒礚襎脲牧扇㺔襑穩

我藳獉
• 䋊牧ٌ܋磪8֖䨝媣媲ݝ磪215֖䋊ኞ牧28֖継禂ኞ牧ٌӾو
犢䋊ኞ璂ࢩ妿倉ࢩᔰ篷ဩ媣媲܋䋊 

• 磪router牧֕翕᪠狳眸牧磪绐ਧ襎ێ牧ֵአॡ檚胼礂咳襎牧䷱
磪襎脲抓牧磪ੜ奲֢禂碻䨝妔䋊ኞֵአ襎脲 

• 樌䋊໊磪襎脲聲䒍牧֕犢ፓ獮ࣁ䋿聜吚Ӿ牧磪獋ଙጱ碻樌犋
ࣁ傀䌘ෝݣ䋊໊牧໊裾䌘ෝ㿁褧螂݄ጱ䒻ۗ覍ଉ眤筕牧眤蘛ࣁ
瑿ጱ䋊໊牏䋊ኞጱൔۗ牧虏蝡犚ৼ胼ஃๅঅጱොݻ螪蝱 

• 硌ୌࣁ傶䋊໊绚樌犋᪃牧䌘ෝ礰襎ጱ襑穩傶襉牧ፓ獮䋊໊ྋࢩ
襎脲硽ਰ牧毆懯กଙ䨝ਠૡ牧໊裾蔭纈牧ک碻磭揔㿁ݢ犥ग़
瞾搿Ӟ犚礰襎牧㬵ୌ蝨襎脲硽ਰ 

㞑⻌↛獌5VGXG��2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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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䋊໊磪25ݣ礰襎牧ࢩ傶䋊໊ጱ绚樌磪褖牧ֵࣁአጱݝ磪15
牧ݣԆ秚瓥ധ牧礰襎Ֆ襑1礿襎რ娄牪執襎磪11ݣ牧吚Ӿ磪1ݣ
磪3ݣ硲ᵑ牪ಭ秚者و磪4ݣ牧ݝ磪Ӟݣฎྋଉጱ 

肥妏虻碘 Mr. Arcelito Maiҁ໊裾҂ 
肥妏襎扖物661-8106                     
Mr. Carlos Cisnerosҁ໊ۅ裾҂ 
肥妏襎扖物663 0403

⦿崋�
㺰ㅕ⧹楫揞㧤⦿崋ℬ┮㧮甒職㓷㘱忩職䕊羝䥥㬂苌Ⅷ缷
槜呇❭㕶㉒崎⍺䥥≠䠉䖡㾢苌⅀㧤⻇楼㶃䄍㺰⃡⛑槜呇
⚫䧙梽搮⇗苌ℇ嵃⠰⻮㢝㬭槜珮丧槜粹䕊羝䥥槡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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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Matthews Government School


我藳䌘虡 Mrs. Shakeyra Berry

㻌֖Օ奧
螂้݄矑ݑ螂揔㿁ጱ瞾搿牧ᴻԧ揔㿁裾๗ጱ䒻ۗԏक़牧聅敎犖䨝
㶧ۗ蝡樌䋊໊螀֢

我ፓጱࢧ ԧ薹螂݄瞾搿ᇔ虻ֵአ眐୵牧ࢩ蝪襎脲硽ਰ硬ୌ牧篷ဩ蝱ᤈ䲒狕

我୵ୗࢧ 扇㺔襑穩

我藳獉
•  䋊܋䷱磪7֖ݝ磪405֖䋊ኞ牧38֖継禂ኞ牧ٌӾو
• Ӥ܈讨犥獮翕᪠懱蒈覍ଉ犋绐牧襎ێ制丆ྋ܋ࣁ羷吚Ӿ牧䷱
磪襎脲抓纷牧磪ੜ奲֢禂碻䨝妔䋊ኞֵአ襎脲 

• 礬硁໊裾ጱݗ毣藯ก牧䋊໊磪17ݣ礰襎牏12ݣ執襎牧吚Ӿय़
ग़碍ጱ羬翄傶Ubuntu牧໊裾蔭纈牧໊ො狳অጱ羬翄傶
windows 

• ಭ秚䋊໊者و磪2ݣ牧᮷ฎྋଉጱ 
• Std.1,2ጱ䋊ኞࢩ傶ଙ夵斃ੜ牧襎脲य़ग़ኧ聲䒍砺֢妔䋊ኞ፡牧

Std.3~6ጱ䋊ኞ㳷磪秚䨝ֵአک襎脲

肥妏虻碘
Mrs. Shakeyra Berryҁ໊裾҂ 
肥妏襎扖物610-9234

㞑⻌↛獌5VGXG��-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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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Martin de Porres School

                                   

我藳䌘虡 IT 聲䒍 Bartolo Tuyub

㻌֖Օ奧 Cayo玟ੜ䋊

我ፓጱࢧ 䲒介襎脲牧ԧ薹䋊໊眐丆

我୵ୗࢧ 㺔氂牧ಅ犥篷ဩ䲒介襎脲҂ێ傶襎ࢩ硽ਰ扇㺔聲䒍䋊໊眐୵ҁࣁ

㞑⻌↛獌6UCP��(TGP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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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藳獉
• 䋊໊磪130֖䋊ኞ牧犡ଙ磪19֖継禂ኞ牧ݝ磪8牏9֖媣媲捝ṛ
Ӿ牐䋊໊者و磪5֖聲䒍牧۱珀Ӟ֖襎脲聲䒍 

• 䋊໊磪翕᪠犖磪᪠ኧ瑊牧ฎኧ硰׀ 
• ፓ獮䋊໊य़禊磪20ݣ礰襎牧4ݣ執襎牧֕ݝ磪Ӟݢݣ犥ֵአ牧
ٌ犢ݣ磪碂籆㺔氂牧᮷ฎwindows羬翄牪ࠔӞӞݣಭ秚瓥
ധ牧磭ԏ盅胼磪碝ጱಭ秚 

• standard 3 ~ 6᮷磪襎脲抓牐襎脲硽ਰӞॠ䨝ֵአӞ璤 
• 䋊໊ጱ襎脲硽ਰ๚蕕獖穥ԏ獮牧襎ێ獅᪃牧֕蕕獖穥ԏ盅牧
疰犋嘦ਧ 

• 硽ਰ獛㫂牏籗ٍ脒苽 
• ᴫ蜱ᐒ玟Ӟ֖㴄Ӥ犨ጱ甛㹓犖㬵膏౯㮉我藳牧磭౯㮉胼瞾搿
Ӟݣ礰襎妔ᐒ玟Ӿஞ牧ڥአ襎脲㬵蒂ቘᐒ玟ጱԪ率犥܋硳ሲ

肥妏虻碘 Ms. Sandra Cocomҁ໊裾҂ 
蝫妏襎扖物620-3370 
 ᓟ: sandra.cocom@yahoo.comמ
Elqailett Antheuoҁᐒ玟甛㹓҂ 
蝫妏襎扖物 602-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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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藳䌘虡 Mr. Ben Mengibar

㻌֖Օ奧 ֖ෝSpanish Lookout牧磪襎脲硽ਰ现翕᪠虻რ

我ፓጱࢧ 嘦藨瞾搿襎脲眐丆

我୵ୗࢧ 襎脲硽ਰ䲒介㪔扇㺔䋊໊蜱丆ک

New Life Government School

我藳獉 • 䋊໊磪150֖䋊ኞ牧犡ଙ磪13֖継禂ኞ牧֕ݝ磪4֖媣媲܋
䋊牧ٌ訏ࢩ傶妿倉ࢩᔰ篷ဩ܋䋊 

• 䋊໊ݝ磪5֖聲䒍牧۱珀໊裾牧䷱磪襎脲聲䒍 
• 襎脲硽ਰ磪Ӟݣಭ秚现15ݣ礰襎牧ٌӾ磪7ݣฎ㿁褧ԏ獮瞾
搿牧1ݣ樄犋ԧ秚牧3ݣubuntu羬翄牧3ݣmicrosoft windows羬
翄牪種क़牧磪11㮆蓦癷ฎঅጱ牧֕๚ֵአ牧8ݣฎBNE瞾搿牧
獊蟂᮷ฎmicrosoft windows牐ԏ獮㿁褧者و瞾螂10ݣ執襎牧
 ᛔ૩疑ࣁ裾硯໊ݣ硽ਰֵአ牧磪Ӟࣁ犥ֵአ牧ݢݣ獵4ݝ

• 䋊໊磪翕᪠牧犖磪᪠ኧ瑊牪襎ێ牏ێ᮷獅᪃ 
• 䋊ኞ䨝አ執襎獤奲娞聜PSE牧ٌ犢碻樌緡傶聲䒍ֵአ

㞑⻌↛獌6UCP��(TGP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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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玢秚篷ဩ蝫矑襎脲牧ԏ盅㿁褧ݢ犥䒻ۗ䋊໊ইֵ֜አubuntu
羬翄ጱ襎脲蝫矑玢秚ҁୌ捍ݢ犥ݣࣁض傀娞聜螂牧ฎ扇㺔
SHCই֜蝫矑҂ 

• 襎脲硽ਰ襑ᥝ༗ৼ牧ԏ盅ݢ犥ک䋊໊狶ᐒ玟๐率

肥妏虻碘 Mr. Ben Mengibarҁ໊裾҂ 
蝫妏襎扖:物(+501)601-7802 
ᓟ物newlifegov2004@gmail.com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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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 Claver College Extension

我藳䌘虡 Mr. Dave Forman
㞑⻌↛獌#NCP��.G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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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藳獉

㻌֖Օ奧
種䋊໊傶ToledoࠔӞӞಅ׀౮Ո硽胍ጱ䋊໊牧碫ࣁ傶磪虻໒㷢
猻搡ጱ硽胍牧㪔ෝ 1999 ଙ׀扗懯㴟ጱ Toledo 现ٌ珏螲獍࿆ے
9์樄তኞ牐 扗抓纷碫ࣁ笕᪃襑ᥝᒫԫ稞秚䨝ҁℂ๚Ӥ螂ṛӾ
ṛӾջ䋊҂17 䵇犥Ӥጱ䋊ኞ ׀౮Ո硽胍牧ฎӞ㮆傶๗ӣଙ
ጱ懯㴟牧ਠ౮盅毈咳ṛӾݶ缛䋊稲挨䨗

我ፓጱࢧ
• 嘦藨籧褧䁰瑿 
• 嘦藨ฎ玽ࣁ籧褧膌扃 
• 䲒介้妿瞾搿襎脲ጱֵአ制丆 
• 啻薹䋊໊蜱丆犥现ฎ玽磪襑穩

我୵ୗࢧ
໊裾ض癲౯㮉㷢薪䋊໊戔碞牧㪔狅ଧՕ奧ݱ硽ਰጱአ蝝牧ٚکࢧ
旰獍ਰ肗ॠ牧嘦藨ᵍॠ籧褧ֵአ硽ਰ现ፘ橕虻懱牧磧盅ک
Computer Lab 䲒介襎脲制丆

• 䋊໊ज़樌蟂65وՈ牧犡ଙ継禂ኞ磪22Ո牧䋊໊聲䒍磪10Ո牧ٌ
Ӿ1֖ฎ襎脲聲䒍牧ಭ秚磪2ݣ (Ӟݣ膑ጱ牏Ӟݣ碝ጱ)牧磪翕
᪠ (毱耆ֵአ)牏᪠ኧ瑊 

• 㬵䋊໊磪2֖襎脲聲䒍牧֕磪1֖旴肬牧ಅ犥䋊໊ፓ獮ྋࣁತ
碝ጱ襎脲聲䒍磦愆蝡㮆耬氃 

• ໊裾磪Ӟ֖ᑃ䨗牧ૡ֢碻樌傶ྯ蝰Ӟ牏ӣ牏م 
• ज़樌蟂ጱӤ抓碻樌傶 18:00~22:00牧 1~3 form ᮷磪襎脲抓牧  

5璤/蝰 
• 䋊໊磪18ݣ礰襎牧3ݣ䠔瓥牏5ݣ襑ᥝ᯿箑 (䷱磪Password)牏4
Windows 7, Office2010牏1 ݣWindows 10, Office 2013牏5ݣ
 Windows 10, Open Office 4.16 ݣ

• 䋊໊䷱磪執襎 (໊裾膏ᑃ䨗وአӞݣ)牧襑ᥝ10ݣ執襎牧磭犡
ଙ磪秚䨝ጱ扖ݢ犥㿁褧ݢ犥瞾搿妔犢㮉 

• 䋊໊మ矦Ӟ樌襎脲硽ਰ牧֕ࢩ傶ਞ獊㺔氂牧ፓ獮螭䷱砆螂݄ 
• 䋊໊磪Ӟ樌ᛔ簁硽ਰ牧愊ᶎ磪။ಋབ牏䋿涢瑊ٍ牧׀䋊ኞ狶
ኞᇔ牏玕䋊ጱፘ橕䋿涢 

• 犡ଙ籧褧Ԇᥝ㷢ے䌘虡Ԇᥝ傶ੜ䋊牏ṛӾኞ牧໊裾藯ᥝࣁ蝡樌
䋊໊旰籧褧ጱ扖 (forज़໊ኞ)牧ݢ犥蚤໊裾肥妏牧犢䨝ٚ׀౯
㮉ݳ螕ጱ碻樌 

• Mrs. Moniqueࣁ犡ଙ籧褧๗樌㶧ۗ౯㮉Ӥ硽ਰጱ樄珸现Ӿ܌
橕樂硽ਰ牧甇犖藯ইຎ๚㬵䨝ࣁ蝡樌䋊໊旰籧褧牧ݢ犥獮蝫
妏甇䒻౯㮉蝱ᤈ籧褧ጱਯ㯽 (螩藶懿ᘏ䟖我㿁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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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妏虻碘
Mr. Dave Formanҁज़樌蟂揗揣Ո҂ 
蝫妏襎扖物(+501)605-8984 
 ᓟ物clavercollege@gmail.comמ
Mrs. Monique Websterҁ籧褧ਯ㯽揗揣Ո҂ 
蝫妏襎扖物(+501)722-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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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獃�㢑⚤崋㬂�

Jireh Fundamental Education

㻌֖Օ奧 2001ଙ獺ୌጱᐺ缏䋊໊ҁ㾴ੜ҄ṛӾ҂牧獺旰Ո傶 Tina Perez

㷢我ፓጱ
• 䋊໊๗磭胼౮傶ࣁ揔᯾ේ磧অጱ虻懱ṛӾ牧犢㮉๗磭䋊ኞ胼
ෝ虻懱硽ێ揔㿁౮㿁犥㬵膌ࢩ䋊໊䢐磪斃ਠ珿ጱ虻懱抓纷牐ࣁ
胍牧ಅ犥磭胼ԧ薹㿁褧ই֜疥㾴ੜ现ṛӾ虻懱硽胍抓纷皤媲牧
໊ො犖緽磭㿁褧胼ٚ 2020 ଙ 7 ์膐旰㾴ੜ籧褧牧䒻ۗ婘Ꭸ䋊
ኞ纷ଶ苽癩牧犥薹究䋊໊抓纷獉ԏ櫞ฃଶ㺔氂牐

㷢我୵ୗ 裾牧㷢薪㾴ੜ膏ṛӾ硽ਰ制丆໊ۅ䋊໊ᰀ訇礰我㺔䋊໊໊裾现ࣁ

我藳獉 • 䋊໊磪 100 㮆ੜ䋊ኞ牏23 㮆ṛӾኞ牧襎脲虻რොᶎ磪礰襎ӣ
 ҁOffice Staff ֵአ҂ݣҁMicrosoft 妔Ӟԫଙ羷҂牏執襎Ӟݣ
牏ಭ秚Ӟݣ 

• 磪聅㾴Ո摁ۗ翕᪠虻რ 
• 䋊໊䨝ਧ๗膐ᤈ硽䒍懺娞 
• 䋊໊硽䒍䨝ֵአ襎脲虻რ牧ࢩ種䛑አಭ秚秚ሲ盄ṛ牧襑ᥝ毆
夹ֵአ碻樌 

肥妏虻碘 Tina Perezҁ໊裾҂ 
蝫妏襎扖:物(+501)671-0477 
ᓟ物jirehfe@yahoo.com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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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y Dardonҁ໊ۅ裾҂ 
蝫妏襎扖:物(+501)674-0477 
ᓟ物beckygomzalez92@yahoo.com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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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 Claver 

College Extension

Eden SDA 

High School

—————————————————————————

高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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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 Claver College Extension

服務日期 

8/6 ~ 8/9  

服務地點 

Punta Gorda 

撰寫人 

Ken

服務學校概況 Opening  
⾼高中⽣生開幕式可以減少搞笑成分，否則有點尷尬。這次因
為對象是⾼高中⽣生，所以把 camp rule 拿掉，但少了了這個環
節，學⽣生失控時，老師會沒有⽅方法控制場⾯面，因此我認為
未來來還是可以保留留 camp rule 這個部分。 
Computer introduction 
雖然我們送的禮物（鉛筆、資料夾等）有點寒酸，但⼩小朋
友還是很踴躍回答問題，未來來記得在課堂開始時先講好規
則，否則他們會有點失控，還沒倒數就急著舉⼿手回答。他
們踴躍的表現，也讓整個課堂的氣氛熱絡起來來。 
Calligraphy 
中間下課都有跟學⽣生說只有5分鐘下課，但仍然有學⽣生跑回
家，後來來遲到15分鐘才回來來，建議以後可以控管，盡量量不
要讓他們回家。書法課⼤大家都很認真寫書法，中間也邀請
老師⼀一起來來寫書法，老師與學⽣生都寫得不亦悅乎。 
Word 
課堂內容對學⽣生有點太容易易，上課的部分會偏沉悶，不過
到了了⾃自由創作時間，學⽣生就比較有活⼒力力，因為學⽣生數非常
少，幾乎每位學⽣生都有上台發表，TA有認真跟學⽣生交流，
給他們⼀一些靈感幫助他們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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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Resource 
⽔水資源課程雖然非常簡短，但學⽣生在看到⽔水質檢測儀與酸
鹼試紙時，整個眼睛充滿好奇，急著想要測試看看。 後
也帶給他們⽔水質的知識，不應再喝⾃自來來⽔水。 
Powerpoint  
學⽣生在前期的教學部分感覺有點無聊，但是為了了讓所有程
度的學⽣生都可以學到東⻄西，前⾯面的⼀一些基本教學還是必要
的，⽽而且課程後⾯面較困難的部分也有讓程度較好的學⽣生學
到。 後的發表時間，看到許多學⽣生優秀的作品，可以看
出⼤大家都有學到東⻄西。因為PPT課程 後沒有提早結束，
因此⼩小燈籠課程調整為直接發燈籠，並簡短講解怎麼製作 
Excel 
學⽣生對excel的熟悉度真的 低，⼤大部分⼈人都無法熟練的操
作各種模式的游標，但是經過課堂上⼀一次次的練習，⼤大家
都有能⼒力力操作好excel。 
⽽而且雖然學⽣生不是很熟悉excel，但他們還是很踴躍地回答
問題，有些答案甚⾄至會讓⼈人驚豔。 
課堂結束後，因為這是 後⼀一堂資訊課，所以請學⽣生幫忙
⼀一起收電腦，同時我們也可以準備closing需要的東⻄西。 
Closing 
閉幕式Mr.Dave有來來致詞， 後他說，除非你們給我們掌
聲，不然我的致詞就不會結束，看到學⽣生開⼼心的拍著⼿手，
每⼀一下的掌聲都傳遞到我們的⼼心中，真的讓我們覺得認真
準備這些課程都是非常值得的。 

服務對象  ⾼高中⽣生

服務計畫 與 St. Peter Claver 合作舉辦四⽇日營隊，原本是要辦給就讀
Peter 的夜校⽣生，對象都是成⼈人，沒想到學校的想法是要幫
我們找⾼高中⽣生來來參參加營隊，導致我們原本課程的長度都過長，
不過 後⽤用⽂文化課程填補了了空檔。

服務⼈人數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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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程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900~ 
0930 Opening 0900~ 

1030
Word 1 

(1hr30min)
0900~ 
1040

Powerpoint 1  
(1hr40min)

0900~ 
1030

Excel 1 
(1hr30min)

0930~ 
1110

Computer 
(1hr40min)

1030~ 
1040 Break Time 1040~ 

1050 Break Time 1030~ 
1040 Break Time

1110~ 
1120 Break Time 1040~ 

1140
Word 2 

(1hr)
1050~ 
1210

Powerpoint 2  
(1hr20min)

1040~ 
1140

Excel 2 
(1hr)

1120~ 
1250

Calligraphy 
(1hr30min)

1140~ 
1210

原本早上我們還與小朋友有些

生疏，一到下午的書法課程，

我們與小朋友的距離就在寫書

法的過程中，漸漸靠近~

Allana 剛開始非常的害羞，TA 跟

她講話，她都不回應，一天一天

過去，在四天過後，她漸漸卸下

心防，不只會舉手回答問題，還

會上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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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盺盺，是一個很聰明活潑

的女生，從第一天開始，她就

都很踴躍發言

小朋友在檢測水質時，都表現

出很高的興趣

——————————————————————————————————————

Eden SDA High School

服務日期 

8/12 ~ 8/13  

服務地點 

Santa Elena 

撰寫人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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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校概況
Opening  
這次的 opening 校長前來來致詞，並且為我們的營隊禱告，
希望我們這幾天的教學能夠順利利，⽽而介紹台灣的影片校長
也很喜歡，在觀看的時候表情非常的投入。 
Computer Introduction 
原先認為 Eden 的程度很好因此時間稍微作了了縮減，但是
開始後發現其實前來來的⼤大多是準備升⾼高中的學⽣生，並非⾼高
中⽣生，程度落落差非常⼤大，導致教學的進度有⼀一點拖延。 
Word 
因為前⼀一堂課發現學⽣生程度不如預期，導致結束時間延後，
因此立即調整課程，刪減了了⼀一部份內容，並且將⼀一些較為
容易易的練習時間縮短， 後課程也在時限內完成，學⽣生的
吸收狀狀況更更好， 
Scratch 
原先預期Scratch的內容對於他們會過於艱深，但是實際教
學後發現學⽣生們都非常有興趣，也能夠了了解每⼀一個指⽰示背
後所代表的涵義，對於程式語⾔言有了了初步的了了解。 
PowerPoint 
由於這間⾼高中使⽤用 新版的 Office 365，⽽而我們的教學投影
片是根據 Office 2010 版本製作的，因此部分功能以不相
容，但授課老師在課堂前已經根據狀狀況調整投影片，所以
課程依然順利利進⾏行行。 
Excel 
Excel 課程⼀一樣遇到版本問題，不過只是介⾯面上的差異異，指
令的部分並無差別，所以當遇到此狀狀況時便便請TA協助他們
找到對應的位置。 後的 Practice Time 因為程度問題做了了
些許調整，⽽而因為是所有營隊的 後⼀一個課程，因此我們
將禮物全數發放給學⽣生，他們也更更加踴躍的回答。 
Closing 
⾸首次校長和副校長都前來來參參加我們的閉幕式，讓我們受寵
若若驚，感謝對於我們營隊的重視，⽽而在 後的成果影片中，
不僅讓校長看⾒見見學⽣生的學習狀狀況，也讓參參與的學⽣生們回憶
在本營隊中所學的⼀一切，為營隊畫下完美的句句點。 

服務對象  ⾼高中⽣生

服務⼈人數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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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
與 Eden SDA High School 合作舉辦⼆二⽇日營隊，為⾼高中資訊
教育課程。 

服務時程 Day 1 Day 2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900~ 
0930 Opening 0900~ 

1100
Powerpoint 

(2hr)

0930~ 
0940 Break Time 1100~ 

1110 Break Time

0940~ 
1040

Computer 
(1hr)

1110~ 
1210

Excel 1 
(1hr)

1040~ 
1050 Break Time 1210~ 

1310 Lunch Time

1050~ 
1210

Word  
(1hr20min)

1310~ 
1410

Excel 2 
(1hr)

1210~ 
1310 Lunch Time 1410~ 

1500 Closing

1310~ 
1510

Scratch 
(2hr)

最後與校長和副校長合影，紀念貝貝19 的最後一個營隊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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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發放鳳梨酥時也給了在

一旁施工的工人一份，他露出

了俏皮的微笑☺

來自 UB 的學生和我們一起協

助當地小朋友精進電腦能力

小朋友在 PowerPoint 課程中，

學習如何更換背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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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Hidden Paradise 
Gov. School

—————————————————————————

Cristo Rey 

R.C. School

—————————————————————————

國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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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期 

7/15 ~ 7/16  

服務地點 

St. Ignacio, Cayo 

撰寫人 

Alice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服務學校概況
• 參參與營隊的學⽣生年年齡為 Standard 4 ~ Standard 6 
• 這間學校平常有提供資訊課程給學⽣生，因此在上資訊課程
時，⼩小朋友都能快速地回答問題，且對電腦都有基本的認
識，詢問校長對於營隊的相關建議時，校長有提到雖然學
校本⾝身有電腦課程，但營隊提供的資訊課程，除了了幫助學
⽣生複習平常所學之外，也有更更進階的相關電腦知識，來來提
升學⽣生的電腦程度 

• 這間學校有安排再⽣生能源的課程 — ⼩小型太陽能板模組，
從課程中帶入環保能源的概念念，讓學⽣生動⼿手實際操作模組，
課程當天陽光普照，於是學⽣生們在教室組裝完後，⼀一走出
教室⼩小型電扇就開始運作，⼩小朋友們都樂在其中，校長也
很喜歡此課程，透過模組課程，讓⼩小朋友們不僅認識環保
能源，也能動⼿手實作，實踐玩中學習的精神 

服務對象 Standard 4、Standard 5、 Standard 6

服務⼈人數  13⼈人

服務計畫
在學校舉辦⼆二⽇日資訊教育服務營，資訊與⽂文化課程總共有五
項，分別是電腦資訊概論、Word、Powerpoint、Internet 以
及茂迪太陽能公司捐贈的⼩小型太陽能板模組的組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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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程 Day 1 Day 2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900~ 
0935 Opening 0900~ 

1030
Internet 

(1hr30min)

0935~ 
0940 Break Time 1030~ 

1040 Break Time

0940~ 
1040

Computer 
(1hr)

1040~ 
1140

Powerpoint 1 
(1hr)

1040~ 
1050 Break Time 1140~ 

1300 Lunch Time

1050~ 
1230

Word  
(1hr40min)

1300~ 
1400

Powerpoint 2 
(1hr)

1230~ 
1330 Lunch Time 1400~ 

1410 Break Time

1330~ 
1430

Solar Panel Modulel 
(1hr)

1410~ 
1440 Closing

二日營的上課過程，小朋友們踴躍舉手發言，積極地回答上課問題且

樂在其中，上課氣氛愉悅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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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場營隊，讓照片中的女孩

Melany 想要繼續升學上高中，而

在貝里斯學生大多讀到國小就畢

業，出去賺錢工作維持家中生計，

在參與營隊的過程中，讓她重拾

學習的熱忱，也看見教育改變一

個人的力量

組裝太陽能板模組的過程中，讓

孩子了解基本的電路學原理外，

也能知道天然能源 ─ 太陽能，

從小建立友善環境的觀念

——————————————————————————————————————

服務日期 

7/23 ~ 7/26  

服務地點 

Spanish Lookout, 

 Cayo 

撰寫人 

Alice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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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校概況
• 四天營隊總共服務30位學⽣生，年年紀有從 standard 2 ~ 

standard 6 
• 學校有電腦教室但幾乎沒有資訊課程，因此學⽣生在營隊中
的資訊課程需要較多的時間分步驟教導，上課的內容較入
⾨門，讓第⼀一次接觸電腦的學⽣生能快速上⼿手，在上 word、
powerpoint 時，學⽣生們積極上台發表，從原先沒有碰過該
軟體，到能運⽤用該軟體製作，並且於台上發表，這段過程
⼗十分不容易易，也看⾒見見學⽣生們的成長 

• ⽂文化課程學⽣生都樂在其中，尤其製作完⼩小燈籠後，許多學
⽣生紛紛跑來來跟團員們再拿燈籠，想帶回家給兄弟姊妹。⽽而
書法課程年年紀較⼩小的學⽣生，對於握筆可能較吃⼒力力，因此對
書法較沒有興趣；年年紀較⼤大的學⽣生，則寫得⼗十分投入，甚
⾄至向團員多要幾張練習紙，或是課堂結束後，向團員們要
墨墨⽔水帶回家練習，看⾒見見學⽣生們積極學習地模樣，⼗十分窩⼼心 

• 校長參參與度很⾼高，四天的營隊都會來來看學⽣生的學習狀狀況，
也積極給予團隊⽣生活上的協助，例例如：住宿、三餐供應等
等，校長也很⿎鼓勵團隊，希望與學校的服務合作能持續長
遠的走下去 

服務對象 Standard 2 ~ Standard 6

服務⼈人數 30⼈人

服務計畫
在學校舉辦四⽇日資訊與⽂文化教育服務營，資訊與⽂文化課程總
共有五項，分別是電腦資訊概論、Word、Powerpoint、
Internet，因應當地蚊蟲眾多⽽而製作的環保捕蚊燈課程、台
灣的特⾊色飲食⽂文化，像是珍珠奶茶茶、糖葫蘆等家政課程，台
灣傳統⺠民俗童玩踢毽⼦子課程、台灣元宵節介紹燈籠及製作燈
籠課程、傳達基本的儲蓄觀念念的現⾦金金流課程、以及DIY動⼿手
實作的平衡⿃鳥、體驗中華⽂文化的書法課程

Computer skills can    

          change thei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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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程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900~ 
1030 Opening 0900~ 

1040
Word  

(1hr40min)
0900~ 
1000

Internet 
(1hr)

0900~ 
1030

Calligraphy 
(1hr30min)

1030~ 
1040 Break Time 1040~ 

1050 Break Time 1000~ 
1010 Break Time 1030~ 

1040 Break Time

1040~ 
1210

Computer 
(1hr30min)

1050~ 
1150

Powerpoint1  
(1hr)

1010~ 
1130

Lantern  
(1hr20min)

1040~ 
1200 Closing

1210~ 
1310 Lunch Time 1150~ 

1250 Lunch Time 1130~ 
1230 Lunch Time

1310~ 
1410

Mosquito Lamp 
(1hr)

1250~ 
1350

Powerpoint2  
(1hr)

1230~ 
1330

Cash Flow 
(1hr)

1410~ 
1420 Break Time 1350~ 

1400 Break Time 1330~ 
1340 Break Time

1420~ 
1505

Food Culture 
(1hr)

1400~ 
1500

Shuttlecock 
(1hr)

1340~ 
1440

Science Game 
(1hr)

圖中的小女孩 Dianna 是第一次接

觸電腦，不管是對握滑鼠，還是用

鍵盤打字，都顯得十分生疏，在團

員的耐心教導下，小女孩開始對電

腦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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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遊戲平衡鳥的課堂中，學

生積極且認真投入於製作過程，

除了學習科學原理外，更多的

是拉近與學生間心的距離 ❤

透過資訊教育，讓孩子對未來

的世界開始充滿想像與期待，

在團員們的協助下，讓孩子們

不再畏懼電腦，且開始對電腦

產生好奇心

透過現金流課程的大型地貼遊

戲，建立學生基本的儲蓄觀念，

以及面對人生中需要作選擇時，

能理性且明智的作出選擇，幫

助學生更有勇氣面對未來！

介紹台灣元宵節的故事後，與

小朋友一起製作手提小燈籠，

團員也會從旁協助小朋友組裝

配件，讓孩子在回家的路上能

開心的提著小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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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期 

8/1 ~ 8/2  

服務地點 

Cristo Rey 

撰寫人 

Austin

Cristo Rey R.C. School

服務學校概況
Opening  
雖然參參與的學⽣生⼈人數並不如預期的多，但有許多學⽣生是從
數年年前便便參參加過營隊的學⽣生，代表團隊的服務內容非常吸
引他們。⼩小朋友對於認識台灣影片的反應很好。 
Computer Introduction 
整體氣氛不錯，回答踴躍，但由於是第⼀一個課程，因此還
無法完全遵守camp rules，還沒倒數就急著舉⼿手回答，在
老師點名其他⼈人後繼續說答案，會影響課堂進⾏行行，建議老
師或TA當下嚴厲制⽌止。 
Internet 
網路路 多只能8台連線，在課堂前有測試確定數量量，但課堂
中有狀狀況，使得有學⽣生需要和別⼈人共⽤用，在無法實際進⾏行行
操作後，有點失去了了熱情。⽽而且 Kahoot 是這⾨門課程氣氛
活絡的部分，因為網路路的關係沒辦法教有點可惜。 
Lantern 
⼀一開始介紹燈籠的由來來，之後開始實作。這裡的⼩小朋友對
實作的東⻄西都很有興趣，因此⼩小燈籠課程的氣氛非常融洽，
原先認為可能會反應不佳的燈謎，⼩小朋友也都很踴躍搶答，
由於加入了了簡短的⽔水資源介紹，因此將 後的活動時間與
⽔水質檢測合併到下課進⾏行行，反應不錯，之後可以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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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國⼩小⽣生

服務⼈人數 8⼈人

服務計畫 與 Cristo Rey R.C. School 合作舉辦⼆二⽇日營隊 

Word 
學⽣生學習狀狀況良好，在中間的回答問題時都很積極舉⼿手作
答，在之後也能應⽤用技巧展現在課堂後半部的成果發表中，
整體的氣氛也很好。 
PowerPoint 
有學⽣生在問卷中說這是所有課程中覺得 困難的部分，但
後的 present time 台下的TA們都有給予靈感，也從旁提
醒他們如何運⽤用課堂中教導的技巧在簡報中。 
Shuttlecock 
毽⼦子課程因為⼈人數不多，所以可以帶很多的互動，再加上
這間學校的學⽣生會踢⾜足球，所以在踢毽⼦子時較容易易上⼿手。
後的遊戲環節也把所有剩下的毽⼦子當作獎品送出，每位
⼩小朋友感覺都非常滿⾜足。 
Closing 
閉幕式校長有來來致詞，每⼀一句句話都非常誠懇，感謝我們團
隊的付出，當他問⼩小朋友希不希望我們明年年再來來時，⼩小朋
友期待的回答 Yes，令我⼗十分感動。 後校長也送給我們
每⼈人⼀一⽀支⾙貝⾥里里斯國旗，充分表現出他對我們的友善與感謝。

服務時程 Day 1 Day 2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900~ 
0930 Opening 0900~ 

1040
Word 

(1hr40min)

0930~ 
0940 Break Time 1040~ 

1050 Break Time

0940~ 
1110

Computer 
(1hr30min)

1050~ 
1150

Powerpoint 1 
(1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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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1120 Break Time 1040~ 

1140 Lunch Time

1120~ 
1220

Internet 
(1hr)

1140~ 
1300

Powerpoint 2 
(1hr)

1220~ 
1320 Lunch Time 1300~ 

1400 Break Time

1320~ 
1440

Lantern 
(1hr20min)

1400~ 
1500

Shuttlecock 
(1hr)

1500~ 
1530 Closing

Computer Introduction 的課

程時，學生踴躍的舉手搶

答希望能得到禮物

在 PowerPoint 課程時TA與

學生討論簡報的內容，兩

人非常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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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子課程時學生都很認

真參與，也享受踢毽子

的樂趣 !!

小朋友在下課時間體驗

了台灣的特色零嘴 ——

牛軋糖，臉上綻放著滿

足的笑容

營隊結束後，我們會協助小

朋友完成回饋單，不僅可以

了解我們需要改善的地方，

也有各課程的測驗題，讓小

朋友可以對課程內容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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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ed Heart college 7/29,30


種子教師課程
77



服務學校概況

撰寫人：Ken

Opening 
由於來來上課的教師⼈人數過少，因此決定省略略 opening
改成直接由團長介紹團隊後，⼤大家再⾃自我介紹，建議
未來來可以準備兩兩套⽅方案。 

Quizlet 
問題討論期間與老師互動，老師們都非常⼤大⽅方，願意
將⾃自⼰己教學上的經驗與我們分享。此軟體可翻譯多種
語⾔言，因此在準備教材上，能幫助教師減少預備教材
的時間。 

Excel 
老師雖然都說他們有使⽤用過 Excel 計算，但實際操作
發現他們對 Excel 並不熟悉，尤其是對游標的操作。
所以教學時，不需要因為他們是老師⽽而感到尷尬，只
需⼤大⽅方教他們即可，⽽而且老師的學習態度都非常好，
想請他們開⼝口討論的時候，也非常⼤大⽅方。 

Online Resource 
教導線上資源時，前半段的東⻄西，是在提醒這些資源
的優點，以及有機會可以試著運⽤用他。課程後半段的
kahoot 網路路資源，帶起老師們對網路路資源的興趣，並
增加他們對網路路資源的想像， 後老師的分享也重覆
提到並想出許多對於 kahoot 在教學上的應⽤用。 

Powerpoint 
教學時，⼤大半時間都是TA直接下去老師旁，⼀一對⼀一協
同老師製做簡報，並給予老師⾃自由發揮的時間。在⾃自
由時間，應適時指⽰示⼀一些簡報製作技巧（字體⼤大⼩小分
配、⽂文字顏⾊色與背景的搭配），更更能讓老師在⾃自由發
揮的同時，學到簡報製作的技巧及⽬目的。。 

Closing 
閉幕時，邀請老師分享對我們第⼀一次辦教師⼯工作坊的
建議與⼼心得，主要建議我們多增加課程的難度，並分
享更更多有關教學之網路路資源， 重要的是期望團隊⼯工
作坊能與政府合作，吸引更更多老師參參加教師⼯工作坊（⾙貝
⾥里里斯⼈人建議可向台灣駐⾙貝⼤大使提及此事），讓這些良
好的資源藉由教師散播出去。 

服務對象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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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數 4⼈人

服務計畫
為種⼦子教師計畫，我們以分享代替教學，提供老師們⼀一些網
路路上的教育資源，能夠使教學更更加豐富，以及⽂文書軟體較進
階的技巧來來提升⾏行行政效率。

服務時程 Day 1 Day 2

0830~ 
0900 Sign In 0830~ 

0900 Sign In

0900~ 
0930 Opening 0900~ 

1100
Online Resources 

(2hr)

0930~ 
0940 Break Time 1100~ 

1110 Break Time

0940~ 
1040

Quilt 
(1hr)

1110~ 
1210

Powerpoint 1 
(1hr)

1040~ 
1050 Break Time 1210~ 

1300 Lunch Time

1050~ 
1140

Excel 1 
(1hr)

1300~ 
1340

Powerpoint  2 
(40min)

1140~ 
1240 Lunch Time 1340~ 

1350 Break Time

1240~ 
1340

Excel 2 
(1hr)

1350~ 
1420 Closing

在 online resource 課程中，
突然跳電，幸好團員們臨
機應變，用團隊電腦灌PPT
代替投影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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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resource 的互動式
教學遊戲 Kahoot，將本
次的教師工作坊帶到高
潮，所有老師為了答對
題目，甚至激動到站起
來玩，最後也迫不及待
想看到自己出的題目在
投影幕前，讓大家做

大家都迫不急待想要把自
己做的 Kahoot 題目給大家
作答，看到我們精心設計
的遊戲，大家都非常期待

Noemi  校長呈現自己的簡
報，讓我們對貝里斯的植
物有更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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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計畫 
Since 2015


計畫緣起
由於普及教育的觀念念在⾙貝⾥里里斯尚未形成，以及⼩小學和⾼高中

學費落落差⼤大，導致許多學⽣生⼩小學畢業後便便停⽌止升學，為協

助家庭經濟⽽而開始⼯工作。團隊在 2014 年年進⾏行行村落落訪談時，

在與校長的對話中得知許多孩⼦子渴望升學，但因為家庭經

濟困難，無法負擔孩童繼續求學的學費，因此本團於 2015 

年年嘗試設立獎學⾦金金制度。當年年與⾙貝⾥里里斯的能源公司 BNE 合

作，在團隊回到台灣後，照顧獎學⾦金金得主。⽽而今年年也⾸首度

和⾙貝⾥里里斯官⽅方教育機構 DYS 合作，往後將會與 BNE 共同

協助團隊的獎學⾦金金計畫。

計畫⽬目的
希望藉著獎學⾦金金補助，改善因家庭因素或是經濟狀狀況不佳

⽽而無法繼續升學的情形，提供當地有需求的孩童繼續追求

知識、升學的機會，讓他們完成繼續升學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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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書審

時程規劃
7/10 到 Sacred Heart College 拿⼩小朋友的獎學⾦金金申請資料 

7/13 早上 8:30 到下午 4:00 和 Luis⼀一起書審 

地點 修道院

準備⽂文件 獎學⾦金金申請資料、 ⽜牛⽪皮紙袋、 書審評分表

⼈人⼒力力分配 分 5 組審查，每組 3 個⼈人，審查完放在⽜牛⽪皮紙袋裡傳給下

⼀一組，資料不要遺失；⼩小組之間不能互相討論，⼀一個⼩小朋

友的審查時間是 20 分鐘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Joanne Lucia Peggy Frenda Yun

Alan Leon Sabrina Alice Tsan

Steve Ni Ken Samuel Austin

審查⽅方式
分為學習表現（含成績單、PSE成績）、個⼈人動機（含⾃自
傳、讀書計畫、推薦信）、以及其他（含收入證明、印象
分數等）三⼤大部分進⾏行行評分，分組書審完畢後，全團再開
會討論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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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面試

時間 7/20

地點 Sacred Heart College 電腦教室

⼈人⼒力力分配
今年年考慮到 2 個⼩小朋友⼀一起⾯面試可能會互相影響情緒，加

上邀請評審較多，因此分為兩兩組同時進⾏行行。內場的⼈人要幫

忙紀錄、計時、攝影和帶位。外場則要負責簽到和接待家

長，同時也在期間了了解申請⼈人之家庭狀狀況，收集相關資訊

⼯工作 ⼈人員

內 
場 

主審 Ada、Hema Gamez、Angelique Ayuso、Joanne

陪審 + 紀錄 Frenda

計時 + 錄影拍照 Sabrina

內場唱名 Alan

內 
場 

主審 Duke Chen、Ricky、Natalie William、Lucia

陪審 + 紀錄 Peggy

計時 + 錄影拍照 Yun

內場唱名 Leon

外 
場

接待 Alice、Austin、Ken、Ni、Steve、Tsan、Samuel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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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力分配 內場 外場

8:00 ~ 8:30
場佈、和評審老師

討論評分標準

場佈、打電話提醒

沒到的⼩小朋友

8:30 ~ 11:30 
(每場⾯面試中間有

10分鐘的空檔）
⾯面試、討論

和等待中的家長、

⼩小朋友聊天

結果通知 ⾯面試完當天討論出可以進入家訪的⼩小朋友，內外場的⼈人分
別提供⾃自⼰己知道的訊息，7/ 22前通知⾯面試結果及家訪時間

——————————————————————————————————————

③ 家訪 

事前準備 ⾯面試那天簽到時，就請家長填寫可以家訪的時間；提前打
電話確認好時間、地址，可以請司機和 Luis ⼀一起聽；把家
訪要問的問題記熟

⼈人⼒力力分配 ⼀一組 2 ⼈人 + 主審（Joanne、Lucia、當地⼈人）

⽇日期 ⼩小朋友姓名 2名團員

7/23 Beatrice Peggy、Alice

7/23 Andy Frenda、Ken

7/24 Iris Leon、Austin

7/24 Edson Yun、Ni

7/24 Kimberly Alan、Steve

7/26 Dianne & Danna Sabrina、Tsan

7/26 Tanya Peggy、Samuel

7/26 Zichri Frenda、Alice

7/26 Heidy Peggy、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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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申請⼈人家中

當天準備⽂文件 家訪評分表，寫字板

當天流程 以下簡述每個家訪⼩小孩的訪問內容

Beatrice
她會申請這份獎學⾦金金的原因是因為她要升⾼高三了了，因此政府不會再補助
她的學費。他們家的收入來來源是爸爸平常的耕作和退休⾦金金。媽媽是家庭
主婦，只會說⻄西班牙語。他們家在⼭山坡上，路路有點難找，家裡環境乾淨
簡約，家有⼀一台⾞車車和許多家畜，姊姊已經成家了了，沒有住在⼀一起。
Beatrice 的爸爸很⽀支持她完成⾼高中學業，因為他覺得⾃自⼰己年年紀⼤大了了，沒
辦法永遠保護她，希望她以後有能⼒力力照顧好⾃自⼰己。

Andy
他爸爸在哥哥家做⽊木⼯工，家裡住的是⽗父⺟母留留下來來的房⼦子，經濟狀狀況沒有
很好（哥哥家境好，有⾃自⼰己房⼦子，有網路路）但她哥哥不會經濟上幫助他。
爸爸對教育的態度，是會跟 Andy 說⾃自⼰己花多少錢投資他讀書，若若是沒
有達到成效，隔年年便便不會給他機會繼續讀書，媽媽會跟他說不能去哪裡、
不應該交甚麼朋友等。Andy 會去教會的 youth group 做社區服務。

Iris 
走過⼀一段充滿泥濘、碎⽯石、枯葉的蜿蜒⼩小徑，我們來來到了了 Iris 的家。Iris
是個⼗十分上進，對課業很上⼼心的女孩。她有⼀一個 7 歲⼤大的弟弟、以及兩兩
個還沒上學的妹妹。Iris 和弟弟感情⼗十分要好，偶⽽而會打打鬧鬧，弟弟
不喜歡去學校，但 Iris 認為讀書是⼀一個改變家庭環境的機會，會強迫弟
弟上學。Iris 的⽗父親在 sayab farm ⼯工作，每天領著微薄的薪⽔水（35 /
day），有時還因天氣因素無法上⼯工，全家⼈人就靠著這⼀一份薪⽔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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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爸媽都沒有讀過書，但家中對於孩⼦子的追求學業都抱持著正向的態
度，媽媽也想要幫忙指導孩⼦子的課業，如果⼩小朋友需要寫功課，家長就
不要求他們做家事。儘管有時不聽爸媽的話，但 Iris 是個懂得感恩的孩
⼦子。當我們問她學習的動機是甚麼，她的回答簡單⽽而堅定：想讓家裡過
得更更好。⽽而在學校的 Iris 表現得也⼗十分優良，和同學們相處良好，不過
也因太常使⽤用社群軟體，家⼈人就把她的⼿手機停掉。⽽而 Iris 和媽媽感情很
好，在學校的⼤大⼩小事都會與之分享。Iris ⼤大約每天 6 點起床去上學，走
路路 5 分鐘可以搭 6:30 的⾞車車到學校。⽽而如果不拿到這份獎學⾦金金，也許她
對學習的期盼也就在此終結。

Edson 
Edson 的⺟母親說他們家的財產有⼀一台機⾞車車，但沒⾞車車⼦子，家裡有⽔水沒電。
他們家只有爸爸有⼯工作（司機，⼀一個禮拜⼯工作兩兩天），媽媽是家庭主
婦。⽽而他們家有地不種，因爸爸不喜歡種⽥田。Edson 在他們家排⾏行行老
⼤大，有⼆二個兄弟姊妹，⼀一個在就讀六年年級，⼀一個在 primary school。
並且他們家⼀一禮拜去 5 天教堂。假如 Edson 功課壓⼒力力太沉重的話，
可以不⽤用去教堂，且回家不⽤用幫忙家裡做事。Edson 選擇 Eden 是因
為之前有參參加 Eden 的夏令營，覺得 Eden 是間好學校。 ⼀一天 10 塊
錢為早+午餐的預算。之後問到關於 Edson 的家庭管教情況：我以前
會打他，但現在不會打他。 Edson ⾃自⼰己想讀⾼高中，未來來想讀商科。有
時候會被霸凌，但他不會跟老師講，跟⽗父⺟母講，會叫他告訴老師。訪
者總體認為：讀書動機不強烈，家訪跟⾯面試反差很⼤大，⽽而且媽媽⽀支持
動機偏不積極。 

Kimberly 
家庭由繼⽗父、媽媽以及三個⼩小孩組成，繼⽗父的薪⽔水 700 BZD/⽉月，兩兩位
家長學歷都是 Primary School，家長滿⽀支持⼩小孩持續升學，平時在家
中會做功課、做家事，跟兄弟姊妹的相處也⼗十分融洽，固定星期三去
教會，假⽇日待在家，偶爾去學校做社區服務，較少與朋友有額外的休
閒活動；住家是沒有網路路的狀狀態，開銷主要分為伙食費 300 BZD/⽉月、
⽔水費 10 BZD/⽉月、電費 70 BZD/⽉月，觀察家中的擺設以及電器⽤用品後，
推斷其⽣生活條件相較於其他家庭較為優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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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ne & Danna 
 爸爸跟媽媽有上⼩小學，爸爸的⼯工作是⽔水泥⼯工匠助理理，但是⼯工作不穩定，
媽媽是做家庭裁縫代⼯工。家裡有 5 個⼩小孩，最⼤大的哥哥在 standard6
時輟學，姊姊 Danna 為⾼高中三年年級，家中還有另⼀一個⼩小孩也在念念⾼高中，
妹妹 Dianne 今年年要升⾼高中。家中經濟無法同時負荷三個⼈人同時上⾼高
中，所以妹妹如果沒有拿到獎學⾦金金就無法升學。家中⼿手⾜足感情不錯，
相處和睦，管教⽅方式為互相尊重，但做錯的地⽅方會糾正。媽媽希望⼩小
孩繼續升學，不要跟她過⼀一樣的⽣生活，有各種機會去拓拓展⼈人⽣生，此外，
她也很關⼼心孩⼦子學習狀狀況，⼀一個⽉月會去⼩小學⼀一次，⼀一個半⽉月會去⾼高中
⼀一次，了了解學習狀狀況跟交友狀狀況。雖然姐姐在紡織⽅方⾯面特別有興趣，
但媽媽認為其他⽅方⾯面也有發展空間，紡織只是⼀一個選項。媽媽認為會
輟學是因為不成熟的交友，還有不確定未來來⽅方向。 

Tanya 
有⼀一個已經去世的姐姐，以前他們家為了了醫治姐姐的病，傾家蕩產。
後來來受到美國⼈人的幫助提供新房⼦子與家具，最近從原本狹⼩小的屋⼦子搬
到現在的房⼦子。Tanya 的爸爸是位計程⾞車車司機，但現在因為眼睛受傷
⽽而無法⼯工作，準備接受⼿手術治療。媽媽有拿到教師實習的證照，現在
在學校裡兼課，薪⽔水是去學校兼課時才有，因此暑假沒有收入，⽬目前
⺟母親是家中唯⼀一的收入來來源。她媽媽因為⾃自⼰己有受過教育，也在從事
教育相關的⼯工作，因此很了了解上學的重要性。她每天都會督促⼩小孩做
功課，也會關⼼心⼩小孩的在學校的狀狀況。被問到如果得不到這份獎學⾦金金
會不會讓 Tanya 繼續讀書時，她媽媽也正⾯面回應會努⼒力力去尋求其他管
道的幫助。Tanya 平時會參參與教會的社區服務，上⾼高中也會積極參參與
學校活動。家中還有兩兩個弟弟，全家的態度積極正向。 

Zichri 
在媽媽懷 Zichri 時，爸爸拋棄他們，但是會有經濟上的幫助，直到幾
個⽉月前停⽌止也沒再⾒見見過他。爺爺經常照顧 Zichri，對他來來說像爸爸，
但爺爺後來來也過世。本來來是在外⾯面租房，現在付不起房租搬來來叔叔家
住，但叔叔在經濟上不會幫助他們。有三個姊姊都已經嫁⼈人，其中兩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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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上 SHC，因此媽媽想要重複姊姊成功的案例例，送 Zichri 去讀書。
已經幫他註冊繳部分的錢（跟⽗父⺟母親戚借來來的），媽媽會做食物去賣錢，
但是老了了⽣生產⼒力力下降。Zichri 沒去⾯面試是因為申請資料上的電話給錯，
所以沒有接到⾯面試通知，家中的環境較擁擠窄⼩小，廚房跟臥室處在同⼀一
個空間，媽媽與 Zichri 溝通，未來來要選擇到牧場⼯工作還是選擇繼續讀書，
Zichri 看完牧場後，最終決定選擇升學，媽媽也跟他說好，如果有⼀一個
學期不及格，就不給他讀書，讓 Zichri 知道讀書這事情要好好珍惜。

Heidy 
Heidy 家的環境不錯，但其實那是她爺爺留留下來來的房⼦子，是她爸爸和
其他兄弟姐妹共同擁有的。家訪當天只有 Heidy 和媽媽在家，她媽媽
不會說英⽂文，所以請 Luis 幫我們翻譯。她媽媽說當初會讓 Heidy 報名 
Eden 是因為 Heidy ⾃自⼰己選擇要讀這間學校的，⽽而在被問到如果Heidy 
在學校遇到困難時怎麼辦，她的回答是她很相信她的女兒，所以從沒
設想過這種情形發⽣生。她媽媽也表⽰示如果拿不到獎學⾦金金就沒辦法讓 
Heidy 讀⾼高中了了，媽媽的態度感覺偏向尊重 Heidy 的選擇，不過因為 
Heidy 個性較害羞內向，說話較⼩小聲，所以詢問⼀一些問題時，沒有清
楚得到回應的答案。 

結尾 
獎學⾦金金權利利義務需告知（例例如：書費只會部分補助還是有要⾃自⼰己負擔的部分，
和需要參參加我們舉辦的營隊跟社區服務）同時觀察家長的態度。最後告知他們 
8/1 結果就會確認 2019 獎學⾦金金得主名單並且會通知他們，謝謝他們的參參與。

88



䰟☡㧮甒峩䡌�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108.7.27

䋊໊禊丆 䋊ٌ໊䋿ฎ磪虻რጱ牧֕౯憽絑ह䷱磪蒂ቘঅ牧猟ฎ硽ਰ
獉ञ笕ݱ圵褾ᇔ牧愊ᶎ犖ิ萢ԧ战ग़蒔恝牏ᢶᢛ缛牐 

ᐒ玟๐率疍碫 ܻᥝࣁ䋊໊᯿ୌ缏粞牧֕ࢩ傶缏粞ۑ胼犋य़牧究ਧ䒻ࢥ樌
硽ਰ᯿碝Ӥᄉ牐傶ຶৼࣁक़ᶎྯॠ觓ޖ෭磡牧ےӤጮ恥犋䥁
ᢍ蓇๙毣牧螭磪ࣁୌ缱礷ຶᄉӤᴠᄉ牧ࢩ磭萞ኧᴠᄉ
ᵍ妃ጮ恥ጱ狈硑牐

ಅ襑碘 ৼ*16 笔ᒻ*8 翑ရᄉ*8ᒻ 羻ရᄉ*6ᒻ 箜ရᄉ*4ᒻڬ

Ոێ獤蟴
ೲ氅ᜋ獤蟴牧ᴠᄉᄉਠ疰虋౮箜ᜋ奲物 
翑ᜋ奲(5Ո)牏羻ᜋ(5Ո)牏ᴠᄉ+箜ᜋ(10Ո)

碻纷憒㴟 獮Ӟॠ籧褧奾牧ض疥獋樌硽ਰ竃Ԧ亣牧揳䁭℅ 

89



8:00~9:00 竃ቘ硽ਰ

9:00~9:30 璾ရᄉ硽䋊现獤奲

9:30~12:00 獮獋樌硽ਰӤᄉ獋稞ਠ౮

12:00~13:00 訇܌

13:00~16:30 盅獋樌硽ਰӤᄉ獋稞ਠ౮

16:30~17:00 硽ਰ盋ܻ

螂纷膏౮ຎ

ᐒ玟๐率ፓ秂 
㿁褧䒻 Hidden 狶ጱ缏粞૪妿瓥癩犋ग़牧硲犡ଙ㬵ܻਧᥝ݄᯿ୌ缏
粞牧֕ࢧ我盅咳匍ܻጱ໊疁૪妿ᑏک缏粞ᵍॅጱୌ缱ᇔӤ牧缏粞ጱۑ
አ虋犋य़牧ࢩ種究ਧ疰䒻硽ਰ᯿碝Ӥᄉ牧㪔疥ୌ缱ຶৼ璾Ӥᴠᄉ牧
ᴠྊᤩጮ恥ᢍ蓇牐 

碘毆猋 
ৼဟ螂Ӟ圵氅ᜋ盅牧ᥝ矦氅ڬࢩ櫝䋊໊犋螐ጱ᩻૱ҁFTC҂揮碘牧ࣁ
ᜋ疰䨝盄讔簡牧硲ૡٍҁရᄉڬ҂揮穉斃ग़牐ရᄉጱ蟂獤ݢ犥ض懯ᓒঅ
ྯ圵ရᄉ氅ᜋᥝᄉጱᶎ坌牧ٚፗ矑㺔ମ㹓य़禊ᥝ揮ग़ᰁ牧犋䨝窚揲
ҁᥝᄉ獋螁ጱ扖懿*2҂ 

吚ॠ眐୵ 
• 翑ရᄉ奲ጱࢩ傶磪糫䋊ᰂੜ๏ጱ䒻盜牧ےӤ膏ܻ硽ਰጱ氅ᜋ癩吖
犋य़牧Ӥᄉጱ蝧ଶ覍ଉ盠牐 

• ಅ磪㬵䒻盜ጱੜ๏᮷獤蟴ࣁ羻ရᄉ奲牧ࢩ傶ੜ๏᮷మ蚤๏Ӟ蚏
ᄉ牧ಅ犥䷱磪犢㮉瞥碂牧ୌ捍奞窕墯猋๗牧毆๗Ոݢێ疥㿁㹓蚤糫
䋊ᰂੜ๏Ոێਞ矎গ吚牧犋አੜ๏۱珀ࣁ獉牧犥吚ॠੜ๏㷢
膏制丆獤蟴ᆙ觎牐 

90



• ᴠᄉ奲ࢩ傶Ӟ樄ত犋磭ग़窚揲ૡٍࣁᴠᄉӤ牧ಅ犥ݝ獤蟴Ӟ
櫇ڬৼ妔犢㮉牧犖樌矑疩膌ᄉᴠᄉጱ碻樌穉మ猟Ӿ裾牧犋螂犢㮉
ᄉਠᴠᄉጱ碻樌牧㴄অᄉ翑ᜋ羻ᜋጱ犖ᄉਠ牧獤ૡ殼ڥ牐  

• 笔ᒻӤᄉጱ蝧ଶ覍ଉ盠牧֕ࢩ傶硽ਰ℃ᶎฎ嘼璸വᎴ牧አ笔ᒻӤᄉ
䨝ᄉ犋ک嘼璸樌ጱ翿褫牧ಅ犥螭ฎ襑ᥝ臺战ग़碻樌አڬৼ愆翿牐犋
螂ࢩ傶㬵䒻盜ጱՈ盄ग़牧磪犚Ո疰䨝ضአ犋ݶय़ੜڬৼ݄ڬ翿褫牧
磧盅౯㮉犖౮ۑ疥ࢥ樌硽ਰ᯿碝罭ڬਠ౮牐

⚤▁筒楫䥥⻰㧬⚬ㅌ㓲⋲⃡群佪┘䔧⮢

⻰㧬⚬䧬┑㓲⋲⨉䇧㾚䇧⊠ℜ▶≧ㅌ㓲
⋲宽䇟丳┘⃮┑䥥紘腛

㹘ㅕ䘯撲㉸ℜ⅀㧤⦿≧ㅌ㊺筒楫哨䰟
☡㧮甒苌⨉↷⋲䥥ㅌ▊⃬苌㉩㋌⼒㕫㔡
㧪テ∽⌻痙

91



⧹⟂⋲⃡群甑╼㓱テ∽苌㓲⋲ㅌ㬂⯷揉䔧⮢䇧⃫椓㼕䇧苌肥䔧⮢完槉㼕䬕⮿

Ⰸ⺗⃡群❭佪┘䥥磐⺅䔧⮢⛩䑈苌㐀署�JKFFGP�RCTCFKUG�⻰㧬⚬❭䘯撲㉸ℜ䥥ㅌ
▊苌年㓲⋲㧪㠩䙨䥥㓱䰟☡㧮甒猳猳

92



㘱忩⏡ㇰ�
Sacred Heart  Junior College


瞾搿㰽ୗ疍碫 ౯㮉ྯӞଙݣࣁ傀ጱ墯猋๗樌牧ᴻԧ伛猋虻懱抓纷犥क़牧犖
䨝ݻմ禂现ᐒ䨝玉褸礰襎牏執襎牏ಭ秚牐犡ଙ粬獨眤蘛ᒫ
Ӟ补ᤈ牏篷㾴ኴૡ纷䒍牏㾴缏碝ᒓṛ珶牏肞檚䋿禂螭磪ݣ傀
䛑አ碘胂犩磪褖獍ݪጱ䒻盜牐ࣁ犢㮉ጱ䒻ۗӥ牧౯㮉者و
玉褸ݣ 44 ک礰襎牏60 ݣ執襎牧螭磪 1 ݣಭ秚牧㪔ڥአ
瞾搿㰽ୗ疥蝡犚戔猋瞾搿妔襑ᥝጱ䋊໊膏㻌֖牐౯㮉犖ࣁ㰽
ୗӤ牧毈咳犡ଙጱ糫䋊ᰂԆ牐

108.8.14

93



碻纷憒㴟
 我SHC 䁰玆瞾搿㰽ୗ䁰瑿ࢧ 7/11
7/12 ~ 8/5 ԧ薹ݱ䋊໊眐丆牧戺襑穩 
7/22 我य़ֵ記㾴෪ 
8/6 ~ 8/10 ੀמ牏螩藶ݱ䋊໊膏㻌֖㷢ے瞾搿㰽ୗ 
8/13 嘦藨䁰瑿牏᪒窕 
8/14 䁰牏矎

㰽ୗ窕纷
碻樌 獉

09:30~10:00 揫搊墣ک

10:00~10:10 ࠖ揔᯾ේ&ݣ傀㾴稧

10:10~10:20 樄癷ୗ

10:20~10:35 㬵搊膌扃

10:35~11:00 瞾搿襎脲

11:00~11:30 糫䋊ᰂԆ獤Ձ 
毈咳犡ଙ糫䋊ᰂԆ

11:30~11:40 樂癷ୗ

11:40~12:00 य़ݳᆙ

Ոێ獤蟴 揗揣Ո物Alice 
 㰽物Yunݪ
ᶪ矒物Steve 
因搊Ո㹓物Samuel牏Tsan 
矑盃Ո㹓物Ni牏Frenda牏Peggy牏Leon 
墣ک物Sabrina牏Austin 
ፘಋ物Alan牏Ken 

94



 貝里斯駐台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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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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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駐台大使館 

貝里斯駐台大使館參訪紀錄-Alice 

日期/地點: 2019/ 6/21/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二段 62 巷 9 號 11

樓 

一、參訪單位 貝里斯駐台大使館 

二、單位介紹 1. 貝里斯與中華民國於 1989 年建交，今年為建交 30

周年 

2. 現任大使為賀黛安大使 Ms. Diane Haylock 

三、參訪目的 1. 藉由參訪，向大使分享報告去年服務成果以及今年的

服務計畫，也與他分享今年團隊在貝里斯的行程 

2.  

四、參訪形式  

五、訪談內容 當天與貝里斯大使分享今年貝貝 19 的服務計畫，而大使

在今年新增的計畫裡頭，最感興趣的是現金流課程，認

為這項課程很符合當地小孩的需求，對於當地的小孩來

說，基本的金錢價值觀以及儲蓄是需要建立的觀念。除

此之外，貝貝 18 的副領隊一同前來分享去年到當地服務

的成果與心得，與大使相談甚趣，與大使談話的過程中，

大使非常親切且平易近人，與我們分享當地與台灣的氣

候差異，內容談到貝里斯早晚溫差非常大，不過雖然緯

度比台灣低，但因為濕度的關係，有時候並沒有台灣那

麼炎熱，透過大使讓我們更了解當地的生活環境。大使

還特別準備禮物送給團員們，拜訪完駐台大使後，在門

口拉紅旗，一同與大使拍照留念，最後大使也由衷的祝

福志工團服務順利，帶著大使的祝福一同航向貝里斯。 

六、聯絡資料 大使館 

Tel: (02)2876-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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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02)2876-0896 

Email: embassybzroc@gmail.com 

七、參訪照片及說

明 

 

 

 

Department of Youth Services 

DYS 參訪記錄-Peggy 

日期／地點／： 2019/ 7/12 / Benque Viejo 

一、參訪單位 DYS (Department of Youth Service) 

二、單位介紹 DYS 是貝里斯官方的教育機構，隸屬於教育部底下。他

們致力於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引導他們身體和心態

上的發展，期望他們能成為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 

三、參訪目的 希望讓 DYS 認識今年的團隊並了解我們的計畫內容，同

時雙方確認往後合作應盡的權利及義務。 

四、參訪形式 雙方各自簡報自己的團隊，並在會後分組續聊。 

97



五、訪談內容 今年首度和 DYS 合作，所以這次參訪主是想在 7/22 前

往 Belize City 的 DYS 簽訂 MOU 前，討論好未來該如何

一起照顧獎學金得主。往後 DYS 會負責 2019 以後的獎

學金得主(2015~2018 仍由 BNE 負責)，包含收集他們的

成績單和 1000 字心得、每學期最多 6 小時的社區服務、

以及幫小朋友買教科書等，若小朋友在學習上有困難，

DYS 也會提供課業輔導。關於書費，團隊會提供每位小

朋友每年 200 貝幣的書費，不足的部分需要家庭補足差

額。而 DYS 也會在小朋友用完書後，將這些書收集起來

保管，留待之後的小朋友使用。 

六、聯絡資料 Jimmy Leslie -Tel/ Fax: 803-3027 

            - Phone: 633-5050 

            - Email: jim.leslie86@gmail.com 

Morecia Gentle - Phone: 663-3606  

-Email: moreciaentle@gmail.com 

七、參訪照片及說

明 

(↓Ricky 為我們介紹 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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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和大家聊天) 

 

 

 

當地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San Ignacio 

Rotary club 參訪報告-Ken 

日期／地點： 2019/ 7/18 / The Aguada Hotel 

一、參訪單位 Rotary of San Ignacio 

二、單位介紹 Rotary of San Ignacio 致力於當地孩童教育，並提供獎

學金給當地學生升學，與許多扶輪社跨國合作。 

三、參訪目的 請當地扶輪社與西北扶輪社合作申請全球獎助金 

四、參訪形式 Rotary 例會、2019 團隊服務簡報 

五、訪談內容 1. 難回答的問題: 

 Q:參加志工團跟來到貝里斯，你能夠獲得甚麼？ 

 A:實質上得到的東西可能很少，但我在回訪學校

時，看到有些學校得到我們資源後，真的在進

步，許多小朋友也因此在國小時有機會操作電

腦。 

 Q:你們其實來這邊就是交朋友，那要如何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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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hatsApp 

 Q:你幾歲? 

 A:21  

 扶輪社:Bill 覺得 2017 認識團隊後，就一直很讚

賞貝里斯清大國際志工團，覺得大家的表現驚

人。 扶輪社遲到人員:21 竟然可以帶領一個這麼

有紀律的團隊。 

2. 獎學金小朋友狀況如何追蹤? 

 今年我們會與 DYS 合作，他們會收集他們學期

成績單及學習心得。並且在學期間集合學生參與

相關社區服務。於團隊暑假至貝里斯時，也會要

求參與團隊營隊，服務更多學生。 

3. 如何篩選我們的得主? 

 我們會邀請 DYS、SHC 的老師參與面試。獎學

金流程為書審、面試、家訪三階段，特別在家訪

階段中，期望了解家長對孩子的升學支持度，以

避免學生在學期間輟學。 

4. 你們在貝里斯服務幾天？ 

 40 天 

5. 你們團隊分工內容為何？ 

 分成五個股：公關股、媒體股、課程股、文書股、

總務股 

6. 台灣提供多少獎學金給貝里斯在地申請? 

 貝里斯駐台大使Diana說一年比一年多(2020拜

訪大使可以再行確認!) 

7. 我們學校的貝里斯人多嗎?(有遇到誰呢?) 

 清大交大的外籍學生都有貝里斯人，2017 年時

在 Toledo 服務期間遇到在台灣崑山科技大學學

100



生與我們留下連絡電話。於 2018 年時，親自來

清大拜訪我們，一起去吃鬆餅。 

8. 可能突然會要唱國歌，請準備好，背熟歌詞，起 key

不要太高。(了解一下國歌內容，翻譯成英文。跟他

們介紹。) 

9. 例會進去時，座位盡量分散坐，跟他們交流 

六、聯絡資料 Cynthia Reece     

郵件：creece@celabelize.com 

電話：(+501)670-0930 

 

 

七、參訪照片及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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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貝大使館 

中華民國駐貝大使館參訪報告-Ni 

日期／地點／： 2019/ 7/23 Belize City 

一、參訪單位 大使館餐敘 

二、單位介紹 1989 年 10 月 13 日兩國建交。同年 10 月 25 日中華民

國在貝里斯設大使館。大使館座落於貝里斯市之臺灣街 1

號(N.1 Taiwan Street)，緊鄰紀念公園(Memorial Park)

及濱海大道(Marine Parade)。現任中華民國駐貝里斯大

使為陳立國(H.E. Remus Li-Kuo Chen)大使。 

三、參訪目的 中華民國駐貝里斯大使館一直以來都是團隊服務最堅強

後盾，本次參訪除了分享團隊今年計畫外，更重要的是

表達團隊謝意，感謝外交部一直以來的協助。 

四、參訪形式 餐敘 

五、訪談內容     在今天的參訪中，大使分享許多自身的經驗。席間

也不斷發表鼓勵話語，激勵我們奮發向上。大使在餐敘

開始便提到，在上任前聽到清華有做相關服務時，十分

驚訝，也因好奇，立即就請學校安排相關聚會，希望能

更深入了解青年想法。 

 

    而在了解後有感於青年服務的辛勞，敬佩大學生勇

於付出的熱誠之心，因此也在志工團行程即將忙碌前

夕，安排此次的餐敘餞行。餐敘中大使也提到希望將我

們引薦給副總理，讓更多人了解我們計劃。大使的勉勵

十分讓人感動，卻也令人覺得羞愧。國際志工服務的本

質因是帶著虔誠之心、踏上一片土地、感謝它帶給你的

成長和學習。人生能有幾個處在貝里斯的夏天，賦予你

改變他人一生的機會，我們都應帶著更加謙卑的心去進

行整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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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璀璨的陽光緩緩透進窗台，20 歲的照片是滿滿值

得銘記一生的笑容；當時光的列車駛過路程上走的每一

步，30 歲的自己依然感謝這趟旅程。望團隊能永遠憶起

初衷，才配得起大使所言---「你們一定要把這趟服務寫

進 resume，因為這是你們值得驕傲的一段」 

 

六、聯絡資料 陳立國 大使 

電話: (+501)227-8744、(+501)223-1862 

信箱: blz@mofa.gov.tw  

張雅君 秘書(即將離任) 

信箱: kellychang1125@hotmail.com 

     ycchang01@mofa.gov.tw  

電話: (+501) 227-8744、(+501) 223-1862 

Shelia Chen  

電話: (+501) 624-3166 

七、參訪照片及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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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台商會 

貝里斯台商會參訪報告- Samuel 

日期／地點： 2019/ 7/22 / Easy inn Hotel 

一、參訪單位 貝里斯台商會 

二、單位介紹 在貝里斯台灣商人協會 

三、參訪目的 與台商會分享今年計畫並感謝多年以來對團隊的支持 

四、參訪形式 在台商會的會議室與會員進行簡報並餐敘聊天 

五、訪談內容 1. 場佈: 自己帶投影機、延長線，建議之後可帶小本書

避免投影機投射狀況受限。 

2. 貝團簡報: 

 首先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後許銘倫負責進行

簡報，(簡報者自檢:講話太快可能造成有些部分

的內容並不清楚，不需要太緊張。) 

 台商會提出問題:過程中有詢問 scratch 是甚麼

軟體/獎學金的詳細內容/營隊的狀況。之後的餐

會打散坐與會員交流。簡報最後張雙隆主委提出

要贊助團隊一年一千美元共五年用在獎學金計

畫。 

 台商會贊助貝團 

3. 會於 8/15 晚上 17:00 與主委見面說明獎學金計畫。  

4. 會於 8/15 早上 10:30 與 UB Belmopan 校長見面。 

5. 此餐會遇到重要人士: 

 客家文化理事長-張文正 Eric Chang 

 2017 台商會會長-徐自立老師 Fred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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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聯絡資料 台商會 張雙隆先生(提供獎學金) 

 

 

七、參訪照片及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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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ze Natural Energy 

BNE 參訪報告-Leon 

日期／地點／： 2019/ 7/30 / BNE 會議廳 

一、參訪單位 Belize Nature Energy 

二、單位介紹 當地能源公司，跟團隊長期有獎學金計畫方面的合作 

三、參訪目的 討論獎學金之後的合作以及獎學金小朋友的學習情形 

四、參訪形式 2019 團隊服務簡報 

五、訪談內容 Fay 當天缺席。 

BNE 的負責人(Albert)說去年 BNE 內部換 Director，多

人員異動後，基本情勢已經穩定。他們在此次拜訪中提

及獎學金計畫已經有資金及相關人員陸續加入，可以繼

續執行。(領隊有與 Albert 詢問要來一年 BNE 的 Energy 

of Life Program 對獎學金小朋友照顧的實質計畫行

程)。他們也持續對外宣傳獎學金計畫，有提到我們團

隊，讓更多人了解團隊。2019 希望能持續與我們合作，

因此團隊決定今年之前的獎學金得主仍是與 BNE 合作，

而今年的則是與 DYS 合作，因此 2015-2018 的獎學金

得主不須重新簽約。 

關於 Rosa 畢業後就讀五、六年級時的獎學金計畫，BNE

可能今年可以提供幫助，因此會在 reunion 時，向 Rosa

提出此資訊，但今年不會與 Rosa 簽約，而此將設定為獎

學金的延伸計畫。 

--------------------2019 初稿獎學金擴充合約

-------------------- 

-高中四年平均 GPA: 3.8(是團隊贊助的學生) 

-Only 5th form (因為如果他們在五年級有優秀成績，政

府會補助六年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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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參加團隊社區服務（包含資訊營隊、社區服務-四

次） 

-DYS 或 BNE 推薦信乙份 

 

要記得準備電腦以及隨身碟，以備不時之需。使用 BNE

的投影機。 

 

六、聯絡資料 -Energy of Life Program- 

Fay 電話: (+501)610-0566 

Albert Roches 電話: (+501)650-5754 

七、參訪照片及說

明 

(↓Albert 向我們簡報 BNE 的獎學金現況) 

 

 

 

 

 

 

 

 

 

 

UB (Toledo district) 

參訪報告紀錄：Toledo UB 

日期／地點／： 2019/ 8/7 / Toledo UB 

一、參訪單位 Toledo UB 

二、單位介紹 此為 UB 在 Punta Gorda, Toledo 設立的分校，是為 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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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邊的校區。 

三、參訪目的 討論未來合作方向 

四、參訪形式 2019 團隊服務簡報 

五、訪談內容 向當地的學生會分享團隊的服務計畫，分享我們在貝里

斯的服務主軸，同時也進行不同文化的交流與介紹，在

此次的參訪重點，主要著重在未來團隊與ㄉ地學生會的

合作，主要會一起進行在地的社區服務項目，貝團將與

當地的學生一起改善周遭的生活環境，期望可以為當地

的社區注入一股新的生命。 

六、聯絡資料 負責人: Mr. Roy Polonio 

信箱: rpolonio@ub.edu.bz 

七、參訪照片及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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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 (Belmopan) 

參訪報告紀錄：Belmopan UB 

日期／地點／： 2019/ 8/2 / Belmopan UB 

一、參訪單位 Belmopan UB 

二、單位介紹 貝里斯唯一大學 

三、參訪目的 盼望往後服務能與大學生合作，讓他們能利用寒暑假團

隊不在其間延續服務計畫，幫助當地偏鄉學生 

四、參訪形式 與當地貝里斯大學校際交流發展部主任 Mr. Cantun 、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與兩位組員一起中餐 

五、訪談內容 與當地校際交流發展部主任 Mr. Cantun 和學校學生會

介紹團隊宗旨，分享過去服務經驗與今年服務中主要遇

到的問題。藉由發現問題，期望當地學生能利用團隊返

國期間，持續接觸學校了解當地內陸偏鄉區域學校需

求。分享內容主要分為 

1. 清大貝里斯志工團介紹 

2. 今年服務計畫內容 

3. 今年發現過去服務學校的不同 

4. 獎學金計畫執行狀況 

• 2019 獎學金得主 

• 2019 獎學金篩選過程 

• 過去學生情形追蹤 

了解當地學生會運作方式及目前主要活動內容 

1. 學生會在學校角色 

2. 學生會活動經驗 

3. 學生會進展 

4. 學生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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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聯絡資料 負責人: 徐老師 (City 校區)  

電話: (+501) 610-2648 

負責人: Kieran Ryan (Belmopan 校區) 

電話: (+501) 223-0356；分機 430 

七、參訪照片及說

明 

與貝里斯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 

 
簽署與學生會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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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課程 

 國小課程 

 種子教師課程 

 文化課程 

 

 

 

 

 

 

 

 

 

 

 

 

 

 

 

 

 

 

 

 

 

 

 

 

 

 

 

 

五、 各課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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涹ℎ嶓粕

computer introduction   Peggy  Sab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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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n high school 
• ᮷ฎᥝ܋ṛӞጱ䋊ኞ牧֕磪纷ଶ苽癩牧ےӤՈ碍唰ग़牧抓
璤ᑉଧ斃櫞ഩ矒牧犖ࢩ磪犚䋊ኞ蚤犋Ӥ牧瞫皤Ӥ抓碻樌牐

• 碻疰ፗک磪ᤩ讨䷱ࣁᒼ㺔氂䷱磪粬獨擝蛚牧Ӭ磪犚䋊ኞ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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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磪粬獨蠣牧磪犚䋊ኞ䨝肗ॠ狶ᛔ૩ጱԪ眐牧ےӤ硽
ਰ斃疝碀ጱܻࢩ牧硽抓肨ᶪ犋䄪य़碻牧䋊ኞฃᐟ牐 

• 磧盅ጱ娞聜ࢩ傶碻樌犋䄪牧战ग़䋊ኞ㬵犋现ਠ౮硲Ԫ矑谍牧
磧盅ݝ螡ԧ碍斃盠ਠ౮ጱӤݣ咳蔭牐 

• य़蟂獤䋊ኞ穉斃ᤩ㵕牧襑ᥝۗ硽ӥ瞲犤㵕֢牐 

抓纷者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Ӟ樄তᘍᰁکฎṛӾኞ牧疰䷱磪粬獨蠣ᥝ膐ಋ咳牧֕
皃㮆粬獨玄ෝ咳ጱ䋊ኞ䨝ፗ矑疥ᒼ礯脒ݗᘒڊ牧抓璤Ӿ
樌Ӟٚ蠣ᥝ膐ಋ咳牧ԏ盅ᥝ懿ࣁӤ抓獮疰蠣牐 

• 纷ଶ穉మ猟Ӿঅ牧ୌ捍ݢ犥纸盏婘Ꭸ蔭ਧӤ抓碻樌牐 
• 娞聜ጱ氂ፓ牧硲Ԫݢ犥ٚ纸盏婘Ꭸ牧妔犢㮉ग़Ӟ讨咳మ绚
樌牧Ἡ玎犢㮉ๅग़ጱ獉牧֕ইຎ碻樌盠کԧ牧疰ᥝ
蠣犢㮉摸盠奾ੲ牧犋ᥝ瞫کӥӞ℄抓牐 

Eden high school 
• 櫒簁ग़碍䋊ኞ纷ଶ犋梊牧֕Ֆ磪穉斃矑藉襎脲ጱ䋊ኞ牧
 種ୌ捍纸盏皤裾Ӥ抓碻樌牧胼觎现ྯ㮆䋊ኞጱ蝱ଶ牐ࢩ

• 纷ଶ穉斃অጱ䋊ኞ磪犚䨝狶ᛔ૩ጱԪ牧綍ᛗ段Ӥ抓ᑉଧ牧
襑ᥝۗ硽㶧ۗ矒ګᑉଧ瞲疩Ӟ犚蝱褩ۑ胼牐 

• Ӥ抓獮ᥝٚๅ䔶藲膐ಋ咳胼ک因ᇔጱ蟂獤牧穉斃胼
ഩ矒咳ᑉଧ牐 

• 硽ਰ疝碀牧襑ᥝ硯य़ᶪᰁ胼虏盅ᶎጱੜ傶Ո碍唰ग़ࢩ
๏蝱獈制丆牐 

•磧盅娞聜蟂獤牧ୌ捍ݢ犥虏犢㮉犋አٚӞ稞氂ፓ牧ፗ矑
矑媲ጱ蟂獤牧ݢ犥瓟婘Ӟ犚碻樌牧虏ๅग़ՈӤݣ咳蔭牐 

嘦藨ݣਧ皃㮆牧ಅ犥蚎ӥࢴᒼ㺔氂ጱ䋊ኞ᮷ฎࢧ傶膐ಋࢩ•
蝱ଶ碻牧ݢ犥ፗ矑瞲ਧੜ๏ࢧᒼ㺔氂牐 

——————————————————————————————————————

• 嘦藨ྯݣ襎脲ฎ玽᮷磪ᔰ۱现秇礂 
• 籧褧䁭ک碻ፘಋᥝ䒻ੜ๏ೌᆙ牧ࣁӤ抓獮疥ᆙ粙蜍獈襎脲

硽䋊አٍ膏戔猋
• ಭ秚牏Windows 襎脲 
• ੜ因ᇔ 
• 硢አٍ膏 USB 

抓獮伛猋

Word   Alan  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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䋿褬硽䋊眐୵ 疥抓纷獤殻牧虏ੜ๏狅ᆙ౯㮉ጱ瞲纈 step by step牐ࣁ抓
璤Ӿ牧蝚螂㺔ᒼ䲒憙ੜ๏ฎ玽ԧ薹扗殻ۑ胼牐ࣁ抓纷奾ੲ牧
虏ੜ๏胼䄪獤Ձᛔ૩ጱ֢ߝ牧ᴻԧ虏౯㮉Ꭳ螇ੜ๏ጱ䋊
聜制丆牧犖胼虏犢㮉ፘ䋊聜ஂ種ጱ猻讨牐

抓盅䁰盋
• 嘦藨ӥ璤抓䨝ֵአکጱ䲆礯ጱਠ碉 
• 嘦藨ੜ๏ጱ֢禂磪ਂ蝱㿁褧 USB

䋊ኞ䋊聜制丆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蝡稞籧褧ጱੜ๏犥ṛӾኞग़牧ੜ๏纷ଶ盄অ牧抓纷
獉䌘犢㮉㬵藯ፘ䌘ฃ牧ࢩ種牧抓纷磧盅犖磪战ग़䋿褬
砺֢ጱ碻樌妔犢㮉娞聜牐 

Eden high school 
• य़蟂獤ੜ๏纷ଶ犋梊牧ݢ犥蚤Ӥ硽䋊ጱ蝱ଶ牧磪碍ੜ
๏襑ᥝTAᘔஞጱ瞲疩牧ᘒ磪犚ੜ๏穉斃藲ጼ牧襑ᥝ
TA妔Ӟ㮆瞲犤牧䨝樄ত㵕֢ 

• Ӟ蚏牧磪碻䨝蝨౮Ӥ抓ᑉࣁ᮷䨝ࣖ傶ፘ藨蘷ጱੜ๏ࢩ
ଧ磪讨窾㫂牧֕犖磪ੜ๏ਠ౮娞聜盅䨝䒻ۗᵍॅጱݶ䋊
蚤Ӥ蝱ଶ 牐 

抓纷者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毆懯蝡ฎ妔౮ଙՈӤጱ抓纷牧ࢩ種౯㮉磪战ग़䋿褬砺
֢ጱ碻樌牧֕㬵㷢ے籧褧ጱ᮷ฎ䋊ኞ牧纷ଶ犖㷢癩犋煶牐 

• ଛঅ犢㮉᮷盄氎֢䁭ޞ现疾稲牧Ӭ臺战ग़ஞֵێአ战ग़
蚤य़疑獤Ձݣ胼牧మᥝਙ虋盄粬獨牧犖覍ଉ氎Ӥۑ
犢㮉ጱ֢ߝ牧疩膌Ӥ抓碻樌皤裾牧᩻ڊ౯㮉ܻጱ毆๗牧  
֕蝡犖դ蔭犢㮉磪䋊䨝౯㮉硽ጱۑ胼牧虏౯㮉܈獤稭ࡅ牐 

Eden high school 
• 蝡稞籧褧ੜ๏纷ଶӾӤ牧֕纷ଶ苽癩य़牧磪犚ੜ๏ଘ
碻疰䨝ֵአ Word 蝱ᤈ֢禂牧磪犚ੜ๏襑ᥝ㮆獨瞲疩牧
 傶Ӥ℄抓碻樌皤藮ℂ 80 獤楮藲碉傶 60ࢩጱ抓纷碻樌ضܻ
獤楮牧ֵӤ抓蝧ଶ虋盠ᘒ疩膌磪犚ੜ๏䨝蚤犋Ӥ蝱ଶ牧
犖蝨౮ TA ᥝݶ碻ᆙ觎盄ग़ੜ๏牧ݢ胼䨝ಋ盜脻㫂� 

• 娞聜狶䁭ޞጱ碻樌牧य़疑᮷䨝গ珿ֵአᔰ۱犥现Ӥ翕矾
疨ፘ橕虻碘牧磧盅犖᮷禼ෝӤݣ獤Ձ牧֕繸ෝ碻樌犋᪃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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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磪ॡग़ጱ咳蔭碻樌牧ୌ捍กଙ抓纷碻樌ݢ犥ीے傶 100
獤楮牧㪔ے獈Ӟ犚蝱褩ጱۑ胼ࣁ磧盅ጱ蟂獤牧虏纷ଶ斃অ
ጱੜ๏犖ݢ犥䋊کӞ犚碝ጱᎣ蘷牧犖虏纷ଶ斃癩ጱੜ๏
磪ๅग़ጱ娞聜碻樌牐

——————————————————————————————————————

• 伛猋ᔰ۱ੜ因ᇔ

硽䋊አٍ膏戔猋 • 襎脲牏ಭ秚牏旉矑毣牏墋䁭執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抓纷疥䨝硽疩䋊ኞ犥ӥۑ胼物PPTचՕᶎ膏砺֢牏ๅ矦
殷ᶎ穉ֺ牏ๅ硬胙ว໒ୗ牏矠獈瑽粙牏ਁො璸蔭໒牏㵕
向膏旉䁰㵕向牏ਁ萬蔩䒍牏矠獈୵制牏ᗭ奲牏᩻蝫奾牐 
ෝ抓璤奾獮螀አ蝡犚ۑ胼㬵ਠ౮Ӟ犩ਠ碉Ӭ磪礍䯤ጱ墋䁭牧
㪔๗磭䋊ኞ๚㬵胼䄪螀አࣁ抓璤䁭ޞ膏肬䁰牐 

抓盅䁰盋 • ਂ䲆牏橕樂蓦癷

䋊ኞ䋊聜制丆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毆๗䨝㬵Ӥ抓ጱ䋊ኞฎ Peter ጱज़໊ኞ牧犋螂㬵ጱय़
蟂獤᮷ฎአ螂襎脲ጱṛӾኞ牧磪碍ฎ䷱磪矑藉螂襎脲ጱ
㾴ੜኞ牐 

• 䌘ෝṛӾኞ牧抓纷獉ᓒฎ犢㮉ಅ䋊螂ጱ牧֕ 䌘ෝ㾴ੜኞ牧
抓纷櫞ଶ݈狳櫞牧ࢩ種ࣁ娞聜碻樌碻牧纷ଶঅጱ䋊ኞ襑ᥝ
缛斃䷱磪च器ጱݶ䋊牧犋螂妿螂 TA 䌘㾴ੜኞጱᘔஞ硽疩
䌘ṛӾኞጱ蝱褩硽疩牧य़疑᮷硩绑笕笕� 

Eden high school 
• 纷ଶ苽癩य़牧च器অጱݶ䋊牧皃Ԓஞ᮷犋ࣁ抓璤Ӥ牧襑ᥝ

TA ࣁෟ牧ᘒӬ蝢ଉ犋䨝蚤茐抓璤Ӥጱ瞲纈㵕֢牐 
• 玱ԏ牧च器斃傶犋অጱݶ䋊䨝ࢩ傶౯㮉抓纷碻樌ጱ犋᪃牧
仂娞聜ጱ碻樌牐 

• 磧盅ጱ咳蔭碻樌牧य़疑᮷蔭匍ፘ吚犋梊牐 

powerpoint   Steve Samuel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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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纷者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चӤ䷱磪Ջ讕य़㺔氂牧ݝ磪蜍獈ਁ妔Ԩॡग़碻樌牧ԏ
盅ݢ犥藶ۗ硽蠣犋አ獊蟂ਠ牧抓盅螭磪碻樌ਠ౮牐 

• Insert Picture物ࢩ傶ԏ獮咳匍㾴ੜኞ᮷犋ॡ䨝硯य़婘ੜ瑽
粙牧藲碉盅䨝虏瑽粙穉ֺ᪒ധ牧ࢩ種ࣁ蝡稞ጱ娞聜Ӿ磪粬
獨ک傶Ջ讕ெ讕螨ع牐 

• Set up a Group物䌘ෝ㬵㷢ے籧褧ጱ㾴ੜኞฎ犋ॡฃጱ
砺֢牧ࢩ種犢㮉篷ဩࣁ娞聜碻樌獉ਠ౮ಅ磪ᗭ奲ጱୌ缏牐 

• Animation物ࢩ傶纷ଶ斃অጱ䋊ኞ襑ᥝ缛盃斃篷च器ጱݶ
䋊牧ࢩ種 旉矦獊蓦癷秇ୗ牧虏䋊ኞ፡፡硳ຎ牧㪔Ӭ倵薩ک
ፓ獮傶ྊಅ狶ጱಭ粙牐 

Eden high school 
• 胼Ӥጱ癩吖牧疩膌Ӥۑ傶 Eden ֵአጱ粚ฎ2016牧磪ࢩ
抓碻樌裾牧 Eden 抓纷ୌ捍ࣁ PPT ౼瑽蟂獤֢藲碉牐 

• Insert Picture�磪裬ෝӤ稞ࣁ Peter አݗ毣薹朰傶Ջ讕藲
碉瑽粙य़ੜ䨝虏穉ֺ犋䌘牧憽䋊ኞ螭ฎӞᎣ薹牧蝡稞
ग़ीےӞ皰ಭ粙牧㪔Ӭአ㺔ᒼጱොୗ虏䋊ኞᘍ牐 

• Set up a groupࣁ�矠獈瑽粙ጱ娞聜碻咳匍碻樌犋䄪牧ࢩ
種ࣁୌ缏ᗭ奲ጱ蟂獤䷱磪虏䋊ኞ娞聜ॡԋ牧ݝᥝ౮ۑୌ缏
獋㮆ᗭ奲疰ᓒਠ౮牐 

•  胼娞聜Ӟ稞牐ݝ胼硽ਠ牧ۑ傶碻樌橕狌牧䷱磪ಅ磪ጱࢩ
• ӞᗭՈ牧ԏݶ種皃Ԓ᮷ฎࢩᒼ㺔氂蟂獤ฦ螁犋ॡ擝蛚牧ࢧ
盅ݢ犥ፗ矑瞲ਧࢧᒼ牧虏ๅग़Ո㷢膏牧㪔ک因ᇔ牐

——————————————————————————————————————

Excel   Austin  Ken  Alice

• Ԫض礍অ襎脲樄秚 
• 嘦藨硽䋊䲆礯

硽䋊አٍ膏戔猋
• 執襎牏墋䁭執 
• ੜ因ᇔ

抓獮伛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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䋿褬硽䋊眐୵
Ԇᥝ獤傶ࢥ蟂獤牐ḒضՕ奧चጱ excel Օᶎ牏ӣ圵秂䛑
አ牏獍ୗጱᒧ蒈犥现ই֜ڜ獍ୗ牪ٚ㬵Օ奧 excel ፘ橕懯ᓒ
胼ጱ䛑አҁex物summation牏average҂牪ᒫӣ蟂獤Օ奧ۑ
ই֜矠獈瑽蔭穉斃裾礿瑽牏ರ娄瑽牏㾼訁瑽牏碂㬙瑽缛瑽
蔭ԏ猻耬讨牪磧盅ڥአ practice time 涢硩䋊ኞ䌘 excel ጱ
ᆧ盿ଶ犥现胼玽ၚአӤ抓ಅ䋊牐

抓盅䁰盋
• 懿㳫ᴻ箑ࣁ執襎ጱ䲆礯 
• 硩襎脲牏೭ࢧ墋䁭執现旉矑毣牏ಭ秚橕秚

䋊ኞ䋊聜制丆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籧褧Ӿጱ䋊ኞ磪犚ֵአ螂 excel牧磪犚ฎᒫӞ稞矑藉牧ࣁ 

practice time 碻牧䋊ኞਠ౮ጱ蝧ଶ癩吖斃य़牧ಅ犥藶斃盠
ਠ౮ጱ䋊ኞӤݣ拻薹薹氂ྍ詽牐 

• Ӥ獍ୗ碻牧䋊ኞฦ螁᮷胼蚤Ӥ蝱ଶ牧犖胼䋿褬螀አෝ娞聜
氂牧ਠ౮斃眸ጱ䋊ኞ犖䨝坌禅蚤Ӥ牐 

• Ӥ瑽蔭碻牧䋊ኞ珅硩ଶ穉మ猟Ӿṛ牧胼竃༩ԧ薹ݱ瑽蔭ጱ
猻耬讨牧ֺই物㾼訁瑽胼珊匍ݱ虻碘ጱጯ獤穉牐 

•  game time 碻䋊ኞ᮷胼䛑አ獮ᶎ硽ጱದૣ 牧ਠ౮ӣ㮆 ࣁ
stage ጱ㺔氂牐 

Eden high school 
• 籧褧Ӿጱ䋊ኞଙ夵穉మ猟Ӿੜ牧य़ग़篷ဩቘ薹 excel ጱ
嬝牧碉璤抓᮷ᆙ茐聲䒍ጱ瞲纈狶牧磪犚綍ᛗ篷ဩ䌕ဳࣁ抓
璤Ӥ牧ࢩ傶ፘ藨蘷ጱੜ๏᮷䨝ࣖࣁӞ蚏牧磪碻䨝蝨౮
Ӥ抓ᑉଧ磪讨窾㫂牧֕犖磪ੜ๏ਠ౮娞聜盅䨝䒻ۗᵍॅ
ጱݶ䋊蚤Ӥ蝱ଶ 牐 

• 傶 Eden ጱ䨗羬翄ฎ 2016 ଙጱ牧膏౯㮉ጱ粚ᶎ磪犚ࢩ
癩吖牧疪ٌ֢瑽蔭ጱ蟂獤牧疩膌抓Ӥጱ瞲纈篷ဩ疩䋊
ኞ牧๚㬵ݢ犥ᘍ眾狶斃碝粚ጱ抓牐 

•  犥盠蝧Ӥಋ牧֕ summationݢ㳷螀ᓒጱ蟂獤牧ੜ๏ࢥ
蚤 average ጱ蟂獤牧ݢ犥硯眸Ӟ讨牧䋊ኞ穉斃櫞ቘ薹牐 

• 傶໊裾૪妿㬵樂癷ୗ牧ಅ犥瓟婘娞聜碻樌牧䋊ኞጱᘍࢩ
碻樌犋᪃牧䷱磪ਠ獊咳䠁 practice time ጱ硳ຎ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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䋿褬硽䋊眐୵

抓纷者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Ӟ樄তጱचՕ奧 — Drag to select牧磪犚䋊ኞ肯犋ॡ
睞牧ݢ胼ᥝ硬አ㵕向ጱොୗ珊匍牧虏䋊ኞ胼竃༩ԧ薹聲䒍
ಅ硽ጱ獉牐 

•籧褧Ӿጱ䋊ኞ纷ଶ苽癩य़牧ইຎग़碍᮷ਠ౮ԧ牧聲䒍疰媣
媲硽ӥӞ㮆褩ྦྷ牧螭䷱ਠ౮ጱ藶 TA 㮆獨瞲疩牐 

• Game Time 磪犚䋊ኞ㪔䷱磪䋊犥膌አ牧ୌ捍ݢग़ीݱے
犥虏䋊ኞᛔᤈ砺֢牧仂ݢ胼ጱ娞聜碻樌牧TA 磪犚碻狡犖ۑ
Ӟ㮆瞲犤Ӟ㮆㵕֢ጱ眐丆ڊ匍牐 

Eden high school 
•蝡稞碝ी rename worksheet ጱ娞聜牧虏䋊ኞๅԧ薹

worksheet ጱ禊盢牐 
•䋊ኞ纷ଶ癩吖य़牧殾藶 TA 憙眐丆螕碻妔Ԩ䒻ۗ牧硽䋊ᘏ
憙眐丆硯眸ྍ藲牐 

•ஃ盅舙ᥝࣁ Eden 旰籧褧牧ᥝဳ犢㮉襎脲傶 office 365 
粚牧ࣁ蕣֢硽䋊 PPT 碻牧懿藲碉傶膏䋊໊ݶ粚牐 

——————————————————————————————————————

Scratch 3.0  Frenda Tsan Ni

• 伛猋ӣ㮆手ሻጱ蝿瞁䲆礯 
• 袅ሻ蝿瞁向ᶎ粙 

硽䋊አٍ膏戔猋 • ಭ秚牏礰襎牏墋䁭執

抓獮伛猋

Օ奧  

蝚螂Ӥ翕ೲ F12 ፡翥嘨牧墋Օ code 禊盢牧矑茐蝚螂粙ض
㺔ᒼԧ薹 scratch ጱۑ胼牏Օ奧 scratch Օᶎ牧ԏ盅虏ੜ๏
 碻䋊聜ই֜斉獈ᒼ礯牐ݶጱ scratch 蝿瞁牧ݶ誢涢ӣ圵犋

Role牏object  

• 橕蓦癷拻薹ই֜獺ୌ role牏object牧ٚ樄蓦癷虏䋊ኞ狶牧
狶ਠ橕樂蓦癷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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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藯ก code ጱአ蒂牐Օ奧 scratch Ӿጱ code — block牧藯
ก犋ݶ block ጱ嬝ইֵ֜አਙ㮉奲౮磪嬝ጱԪկ牐 

• 砮硯Ӟྦྷ蝿瞁袅向ᶎ牧藶䋊ኞ薪疗 role牧砮ਠ盅藶䋊ኞ
አ墋㻌ݙৼ矟蝄 role ࣁ狶ጱԪ牧㵕֢牏礿կ缛牪矑茐
疩ই֜疥ݗ承ጱݙৼ旉矦౮ block 蔭螈牏ই֜砺֢Օᶎ牏
ই֜奲蕕 block牪Օ奧ਠ樄襎脲蓦癷蕣֢ role ጱ纷ୗ牐 

• 砮硯Ӟྦྷ蝿瞁袅向ᶎ牧藶䋊ኞ薪疗object牧砮ਠ藶䋊ኞ
አ墋㻌ݙৼ矟蝄 object ࣁ狶ጱԪ牏㵕֢牏礿կ缛牪矑茐
疩ই֜疥ݗ承ጱݙৼ旉矦౮አ block 蔭螈牐Օ奧ই֜砺
֢Օᶎ牧ই֜奲蕕 block牐Օ奧ਠ樄襎脲蓦癷蕣֢
object 纷ୗ牐 

Variable牏timer 

• 橕蓦癷牧砮硯Ӟྦྷ蝿瞁袅向ᶎ牧藶䋊ኞ薪疗牧ٚ拻薹ض
戔缏 variable(score) ጱፓጱ牧矑茐樄蓦癷虏䋊ኞ砺֢牧狶
ਠ橕樂蓦癷牐 

• 傶౯㮉ࢩ橕蓦癷砮硯Ӟྦྷ蝿瞁袅向ᶎ牧藶䋊ኞ薪疗牧ض
疥 timer ጱ code 戔缏ࣁ object Ӥ牧ಅ犥ࣁ蝿瞁向ᶎӾ䨝
碍牧矑茐樄蓦癷虏䋊ኞ砺֢牧狶ਠ橕樂蓦ׯ 匍 objectڊ
癷牐 

Saving files 
狶ਠᛔ૩蝿瞁盅牧硽䋊ই֜ਂ䲆牧ԏ盅胼ٚ蝱ᤈ狕硬手
ሻ蝿瞁牐 

Q&A 
ଷࣁblock ጱ嬝牧磪犚 ݶ薹朰犋ݣ氂牧磪犚藶䋊ኞӤࢥو

抓盅䁰盋 • 㳫ᴻ蝿瞁䲆礯

䋊ኞ䋊聜制丆
Eden high school 
• 䋊ኞ苽癩盄य़牧磪犚Ո犋Ꭳ螇 Code ጱ嬝ݝฎ蚤茐ྍ詽
狶Ԫ牧֕ฦ螁㵕֢穉毆๗盠牐 

• 碻᪒蝿瞁牧ݶ傶䋊ኞ㵕֢盠牧݈翕᪠犋᪃犥虏ಅ磪襎脲ࢩ
種 Q&A 獮㬵ጱ game time硬౮Օ奧ጱ秇ୗ虏犢㮉ࢩ
疑ᛔ૩琲手牧ಅ犥碉誢奾穉毆๗盠 25 獤楮奾牐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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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ᒼ牐ࢧՈ㬵ݶ犥讨犋ݢ ᒼ㺔氂᮷ฎ粬ਧ皃㮆䋊ኞ牧TAࢧ
• 墋䁭ྍ詽磪讨ੜ牧ۗ硽ᥝೌᆙ妔盅ᶎጱ䋊ኞ፡牐 
• 䋊ኞ犋ॡᘉ抓牧ݝ䨝抓吚笅诊䂵牧ݢ犥೭ग़ጱ抓
妔犢㮉አ牐 

• 磪䋊ኞ䨝ࣁᥝ䒻 Object ے碝ጱ纷ୗ碻ܻ૪妿磪Ӟ㮆
狶অጱ纷ୗ㳫ധ牧ฎ獋ᘏ窾ࣁӞ蚏牐

抓盅者 Eden high school 
• ߝ我碻介手ጱࢧԏ獮誢涢蝿瞁碻牧翕᪠蝧ଶ覍ଉ眸牧ࣁ
搡犋ॡӞ䰬牧疩膌ੜ๏ሻ蝿瞁ጱ碻狡襎脲盄吚 

• ੜ๏纷ଶ苽癩盄य़牧磪犚綍ᛗ犋ॡ䨝ֵአ笅诊牧蝿瞁誢
涢犋֯牧襑ᥝ TA ࣁෟ瞲疩胼樄ত蝿瞁牧ୌ捍ԏ盅ݢ犥
螡墋㻌ฃ睞牧犋襑ᥝ盠蝧 click ᑏ㵕笅诊ጱ蝿瞁牧֕䛑
胼筕蚏䋊ኞమԧ薹蝿瞁ጱ竑磭牐 

• ᥝ懿蠣䋊ኞ犋ᥝ૪妿অጱ code 㳫ധ牧犋簁蝿瞁
䨝篷ဩ蝱ᤈ牐 

• ྯ㮆Ո珅硩纷ଶ犋ݶ牧襑ᥝ TA 疩犢㮉ਠ౮纷ୗ牧㪔Ӭ
 藗犢㮉胙盅珀牐ޞ

• Ӥ抓አጱಭ粙ྍ詽瑽襑ᥝٚ硯य़牧抓ԏ盅秂戢氅ᜋ犥
ො蜣蘷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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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嶓粕

computer introduction   Peggy  Sabrina

• 礍戔ಭ秚现襎脲牏抓纷䲆礯ҁ娞聜笅诊棎練ۑ胼҂ 
• 嘦藨䋊໊׀襎制丆现矠ଷ碍 
•  䛑吚瑿现㯽瞚虻碘狕硬抓纷獉ࢩ
• 嘦藨粙牏ಭ粙ฎ玽胼殼ڥ砮硯

硽䋊አٍ膏戔猋
• 襎脲ҁ珀笅诊现獅襎娄҂牏ಭ秚现皤裾娄 
• 糫ߝҁ執牏ڥ揳牏蝨ࣳ虻碘䄸牏硲Ԫ䨗҂ 
• 硽䋊አ物䋿誢虻碘䄸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抓纷獮蟂ض犥㺔ᒼԧ薹ੜ๏䌘襎脲ጱ藨Ꭳ纷ଶ牧አ墋
Ꭸ粙妔Ԩੜ๏䌘襎脲ጱྍڡ玢虡现珸咳䌘襎脲ጱ籆眐牧
ٚ翄碉襎脲ጱच薪盢Ꮭ敟誢Օ奧牐盅蟂㳷癲覿ੜ๏
Ӟྍྍ䋿褬砺֢च襎脲ۑ胼牧۱珀棎練笅诊ۑ胼牏ୌ缏
虻碘䄸牏㱪ਂ䲆礯牏㳫ᴻ䲆礯牏竃绚࣯璀缛牐抓璤Ӿ绝矠
磪糫监ᒼ㬵蕦聜抓纷獉牧㪔Ӭीے膏ੜ๏㵕牐

抓盅䁰盋 嘦藨礰ᶎ䲆礯牏虻碘䄸ฎ玽ਠ碉

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蝡樌䋊໊ጱੜ๏纷ଶ覍ଉঅ牧皃Ԓݢ犥泷Ӥࢧᒼڊಅ磪
㺔氂牧ࢩ種战ग़獉㺔氂螂ෝ墋㻌䨝虏䁰ᶎ磪犚疲疮牐 

• ੜ๏㷢膏ଶṛ牧䨝坌禅ࢧᒼ㺔氂牧砺֢犖胼盄盠ਠ౮牐 
• ਠ౮穉斃盠蝧ጱੜ๏牧ۗ硽ݢ犥愆獅Ӟ犚穉斃蝱褩ጱ薪
盢ۑ胼牐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蝡樌䋊໊ጱଙ羷獤㬙穉斃皞牧磪犚૪妿継禂֕犖磪ԫଙ
羷ጱੜ๏牧ࢩ種纷ଶ苽癩穉斃य़牧磪犚ੜ๏胼盄盠ጱ
ਠ౮ྍ詽牧磪犚ੜ๏㶴ਠ獊䷱አ螂笅诊牐 

•Ӟ犚穉斃ᆧ蘷盠蝧ਠ౮ጱੜ๏ฃ肗ॠ牧蝨౮Ӥ抓ᑉ
ଧ穉斃窾㫂牧斃櫞矒ګฎ玽虏抓璤媣媲蝱ᤈ 

ਧጱՈ牐ࢴᒼ㺔氂䨝穉斃ग़ฎ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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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to Rey R.C. School 
• ྯ㮆䋊ኞ᮷磪አ螂襎脲牧ӬӞ犥Ӥ᮷ฎṛӾኞ牧ࢩ種抓
纷獉䌘䋊ኞᘒ狳墋㻌牐 

• Ӟ樄তጱ㺔ᒼ穉斃䷱磪Ո氎Ԇ㵕ࢧᒼ牧盅㬵አ因ᇔἩ玎
磪斃ग़Ո砋ᒼ牐 

• 磪犚ੜ๏䨝犋膐ಋ疰ࢧᒼ㺔氂牧֕ࢩՈ碍斃牧ᑉଧ螭
ഩ矒ԏӾ牐ࣁ

抓盅者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胼牧ۑ圵ݱ傶䋊ኞ纷ଶṛ牧᮷ֵአ螂襎脲Ӭ胼羊伛硼蝄ࢩ
獮ᶎच器禊盢ݢ硬౮㺔ᒼๅ蝱褩Օ奧牧ୌ捍種樌䋊໊ݢ
疥蟂獤斃櫞獉㬫ٌک犢抓纷牧㳫ᴻ加缏襎脲禊抷抓纷 

• ܻ硽䋊戔懯傶硽虻碘䄸碻ֵአ䋿誢虻碘䄸狶穉琔牧֕ੜ
๏य़蟂獤᮷ԧ薹種薪盢牧ಅ犥䛑憙硽䋊眐丆ी仂抓纷獉
究ਧฎ玽ֵአ硽䋊螇ٍ牐 

• 種稞抓纷Ӿ樌咳ኞӞ犚统咳制丆牧猟ಭ粙篷ဩ殼ڥ砮硯
種Ӥ抓獮襑ᥝ嘦藨抓璤粙ࢩ因ᇔ咳硯᩻螂毆懯碍ᰁ牧
 Ꭳۗ硽牐ޞضಭ粙胼ྋଉ砮硯牧因ᇔ咳硯碻秚犖ᥝԪ

• ইຎ፥ጱ蝽ک蝡犚统咳制丆牧哴ᰁ虏抓纷媣媲蝱ᤈ牧ኧݚ
Ӟ㮆硽䒍ٌ犢Ո㶧ۗ蒂ቘ㺔氂牐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ӤӞ犚ے牧傶磪犚ۗ硽ᥝ臺碻樌瞲疩䋊聜斃眸ጱੜ๏ࢩ
肗ॠጱ肨ᶪ牧䨝段ݣکӤጱ硽䋊ᘏ牧ࢩ種磭ۗ硽胼䄪
哴ᰁ蟴ݣݳӤ硽䋊蝱ଶ牧犥犋段ݣӤ硽䋊傶Ԇ牐 

• 穉斃盠ਠ౮瞲犤ጱੜ๏ݢ犥㮆獨硽疩蝱褩ۑ胼牧֕Ֆᥝ
犥Ӥ抓ጱ聲䒍傶Ԇ牧虏ݣӥᑉଧ䌘ݣӤጱ段褔ک磧犵牐 

•  ਠ౮制丆try 碻牧ۗ硽ᥝ穉ಋ玊虏硽䋊ᘏᎣ螇ੜ๏ ࣁ
•  傶ฃᑉଧ窾㫂牧硽䋊ᘏ襑ᥝ硯य़ᶪᰁ牐ࢩ

Cristo Rey R.C. School 
• ܻ戔ੜ๏纷ଶ斃犋অ牧戔懯碻樌斃裾ጱ抓纷牧֕㬵
ጱ䋊ኞग़碍傶ṛӾኞ牧ࢩ種ୌ捍ݢ抓纷櫞ଶ纸盏܋牐 

• 盛ԧࣁ㺔ᒼ樄ত獮疰ޞ藗ੜ๏膐ಋࢧᒼ㺔氂ݢ犥磪因ᇔ
糫玎牧ಅ犥䷱Ջ讕ੜ๏మࢧᒼ㺔氂牧ԏ盅ᥝ懿ࣁ抓纷
樄ত疰藯ก膐ಋ糫玎ጱ秚ګ牐 

• 犥咳牧硬౮ྯ㮆㺔ᒼ᮷磪因ᇔ牧䋊ኞ穉ݢ傶磪ग़ጱ因ᇔࢩ
斃坌禅砋ᒼ牧ԏ盅抓纷犖ݢ犥伛猋ๅग़因ᇔ֢傶糫玎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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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Alan  Leon  Ni

• 嘦藨ྯݣ襎脲ฎ玽᮷磪磧奰ᔰ۱ 
• 籧褧䁭ک碻牧ፘಋᥝ䒻ੜ๏ೌᆙ 
• Ӥ抓獮疥ᆙ粙蜍獈襎脲ࣁ

硽䋊አٍ膏戔猋
• ಭ秚牏Windows 襎脲 
• ੜ因ᇔ 
• 硢አٍ膏USB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疥抓纷獤殻牧虏ੜ๏狅ᆙ౯㮉ጱ瞲纈 step by step牐ࣁ抓
璤Ӿ牧蝚螂㺔ᒼ䲒憙ੜ๏ฎ玽ԧ薹扗殻ۑ胼牐ࣁ抓纷奾ੲ牧
虏ੜ๏獤Ձᛔ૩ጱ֢ߝ牧ᴻԧ虏౯㮉Ꭳ螇ੜ๏ጱ䋊聜制
丆牧犖胼虏犢㮉ፘ䋊聜ஂ種ጱ猻讨牐

抓盅䁰盋 • 嘦藨ӥ璤抓䨝ֵአکጱ䲆礯ጱਠ碉 
• 嘦藨ੜ๏ጱ֢禂磪ਂ蝱㿁褧 USB

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ੜ๏纷ଶ盄অ牧䷱磪Ջ讕苽癩牧ᘒӬ蟴ݳଶ盄ṛ牧च
ጱ Word 䨗蒂ቘ᮷䨝ֵአ牧磪犚螭䨝ֵአ౯㮉犋ᆧ盿ጱ
盠ഠ棎牐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ੜ๏纷ଶ苽癩覍ଉय़牧磪犚Ոݢ犥蚤Ӥ蝱ଶ牧磪犚Ոฎ
ᒫӞ稞ֵአ襎脲牧ݢ胼蝫ֵአ笅诊᮷犋䨝牧ֵ蝱ଶጱഩ矒
穉斃ࢯ櫞牧襑ض TA 璢訅认瓼牐 

• ੜ๏ஂ種ፘ藨蘷牧䨝ፘ肗ॠ牏懵抷牧磪碻䨝段ک
Ӥ抓ጱᑉଧ牐 

Cristo Rey R.C. School 
• 㷢ے籧褧ጱੜ๏磧ੜଙ羷ฎ Standard IV 牏磧य़ฎṛӾ
ኞ牧纷ଶ苽癩य़牧ṛӾኞݢ犥加缏砺֢ྯ㮆ྍ詽牧斃犵ଙ
羷ጱ䋊ኞ㳷ᥝ战ग़碻樌珅硩牧犖襑ᥝ TA ℂෟ瞲疩牐

抓盅者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౯㮉咳匍 SHPS ጱੜ๏᮷磪矑藉螂襎脲牧䋊໊च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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䨗蒂ቘጱ蟂獤犖磪च器ጱ硽䋊牧Standard V ጱ䋊ኞ螭ࣁ
䨝ֵአๅ蝱褩ጱۑ胼牧ୌ捍กଙ胼朼䌘纷ଶ斃অጱੜ๏妔
Ԩๅ窼獈ጱ硽䋊牧ฎ妔犢㮉ๅ磪䜗ጱ Final 
Assignment牐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磪战ग़㬵ᛔ犋ݶଙ羷ጱ䋊ኞ牧蝨౮纷ଶ苽癩盄य़牧纷ଶ斃
অጱ䋊ኞਠ౮砺֢盅疰䨝蚤ෟ螲ጱݶ䋊肗ॠ牧䨝虏Ӥ抓ᑉ
ଧ磪讨窾㫂牐 

• 纷ଶ斃癩ጱ䋊ኞݢ胼ᥝኧ TA 㮆獨瞲疩牧螭犋Ӟਧ胼蚤Ӥ
蝱ଶ牐 

• 蝡樌䋊໊ጱ抓纷碻樌(100min)ฎ犋ॡ䄪ጱ牧犢㮉襑ᥝๅࣁ
ग़ጱ娞聜碻樌牧胼狶ਠ磧盅ጱ䁭ޞ牐 

• 碉誢㬵藯牧䋊ኞ螭笕ಭ獈抓纷牧犖盄ۘێጱ䋊聜牧氎Ӥ
 獤Ձᛔ૩ጱ֢禂牐ݣ

Cristo Rey R.C. School 
• ੜ๏ଙ请癩蚣य़牧֕ፘ蒂ᣟၜ牧ࣁ䋊聜ጱ螂纷犖᮷擝蛚
膐ಋࢧᒼ㺔氂牐 

• 磪ӣ֖䋊ݝ抓璤Ӟ樄ত碻牧ࣁ傶ฎᒫԫॠጱᒫӞ璤抓牧ࢩ
ኞ牧樄তӞྦྷ碻樌盅牧䋊ኞ褢媲蝱獈硽ਰ牧֕ᑉଧ臑অ牧
䷱磪ࢩ傶Ӿ蝝蝱獈硽ਰᘒ蝨౮窾㫂牐 

• 磧盅ጱ Final Practice 䋊ኞ᮷坌禅㷢膏䁭ޞ牧ࢩ傶ଙ请橕
狌牧犵ଙ羷䋊ኞ穉斃疏聉牧襑ᥝ TA ጱ褛ݶ牧ᘒṛӾኞ胼
䄪ᛔ૩Ӥݣ咳蔭牐 

• 磪䋊ኞک౯㮉ጱ抓纷膏ṛӾ抓纷ጱ獉ፘ蜱牧碉誢㬵藯牧
䋊ኞ蔭匍盄ၚ侙牧抓纷蝱ᤈ盄殼ڥ牧碻樌(100min) 

Powerpoint   Steve  Samuel   Yun

•疥 Presentation ᔰ۱ҁSport牏Taiwan牏Belize҂牏Ӥ抓
ಅ襑ፘ橕䲆礯箑獈硽䋊አ襎脲

硽䋊አٍ膏戔猋
• ಭ秚牏襎脲 
• 因ᇔҁ罭蔖執*5牏ੜ籗罝牏℅珅ᓕ)

抓獮伛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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䋿褬硽䋊眐୵ 抓纷疥䨝硽疩䋊ኞ犥ӥۑ胼物PPT चՕᶎ膏砺֢牏ๅ
矦殷ᶎ穉ֺ牏ๅ硬胙ว໒ୗ牏矠獈瑽粙牏ਁො璸蔭໒牏
㵕向膏旉䁰㵕向牏ਁ萬蔩䒍牏矠獈୵制牐ෝ抓璤奾獮螀
አ蝡犚ۑ胼㬵ਠ౮Ӟ犩ਠ碉Ӭ磪礍䯤ጱ墋䁭牧㪔๗磭䋊ኞ๚
㬵胼䄪螀አࣁ抓璤䁭ޞ膏肬䁰牐

抓盅䁰盋 • 䋊ኞጱ֢ߝ箑ک USB 盅獊蟂襎脲ፘ橕䩚ᥜ硩೬ਠ継

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SHPS  䋊ኞ皃Ԓ᮷磪襎脲च器ԧ牧ࢩ種ࣁ硽䋊Ӥፘ吚殼
䧒牧ݝ磪碍皃㮆䷱አ螂皃稞襎脲牧襑ᥝࣁෟ螲㶧ۗ牐 

• 種臺ፘ吚ग़ጱ碻樌虏犢ࢩ䋿֢蟂獤穉斃磪ᛔ૩ጱమဩ牧ࣁ
㮉䯤మ牏ತ虻碘牧ࢩ種碻樌犋ᓒ覍ଉ獅ᤶ牐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磪አ螂襎脲ጱ䋊ኞݝ襑ᥝ讨Ӟӥ牧疰ݢ犥ਠ౮ፘ䌘䛑ጱ
ᥝ穩牧ݚक़Ӟᗭ䷱አ螂襎脲ጱ襑ᥝᘔஞ膏碻樌㬵褛֎牧虏
犢㮉ݢ犥ࢩ傶䋊ک䩚ᥜᘒ眤ک盠禼牐 

Cristo Rey R.C. School 
• 硽䋊螂纷Ӿ牧ݝᥝ磪 TA ጱ疩᮷胼䄪ਠ౮娞聜牐 
• य़疑䌘 presentation 穉斃犋擝蛚牧氎獤Ձᛔ૩ጱPPT牧
֕犋మӤݣ藯扖牧य़蟂獤ጱ䋊ኞ䨝螩藶聲䒍Ӟ蚏Ӥݣ䁭ޞ牧
蝡犖虏౯㮉蚤䋊ኞጱ㵕ๅ姴ੂ牐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Change size物蝡蟂獤ࢩ傶ฎӞ樄ত襑ጱྍ詽牧ࢩ種
殾ᥝ拻竃༩ܻࢩ膏ྍ詽牧ࣁ蝡蟂獤䷱磪妔ੜ๏ॡग़ᘍ
绚樌牧ݝฎ拻ڊᒼ礯ᘒ૪牧䛑扗磪ग़Ӟ讨懵抷ጱ蟂獤牐 

• Change background物蝡蟂獤Ӟ樄তฎ藶ੜ๏ض矦
搡牧矑茐ٚ䋊聜矦౮౯㮉瞲ਧጱ瑽粙牧֕ੜ๏ࣁ旉矦
搡碻疰聻揲盄ग़碻樌牧ݢ犥蠣ဳ碻樌牐 

• Make an outline物蝡㮆蟂獤ੜ๏ݢ胼䨝మ蚤茐౯㮉ጱፓ
袅ᘒ窚揲战ग़碻樌牧ݢ胼藯กๅ竃༩藶ۗ硽ٚ蠣牐 

• Add pictures物ੜ๏纷ଶ癩吖狳य़牧磪犚盄盠磪犚᩻
眸牧֕殾缛犢㮉᮷ਠ౮ᘒ窚揲ԧӞ犚碻樌牐 

抓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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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䋊ኞ纷ଶ狳অ牧Ӟ樄ত硽ጱ碻狡磪讨盠ٌ֕䋿磪犚Ո螭䷱
蚤Ӥ牧ಅ犥盅㬵݈硯眸蝧ଶ牧֕ࢩ種傶ԧ缛Ӟ獋֖䋊ኞ窚
揲ԧ盄ग़碻樌牧碻樌矒ګොᶎᥝٚ娞聜牐 

• Table物ੜ๏૪妿磪च器牧穉斃磪మဩ牧ࣁ抓纷娞聜碻
䨝磪ᛔ૩ጱԆ氂牧ᘒ犋ᆙ茐౯㮉ጱྍ詽蚎牧ࢩ種ࣁ娞聜
table ጱ key in 碻狡牧臺盄ग़碻樌ࣁమ獉牐 

• Insert Picture物SHPS 磪盄অጱ篷娄翕᪠牧ࢩ種䋊聜矠獈
瑽粙现娞聜碻樌碻牧䨝臺ፘ吚ग़碻樌ࣁ矾疨ӥ斉瑽粙牐 

• Animation物ࢩ傶獮獋㮆Ԇ氂ੜ๏臺ॡग़碻樌ࣁ䯤మ
矾疨牧݈ᥝ摸ࣁ碻樌獉硯犢㮉ࢧ疑牧ࢩ種硽ጱ穉斃牐 

• 娞聜ᥝก嘦憒ਧ碻樌牧簁盅珿ጱ̿ୌ捍̀䋊ኞᆙ茐౯㮉
ጱ塅ֺ蚎牧犋簁ԏ盅䨝蚤犋Ӥภӥ抓牧ࢩ傶౯㮉ጱ娞聜
Ԇᥝฎ虏ੜ๏ԧ薹蝡犚ۑ胼䨝珊匍ጱ硳ຎ牧㪔覍獺蝨ڊ
Ӟ㮆ਠ聅ਠ碉ጱ墋䁭牐 

• ฦ螁虻搡ṛ牧盄ग़䋊ኞӞ፡کӤ抓ጱ獉疰ݢ犥泷Ӥ纈塅
妔 TA ፡ 牧ࢩ種๚㬵ࣁ蝡樌䋊໊ݢ犥硽疩ๅ蝱褩ጱۑ胼牐 

• 磧盅娞聜碻樌牧纷ଶ斃ṛጱ䋊ኞࢩ傶ࣁӤ抓碻疰૪樄ত֢
ᛔ૩ጱ墋䁭牧ٌ犢䋊ኞ㳷ฎ娞聜碻樌樄ত蕣֢牧䋊ኞ娞
聜蝱ଶ磪苽癩牧ୌ捍Ӟ樄ত咳匍虻搡盄ṛጱ扖牧硽䋊蝧ଶ
 牐ے盠牧虏盅ᶎጱ娞聜碻樌ीے犥ݢ

• Word editing物皃Ԓ䷱磪犨֜㺔氂牧蝡㮆ۑ胼ٌࣁ犢抓纷
磪Ӥ螂ԧ牧ݢፗ矑ے盠硽䋊蝧ଶ牧ीے盅ᶎጱ娞聜碻樌牐
磪犚䋊ኞ螡ጱ୵制䨝覍ଉ扒吖牧瑽粙碉㮆虋୵牧ݢ犥蠣
犢㮉哴ᰁ螡䢔斃ྋଉጱ୵制牐 

• 磪犚䋊ኞ讨ৼ盄ग़牧磪犚㶴犋Ꭳ螇ெ讕ӥಋ牧蝡碻䛑扗螕
碻瑿ࣁෟ螲Ἡ玎牧虏犢㮉ݢ犥ࣁ碻樌獉狶ڊᛔ૩ጱ֢ߝ牐 

• 硩褸䋊ኞ虻碘物ݢᥝ穩䋊ኞਠ౮֢ߝ疰硩褸蚏㬵牧舙䷱磪
䋊ኞᥝӤݣ咳蔭碻牧聲䒍ݢ褰秚硩 usb 樄䋊ኞ虻碘螩藶
䋊ኞӤݣ獤Ձ牐ҁࣁӥ抓๗樌疥ٌ訏 TA ጱ䲆礯䕍碉牐҂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Change background物ض藶ੜ๏ض矦搡牧ٚ䋊聜矦౮
౯㮉瞲ਧጱ瑽粙牧旉矦搡碻ᥝဳ犋ᥝ apply to all牐 

• Change slide size物ࣁ硽旉矦穉ֺ碻䨝㺔Ӟ㮆穉斃ጱ㺔
氂牧֕ੜ๏ฦ螁犋睞㺔氂ጱ牧ୌ捍ᥝٚ狶藯กҁ傶
Ջ讕ᥝ Change Slide Size ? Slide Size ݢ犥ই֜䛑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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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蝡蕌ጱੜ๏ฦ螁犋ॡ玭疏牧襑ᥝ TA Ӟፗ癲茐牧ࢩ種硽
䋊ᘏӤ抓獮ݢ犥ض藶ٌ犢 TA 䒻盜ᆙ觎ܻ硽ጱੜ๏牧
犋簁ੜ๏ݢ胼ࢩ傶蚤犋Ӥ疰犋狶ԧ牐 

• ੜ๏䨝ᆙ౯㮉ጱ塅ֺ狶牧֕ਁ眸牧key in table 碻臺
ԧ犚碻樌牧磪蚤 TA 藯অ牧ੜ๏磪Ӟ犚ਁ疰ᓒਠ౮牐 

• ک獮ጱ抓纷磪 delay牧蔭ਧ 11:50 硽ض傶苽癩斃य़牧ࢩ
Insert Picture牧㪔Ӭ娞聜奾牧֕12:00ࣁ 硽ਠ table 盅
疰ض虏ݶ䋊܌ݰ訇牐 

• Insert Picture物礬硁SHPSጱ妿涢牧ޞ藗ੜ๏ೲᆙ౯㮉
ጱ塅ֺ矠獈瑽粙牧ಅ犥殼ڥጱਠ౮牧犖ԏ獮 Delay ጱ碻
樌ԧӞ犚ࢧ㬵牐 

• Animation物ੜ๏䌘ྯӞ㮆 Animation ᮷盄অ॰牧ࢩੜ
๏苽癩盄य़牧ࢩ種ࣁ娞聜碻樌穉斃櫞೭ഒ牐 

• 硽䋊碻樌य़ग़᮷ฎTA 1䌘1硽纷ଶ斃癩ጱ䋊ኞ㴄㴄硽螂ጱ
獉牧ݢ犥ᘍ眾娞聜碻樌獉ݝᥝ胼狶ک虏匍ࣁ硽ጱ
function珊匍ڊ㬵牧疰ᓒਠ౮牐 

• 䋊ኞጱ胼ێ癩蚣禅य़牧ࣁӤ蝡槹抓碻牧䜗犋ੜ牧Ӥ抓
碻樌ᤩ裾牧盅ᶎጱ娞聜碻樌ᤩ瓟婘ک牧ࢩ種ݝ磪獋֖䋊
ኞӤݣ墋䁭牧ݢ犥ᘍ眾ᥝ犋ᥝ疥 ppt 抓纷皤裾碻樌牧虏
ৼ磪ๅग़秚䨝娞聜牐 

Cristo Rey R.C. School 
• ᒫӣ稞Ӥ㾴ੜPPT抓纷牧硽䋊ොᶎ皃Ԓ䷱磪綍讕㺔氂牐 
• 磭܌ࣁ訇獮硽ਠӞ蟂獤牧֕ࢩ傶૪妿᩻螂ੜ๏䌕ဳጱ
碻樌牧ಅ犥盅ᶎጱ㵕向娞聜藶 TA 䒻盜硬౮ಭ秇ୗ牧虏
ੜ๏፡፡硳ຎ牧珅䋊ኞ䌕ဳෝ抓璤牐 

• Ӿ܌ջ௳碻牧盛懿藶 TA 䒻盜ਂض䲆牐 
• ䷱傶碻樌㺔氂ࢩ硽 add new slide 碻牧磪㺔獋㮆㺔氂֕ࣁ
磪虏犢㮉অঅ懵抷牧ࢩ種獋氂᮷ฎݶӞ㮆Ոࢧᒼ牧ୌ捍ԏ
盅 TA ݢ犥㷢膏懵抷牧疩䋊ኞ磪犋Ӟ䰬ጱ፡ဩ牐 

• Ӥݣ肯ض犥ݢ藯缛Ӟӥ磪娞聜碻樌牧ضӞ樄ত樄毣碻䛑ࣁ
聲䒍ጱ拻薹牧螨ع段抓纷ᑉଧ牐 

• 战ग़Ո蕣֢ጱ墋䁭౮ຎ磪Ӟਧ伛牧簁ᘒ犢㮉䌘ෝ墋䁭ጱ
禊盢Ֆ簁犋ฎ覍ଉᆧ盿牧ࢩ種ࣁ懱㺔ฎ玽ᥝӤݣ墋䁭碻牧
ग़碍ጱৼ穉斃疏聉牧吚ӥ薹究ො礯ฎ TA ӞݶӤݣ䒻犢
㮉拻薹墋䁭牧䋊ኞ疰氎Ӥݣ牧ୌ捍 TA ݢ犥ग़Ἡ玎ੜ๏
 牧ᘒ犋ฎ䒻犢拻ਠ碉㮆墋䁭牐ݣᛔ૩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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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Frenda Tsan

•嘦藨Ӥ抓䋊໊ฎ玽磪翕᪠牧胼玽蝫Ӥ翕牧犥现ࣁ抓璤樌胼
犋胼ֵአ矾疨缛蝱褩ጱۑ胼 youtube ጱۑ胼 

•伛猋 email 癱蒈牧嘦ਧݢ犥ጭ獈ֵአ牐 
•Ԫض䲒礚羬翄膏מᓟฎ舣螭ฎӾ牧磪犚襎脲橍Ӥٚ
樄疰䨝虋݄ࢧ牧֕ࣁ抓璤Ӿଉ襑ᥝ樄橕蓦癷ҁ虏䋊ኞ橍蚏
㬵䌕ஞ肯ݣӤ)

硽䋊አٍ膏戔猋
• 執襎牏ᶪ段牏ಭ秚牏墋䁭執 
• Gmail 癱蒈ੂ嘨ੜܜ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樄䁰㺔ֵአ翕᪠ጱ妿涢牧矑茐樄তՕ奧internet牧癲کই֜
ֵአ internet 矾疨虻碘牧樄珸 chrome ֵአҁ種碻樄執
襎ֵአ҂牧Օ奧矾疨ጱ螂纷膏ದૣ牧ྯ拻Ӟ㮆ྦྷ苽疰虏䋊ኞ
䋿֢ҁ拻ጱ螂纷Ӿ執襎ᥝ荠Ӥ)牐ض拻蝄襎ৼ蟈կ蚤㯽翄蟈
կጱ癩獨牧ࢩ傶咳匍ग़碍䋊ኞ䷱磪癱蒈牧ಅ犥咳ӥԪض伛猋
অጱ癱蒈藶犢㮉ጭ獈牧ԏ盅拻 inbox牏starred牏draft牏
trash牏delete牏undo牏delete 缛ۑ胼牧㪔ੀӞکמ犢㮉
ጱמᓟ牧虏犢㮉手Ӥ蝄ۑ胼牐翕᪠ਞ獊ጱ蟂獤ض砮粙牧矑
茐㺔犢㮉ጱమဩ牐(拻ጱ螂纷Ӿ執襎荠Ӥ)

抓盅䁰盋 • ጭמڊᓟ

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纷ଶ盄অ牧֕墋㻌ጱ㺔氂ࢧᒼ氎犋ṛ牧䌘ෝ磪䜗ጱ
㺔氂穉斃眤岉蚕牐 

• 䌘ෝ襎脲᮷磪च藨蘷牧Ӭ覍ଉᆧ盿Ӥ翕牧ࢩ種ࣁ硽矾疨
碻犋砾ஞ砺֢Ӥ磪㺔氂牧穉斃砾ஞ犢㮉犋胼ቘ薹ಅՕ奧獉
胙盅ጱ窩嬝蚤螀አ碻秚牐ֺই: ֵአ膏犋ֵአ Verbitim
ጱ癩獨牧褖ګ奾ຎጱ碻樌(Ӟ㮆์獮牏24ੜ碻獮)牧ݢ犥ग़
膐ֺ虏犢㮉誢䨝ۑݱ胼অ蒂牐 

• 㬵犥傶 gmail מᓟ䌘犢㮉㬵藯ॡ墋㻌牧֕盄ग़䋊ኞٌ䋿
䷱ֵአ螂牧ಅ犥犢㮉䌘ੀמ盄眤岉蚕牧穉毆๗Ӿ硳ຎๅঅ牧
ग़妔Ӟ犚ੀמ碻樌牧य़疑犖᮷ੀӞ犚眤Ոጱਁ妔౯㮉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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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磧盅翕᪠ਞ獊ጱ蟂獤牧य़疑᮷盄磪మဩ牧眤憽犖磪珅硩战
ग़牧ԧ薹翕᪠ֵአጱ觓檺牐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犋嘦ਧ䋊ኞ纷ଶই֜牧֕ก氥ଙ夵磪苽癩牧ࣁ襎脲ֵአ妿
涢Ӥ苽癩盄य़牧ᆧ娞ଶ犖磪盄य़ጱ苽癩牧ࢩ種 TA ᥝ褰碻
ဳ䋊ኞጱ眐丆牧礬硁犋ݶ纷ଶ妔Ԩ犋ݶ䒻ۗ牐 

Cristo Rey R.C. School 
• ੜ๏樄তӤ翕盅疰盄岉䅕牧䨝మ፡粙牧ֵܨ䷱磪ک 

youtube ጱ蟂獤牐 
• ֵአ gmail 䌘犢㮉㬵藯盄碝绊牧臺ԧ悚ग़碻樌ࣁ䌃מ牐

抓盅者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䋊ኞ纷ଶṛ牧皃Ԓಅ磪㬵㷢ے籧褧ጱ䋊ኞ᮷磪ֵአ襎脲ጱ
妿涢牧疑愊犖皃Ԓ᮷磪襎脲牧ಅ犥चጱ矾疨牏፡粙ۑ
胼䌘犢㮉㬵藯盄ᆧ盿牧ݢ胼ݢ犥㳫ധ蝡ොᶎጱՕ奧膏砺 牧֢
胼牧ֺই物ই֜塟螡橕棎ਁҁEx: 仂蒈(-) 牏ۑӞ犚蝱褩ے
จ蒈(*) 牏蒈(“”) 牏ے all- 牏intitle 缛缛 )牐 

• 櫒簁य़疑᮷䨝ֵአ襎脲Ӥ翕牧֕㪔犋ฎ᮷磪 google 癱蒈牧
䛑ض䒻犢㮉獺癱蒈牐ݢ犥ݚक़獺Ӟ㮆౯㮉ጱמᓟ牧虏犢㮉
 ኸӥ犢㮉ጱ癱蒈牐薟牧殼ࢧ妔౯㮉מ犥ੀݢӤ抓碻ࣁ

• 癱蒈蝑妔犢㮉牧磭犢㮉胼瞱媲ֵአ牧ӥ稞战ݢ犥硽
ইֵ֜አ google drive牐 

• Q&A 磪因ᇔ㺔ᒼ碻牧Ӟਧᥝׯ碍膐ಋ螨ع䋊ኞ樌羸凗�
• 因ᇔ犋胼ݝฎӞඪ衠執牧犋簁犢㮉䨝穉斃犋మࢧᒼ牐�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ԏ獮蚤䋊໊狶螂嘦藨牧犥䷱翕᪠ጱ୵ୗ伛猋 60 獤楮ጱ抓
纷牧ԧ䋿֢蟂犩牧篷ဩ虏犢㮉砺֢矾疨牏verbatim牏
youtube牏አ email 䌃מ牧ୌ捍ԏ盅ݢ犥አӞݣ襎脲蝱ᤈ
砺֢牧虏ੜ๏ᛔ氎Ӥ㬵牐 

• 螂纷Ӿ磪Ո蝫Ӥ翕᪠疰樄ত蚤茐ݣӤ拻薹ጱྍ詽Ӥ翕牧䛑
藶 TA ᴥྊ牧螨ع䋊ኞ獤ஞ牐 

• 襎脲ݣ磧盅Բ獤楮ጱ娞聜碻牧磪ՈӤ youtube 疩膌ٌ犢ࣁ
窕ᰁ犋䄪牧蝫瑽粙᮷᪒犋ڊ㬵牧ಅ犥ᥝ褖ګ䋊ኞ娞聜ጱۑ
胼牧哴ᰁ虏ྯ㮆Ո翕᪠᮷᪒ጱ㵕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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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to Rey R.C. School 
• Ԫض獺অጱ癱ੂ涢挨䨝磪㺔氂牧磪አ猋አጱฎጭ獈 TA
ጱ癱蒈牐 

• ᥝᴥྊੜӤ youtube牧犋䨝砋獨ݣ襎脲ጱ窕ᰁ牐 
•  襎脲ጱ眐୵牐ݣአӞو襎脲牧ಅ犥磪獋Ոݣ胼蝫獌ݝ傶ࢩ
• 磪ग़ጱ因ᇔݢ犥咳牧硬౮ྯ㮆㺔ᒼ᮷磪因ᇔ牧䋊ኞ穉斃坌
禅砋ᒼ牧ԏ盅抓纷犖ݢ犥伛猋ๅग़因ᇔ֢傶糫玎牐

Basic Comput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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嶓粕

Solar Panel Module   Ni  Alan  Peggy

• 疥ॡ檚胼礂碘稳觊獤奲 
• 姘瞱礰ᶎ碉笰

硽䋊አٍ膏戔猋
• ॡ檚胼礂ᔰ۱*18ҁ獋㮆ᔰ۱҂ 
• ಭ秚牏USB 
• 獶ڏ牏猋አု༆腙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胼რԏ癩吖牧犖蝚螂蝿瞁碻樌牧ݶ抓纷Ӿ蝚螂㺔ᒼ牧穉斃犋ࣁ
䲒憙ੜ๏ฎ玽ቘ薹抓纷Ӿጱ翑胼薪盢牏絑狒蘷牧磧盅牧
癲ੜ๏ DIY ॡ檚胼ੜ秇礂牧虏犢㮉胼䄪ࣁ䋿֢Ӿ䋊聜ک
ٚኞ胼რ䌘匍犡ᐒ䨝ጱ᯿ᥝ牐

抓盅䁰盋 • 硩೬奲蕕盅獵訏ጱ࣯璀 
• 疥抓礰༗ࢧ盋ܻ制

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ᴻԧॡ檚胼牧ٌ訏ٚኞ胼რ䌘㾴ੜኞ܈獤ᴲኞ牧य़ग़碍Ո
䌘ॡ檚胼礂犖ฎӞᎣ薹牐 

• 奲蕕螂纷Ӿ牧碘斃傶羊奞牧磪犚ྍ詽襑ᥝ TA 蝱ᤈ㶧ۗ牧
֕ੜ๏य़ग़碍䨝మᛔᤈਠ౮牐 

• 奲蕕ਠ౮盅牧ੜ๏憽౮ߝ盄碝॰牧䨝扇㺔ฎ玽胼癲ࢧ
疑膏疑Ո獤Ձ牐

抓盅者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 ٚኞ胼რ䌘ੜ๏㬵藯ฎ碝ጱ薪盢牧ݢ胼ᥝአ穉斃揳蜱ኞ
ၚጱොୗ㬵蝱ᤈ硽䋊牧ݢ犥ग़膐塅ֺҁֺই物ॡ檚胼礂胼
׀襎籗咳襎牏翑ୌ缱ጱ䛑አ)牧胼螈ک硽䋊ጱ硳ຎ牐 

• 磧盅䋿֢ጱ蟂獤牧蚏य़蟂獤ੜ๏ጱঅ॰ஞ牧犖ࢩॠ穥
虏ੜ觓瞋旉㵕牧ۑጱॡ檚胼秇奲᮷磪౮ᔰ牧獊蟂ੜ๏ࢩ
碉誢㬵藯抓纷蝱ᤈ܈獤殼ڥ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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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quito Lamp   Ken  Austin

• 疑牧ࢧ䋊ኞ䌌粬絵癲܌疥䌌粬絵೭妔䋊ኞ琊牧Ӿض傶ࢩ
疩膌磪犚䌌粬絵䷱磪獹অ牐䛑扗疥獊蟂襑ᥝጱ䌌
粬絵揮অ獹অ 

• ᥝضಅ磪ಅ襑ጱ硽硯蝱硽ਰ

硽䋊አٍ膏戔猋
• 獶10*ڏҁૡٍ犋᪃҂ 
• ἓᜋ襎娄腙癲*5䞹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吚ӥ硽䋊磪讨櫞矒ګ牧ࢩ傶獶ڏ蚤聅ૡڏ碍ᰁ犋᪃牧螭磪
TA 犖襑ᥝ磪ڏৼ㬵獤腙癲牧薹究ጱොဩ犖犋胼ٚ揮ๅग़ጱ
碘牧犋簁磪讨窚揲牧๚㬵磪觊犲蝡䰬ጱ抓牧ݢ犥ض礰༗
硎ࣁӞ蚏獤奲牧獶ڏଘ璂獤蟴ӥ 牧݄䋊ኞ犖犋አ缛ᮎ讕ԋ牐

抓盅䁰盋 • 奾盅藶य़疑癲蚎ഔ蒔瑊牧碍䷱癲݄ࢧጱ౯㮉疰硩蚏㬵牧
፡磪䷱磪秚䨝瞟ک蒔ৼ

䋊ኞ䋊聜制丆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磪㯽螈ᥝই֜ᴠྊ蒔ৼ瞱媲ਓኞ牧螭磪蒔ৼ䨝蝨౮ጭᶐ籆
缛㺔氂牧磧盅य़疑犖᮷磪狶ڊӞ㮆ഔ蒔瑊牧妔犢㮉癲ࢧ疑
手手፡硳ຎ牐

抓盅者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硽ਰଷ֖獤奲ҁ㷢ᆙଘᤍ澆獤奲 5 ՈӞ奲)牐 
• 碘۱猟ฎ䌌粬絵牏ἓᜋ腙癲ضݢ獤蟴蕣ଷ֖牧獶ڏ斃
 螕吚ֵአ๗樌咳硯牐ࣁ 檺ٌ犢ૡٍ牧㳷藶 TAܧ

• 硽䋊螂纷Ӿ牧ݢ犥犥㺔氂դ磦ፗ矑拻蝄ҁ疩ୗ㺔氂҂ 
•  䋿֢抓纷๗樌ਞ矠㪐࣯璀絑℄ҁPPT蠣҂ࣁ犥ݢ
• 碉氂ᘒ磪虏䋊ኞ狶ڊഔ蒔籗牧֕౮ߝ斃犋聅薪ҁԏ盅ݢ
獈蕕觽ഔ蒔籗碻樌)牧虏䋊ኞ䌘ᛔ૩ጱഔ蒔籗磪眤眐牐ے

——————————————————————————————————————

Food Culture   Frenda Peggy Alan 
• 羗茟葌物ࣁ吚瑿揮螕ݳጱຎ牧獮Ӟภࣁ Monastery ᆛঅ牧
獖㲺٩کᓟ牐 

• ቊং物吚ॠӤڊ咳獮ᆛঅ牧碉袗癲݄牐

抓獮伛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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硽䋊አٍ膏戔猋
•硽䋊執襎牏ᶪ段牏ಭ秚牏墋䁭執 
•磻ৼ牏珅ᓕ牏練ৼ҃30㮆 
•ং艐罭*1耴 

䋿褬硽䋊眐୵ 吚ॠ癲ک䋊໊牧硯کӥ܌獋讨牧Ӿ܌螂盅羗茟葌羗蔬ᣟ玕牧
ӥ܌ຎ咳蠏牐ቊቐکӥ܌讞౮Ӟ璸牧ࣁ袗皈୵౮㾼訁制ຎ
㲺牐݄ 籆牧֕ےአ絮ේ粆᯿碝ᴫ蜱֘疑 ฎݝฎ虋ๅ敟牧
螭ฎ讞ࣁӞ蚏牐 

抓盅䁰盋 • ਠጱቊቐݰ䷱抓纷盠ᥝ奾碻牧೭࣯璀蝱硽ਰ硩೬牧ࣁ
ᥝׯ䓻訏

䋊ኞ䋊聜制丆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懯向物ض拻ቊং膏羗茟葌ጱ㬵რՕ奧牧獤奲݄覿羗茟
葌蚤ቊং牧獤奲݄ڊጱݶ碻獵ӥࣁ硽ਰጱՈሻ蝫蝫፡牐ݰ
ਠԏ盅牧Օ奧澔祅蠅蚤ᇍ敌羗㪔咳硯牧60 獤楮奾牐 

• 䋿褬眐୵物ࢩ傶吚ॠጱ羗茟葌犋胼ݰԧ牧ಅ犥౯㮉藲碉ԧ
ಭ粙牐Օ奧ਠቊং牧ሻ蝫蝫፡牧砋ᒼᒼ䌘ጱՈ疰ݢ犥ڊ
݄೭Ӟ磻ቊং牐य़疑᮷ݰਠԏ盅疰樄তՕ奧澔祅蠅蚤ᇍ敌
羗㪔咳硯牧45 獤楮奾牐

抓盅者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蝡璤玕抓纷౯㮉ࣁ抓獮臺ԧ碉ภ伛猋牧֕䷱మک磧盅篷
ဩ虏ੜ๏کݰ羗茟葌牧ᘒቊংጱቊቐ犖美౮Ӟ㿁牐犥盅
吚瑿ጱ戔猋牏ک伛猋疑硰抓碻牧ᥝ磪Ӟਧጱ觬挻㪔ᘍ眾ࣁ
ॠ穥缛缛眐丆牧ྯࣁӞ稞手狶碻夵袅蟴ො牧胼ತک०硻
ጱܻࢩ牧螨ع咳ኞݶ䰬ጱԪ眐牐 

• Օ奧獉ݢ犥ๅग़牧犥ᴠ统咳制丆碻螭磪ಭ粙ݢ犥አҁ猟
蝫蝫፡҂牧犖ݢ犥伛猋Օ奧粙䒻ۗ犢㮉ๅฃቘ薹牐

——————————————————————————————————————

Shuttlecock   Ni Austin

• 耔ৼ(䁰玆) 
• 疥 25 Ո獤౮ 5 奲

硽䋊አٍ膏戔猋
•྿ৼ牏耔ৼ*2  
•ੜ因ᇔ(ᜋ執)*6  
•*1

抓獮伛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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䋿褬硽䋊眐୵
㬵牧ٚ㬵咳྿ৼ硽䋊牏娞15min牧ڊ硽ਰՕ奧牧獤奲癲ࣁض
矑茐褸ݳਯ྿ৼ᪲ṛ蝿瞁憒㳷牏樄ত蝿瞁牧ਯ྿ৼ罐純
憒㳷牏樄ত蝿瞁�奾盅ਯ蝿瞁ݷ稞牏咳因ᇔ�磧盅ኸ䕃
碻樌蚤TA穉搴� 

抓盅䁰盋 • ਠጱቊቐݰ䷱抓纷盠ᥝ奾碻牧೭࣯璀蝱硽ਰ硩೬牧ࣁ
ᥝׯ䓻訏

䋊ኞ䋊聜制丆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ፘ吚纷ଶڊӞ樄ত᮷蔭匍ࣁ傶᮷ฎᒫӞ稞矑藉牧ੜ๏ࢩ
ጱ岉蚕牐 

• 褰茐樄ত娞聜牧战ग़ੜ๏᪲犋蚏㬵牧侅侅०݄ᘔஞ牧᪒
݄蚤 TA ೌᆙ牧疩膌抓纷ᑉଧ窾㫂牧ࢩ TA 犋䨝᪲྿ৼ牧
篷ဩ疥ٌ疩ࢧ抓纷牧֕磪岉蚕ጱੜ๏䨝Ԇ㵕ತ TA穉 
搴牧ᘒӬ䨝傶ԧ蚋因ᇔ牧犋䥁ࣁෟ螲娞聜牐 

• ੜ๏䨝Ӟፗమ矦྿ৼጱ氅ᜋ牧䷱矦ک䨝渟脚穥牐 

Cristo Rey R.C. School 
• 稞籧褧Ӿ牧ࢩՈ碍ݝ磪獌֖牧܈獤ฃ矒ګ䋊ኞ眐丆牐
ፘ斃ෝHidden paradise牧ੜ๏᮷܈獤ಭ獈牧犋䨝磪獤
ஞጱᤈ傶牧盄䌕ஞ牐 

抓盅者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觓ॡय़牧段᪲྿ৼ碻ጱ蚣櫝ڣ䥁牧䁰玆碻殾羳獈ᘍᰁ牐 
• 糫䋊ᰂੜ๏碻獈碻ڊ牧疩膌㵕娄窾㫂牐薹究ො礯物蚤糫
䋊ᰂੜ๏藯ก竃༩獤奲ፓጱ牧犋胼ᛔ櫝樄牧戔懯ࢥ㮆
ኴ娄Ո㹓牧ᓕ矒ၚ㵕Ո㹓㵕娄牐 

Cristo Rey R.C. School 
• 稞抓纷獮磪݄ڊض介吚ॠጱ觓ݻ牧ಅ犥ࣁ Hidden 

paradise 觓ॡय़ጱ㺔氂䷱᯿ᄍ牧ୌ捍ԏ盅ইຎ磪྿ৼ抓纷
犖ݢ犥ࣁ䁰㬙碻介吚碻ጱ觓ݻ牐 

• ੜ๏㮉憽྿ৼ盄碝॰牧犖䨝ࢩ傶మᥝ糷因ᇔ犋䥁
TA 穉搴牧ୌ捍ӥ稞抓纷ݢ犥伛猋ๅय़ᰁ牏ग़䰬玕ጱ因ᇔ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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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 Kong lantern   Steve  Samuel  Tsan   

• 伛猋橕ෝز疐℄ጱ硲Ԫ现聜10 ח 氂舣籗蘔

硽䋊አٍ膏戔猋
•硽䋊執襎牏ಭ秚牏墋䁭執 
•碝طੜ籗罝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疐℄ጱز疐℄ጱ෭๗现墋Ꭸኧ㬵牧矑茐砮硯Օ奧ز拻薹ض
粙犥现ز疐℄䨝زݰ疐ҁ蔭纈㿁㾼ԏ҂牧犥ӣ氂 QA ֢傶
者奾牐矑茐虏ੜ๏誢涢糔 5 氂籗蘔盅㵕ಋ蕣֢ੜ籗罝牧
狶ਠੜ籗罝盅牧䜛क़ጱ籗罝埈搴碻樌犋䄪牧磧盅究ਧአ糔籗
蘔霘笕ӥ抓獮ጱ碻樌牧蝿瞁㳷ฎᑏکӥ抓盅牧䌘籗罝磪岉蚕
ጱ䋊ኞݢ犥蚤౯㮉埈搴犥糷氃क़ጱ籗罝牐 

抓盅䁰盋 • 䒻盜Ӟ蚏蝱ᤈ䁰盋蕣֢ਠ籗罝盅牧藶ੜ๏ࣁ

䋊ኞ䋊聜制丆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肯硲Ԫ现፡粙碻牧य़蟂獤᮷磪䌕ஞ肯牧֕ 粙磪讨螂裾牧
疩膌盅ᶎ䨝獤ஞ牐 

• 䋿褬砺֢盅咳匍ੜ๏臺ጱ蕣֢碻樌᩻ڊ懯碻樌牧ࢩ種
究ਧ疥ܻጱ蝿瞁碻樌کӥ抓盅牧׀ੜ๏ᛔኧ㷢膏牐 

• 磧盅䕃碻樌牧ྯ㮆ੜ๏᮷磪㷢膏 TA 穉搴ጱ絑℄牐 

Cristo Rey R.C. School 
• ፡ਠ粙盅䨝盛懿獮ᶎکጱ硲Ԫ獉 
• 籗罝蕣֢穉毆మ盠ਠ౮牧֕૪ਠ౮ጱՈ䨝段ٌ犢Ո牐 

抓盅者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ਠ碉ԧ薹℄෭疐℄ጱ硲Ԫ蛪磪犚ٞ裾牧篷ဩ虏ੜ๏ز
ኧ㬵牧ԏ盅ݢ犥ᘍ眾犥Օ奧ز疐℄ጱ聜ח傶Ԇ牧ֺইزݰ
疐牏籗罝缛牐 

• ੜ籗罝᩻Ԓ毆๗ጱݑ稭蜰牧战ग़ৼ螭䨝扇㺔胼玽ٚग़೭
皃犩妔ᛔ૩ጱಋ᪃牧ࢩ種ࣁ籗罝ጱ伛猋Ӥᥝٚीے牐 

• 磪犚ۗ硽䌘ੜ籗罝㪔犋ᆧ盿蝨౮癲梊ྍ詽牧抓獮襑蠣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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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to Rey R.C. School 
• ਠ碉ԧ薹胼篷ဩ虏ੜ๏ݢ疐℄ጱ硲Ԫ蛪磪犚ٞ裾牧ز
℄෭ኧ㬵牧ԏ盅ݢ犥ᘍ眾犥Օ奧ز疐℄聜ח傶Ԇ牧ֺইݰ
 疐牏籗罝缛牐ز

• 硲ԪӾᥝ秂纈氂ፓ᯿讨牧ො䋊ኞ懿䛂牧ฎࣁ㺔㺔氂獮
ٚ蕦聜Ӟ稞牐 

• 蕣֢籗罝碻ጱ碻樌矒ݢګ犥ๅ羊嘦牧螨ع磪ᒏض狶অ䨝
段ٌ犢Ո牧ࣁಋ֢ጱ蟂獤䷱磪ॡय़ጱ㺔氂牐

Cultur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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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low   Austin  Ken  Alice

• 疥 24Ո獤౮ 4 奲 
• 硯অ匍ᰂ窕瑿揳牏מአܜ牏䋿褬℅發

硽䋊አٍ膏戔猋 •誋ৼ牏匍ᰂ窕瑿揳牏15 皰橕ܜ℅牏℅發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ḒضՕ奧च桽ጱ薪盢牧㯽螈㱪荚ጱ᯿ᥝ牧矑茐Օ奧㶓ሲ
现䛑አ娞聜牐ٚ㬵Օ奧匍ᰂ窕蝿瞁牏獤奲癲݄ڊ瑿揳獮樄ত
蝿瞁牧ੜ๏斪窕ሻ牧磧盅ਯ蝿瞁奾ຎ QA 碻樌牐

抓盅䁰盋 • 懿硩匍ᰂ窕瑿揳犥现橕ܜ℅

䋊ኞ䋊聜制丆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杳ݞ banknote牧盄ग़ੜ๏肯犋睞牐 
• ੜ๏犋ॡᎣ螇 Credit card 犖ฎ桽ጱӞ圵牐 
• ੜ๏᮷Ꭳ螇㱪荚蝡կԪ牐 
• 磪ྋ嘦㯽螈㶓ሲጱ薪盢牐 
• 蝿瞁碻ੜ๏ࣁݝ橕ܜ℅ӥጱ碍 牧ਁ斃ᘍ橕ܜ氂ፓ牐

抓盅者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ইຎ㯽מአܜӥ݄牧懿ℂ磧ෟ螲ጱੜ๏樄ত㯽牐 
• 蝿瞁橕ܜӾጱ諑ሴ氂螭ฎݢ犥ኸ茐牧ݢ㯽螈ՈኞӾ䨝襑ᥝ
桽ጱ姴盪碻ڰ牐 

• ୌ捍ݢ硬౮Ӟ֖褧斔դ磦ੜᒊࣁ瑿揳Ӥ牧虏ੜࢧݢ㿁
褧懵抷牧犖犋䨝盛懿蚎ጱྍ碍֖ᗝ牐 

• ྯӞݳࢧ橕ܜ碝ीӞ㮆螡殻傶物᮷犋ᥝҁொ碍ਁ稳襉蝿瞁
 奾҂牐ܨ

Science Game   Ken  Leon

——————————————————————————————————————

•Ԫض向অ秇礂抓獮伛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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硽䋊አٍ膏戔猋
• 獶ڏ牏聅ૡڏ 
• 粤壆牏讞ࢿ牏秇礂 
• ᜋ執碍ፋ

䋿褬硽䋊眐୵ Ḓض拻薹ଘᤍ澆ܻቘҁ᯿ஞ҂牧ٚ㬵樄ত蕣֢ᛔ૩ጱଘᤍ澆牧
ਠ౮盅ݢ犥አᜋ執媑牐

抓盅䁰盋 • 硩࣯璀

䋊ኞ䋊聜制丆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䋊ኞ᮷磪狶ڊଘᤍ澆牧ᘒӬ吚犢㮉വଘᤍ澆盅牧咳匍澆፥
ጱ犋䨝ധ牧碉㮆縄縋᮷犝蚏㬵ԧ牐 

• Ԫض向অ秇礂牧薹究磧盅ଘᤍ澆缏犋蚏㬵ጱ㺔氂 
• 犋አ砾ஞय़疑ጱ澆᮷裾Ӟ䰬牧ࢩ傶ݢ犥አᜋ執向ᛔ૩మ
ᥝጱ瑽礯牧ᘒӬ向向ጱ制丆穉మ猟Ӿ擝蛚牐 

抓盅者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舙๚㬵磪觊犲ጱ抓纷牧ݢ犥ٚమమᥝெ讕虏㾴ੜኞ᮷䋊ک
᯿ஞጱ薪盢牐 

• ౮ۑ狶ڊଘᤍ澆ጱ橕棎ฎ秇礂牧य़疑᮷Ӟ䰬犖斃অ藲碉牐 
• 瑊ٚग़伛猋Ӟ讨疰犋䨝狶ᮎ讕ԋ牧磪秚䨝ݢ犥癲蝿瞁 
• Ӥ抓Ӿ疰磪藶TA蝱㬵硩࣯璀牧䁰盋ጱ悚盠ጱ牐 

Calligraphy   Sabrina  Alice   Yun

• 疥礰༗獤玟硎硯牧㪔Ӭࣁ礰ᶎ讞揳䁭℅ 
• 嘦藨ಭ粙ฎ玽胼殼ڥ砮硯 
• አ℅磻ҁӞ玟Ӟ㮆҂蕕অू

硽䋊አٍ膏戔猋 • ಭ秚 
• ू牏℅磻牏ਯ℅牏ො୵ช肥℅牏ਁૼ牏䁭℅牏ྷ執  
• 糫ߝ物瞆ࢥ䌌牏硲Ԫ

抓獮伛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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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抓纷㺔ᒼጱ蟂獤牧ੜ๏䌘ෝ䨗ࢥ䌌ጱ因ᇔ粬獨磪岉蚕牧
䨝盄藨፥砋ᒼ牧֕蝡稞癲ጱ碍ᰁ穉斃牧ୌ捍ԏ盅ݢ犥ग़
伛猋ፘ橕因ᇔ牐 

• 傶ग़ࢩ磪Ӟ磻ू犋ॡ᪃䄪牧ݝ娞聜䨗ဩጱ蟂獤牧Ӟ玟ࣁ
碍ੜ๏襑ᥝ毱耆ጱ愆獅ू牧ࢩ種ୌ捍ݢ犥虏ྯ㮆ۗ硽
ಋӤ᮷磪ू牧磪ੜ๏襑ᥝ疰䒻盜ဟ玲ҁࢩ傶磪犚ੜ๏
 犋ॡ䨝ဟ)牐

• ፘಋࣁ娞聜๗樌ᥝತ皃㮆ੜ๏仡౮Ӟݙ扖牧蝡稞ग़碍ݝ
磪ೌੜ๏藨፥娞聜ጱ向ᶎ牐 

䋿褬硽䋊眐୵
抓纷ᒫӞ蟂獤墋㻌Օ奧䨗ဩጱ嬝牏瞆ࢥ䌌च䨗䌃ො
ဩ牪ᒫԫ蟂獤犥藯硲Ԫ绝矠㺔ᒼ癲ڊช肥ጱኧ㬵牪ᒫӣ蟂獤
犥ਁ獌ဩ֢傶䨗ဩच執向ጱ娞聜牧ٚ 娞聜墋㻌ਁ扃牧ই物
蘛蘛牏౯眢֦…缛牧犥ಋ瞲蚤茐㵕向Ӟ蚏娞聜盅牧咳ӥྷ
執牏ਯ℅ૼਁ娞聜䨗䌃牧磧盅咳ӥช肥℅䨗䌃磧奰ጱ౮ߝ牧
㪔ݳᆙኸ盢牐

抓盅䁰盋 • 䁭℅ᑏᴻ牧ूׯധ牧㪔疥ଷ֖盵盋ܻ制

䋊ኞ䋊聜制丆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 獮ᶎጱՕ奧藯硲Ԫጱ蟂獤牧ࢩ傶磪因ᇔጱἩ玎虏ੜ๏
᮷盄擝蛚砋ᒼ牐 

• 䋿֢ጱ蟂獤牧25獤楮ጱ娞聜碻樌䌘ग़碍ੜ๏ᘒ盄獅
ᤶ牧盄ग़Ո䌃ਠӞ斪抓愊ጱ㻌ਁ盅牧䨝樄ত扇㺔ۗ硽ᛔ
૩Ӿਁݷጱ䌃ဩ牧ीႲԧ娞聜ጱ禼蚕牐 

• ग़碍Ո盄ಭ獈ෝ䨗ဩጱ娞聜牧֕磪蟂獤ଙ夵斃ੜጱ䋊ኞ䌘
䨗ဩ犋ॡ磪籆眐牧犋ॡ氎㵕執䨗䌃牐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傶Ո碍犋ग़蝱ᤈጱ盄殼䧒牧य़疑䌘䌃ྷ執ਁ盄磪岉蚕牐ࢩ
• 硼蝄ช肥ኧ㬵ࢩ傶硬傶墋Ꭸ硼蝄牧磪犚ੜ๏䨝ᐟ牐 
• 娞聜碻य़蟂獤᮷胼藨፥䨗䌃牧֕執向ग़ጱਁ䨝犋మ娞聜牐 
• 䨝Ԇ㵕ᥝ穩䨗䌃ᛔ૩ۗ硽ጱӾਁݷ牧ࢩ傶獮Ӟ璤抓
奾牧磪ๅग़碻樌䨗䌃磪嬝ጱӾਁ牐 

• 磧盅犥ೌᆙ蝑ྯ㮆ੜ๏瞆ࢥ䌌牧稭禼奾䨗ဩ抓纷牐

抓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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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娞聜獮盛ԧ蠣ੜ๏ො୵ช肥℅ጱ䨗䌃ොݻ牧ӥ稞殾
 娞聜獮粬獨䔶藲牐ࣁ

• 䁰盋ጱ蟂獤牧ᴻԧ硩䁭℅犥क़犖ᥝ懿ׯധू牧犥ع
段ٌ犢ၚ㵕蝱ᤈ牐 

St. Peter Claver College 
• ช肥ኧ㬵ጱ硼蝄ݢ犥硬傶硲Ԫ牧穉斃胼珅ੜ๏肔肯牐 
• 娞聜䨗ဩጱ蟂獤牧ݢ犥伛猋執向斃݈磪嬝ጱਁૼ牧
ीےੜ๏娞聜ጱ㵕ێ牐 

• 牧ෟ螲ጱۗ硽ݻ䌃磧盅ጱ夺ᜋช肥獮ᥝๅ䔶藲䨗䌃ጱොࣁ
犖ݢ犥ग़ے蠣牧螨ع窚揲䌃梊ጱช肥℅牐 

• 磪犚ੜ๏మᥝๅ裾ጱ娞聜碻樌牧֕碻樌螭ฎᥝ矒ګঅ牧
扗ೌᆙ疰ᥝ虏犢㮉݄ڊ牧ݢ犥ޞ藗犢㮉ࢧ㬵ٚ媣媲ਠ౮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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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resource   Steve

• 搳揮搡䲒介㰽瑊牏PH 手℅ 
• 蝚螂蝡犚硽牧筕咳ੜ๏䌘ෝ؋皐觶ጱ᯿憙牧㪔Ӭ๗
磭虏ৼ䋊聜ک螂筪膏穀芭ጱ禊盢

抓獮伛猋

硽䋊አٍ膏戔猋 • 搡䲒介㰽瑊牏PH 手℅牏ع။磻誋ৼ牏匍

䋿褬硽䋊眐୵
抓纷ጱӞ樄ত牧硽疩盌絑膏ٌ犢ጱፘ橕Ꭳ蘷牧虏ৼࣁ
㮉ԧ薹ኞၚӾጱ෭ଉአฎℂ֜ᘒ㬵牧㪔Ӭ䌘ෝ磪ๅ窼Ӟ
䍅ጱ藨蘷牐ࣁՕ奧ਠጱचଉ蘷盅牧癲کਞ獊觶ጱ蟂犩牧
౯㮉Օ奧ԧ螂筪犥现穀芭ጱܻቘ牧虏ৼ㮉ԧ薹Ԧ亣ጱ觶አ
ٍ猋ߺ犚礿կ牐ݚक़牧౯㮉犖拻薹ԧ搡䲒介㰽 ph 手
℅ጱ砺֢ܻቘ牧拻薹ਠԏ盅牧泷Ӥ矑茐䋿褬砺֢牧虏ৼ㮉
薥ᛔ䲒介犢㮉珏螗ጱ搡眐୵牐

抓盅䁰盋 • TA 㶧ۗ竃ቘ瑿Ӥአ螂ጱ手℅

䋊ኞ䋊聜制丆 • 䋊ኞ䌘ෝ䋿褬砺֢ጱ蟂犩覍ଉ坌禅牧ৼ㮉᮷蝁犋现盃ጱ
మᥝ薥ᛔ䲒介牐 

抓盅者 • 䋊ኞ䌘ෝ種抓纷ጱ籆ஶڊԒ毆碘ጱṛ牧䋊ኞࣁӤ抓碻覍ଉ
䌕ဳ牧ࣁӥ抓碻ྯ֖ᒏๅฎ籆蔴ෝ㷢膏搡䲒介牧ࢩ種
ୌ捍ஃ盅ጱ虻რ抓纷ݢ犥硯獈ๅग़ጱᎣ蘷膏䋿褬砺֢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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䴏⸱磐ㄌ嶓粕

Quizlet   Sabrina  Peggy  Samuel

• 樄珸䋊໊ಭ秚襎脲 
• 嘦藨䋊໊׀襎制丆 
• 嘦藨ಭ粙ฎ玽胼殼ڥ砮硯 
• 咳䋊聜㻌妔聲䒍㮉霘䌃 google 癱蒈戔懯介涢ጱ䯤 

硽䋊አٍ膏戔猋 • 䋊聜㻌30皰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樄毣聲䒍㺔ᒼ㵕牧ԧ薹犢㮉ଘ碻ጱ硽䋊ොୗమࣁ籧褧
Ӿ䋊کՋ讕ದ胼犥硬虋硽䋊౮硳牧矑茐癲ک蝡璤抓ጱԆ氂牧
墋㻌Օ奧 Quizlet  Google form牐 
ԏ盅獤傶 Quizlet Google form㮆獨Օ奧膏娞聜物 
Quizlet 
Ӟ樄ত墋ᎨՕ奧 Quizlet ጱ猻讨牧矑ᘏ藶聲䒍獺ୌ㪔ጭ獈癱
蒈牧ض硽疩聲䒍ই֜㶓獈㺔氂褸㪔矠獈瑽粙膏㵕向牧ԏ盅硽
疩盠ഠ棎ጱֵአ牐ਠ౮獺ୌկ盅牧虏聲䒍誢涢犋ݶጱ䋊聜
ොဩ膏蝿瞁牐磧盅牧蚤聲䒍獤Ձই֜獺ୌ硽ਰ牏矾疨犢Ոጱ
կے犥ڥአ牐 

Google form 
猻讨牧ٚℂच胼ۑጱܫՕ奧犥 Google form 蕣֢介涢ض
戔ਧ牏氂ፓ戔懯牏ᒼ礯獤碍戔懯牏ٌ犢ۑ胼Օ奧牧疩聲
䒍狶ڊᛔ૩ጱ介涢ܫ牧㪔ኸ夹܈獤楮虏聲䒍㮉ਠ౮ᛗӣ氂
ጱ介涢ܫ牧矑茐獤Ձ藲碉胙ว㯽蝑介涢ܫොဩ牧㪔咳ӥ聲
䒍㮉ጱמᓟ犥ፘ㯽蝑介涢֢ܫᒼ牧ࢩ傶聲䒍Ո碍斃牧
磪ਞ矠㿁㹓Ӟ蚏戔懯氂ፓ牧ٚ 牧ܫᒼ介涢֢聲䒍Ӟ蚏㯽蝑
磧盅ٚ犥کጱ㺔ࢧܫ薟Օ奧 Google form ጱ獤ຉۑ胼牐 
磧盅犥 Quizlet  Google form 穉斃狶者奾牧㪔ݳᆙኸ盢牐

抓盅䁰盋 • 嘦藨ጭڊgoogle癱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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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College 
• 樄毣㺔氂懵抷ጱ蟂獤牧聲䒍㮉᮷盄禼ෝ獤Ձ犢㮉ጱӤ抓ො
ୗ牧ֺই物磪翕᪠ጱ䋊໊䨝አ粙牏power point 斔ۗ硽
䋊牧ࢩ種మᎣ螇ๅग़ᔰ犥䒻ۗ䋊ኞ䋊聜牐 

• 磪聲䒍ࢩک傶䋊ኞ㮉盄矑藉襎脲牧ྯ吚አ襎脲ಭ
秚Ӥ抓碻牧䋊ኞ㮉疰䨝粬獨䌕ஞ牐 

• 聲䒍犖磪ڊ䌘 Quizlet ጱٌ犢䋊聜ොୗ盄磪岉蚕牧氎
 疑Ꮈ绗牐ࢧ

• Quizlet  Google form ጱ蟂獤牧聲䒍㮉᮷胼蚤Ӥ硽䋊蝱
ଶ牧ᴻԧ Google form Ӟ樄তࢩ傶磪粚ᶎฎӾጱᘒ篷ဩ
蚤Ӥ牧盅㬵᮷胼盄殼ڥጱ蝱ᤈ牐 

• 盅ᶎ狶㺔ܫፘ֢ᒼܫጱ碻樌瞫穉斃ԋ牧ᘒ聲䒍㮉ጱ
氂ፓग़碍傶ᛔ簁ᑀፓ牐 

抓盅者
Sacred Heart College 
• 蚤聲䒍ጱ㵕ᥝ犥獤Ձ傶Ԇ牧Օ奧獉茐᯿ࣁ䋿አጱ蟂獤牧
Ӟ犚Օᶎጱ盠ഠ棎ฎ卓Ꮶጱۑ胼ݢ犥纸盏癲螂疰অ牐 

• Quizlet ጱ蟂獤牧㵕ୗጱ蝿瞁ୌ缏硽ਰ䨝穉斃胼蚏
聲䒍ጱ岉蚕牐 

•  妔聲䒍㷢ᘍ牐ܫጱᘍڊ֢ አ Quizletڊ玢ض犥ݢ
• Google formጱ蟂獤牧抓獮ᥝض嘦藨 google 粚ᶎฎ玽傶舣
粚牪ᥝኸ斃ग़戔懯㺔֢ܫᒼጱ碻樌牐

——————————————————————————————————————

Excel   Austin  Ken  Alice

• Ԫض箑অ聲䒍礰襎ጱ娞聜䲆礯牏嘦藨硽䋊䲆礯

硽䋊አٍ膏戔猋 • 執襎牏墋䁭執

抓獮伛猋

䋿褬硽䋊眐୵
Օ奧चጱ excel Օᶎ牏ӣ圵秂䛑አ牧ٚ㬵Օ奧獍ୗض
ጱᒧ蒈现ই֜ڜ獍ୗ牏ፘ橕懯ᓒۑ胼䛑አ(ex物
summation牏average牏sort & filter)牧ᒫӣ蟂獤Օ奧ই֜
矠獈瑽蔭牧Օ奧裾礿瑽牏ರ娄瑽牏㾼訁瑽牏碂㬙瑽ԏ猻耬
讨牧磧盅狶硽䋊ԏ䋿褬䛑አ膏砺֢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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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盅䁰盋 • 㳫ᴻ箑ࣁ礰襎ጱ䲆礯牏೭ࢧ墋䁭執现旉矑毣牏ಭ秚橕秚

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College 
• 硽䒍䌘ෝ excel ጱ cursor 藨Ꭳ㪔犋ᆧ盿牧妿螂硽䋊膏䋿
褬砺֢盅牧Ꭳ螇ই֜砺֢牐 

• 硽䒍䌘 excel ጱࢥ㳷螀ᓒ獍ୗ斃ᆧ盿牧֕䌘 formula ጱ螀
አ斃ኞ綠牧ֺই物summation牏average牏sort & filter牧
蝚螂ྍ詽獤薹盅牧胼䋿褬ᛔᤈ砺֢牐 

• 妿螂瑽蔭硽䋊膏娞聜䛑አ盅牧䌘ෝՋ讕碍硁扗ֵአՋ讕瑽
蔭磪ๅ竃༩Ӭ窼獈ጱԧ薹牧ֺই物蝫媲ጱ碍硁牏ರ娄瑽牐 

抓盅者 Sacred Heart College 
• 聲䒍蟴ݳଶṛӬ擝蛚ࢧᒼ㺔氂牧虏抓纷蝱ᤈ܈獤殼ڥ牐 
• 舙㷢膏ૡ֢Ո碍螂ग़ጱ扖牧TA ݢ胼䨝篷ဩّ觎ਠ珿牐 
• 䋊໊襎脲敟誢ጱ粚犋Ӟ䰬牧硲襑伛猋㿁褧執襎犥猋犋碻
ԏ襑ҁSHC襎脲粚ฎ2016҂牐

——————————————————————————————————————

Online Resource   Tsan  Frenda  Yun Ni   

• Forum物ٚ稞嘦藨抓纷ොݻ牧藲碉㺔氂牧伛猋ፘ䌘䛑ጱࢧ
訰膏㮆Ոֺৼ牐 

• PDF/PPT/GoogleDrive物ᒫӞॠᥝ茴褸聲䒍㮉ጱמᓟ癱
蒈牧伛猋ӣ㮆䲆礯አ Google Drive share 妔犢㮉ҁ獤獨纈
塅Can View牏Can comment牏Cannot download) 

• 伛猋Ӟ㮆 powerpoint 蚤 word 䲆牧虏聲䒍ݢ犥旉䲆牐 
• Kahoot物ضጭ獈癱蒈牧樄珸盃䨝ᥝ纈塅ጱ Kahoot 䲆牧嘦
藨Օ奧粙ฎ玽胼䡿硯牐

抓獮伛猋

硽䋊አٍ膏戔猋
• ಭ秚牏襎脲  
• 㷢膏聲䒍Gmail癱蒈

䋿褬硽䋊眐୵
Forum  
聲䒍疰䨝覍ଉ氎獤Ձᛔ૩ጱ妿涢膏మဩ牧獤Ձጱ獉盄
ฃమکፘ䌘䛑ጱࢧ訰牧螂纷Ӿ肔肯ጱ聲䒍㮉犖䨝ࢩ傶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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ဩӞ膌磪觊犲妿涢蚤茐讨毣蔭纈摁ݶ牧虏碉㮆䁰ᶎፘ吚
ၚ蛚牐 

PDF/PPT/GoogleDrive  
ℂ PowerPoint Օ奧蚏牧藯กই֜ض藯ᥝՕ奧ӣ圵ૡٍ牧ض
አਙ䒻ۗ聲䒍伛猋硽螭磪䒻ۗ䋊ኞ䋊聜牐拻ਠ
PowerPoint 猻耬讨盅牧Օ奧 PDF ጱ猻耬讨牐矑茐纈塅ই
֜አ犋ݶ敟誢樄珸 PDF 犥现ই֜疥犋ݶ觊ࣳ䲆礯 
(ppt,docx) 旉౮ PDF牧妔聲䒍㮉娞聜ጱ碻樌牐磧盅Օ奧襎
ৼ䨗牧疥䲆礯旉౮ EPUB 䲆牐拻ਠই֜አ PDF, 
PowerPoint,蚤 ebook蕣֢硽盅牧拻獤Ձ硽妔䋊ኞጱො
ୗ牧獤獨ฎ Drive 蚤QR-code牧Drive 磪蝛ྍ娞聜牧QR-
Code㬵犖మ虏聲䒍ಋ秚ӥ斉矊嘨敟誢牧֕眤憽聲䒍氎
犋ṛ牧ಅ犥֢ݝ藯กਠ牐 
  
Kahoot  
Ḓض萞ኧ粙虏聲䒍䌘ෝ Kahoot 磪च藨蘷牧矑ᘏ藯ก憒
㳷牧蝚螂䋿褬ጱ Kahoot 蝿瞁虏聲䒍誢涢ٌۑአ牐矑茐牧Ӟ
ྍӞྍ癲茐聲䒍㮉狶ڊᛔ૩ጱ Kahoot牧ԏ盅藶獋֖聲䒍Ӥ
 ,種ྦྷ苽ጱ奾ੲ犖Օ奧ԧ Star fullࣁ獤Ձ犢㮉ጱ Kahoot牐ݣ
quizizz 缛ٌ犢硽䋊翕ᒊ牐 

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College 
• 聲䒍㮉ࣁ誢涢ਠ Kahoot 蝿瞁盅᮷蛚蛚ཿ手牧Ӭ䨝ᛔᤈ琲
手蕣֢ݱ圵ᑀፓጱ Kahoot 蝿瞁牧ಅ犥ܻ毆ኸጱ碻樌䌘
 胼䨝磪ಅᎨ耬牐ݢٌ

• 聲䒍ࣁ誢涢ਠ盅藯櫒簁匍䋿ᶎ篷ဩ虏甇㮉疥蝡犚翕᪠虻რ
獊碍螀አ牧֕ 蝡犚翕ᒊጱ嘦虏犢㮉咳మڊๅग़ጱ硽䋊మဩ牐

Sacred Heart College 
• ݷᎣ螇聲䒍㮉ጱض抓牧ۑ傶ᥝ蚤聲䒍Ӟ蚏懵抷牧ᥝ狶অࢩ
ਁெ讕珰牧犋䨝ࣁcue犢碻盄疲疮牧犋Ꭳெ讕圸牐 

• Ӿ蝝磪统簁᪡襎ጱ制丆牧吚碻ిԧӞӥ牧媣媲ࢧྋ氂牧
摸盠狶ਠ懵抷奾抷牧Ի༉妔ӥӞ㮆抓纷ጱՈ牐 

• 傶碻樌犋᪃牧磧盅懵抷ጱ  part 虏ྯ㮆聲䒍藯ਠӞ斪扖ࢩ
盅者奾牧ӥ抓ԧ牧䷱磪狶ک毆๗ጱஂ種Ի矦憎牧犥嘦
藨ྯ㮆聲䒍᮷፥ྋ珅硩牧㪔筕咳硽䋊覄眤ጱ硳ຎ牐 

抓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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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磪犚ۑ胼ฎ覍 GOOGLE 癱蒈篷ဩֵአ牧ಅ犥ᥝࣁ抓璤Ӥ
藶䷱磪 GOOGL E癱蒈ጱ聲䒍獺癱蒈牐֕ݶ碻樌૪妿磪癱
蒈ጱ聲䒍䨝䷱Ԫ狶牧ݢ犥ᘍ眾蚤 Internet 抓纷Ӟ䰬牧ض獺
অӞ奲癱ੂ妔聲䒍牐 

• 聲䒍纷ଶ磪苽癩牧磪犚૪妿᮷矑藉螂牧疰䨝憽磪讨篷肗牧
胼݄硽ᮎ犚穉ۑ胼ᥝ藶 TA ᛔ૩犖Ꭳ螇Ӟ犚穉斃蝱褩ጱݢ
斃䨝ጱ聲䒍牐 

• 犋嘦ਧ PDF 䲆ฎ EPUB 䲆ฎ玽䌘聲䒍磪䒻ۗ牧֕ฎՕ
奧旉䲆ጱ翕ᒊݢ胼䨝䌘聲䒍磪䒻ۗ牧ԏ盅ݢ犥ᘍ眾犥Օ奧
ๅग़翕᪠虻რ傶Ԇ牐 

• Kahoot ጭ獈盅磪Ӟ֖聲䒍ጱՕᶎ犢Ո犋Ӟ牧ᘒ種Օᶎ
粚ๅ碝ک胼ฎ㴄অ蝽ݢ匍螂牧വ介ڊ䷱ԏ獮手硽碻᮷ࣁ
讨ٌک犢承ጱ粚牧ୌ捍ӥ稞虏 TA 嘦藨ฎ玽ಅ磪聲
䒍᮷讨蝱݄墋䁭瞲ਧጱ翕ᒊ牐 

• 纈塅碻磪聲䒍盛懿戢㲘ጱ癱蒈牧ୌ捍ӥ稞 TA 犖䒻聲䒍懿
犢戢㲘ጱמᓟ username牐 

• 聲䒍㮉䌘 kahoot 玱䛑臑অ牧ୌ捍ӥ稞ݢ犥ٚ疥種蟂獤
裾 10 ~ 20獤楮ૢݦ牧虏聲䒍磪ๅग़䋿֢碻樌牐

——————————————————————————————————————

pOWERPOINT   Steve  Alan  Leon

• 嘦藨ྯݣ襎脲ฎ玽᮷磪磧奰ᔰ۱抓獮伛猋

硽䋊አٍ膏戔猋 • ಭ秚牏Windows襎脲 
• 硢አٍ膏 USB

䋿褬硽䋊眐୵ 抓纷樄毣蝚螂墋䁭虏聲䒍፡ک犋ۑݶ胼ጱֵአ牐ٚ㬵疥抓纷
獤殻牧虏硽䒍胼蚤茐ݣӤጱ瞲纈䋊聜ۑ胼ጱ螀አ牐ࣁ抓纷奾
ੲ牧虏硽䒍አ䁭ޞጱ୵ୗӤݣ獤Ձᛔ૩ጱ֢ߝ牧胼፡ک犋ݶ
聲䒍蕣֢墋䁭粬ᜋ现䁭ݣޞ觓牐

抓盅䁰盋 • 硩೬襎脲牏HDMI 旉矑毣 
• 嘦藨硽䒍ጱ֢ߝ磪ਂ蝱㿁褧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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䋊ኞ䋊聜制丆
Sacred Heart College 
• 硽䒍᮷ֵአ螂襎脲牧犖䨝አ PPT 㬵蕣֢硽䋊墋䁭牧蛪
䌘蝡犚ۑ胼疰磪चጱ啻薹牧ݢ胼襑ᥝๅ蝱褩ጱۑ胼牧猟
矎粚牏ਁ誢य़ੜᛥ螕ଶҁ䋊ኞݣࣁӥ፡ಭ粙ጱ眤憽)牐 

抓盅者 Sacred Heart College 
• 蝡稞抓纷櫞ଶ䌘ෝ聲䒍ॡ墋㻌牧ୌ捍กଙݢ犥硽ๅ蝱褩ጱ
ጱ硽䋊ොဩ现硽䋊墋䁭蕣֢碻ݶದૣ牧硽犢㮉犋胼ۑ
䛑ဳጱ瑿ොҁֺই物墋䁭ጱਁ䛑扗य़Ӟ讨牧䋊ኞ斃ฃ
褂捝)牐 

• 聲䒍㮉᮷盄氎Ӥݣ獤Ձ墋䁭牧Ӭ獉᮷܈獤羊牧ࢩ種
ୌ捍ݢ犥狒ኸ虏聲䒍㮉䁭ޞጱ碻樌牐

Seeded Teacher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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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媒體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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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學生組團赴貝里斯 降低數位落差獲獎 -- 聯合新聞網 

 

 

 

 

 

 

 

 

 

 

 

世代學習關鍵字-「國際志工營」學習與服務的生命旅程 -- ic 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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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國際志工團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服萬人務 -- 台灣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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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國際志工團 13 度出發 援助海外弱勢學生 --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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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國際志工團 54 位學生 帶 200 多台二手電腦出國助人  

--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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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生發揮資訊專長 翻轉貝里斯的教室 --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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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國際志工團 今年暑假第 13 度出發赴非行善 -- 奇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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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生前進貝里斯 讓學童用網路與世界連結 --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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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當地報紙、電視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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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的我–清大國際志工團領隊】 

今年夏天，我們又來到台灣建交三十週年的友邦–貝里斯進行資訊教育的服務。

除了與兩年前的我差別最不同的是承擔的責任不同，我們九年下來合作的學校環

境也改善許多。話說回來，我怎麼會再次來到這個相距台灣 14000 公里的國家—

貝里斯？簡單來說，因為有你–貝里斯，因為有我—清大國際志工團，所以我們

決定堅持做對的事情。 

 

【計畫的延續】 

你可能會問我，那我們的計劃是怎麼延續下去的？我會告訴你我在貝團看見最有

價值的事情—學長姐傳承。我們是怎麼傳承的呢？團隊至今已邁入第九年，每當

回想起學長姐的努力以及過往幫助過團隊的所有人，都認為每個缺一不可。領隊

們會在各樣的機會下，互相切磋，時而線上視訊討論、時而相約咖啡廳傳承前一

年所遇到的狀況與團隊服務目標發展。大學的最後一年，從來沒想過能為貝國的

好朋友做一些可以改變一生的事情。 

 

 

 

 

 

• 拜訪、回訪紀錄 

• 當地口頭資料 

• 去年當地執行狀

況 

去年資料紀錄 學長姐經驗分享 

 

計劃延續與新增 

• 在地文化體悟 

• 食衣住行經驗交

流 

• 與當地學生交流 

• 組織分工團員 

• 分析計畫內容 

• 擬定修正計畫 

領隊-黃聖芬 

七、 團員服務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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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姐實際走訪各個村落，看見不一樣的生活樣貌，藉由照片以及詳細的描述各

學校的情形，讓我從中認識學校概況及需求，認識不同學校學生學習狀況，分析

往年服務內容以提出相關修正方針。兩年前，有的學校曾經沒有網路，如今他們

因為我們的電腦資源，老師們可以共同討論課程執行方向，並能在電腦上共同編

輯，使得資訊更加流通便利，讓資源傳播給更多需要的人。兩年前的記憶，讓傳

承的過程很艱辛，但的確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 

 

【長達八個月的籌備期】 

每週的例會一如往常，從剛開始的不熟悉，到後來溝通、彼此學習。除了平時的

討論，團隊也會在假日期間參與各樣的學習，例如救急會課程、專案管理課程、

團隊合作課程、國際志工之服務課程等，裝備成更好的自己。路途雖然遙遠，但

一起走就不怕累。有時候我們會花上數個小時討論課程該怎麼改進，可能會花上

數天來模擬完整的細流以讓計劃在當地能發揮到最大。八個月的籌備過程裡，我

獲得了好多原本沒有預想到的收穫。從團員們的身上我偶爾能看見自己兩年前的

身影，進而重新理清自己兩年來的改變與成長，也從與他們的互動當中，找回一

些踏入社會的過程中險些遺忘的純真美好。我也重新想起好多第一次參與貝團時

的感動，比如在受到好多好棒的人幫助後，真切的感受到：當開始做一件好的事

情時，會把更多更多的美好吸引過來。而在貝里斯的四十天裡，我遇見了好多動

人的人、事、物，礙於篇幅僅挑選其中幾個進行分享。 

 

【前往既陌生又熟悉的記憶】 

兩年前的我，只記得七彩的高腳屋、顛簸的街道、寧靜的修道院、熱鬧的水果市

集，這裡的純樸環境卻充滿迎面而來的挑戰與未知數。除了回訪學校，今年新訪

了一間私立完全中學學校—Jireh Fundamental Education 駐落於德國村的隱

密路上，訪談過程中校長則期許這所學校能成為貝里斯最厲害的資訊學校，卻因

學校行政的關係，無法再將他們的資訊設備及師資提升，同時發現學生在學習狀

況落差大。校長的反應的確是學校存在的窘境，校長的期許更提醒我們資訊教育

帶給學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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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Vincent Pallotti School 小學，還記得兩年前，這所學校因為舊校長留下了許

多爛攤子：雜亂不堪的校舍、不佳的財務狀況⋯⋯。今年我們回到這所學校檢查去

年捐贈的電腦的使用情況。接待我們的是熱心滿滿的新校長與副校長，校長、副

校長與教師們合力投入教學，奪下當地學校評鑑門檻爭取政府相關資源。校長神

采奕奕地和我們分享學校電腦教室擁有充足的電力以及政府將於開學期間提供

的穩定的網路，以及全數在校生申請繼續叫讀高中的驚人紀錄。除了願景之外，

校長更知道如何找資源、如何按部就班實現他的理想，也因為擁有更宏觀的視野，

知道什麼樣才是「好」，所以能為學生建立更棒的學習環境。校長說，他原本有

更多其他的選擇，能到資源更多的學校服務，但他選了這裡，因為這是他自小成

長的村莊，他想讓這裡變得更好，而且比起資源多的學校，這裡更需要他，所以

即便工作量大、困難重重，他仍感到堅定。”If you always stay positive, things 

can always get better. “ 

 

Joshua 是 2018 年獎學金得主，他是一位個性害羞內向的孩子，但背後卻有一個

默默支持他往前的家庭，今年我們邀請他擔任四日資訊營輔導小老師。在某一節

的下課，我們與獎學金小朋友聊聊營隊中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他則在談話結束

後主動來找我說：I am not used to it but I learned this time. I could use 

powerpoint to do a good report. 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營隊除了幫助在

地小學生，Joshua 能夠藉由課堂輔助的角色翻譯成年紀較小的小朋友能聽得懂

的西文，更在過程中學習到如何將這些運用在其他學校作業上。 

 

除了獎學金得主，我們也在營隊中與小朋友成為了跨越年齡的好朋友。兩年前熟

悉的面孔，今年他們竟然能一秒之內叫出我的名字。當下實在因為自己忘記對方

的名字而顯得尷尬。學生卻毫不猶豫地給你一個大的擁抱告訴你 “It’s so nice 

to meet you again!” Vivan 在課餘時間帶著我眺望遠另一個村莊的山頭告訴

我：「我每天都走 1 個小時的路來學校上學，那邊的風景很好。」我當下則是嚇

呆了，年紀小小的她竟然每天早上六點就帶著輕快的步伐往學校邁進，相信在台

灣的我們也不曾有過如此經驗。社區服務期間，她與妹妹一同帶著家中的油漆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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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來到學校幫忙，一開始的我們還擔心這麼小的孩子能不能處理的好，孩子卻回

答“I believe once I try, I can learn to do everything.” 我感覺不只我們是老

師，我們更從這些與我們成長環境十分不同的孩子們身上學習到很多很多。 

 

【與貝里斯大學有約】 

往年團隊在課程上，除了確認他們在學校辦理之暑假與開學行程外，在搜尋貝國

相關教育政策中，我們將服務更貼近當地的需要。團隊於 2017 年起，將高中銜

接課程加入貝里斯正推廣的 Scratch 學寫程式軟體，以縮短城鄉數位差距。今年

已經邁入第三年，我們希望不在只是我們帶資源到當地，而是能跟在地青年人一

起到偏鄉服務。於是我們在今年與貝里斯大學（貝大）學生會簽署意向書，盼望

在要來的一年，能讓貝大學生既參與偏鄉資訊服務，也能在我們不在貝里斯期間，

能走訪調查學校狀況以與團隊整合學校需求，讓志工不在只是單向的付出，而看

見背後的籌備期需要更多人集思廣益。。 

 

我覺得以領隊的身份再次回到貝里斯，讓我與貝里斯建立起較兩年前更加深厚的

連結。這個角色所伴隨的責任鞭策著我即使疲憊也要站在交流互動的第一位，因

此對貝里斯的風俗民情、社會制度、生活樣貌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也結交到更多

貝里斯好朋友。身為決策者，我與副領隊蘇靖雯積極收集與計畫相關的各方資訊，

盡力以更全面而宏觀的角度審視計畫內容與走向，思辨的過程讓我們從中學習了

不少。我非常珍惜再度回到貝里斯的機會，我見到了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朋友們並

締結更多新的緣分，我看見團隊耕耘多年的地方越變越好，我見證團隊計畫的價

值並釐清團隊未來能精益求精的方向。我由衷感謝一路上好多好多人的支持與幫

助，我們真的是一群幸福的孩子，得以經歷這趟無可取代的人生旅程，在過程中

學習成長並且感受到無比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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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再度回到貝里斯，再度踏上這塊似熟悉、似陌生的土地，心情是複雜的。

2017年服務的40多個日子仍歷歷在目，是埋在心中的美好記憶；實際回到這裡、

重返志工團的日子，卻有著另一種像夢境般的不真實感。然而，腦海中這些繁瑣

的思慮、近鄉情怯的擔憂，都在下飛機的那一刻倏地離我而去，熟悉的貝里斯國

際機場，彩色的 BEIZE 地標一如兩年前在艷陽下散發著耀眼的光，來接機的台商

會傅爸、貝里斯當地朋友、大使館秘書、為我們準備台灣味午餐洗滌長途跋涉辛

勞的吳媽，這些來自眾人的溫暖、支持，安定了我惴惴不安的心，也讓我對接下

來六周充滿挑戰的服務行程更多了些把握。 

 

回訪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兩年，能改變些什麼呢? 

17 年的 St. Vincent Pallotti R.C. School，Mr. Luis 剛接下校長職務、正忙著處

理前任校長留下的爛攤子，不穩定的電力、雜亂的財務狀況、老舊的校舍，種種

問題讓他忙得不可開交，也讓我們對於捐贈電腦到這所小學充滿疑慮；19 年再

次回訪，他們不僅藉由其他團體的幫助蓋了一間新的、有冷氣的電腦教室，更在

政府近期的補助政策下有了穩定的電力、網路，校長也告訴我們，他正籌備在新

學期正式加入電腦課程，讓學生能在小學階段就認識電腦、學習電腦的基本使用。

今年，我們依據校長需求，捐贈了 17 台筆電讓他能順利架設新的電腦教室，能

夠再次回到這所小學，親眼見證他朝著資訊教育不斷邁進，真的打從心底替他高

興。對 Mr. Luis 印象是特別深的，不僅因為他致力推動資訊教育，更因為他是個

會到教會募款、尋找獎學金機會、與老師一起替學生籌措高中學費的校長，所謂

教育者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也就是如此了吧。 

副領隊-蘇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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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我們在 Hidden Paradise Gov. School 舉辦了為期 4 天的資訊教育營，當

時我與一個住在學校對面的小女孩 Erika 成為了好朋友，仍清楚記得她總愛在放

學後跑回學校找我們玩，拉著我的手在草地上一起奔跑、一起玩 Red Light, 

Green Light 時那溫暖的手心。今年，我們回到這所小學舉辦營隊及社區服務，

幸運地，我又遇見了她。兩年前身高不及我胸口的她已長高不少、成為一位亭亭

玉立的小少女，不變的是依然喜歡在放學後回來找我們聊天、拉著團員們陪著她

一起玩遊戲、拿著當地特有水果來與我們分享那純真善良的童心。要離開這個被

隱藏在DUCK RUN 3的天堂小學前，我看著在那一間間團隊與孩子們一起合作、

重新漆好的淺紫、淺綠的教室，腦海中在這待過 10 天的那些畫面一幕幕浮現，

我想，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什麼是不會改變的，只願無論我們未來遭遇了些什

麼、經歷了些什麼，都能像在這邊的孩子般，永遠善良。 

 

獎學金計畫 

提供高中 4 年獎學金，幫助優秀、但家境清寒的孩子們完成就讀高中的夢想，是

貝團從 2015 年開始最重要的子計畫，今年依照慣例在台灣籌措資金，到當地經

過書審、面試、家訪各階段後，將獎學金頒給最適當的人選。但今年，有一件很

特別的事，那就是我們第一批的獎學金小朋友畢業啦!四年的時光轉瞬而過，就讀

Sacred Heart College的Withney以及就讀 Eden SDA High School 的Rosa、

Jason 都畢業啦!看著他們分享在 Facebook 上笑容燦爛的學士服照片，那穿透過

螢幕的喜悅讓在地球彼岸的我也發自內心的笑了出來，到當地、與他們聊天的過

程中，我更得知 Withney、Rosa 都有繼續升學的打算、也正積極找尋其他獎學

金的管道來完成求學的夢想，她們真的是非常優秀、非常努力的孩子。對團隊而

言，他們的畢業不僅僅是一個夢想的實踐，更是團隊的重要里程碑，我們或許無

法憑藉綿薄之力幫助所有貝里斯孩童、改善整體教育問題，但藉由獎學金計畫我

們真正的幫助我們的獎學金孩子們完成學業，讓他們面對更寬廣的未來、有更大

的天空去翱翔，也期許他們能朝著更好的未來繼續邁進。 

 

在 Hidden Paradise 舉辦四日營時，17 年的兩位獎學金得主 Derric、Sal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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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來參與了我們的服務。時光荏苒，兩年前申請獎學金時，害羞、不太敢跟我們

交談的孩子，如今與我們一同坐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吃著午餐、聊著他們高中生

活的點點滴滴，這看似平凡、溫馨的日常是如此得來不易，多麼幸運我能再次回

到貝里斯，短暫的與他們的人生交錯，看看他們的轉變、知道他們正享受著這年

紀該有的美好的高中生活。對於親手給出獎學金的他們感情畢竟特別深，我甚至

開始期待再過兩年，他們穿上畢業袍的樣子了。 

 

這次以副領隊的身分回到貝里斯、協助團隊順利地完成計畫，是我的本職，也是

個不小的挑戰，身分不同，責任更重，要顧慮的事情、小細節也更繁雜，不再像

當初身為團員那般每天滿腦子只單純地專注於隔天的服務、課程內容，身為領導

者要學著以更全面的視野去看每天、每周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不論是關於當地

的、還是團隊內部的；此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冷靜地處理各種突發狀況，仍記得

17 年領隊說的:「我們在台灣要準備到超過一百分，這樣到當地不論面對各種緊

急情況，都能有更多空間去彈性地調整」，當時懵懂得聽著，卻在今年真正地了

解了這句話的涵義與重要性。 

 

42 天的服務一眨眼就結束了!兩年不見，貝里斯改變了不少，而我也是，一年的

社會歷練讓我能更自然、更成熟地與他人相處，在人生的這個階段回到這裡服務，

完美的分秒不差。生命的軌跡被時間推著不斷前行，我們無法預知未來，只能相

信每個當下，都是最好的安排。 

 

最後的最後，感謝在貝里斯朝夕相處、一同完成服務計畫的 13 位團員與我最親

愛的領隊，謝謝你們讓我度過充實又有趣的 6 個星期，大家都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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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參加志工週的成果發表會，聽完國際志工團的分享甚是感動，於是毫不猶豫

填了報名表單，希望自己也成為其中的一員，歷經一連串的書審面試，很幸運的

成為貝團的一份子。在加入貝團的那刻起，心裡早有準備將會有一連串的考驗正

等著我，回國後回想在台灣超過半年的籌備期，不管是準備到當地舉辦的國小高

中營隊，或是執行貝團的特色計畫，甚至是攸關能否出團的經費籌措，這一路走

來真的好不容易，這一路上受到許多貴人的幫助，有時候會想著其實這些人沒有

義務幫助你，可能一句鼓勵的話或是一個溫暖的擁抱，都會讓人備感窩心。尤其

到貝里斯當地，不斷受到台商會的愛戴及關照，在離開貝里斯的前一天，台商會

還特別招待團隊吃一餐充滿台灣味的餐點，在四十天每天過著紅豆飯、捲餅、漢

堡薯條的日子，一品嚐到台灣味的餐點，眼淚真的差點沒掉下來，在距離台灣一

萬四千公里，如此遙遠的國度，卻仍可感受台灣人的熱情款待，當下的感動難以

言喻。 

 

四十天的服務不短也不長，而身為課程股的一員，主要負責規劃當地的營隊時程

及課表，因此在每一次的資訊營隊都有著不一樣的感受及收穫，沿著時間軸走共

有六個停留點，先在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的國小二日營，這裡的孩子

程度不錯，因為平常在學校就有資訊課程，主要是幫孩子複習所學以及進階的資

訊課程，而在營隊結束前，給孩子填寫營隊回饋單，一位女孩寫了一段話─I really 

loved this camp because now I have changed my mind to go to high 

school,從來沒有想過原來一個營隊能改變一名女孩，甚至未來可能改變她的一

生，謝謝她的這一段話，讓我們更確信服務的價值。 

團長-陳雅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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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移到較偏僻的學校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舉辦四日的資訊

營隊，因為這間學校沒有資訊課程，所以這裡的孩子大多是第一次接觸電腦，因

此上課需要較多的耐心以及時間教導，在四天的營隊看見孩子的改變，本來對電

腦十分陌生不熟悉，經過一天天的認識接觸後，開始會基礎的電腦操作，這也是

團隊所樂見的改變，因為資訊教育營隊，讓我們看見教育的力量，也看見教育正

在對孩子產生些變化。 

 

這間學校也是今年社區服務的地點所在，一起和校長討論油刷的顏色以及位置，

以及一起和孩子油刷教室牆壁，讓孩子的學習環境煥然一新，環境是影響孩子學

習的潛在因子，舒適的學習環境能提升孩子的學習效率，而在油漆牆壁的過程中，

我們可能以為我們在幫助孩子改變學習環境，但其實孩子也在幫助我們，在服務

的過程中，有個男孩名叫 Herson，他的父親是位油漆工，因此在漆油漆時，相

較其他孩子他顯得十分上手，在油漆較高牆面時，他告訴我們可以將掃把的軸身

拆下來轉進滾筒內，不但可以漆高處也可以快速漆牆面，在服務別人的過程中，

也在被他人服務著。 

 

今年新增的種子教師工作坊舉辦在Sacred Heart College ，因為正值放假期間，

所以來的教師並不多，但給予我們的回饋卻十分豐富，在工作坊的最後一天，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的校長說了一段話，知識的取得十分寶

貴，謝謝你們將這些知識從台灣帶來貝里斯，平常我們不會接觸到這些網路資源，

我們也會將在這所學得的，帶給學校老師，讓更多人知道這些。聽完這段話，突

然覺得 knowledge is power 不再只是一句諺語，而是真正在貝里斯產生作用。 

在貝里斯 Cristo Rey R.C School 舉辦的第四個營隊,一如往常的營隊開閉幕式皆

會唱營歌，而今年的營歌是選擇 one direction 的 one thing，值得分享的是這

裡的孩子，在營隊最後的營歌時間，不管是校長還是孩子們，一同與我們齊聲高

唱，歌聲繚繞著整間教室，甚至覆蓋過音響的音樂，當下的感動難以言喻。短短

兩天的時間，孩子從不太願意開口唱，到與我們一同高聲昂唱，改變的起點是因

為愛，因為愛讓我們的距離變近，因為愛讓我們看見改變的可能。在營隊結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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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還贈予團隊每人一面貝里斯小國旗，希望即便團隊的服務結束回到台灣後，

往後看到貝里斯旗幟也能回想關於這裡的一切。 

在貝里斯倒數第二個營隊 St.Peter Claver College，兩天的服務過程中，當我在

上 Excel 課程時，小朋友們齊聲回答我的問題時，好像讓我找到當初想當老師的

悸動，一名成功的老師不是只在台上滔滔不絕的說理，而是台下學生能夠吸收且

能夠適時給予回應，才是真正的成功。小時候一直希望自己成為一名很厲害人人

稱羨的老師，但隨著年紀增長，看到現狀的教育體制及環境後，開始對教育產生

質疑，甚至懷疑自己真的想當一名老師嗎?但在那短暫的當下，彷彿找回夢想的

初衷。 

 

四十天的服務即將走入尾聲，同時舉辦最後一個營隊，這次是在 Eden SDA High 

School 的二日營隊，也是參與人數最多的營隊，在營隊期間，有三位很好的姊

妹花，一開始不太搭理我，但在 Powerpoint 課堂中，教導他們如何使用並製作

成一份簡報後，甚至鼓勵他們上台發表，拿到豐富的小禮物後，萬萬沒想到，在

營隊結束時，跑來跟我說 I really love you，當下真的是笑傻了，覺得孩子是如

此單純可愛，只要你對她好，她就會對你好，很單純的情誼在孩子身上看見，也

希望自己能永遠保有。 

 

為了到當地服務這四十天，前期大家花了不少時間及心力，很多時候會問自己，

到底為了什麼要這麼辛苦，可能答案很簡單，就只是單純的因為愛，因為愛讓我

們的服務沒有國界。當自己真正到當地與貝里斯人接觸時，感受又不一樣了，不

管是生活的環境或是飲食習慣，都是需要在短時間內適應的。在服務的過程中，

雖然身體很疲勞但心裡卻很充實，在每次的營隊結束時，要和小朋友分離時，總

會感傷會難過，但想到與孩子一同創造的美好回憶，淚水又收回眼裡，希望在揮

手道別時，給孩子的最後印象是笑著道別。這一趟旅程，不只承載著在當地發生

的故事，更是一趟自我成長之旅，謝謝自己在二十歲時能擁有如此美好的回憶，

也是送給自己最棒的二十歲禮物。願在貝里斯的所有感受與感觸，在未來都能化

為自己前行的動力，努力成為一位更好的人，進而回饋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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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貝里斯真的成為我這生當中一個不可思議的旅程，在那遙遠的國度生活將近

40 天，算一算是我出生以來待過第 4 久的城市(宜蘭、新竹、高雄)。這麼一說好

像真的很久，但在要回國的那一個禮拜突然多了些感傷，最後一次營隊、最後一

晚住 Monastery、最後一眼看這美麗善良的國度……每次都差點忍不住，在大家

面前紅了眼眶，40 天真的好快就過了，好多東西都還來不及完整的在我的腦袋

裡建檔，便匆匆走了，揮手說再見。 

 

這篇心得，我想要用分類的方式拼湊起我在貝里斯的種種回憶與心得。 

 

營隊 

真的不知道是為什麼，我總能夠在營隊裡遇到需要悉心教導的學生，耐心受到極

大的考驗，一樣的東西需要一教再教，因為我們的營隊都是這些小朋友第一次可

以使用電腦的機會。但也因為這樣，這成為他們人生一個特別的兩天或四天，我

覺得如此的機會讓我更加貼近他們，也完全符合我們舉辦營隊的初衷。 

 

SHPS 的 Tanika 

營隊的第一天我一直念錯她的名字，他有點不開心，後來我跟他說，如果我再念

錯，你就可以處罰我，說完後，她笑得好開心。他算是我這裡列出來的小朋友裡

狀況最好的，只要示範一次或提點一下，就能融會貫通。這兩天的每一堂課，我

幾乎都坐在他的旁邊，到了最後的回饋時間，她在他的單子上寫下「I really like 

you helping me.」看到這句話，我真的很感動，也讓我更佳期待之後所要發生

的種種。 

副團長-簡立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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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Paradise 的 Dianne、Emily 還有那群姊妹們 

Hidden 是我們待過最久的學校了，總共有 6 天，這間學校是我們去過所有學校

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無論是環境還是小孩們。先來說說我怎麼過這幾天的吧！

他們的廁所是茅坑，每次上完總覺得少了些什麼—沒有沖水，進去前要先吸飽氣，

再速速的上完衝出來。洗澡要最少兩人一組，洗澡需要請人幫忙裝水到臉盆裡面，

再搬到大儲水桶的後面，讓我們躲起來洗，因為可以用的水真的不多，裝水也麻

煩，就不管是不是真的洗乾淨了，隨便沖一沖了事。另外因為這是一所在大草原

中的小學校，洗澡時還會有牛陪伴，不停地哞~哞~叫，同時再把頭往上抬，也

可以看見滿天的星空，雖然非常克難，但我蠻樂在其中的，人生能有多少機會在

荒野中洗澡啊！。學校的昆蟲很多很多，我鋪好睡袋去外面刷牙，回來後，睡袋

已經被小蟲爬滿了，天啊！我是不怕什麼昆蟲的人，但如此密集，我真的很怕晚

上他們集體鑽進我得身體裡面。後來真的受不了了，就找了伙伴一起爬到廂型車

頂端鋪睡袋睡覺，還可以享受滿天星斗。 

再來談談我遇到的這群小女生吧。我真的用了我所有的精力陪她們上課陪他們玩。

每天一躺下去，聊不到幾句話就呼呼大睡了。他們年紀只有 10 歲上下，精力旺

盛，很健談，但不太有電腦的基礎，常跟不上進度，等於是我一對一教學。下課

時喜歡黏著我，找我一起在大草地上玩遊戲，我的曬黑之路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他們都很可愛，我很喜歡跟他們相處在一起，彷彿找回我的童年了，但是他們偶

爾表現出那種大小姐的樣子，真讓我內心噴火。 

 

Cristo Rey 的 Gracina 

到了 Cristo Rey，我的內心已有些許的疲倦，想要稍微的登出一下，因為這兩天

分工的關係，再加上學生人數不多，所以我就沒有與特定的小朋友比較親近，不

過第二天在走廊上遇到了 Gracina，聽了她的故事，讓我對我的登出感到相當的

愧疚，我應該要好好珍惜這種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的機會，而不是覺得累了，選

擇逃避……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好奇我跟 Gracina 的之間的故事，那你就可以去

看看我的貝里斯小故事，就是以她為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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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 的 Nigesha 

St. Peter 的營隊主要是針對高中生所辦的，不過 Nigesha 只有國小五年級，第

一天，我是她的助教，發現她也是先前不太用過電腦的小朋友，不太會使用滑鼠，

對鍵盤陌生，他說學校有上電腦課，但是從來沒有用過任何文書軟體。上書法課

的時候，她希望我寫下我的中文名字在她的練習宣紙上，之後，出乎我意料的是，

她把我的名字寫在了她的紅色春聯紙，並加上 Best Friend 字樣，讓我相當感動，

往後的電腦課程裡，因為要存檔命名，她的檔案名稱都少不了我的名字，因為她

覺得這個檔案是我跟她一起完成的，真的是一個暖心的小女孩。最後一天，上

Excel 課程，我發現了她有著莫大的進步，使用滑鼠相當順利，可以用滑鼠選取

相對應的資料，相對於前幾天，都要選取好幾次才成功，讓我覺得這四天的營隊

對她來說是真的有幫助，讓她對電腦更佳的熟悉了。 

 

Eden 的三兄弟 

Eden 三兄弟，是我在貝里斯少數輔導過的男生，跟小女生的相處方式不太一樣，

他們上課都不太聽講，喜歡聊天，但也不太會用電腦，因此在練習時間我就當個

大哥哥，帶頭示範怎麼操作，然後他們就會一個教一個，接力下去，需要 3 倍時

間才會完成，是一個很特別的超操作模式。看到他們跟我討論遊戲腳色和場景的

搭配，再用 Scratch 做出一個遊戲而感到滿足的表情讓我會心一笑。 

因為營隊，讓我可以跟很多的貝里斯小朋友有交流的機會，更加了解他們日常的

生活。我很佩服他們，很樂觀，縱然他們需要幫忙家裡負擔許多家務，但也可以

很快樂的跟我們分享他們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也會邀請我們加入他們的遊戲當

中，跟他們一起揮灑汗水、笑到忘我，這讓我找回我已經逝去的童年，讓我忘記

了自己身上其實還有許多重擔需要完成，暫時忘去我的忙碌生活。 

 

獎學金計畫與捐贈儀式 

獎學金計畫讓我真的看透了人間的貧富差距，從書審開始，發現每個人的自傳都

讓我看了很難過，這種悲慘的人生境遇竟然都讓他們遇到了，沒水沒電、舉家逃

難、家人病死等等，再看到他們的讀書計畫，真的讓人感到心疼，我們都希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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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來能夠成為不凡的人，但他們的心願卻簡單樸實：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求

溫飽，求一個安定的家。 

到了家訪，更是跌破我眼鏡。我參與的家訪，剛好就是遇到所有獎學金申請小朋

友裡最不樂觀的那一個。他們家在深山裡面，車子開不到，家裡住的並不是自己

的地，有四個小孩，只有爸爸有工作，但不穩定，家裡是用木板一塊一塊拼湊起

來，蓋起來有點歪斜，強風一刮，可能就瞬間倒塌，沒水沒電，舉家從宏都拉斯

逃難到貝里斯，希望能夠有更好的生活。那樣的景象看了真的很難過…… 

在 Reunion 時，看到之前的獎學金得主臉上都掛滿了笑容，看起來很滿足於現

在的生活。這讓我想起在台灣，很多叔叔阿姨在募款時都對我們的獎學金計畫非

常有興趣，我想，這樣的景象，就是我們大家最希望看到的，我們的努力，是真

的能夠改變一個人乃至於一個家庭的未來，讓他有更好、更多的選擇。 

我們的在貝里斯的行程，可以說是以捐贈儀式畫上一個完美的句點，我是今年的

儀式司儀，全程站在台上，我可以看見上台領獎的學校校長、獎學金得主和他的

家人們、在台下的觀禮長官，都帶著滿足的笑容。學校或許因為我們的電腦捐贈，

能夠帶給孩童更多元的教學，讓孩童有不一樣的學習媒介；獎學金得主和他們的

家人或許因為我們的支持，讓他們有更光明的未來；觀禮的長官們，或許因為他

們的協助，我們的一起努力，讓他們正致力於改善的現況有了一點不一樣的改變。

到了典禮的尾聲，我認真地說了感謝的話，其實內心非常的悸動、彭湃，因為台

下大家滿足的神情，讓我覺得我之前所做的種種努力、流過的淚水、汗水，付出

的時間、成績等等都有了回報。一切都值得了！ 

 

在貝里斯的人 

在貝里斯的人都非常的熱情，遇到的每一個人，開口都會說 Hello 或是帶有口音

的「你好！」閉口都是「Safe trip!」讓我在異鄉也感受到不一樣的溫暖，生活步

調很輕鬆，遲到乃家常便飯，但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常常會因為遲到太久而有些

許的不耐煩。在貝里斯有著一群支持我們的台灣人，他們總是在我們疲憊的夜晚

出現，為我們加油打氣，在離家 14000 公里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如爸爸媽媽的

愛與關懷，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170



團員們 

在這裡真的要非常感謝大家從出團前到現在的一路扶持，這趟旅程真的不輕鬆甚

至還有些苦澀，但都因為大家的苦中作樂、樂觀的態度，讓這趟旅程變得非常的

不一樣，有哭有笑，當然也有爭執。我們一起參與了人生很多特別的事，泡麵的

出現就代表著 working 的夜晚，working 的夜晚我們分享著彼此的零食飲料，

互相聊天打屁，讓自己在想睡的夜晚還能夠清醒的把事情做好做完。我們一起努

力、互相叮嚀、幫忙，希望晚上的檢討會議不要開太久，希望我們的計畫可以順

利的進行、甚至是提早完成，讓周末有時間休息……這瘋狂的旅程感謝有你們的

陪伴。希望之後還有很多的機會，我們一起出門，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一天或

一個假期。 

 

其實還有好多話想要說，但 40 天，甚至是出團前準備的 8 個月，怎麼可能用幾

千字，詳細的描述呢？剩下的，就留在我的腦海裡，在寂寞或睡不著的夜晚，一

點一滴地拿出來回味、咀嚼，我相信這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瘋狂旅程。最後，再

一次感謝這途中幫助過我們的人，因為有你們的幫忙，讓我們的計畫更加順利地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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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太過短暫，今天錯過了明天不一定能再相遇」 

 

大一上學期，無意間看到系上學姊張貼志工團招生的廣告，一段旅程就此開始。

在台灣的籌備期間經歷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論是每周例會、課程試教、義賣、

公關簡報、當地跑流，隨著日期的接近，大家的睡眠從 6 小時、4 小時、3 小時，

到最後營前訓時，每個人都紅著眼睛徹夜未眠。15 人的團隊，支撐下去的只有

一個信念－朝著貝里斯前進。 

 

對貝里斯的第一印象是溫暖的，小小的村莊、矮矮的房子、五顏六色的牆壁、充

滿熱情的人民們。在當地第一個認識的夥伴是可愛的 Ismael，Ismael 總是戴著

黑色墨鏡、臉上掛著燦爛的微笑，口中唱著我有時聽得懂、有時聽不懂的鄉間小

調，用他可靠的車技帶我們穿梭在各個服務的學校。Ismael 的口頭禪「Hello, my 

friend」，也正如這句話，在貝里斯，不論你是什麼膚色、什麼種族、講的是西班

牙文又或是馬雅語，大家都是 Friends。這點不論是從內陸的 Cayo、或著南方的

Toledo，都是一樣的。 

 

第一個營隊是在 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舉辦的二日營，營隊當中有一個

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小男孩－Darren。Darren 是個鬼靈精，常常讓我們哭笑不

得，最好笑的一幕是當校長頒發營隊證書時，Darren 反客為主，用他圓圓的身

軀先行卡位，變成他頒給校長證書，完了還拍拍校長的肩膀勉勵她，把大家逗的

前俯後仰、花枝亂顫。但 Darren 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不是這件事，而是我們兩個

坐在路邊的談話： 

公關股-陳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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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從哪來的啊？」 

「你知道台灣嗎？」 

「你說在地球另一端，那個小島台灣？」 

「對」 

「廢話，哪個貝里斯人不知道」 

Darren 後來也和我分享許多他聽過的台灣故事，他說這是一個幫助他家鄉很多

的國家。對我而言，從來沒想過能在一個 14000 公里遠的地方，聽到一個 11 歲

的小男孩說，在他們國家，每個人都知道台灣。 

 

「I Have You In My Name」 

 

於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的一週，又是另外一個故事的開始。

在這裡我們天天和牛一起洗澡、晚上與教室的白蟻共眠，儘管如此，Hidden 

Paradise 是我最無法忘懷的貝里斯時光。在這裡我大多數時候陪伴著一個 8 歲的

小女孩－Dayani。Dayani 是小可愛、個性很活潑、學習表現優異(雖然有時會因

平常只講西班牙語，拼出讓我們倆會心一笑的英文單字)，Dayani 也是個非常溫

暖的女孩，她說早在第一次見面時就記住我了，因為我的名子存在她的名子裡面。

每天的早晨總由Dayani暖暖的懷抱開始，放學時也是由暖暖的懷抱和親吻結束。

Dayani 甚至學會怎麼寫我的中文名子(寫的還比我好看)，離別時我輕輕的抱著她，

真希望時間能在此定格。在 Hidden Paradise 的營隊也有許多獎學金得主們陪著

我們一起服務。放學了，大家就坐在教室外的露營桌聊天。午後的陽光曬得大家

臉都紅通通的，與氣氛很不相稱的是，我們都在講鬼故事。馬雅後裔 Joshua 更

是其中翹楚。所有一切的一切，恍如昨日。 

 

「We Should Change Our Name Tag」 

 

如果說 Dayani 是那個活潑可愛的小妹妹，那 Reilly 就是聰明懂事的大姊姊。在

Cristo Rey RC School 的營隊中我認識現在正在 Eden 讀書的 Reilly，她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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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們這兩天服務的廚娘。Reilly 對電腦十分熟悉，夢想成為一名攝影師的她，

兩年前曾經參加我們在 SHPS 舉辦的營隊，這次因緣際會又參加了一次。我們從

電影聊到小說，從藝術聊到人生，她說她曾經輟過一次學，那次的經歷讓她了解

到學習的重要；她又和我說她對貝里斯現在教育的看法，不應該將學生侷限於一

個框架裡。Reilly 是讓人無法忘記的夥伴，也是我們都應該學習的榜樣－一個了

解自己、努力將理想付之實踐的女孩。 

「好高興我有再次參加這個營隊，才能遇到妳」 

「我們該換名牌了，我把我的連絡資訊寫在上面，未來見」 

 

「She Got Something In Her Mind」 

 

在團隊服務中，獎學金計畫是非常重要的一環。Beatrice 是個全 A 的優等生，因

為爸爸去年工作時手臂受傷，無法繼續工作，家中便失去了唯一的經濟來源。第

一次見到 Beatrice 的爸爸是在獎學金的面試休息室，他是個十分風趣的長輩，頭

髮很白、有些凌亂、用一個舊舊的鴨舌帽壓著。Beatrice 的爸爸就像是電影裡充

滿智慧的老人家一樣，他和我們分享了許多貝里斯的奇聞軼事，也和我們談到他

的人生經驗、以及目前家裡的困境。Beatrice 的爸爸說 Beatrice 是全家的驕傲，

雖然自己沒受過什麼教育，但也正因如此，他才知道學習的重要。 

「我已經老了，不能陪她多久，但知識能夠陪伴她一輩子」 

「我不會讓 Beatrice 因此放棄夢想，畢竟，她腦海裏有著許多東西呢」 

 

獎學金計畫是讓人最掙扎的一個計劃，從書審、面試、家訪，每個人擁有不同的

故事，但他們都十分需要這份幫助。去年獎學金得主 Jason 曾經和我感嘆過獎學

金計畫，他說，如果沒有這份幫助，大概一輩子都不會拿到高中學歷了。後漢書

裡有一句話「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雖然我們並不是在給予、

但我們收穫的確遠比付出的多。 

  

能夠完成 40 天的服務計畫，都要感謝一路以來的貴人們。服務過程中有許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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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人物陪伴著我們，溫柔的傅爸傅媽、帥氣的 Joe 哥、幽默的蔣爸蔣媽、幫助

我們非常多的佑嘉、Luis、Ismael，與團隊最堅強的後盾大使館、台商會，以及

在的台灣時刻關心我們的課外組和所有支持、鼓勵我們的社會大眾。 

 

今夏是泛黃的老照片，當我們習慣了身旁彼此的陪伴，那些朝夕相處的日子，離

別的一刻到來，只能輕說一聲再見。 

 

最後，要感謝團員們一路以來的扶持。短短的兩千字無法寫出所有故事， 當這

趟旅程成為過去，不再年輕，憶起那段回憶，彷彿昨日。曾經塵封的笑容被我們

更加珍藏、回味無窮。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在等待飛機的這個下午，試圖

回到原點，那個出發的站台，記起自己揹起行囊時，那 19 歲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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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才剛上大學沒多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參與觀看清大國際志工的成果

發表會，我看見了學長姐們生動的說明在他國服務的點點滴滴，講述著當地的孩

童因為受到來自台灣的幫助，在學習上獲得了成長，他們充滿愛心的義舉，深深

地觸動了我的心，熱愛擔任志工的我，因此就選擇加入了貝里斯國際志工的大家

庭。 

  

加入貝團後，代表著自己踏出了舒適圈，我做了許多我從沒有做過的事，例如：

與贊助商進行接洽、到大企業簡報、撰寫教案等等，這些工作除了讓我學習到寶

貴的人生經驗，更多的是讓我重新認識了自己。從一開始一個星期只需準備 4 個

小時，到後期超過 20 個小時，最可怕的是營前訓，每天睡眠不到 3 個小時對於

生理和心理上真的是一大挑戰，雖然說在籌備期間可以說是相當勞累，但一想到

我們做的這些努力可以使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朋友過上更好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

是值得的。 

  

出貝里斯機場的那霎那間，立刻感受到當地炎熱的天氣，強烈的陽光不停地照著

貝里斯，感覺大地都快蒸發掉了，恨不得趕緊跳到河裡洗滌一切的燥熱；到了我

們住的修道院，一打開水龍頭本想清洗一下兩天沒有洗的臉，發現根本沒有水跑

出來，心裡想著這就是貝里斯的日常吧，與此同時幸好熱心的傅爸及時為我們維

修抽水機，讓我們每天都可以有乾淨的水源洗滌我們勞累的身軀。 

  

在當地我接到的第一個重要工作是負責進行學校的回訪，透過訪問校長來瞭解這

間學校的近況，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三間學校；第一間是我在貝里斯第一個訪問

公關股-林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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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 El Progresso Community School，來迎接我們的是電腦老師 Timoteo 

Canto，經過簡單的寒暄後，老師立刻向我們展示學校的發電系統，他告訴我們

這間學校過去是沒有任何電力，孩子們往往是在很昏暗的情況下學習的，直到團

隊在 2012 年開啟了太陽能板計畫後，學校的電力再也不是教學上的問題了，因

為團隊的計畫而真實的改變了孩子的學習環境，讓我了解到我們一直都是走在正

確的道路上。 

 

第二間是 St. Vincent Pallotti RC School，校長告訴我，這學校十幾年來一直都

無法通過政府的評鑑，直到團隊去年捐贈了電腦讓他們成立了電腦教室之後，學

校不只是通過了評鑑，連學生的整體 PSE 成績都大幅度的提升，這也讓孩子有了

持續升學的動力，老師們看見學校往好的方向邁進，自己也不遺餘力地四處籌錢

努力讓孩子們有更多的學習資源，在訪談的當下，我真的為他們感到高興，能看

見團隊讓一個學校逐漸成長真的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第三間學校是 San Antonio United Pentecostal School 這間學校的校長令我印

象非常深刻，我們一到這間學校，校長就非常熱情的招呼我們，大家到了電腦教

室後，依照校長的吩咐圍了一圈坐下來，校長告訴大家這間學校因為團隊一直以

來的努力，才得以往好的方向前進，他不只是非常感謝團隊，他也感謝我們的學

校、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國家對於貝里斯的協助，他的態度令我非常感動，讓我

了解到我們在服務的同時，也讓更多人認識到我們的國家。 

 

在貝里斯的生活使我深深感受到自己在台灣的環境有多幸福，有兩件事令我印象

最深刻，第一是在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這邊沒有熟悉的床

鋪、沒有抽水馬桶、沒有穩定的自來水，白天我們在學校服務，晚上的則是在這

裡過夜，我們打開睡袋鋪在充滿螞蟻和狼蛛的教室，睡覺時可以感受到螞蟻不停

的在身上爬來爬去，那種揮之不去的癢痛令人令人難以入眠；在這裡上廁所是一

種全新的體驗，在沒有完善的排水系統之下，學校的廁所只是一個簡陋的茅坑，

上廁所的同時還要不斷的驅離周遭的蚊蟲和蟑螂。第二個是我們在進行獎學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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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我們去了一位女孩的家，車子漸漸駛離了原本的柏油道路，開往非常崎嶇的

泥土路段，車上的大家不時尖叫著，害怕這輛車子隨時都有可能翻車，好不容易

我們終於到他們家，我非常驚訝地發現，他們所居住房子盡是些破木板拼湊而成

的，而房子周遭的土地更是佈滿了各種垃圾，整體的環境非常髒亂，我從來沒有

見過如此貧困的家庭，透過訪問後發現他們居住的環境品質不只是非常糟糕，他

們連最基的水和電都沒有，女孩平常讀書都要靠點油燈，水則是去附近的鄰居取

用，最差的還不是這個他們還因為不具有貝里斯國籍而無法享有當地的社會福利

及保障，我很難想像在這樣的環境下要如何生活，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那女孩

仍然堅持下去想盡一切辦法想要求學的態度，真的讓我非常敬佩，在台灣我們的

資源是如此的豐富，我們卻往往視其為理所當然，我們應該要珍惜自己當下所擁

有的，知道自己有多麼幸福，並且時時刻刻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 

 

最後我要感謝協助過團隊的所有人，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的服務不會進行得如

此順利，一路上支持我們的贊助商與捐款人我真的由衷的感謝有你們無私的奉獻，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完成這項重責大任，將台灣的愛心傳達給友邦的孩子們；我也

很高興這一年當中能與一群夥伴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現在回想起來還真的挺

熱血的，從第一次開會到從貝里斯回國，大家在這一年的過程中成長了不少，在

貝里斯當地服務的同時，我們也從孩子身上學到了更多，希望自己可以將在貝團

所學的，再次回饋給台灣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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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半年過得太快，經歷的太多，從加入貝團就馬不停蹄的在課業與籌備中忙得團

團轉。大家也在台灣的各個活動過程中越來越熟，在服務的過程中感情越來越

好。 

 

這四十天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回憶，好笑的、痛苦的，都是畢生難忘。 

 

就從在台灣的籌備說起，貝貝們的第一次挑戰應該是打電話拉贊，一個星期要打

幾十通的電話，不斷的被拒絕。但也在被拒絕的過程中成長，學會如何挽回對方，

如何用比較容易令人接納的方式來向對方告知我們的需求。好多通電話中終於成

功了一通，不管是捐助還是企業簡報的機會，都令我們興奮不已。 

 

電贊成功後，緊接著的第二個挑戰應該就是企業簡報了。在向企業報告前會先在

例會上向團員練習，大家會試圖提出企業可能會問的問題來給台上的報告者準備，

也會花幾個小時的時間來給回饋，幫同伴把簡報改得更完美，也確保團隊在未來

對外簡報時不要有差錯。在我去的四次企業簡報中令我感到最溫暖的是去新竹國

際基督教會的簡報分享，其實在一開始收到對方願意給我們簡報機會時，並沒有

期望要收到很多的資助，畢竟那是一個教會周日的禮拜中定期舉辦的「窮人奉獻」

的活動，邀請我們去分享罷了，所以我只是抱著和大家分享計畫的心態在準備。

本來我也以為不會有很多人知道這天的禮拜會有清大的志工團團員來分享，沒想

到在我到了現場，正要開始緊張的時候，教會裡的哥哥姐姐還有一些同為清大的

學生，都跑來和我聊天，對於我們的團務很感興趣。等到輪我上台分享的時候，

我只剩下一點點緊張，更多的是跟一群我已經講過話的朋友們有脈絡的介紹團隊

媒體股-黃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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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態。沒想到這場分享意外地引起共鳴，在簡報過程中我多講了許多不在預期

內的小故事，也在結尾分享了本來沒在講稿上的心境。結果在那天我們收到了好

多的幫助，好感謝每個願意肯定我們計畫的人，謝謝大家願意花時間聽我們分享。

我身為志工團的一份子，卻感覺我才是被幫助的人。 

 

在這趟旅程的一開始，我就抱著感激的心情想去幫助別人，因為就如我在企業簡

報裡所說的：幫助多少位的孩童，捐助多少台的設備，並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成

果，畢竟我們今天有能力幫助他人，也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幸運的生在一個比較有

機會的環境裡而已。我們希望的只是可以把這份想要助人的愛心，在籌備與服務

的過程中，傳達給我們一路上遇到的人。而在貝里斯，在服務的幾所學校裡，我

覺得小朋友教會我們的東西，小朋友帶給我們的感動，往往比我們交給他們的知

識來的可貴。 

 

每次的課程我們都經過在台灣的試教及修改，到當地也因應現場的狀況常常很即

時的調整課程的內容，但是我還是不敢說我們的課程修改好了，因為我總覺得我

們可以給他們更多更多。然而令人感動的是這些小孩認真在聽你講解的樣子，他

們專注思索的眼神會讓你忘記你們之間有語言的隔閡。他們對於我們營隊的珍惜，

會讓我們忘記我們交付給他們的知識只是我們這麼多年來的所學的好小一部份。

有三個小女孩願意一大早走一個小時的路來參加營隊，會讓我忘記我花了好幾個

月在為這個計畫熬夜準備。在貝里斯的這趟旅程，處處充滿了這種冷不防就突襲

你一下的小溫暖，或大溫暖。這些溫暖，大至小學生在營隊最後一天說因為參加

完營隊他決定要上高中，或是沒接觸過能源相關科學的孩童，懵懵懂懂組裝完一

個太陽能板風扇，走出教室到豔陽下，看到風扇開始轉動時發出雀躍的驚呼。小

至住在校學時，洗完衣服找不到地方晾，校長從遠處看到我們拿著濕衣服呆在那

張望，就拿了一卷棉繩過來幫我們綁在樹上。在我們忙著想如何幫助他們時，他

們也默默觀察著要如何協助我們。就是這樣的一來一往，這樣的互相，讓這 40

天的旅程，超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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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想像，也是因為太難想像。在過程中不乏遇到許多激發我們反覆思考的時候，

我們從沒意料到的矛盾，或是我們從沒想過要面臨的抉擇，也是讓這趟旅程不平

淡的原因。Hidden Paradise 這所小學，就像校名一樣浪漫，它是無垠青綠中的

一棟平房，遠離塵囂。在那裡辦四日營時，我們住在學校裡，距離最近的店家都

要開上一段距離的車。所幸在學校對面有一戶人家，他們的女兒叫作 Erica。Erica

的媽媽每天都為我們準備三餐，讓我們可以專心在辦活動，我們早起她更早起。

Erica 當然也來參加了我們的營隊，但有一天 Erica 就沒來上課了。我們以為是前

一天的活動太無趣她今天就不想來了，但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她是要幫她媽媽

準備我們 15 人份的伙食，才忙得沒辦法來上課。這樣聽起來有點矛盾，因為我

們的到來，她有了營隊可以來參加，但也因為我們來這裡，她們要幫忙家計，讓

她沒辦法來學習。當我們短暫的來這裡，給他們帶來教育與生計的時候，他們只

能趕快抓緊一個，教育是我們來這裡的初衷，結果卻成為被現實取代的那一個。

又或是在選獎學金得主的時候，當地最貧困的學生往往是輟學最高的學生，最容

易在獎學金幫助下完成學業的是那些經濟狀況不是最底層的。我們應該不顧風險

的把所有資源拿去幫助那些最貧困的學生，最後他們卻還是很可能輟學，還是把

這些資源拿去給會穩定的完成學業的學生？他們全部都是需要這份幫助的人，我

們卻要在之間作抉擇，當顧慮了現實，選擇要幫助成功畢業機率比較大的學生，

就必須放棄經濟能力最底層的人。但當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都得不到幫助，我們

卻幫了處境比他們好的人，怎麼好像又有點奇怪。 

 

這些矛盾與衝突的解答，也許在我的世界裡永遠不會有定論，但我還是很感謝能

有機會看見他們的存在。這四十天裡經歷的事雖然並非完美，但它的獨一無二已

經超越可以用完美與否來評論的程度。在貝里斯遇到的人雖然在短暫相遇後就分

開，你們給的溫暖卻可以被帶回台灣，希望我對你們的感謝也可以留在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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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的這天，天空大雨傾盆，像我們第一次在 Monastery 見識到的那樣，下的

狂妄、毫無保留，那時的我們因為屋外這場突如其來宛如颱風等級的驟雨而興奮，

失聲驚呼，然而就在我們轉身進入機場的片刻，這場暴雨嘎然而止，抬頭望了最

後一眼，嗯，貝里斯就該晴空萬里。 

 

記得有次大家聚在餐桌上開會時，領隊問我們: 是你們教的重要，還是小朋友學

的重要? 其實每間學校的資源差異很大，小朋友的程度好壞也很輕易就能看出來，

有些孩子跟我們一樣熟悉電腦，各種社群媒體他都有，但同一個班上也有小朋友

僵硬的死死緊握滑鼠，練習按左右鍵，一步一步跟著指令，操作著剛認識的軟體，

可能根本不知道這步動作的意義是什麼，還有些小朋友是沒辦法完整參加營隊的，

當你蹲下來問他昨天為什麼沒來呢? 他低著頭小聲回答說因為昨天在幫媽媽煮

飯，而你甚至看不到他閃爍的眼睛。所以比起在台上當老師，我更喜歡當 TA，

因為在和小朋友相處時，雖然有時候語言鴻溝，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有時候很

累，因為得教得比老師更仔細，但這才是真正對話。比起在台上問一些為了課程

而設計的制式問題，開一個話題更難，卻更深刻。 

 

在我們第一個營隊- SHPS 的二日營時，我遇到一個叫 Jenny 的女孩，她用 power 

point 介紹貝里斯的特色食物，我問她她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 她說是 Bamboo 

Tea，當下我一臉困惑，從此我們開啟了一個認識 Bamboo Tea 的話題，她花了

一整個下課手舞足蹈的和我們描述這個飲料，後來我們真的在 welcome center

找到了這家店，原來是熟悉的珍珠奶茶，喝起來多了點貝式甜味，難怪 Jenny 這

媒體股-柯沛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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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喜歡，喝著喝著也就想起營隊結束那天，剛好也是 Jenny 的生日，我們大家一

起唱生日快樂歌幫她慶生，還送了每個人氣球，這位可愛的生日女孩在最後緊緊

的抱著我說 I will miss you。希望，你也能像店員在杯子上寫的那句 Live the life 

you care，繼續開朗的過每一天。 

 

Erica 和 Herlin 則是我在 Hidden Paradise 遇到的兩個小天使，他們有著不屬於

他們年紀的成熟懂事，總是在我們睡眼惺忪時，面帶笑容地端著我們的早餐，穿

過學校的大草地來找我們(Erica 媽媽煮的紅豆飯是我在貝里斯吃過最好吃的)，當

然他們也還是孩子，總是在夜晚抱著拼圖來找我們，在那幾個沒有電燈的漆黑夜

晚，就著手電筒和水瓶，我們完成了一幅海底世界拼圖，是一個與 Spanish 

Lookout 這個內陸草原截然不同的世界。有時候我會覺得這間小學真的是名副其

實的Hidden Paradise: 很多小朋友在營隊才第一次用電腦，但或許也因為這樣，

他們不像我們小小年紀就開始依賴 3C 產品，沉迷於網路世界，他們避開了科技

的花花世界，在這座大自然的天堂用自己的方式走一回童年，就像最後一晚 Erica

和 Herlin 為我們點燃的沖天炮，他們也在最美的年紀綻放著最美的煙火，而繁

星也輸的徹底。 

 

這趟旅行的回憶有一大部分都是和夥伴們有關吧，尤其在執行獎學金計畫讓我感

觸良多，身為計畫負責人，從出團前就和組員一起準備著，來往不斷的信件，用

盡各種辦法連絡獎學金小朋友，傳承看了又看，合約改了又改，營前訓每天睡不

到 4 小時，趕出所有在書審、面試、家訪、座談會要用的資料，然而到當地執行

時仍發現諸多漏洞，幸好比起責怪，你們給我一個更好的學習經驗，一起重新討

論書審的配分，重新安排人員的配置，重新再跑一次細流，你們給我的每一次機

會，我都想再感謝一次，因為是你們幫我一起造就了 Reunion，讓我們 5 年來的

獎學金得主們能齊聚一堂，看這滿滿一間教室，有要畢業的老屁股，也有新加入

的小高一，還有所有小朋友的家人們，那一刻我很感動，因為我們就像一個大家

庭，希望彼此都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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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漸習慣這裡的生活後，我以為我不會再刻意去記住什麼了，就像熟悉的日常，

下一步動作都是反射的，但就在我打下這段文字的這一刻，我發現我錯了。離開

那天早上太陽剛醒，在車上半夢半醒，聽到直播裡同伴在電視訪問的回答時嘴角

忍不住嘴角上揚；在 Punta Gorda 那樣慢活的小鎮，我們當眾在街道上奔跑著，

引來路人側目，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的好長好長；把椅子併著睡在 Cristo Rey 的

走廊那晚，清晨的日出伴著雞鳴，又冷又吵，卻很好聞；在 Hidden Paradise 的

曠野裡洗澡，眾星毫不遮掩的窺視著，是北斗七星為我們搖的那瓢水；每次都為

路邊五顏六色的房子所著迷，但下一秒又會因為一個 Bump 而驚醒；不管多晚都

有人陪你奮鬥的餐桌上，永遠還會有一碗加蛋的泡麵…… 原來這些瑣瑣碎碎的，

不是不去記了，而是刻到骨子裡了。 

 

貝里斯，這個開始消失在我的世界的失樂園，總是若有似無的透漏著一股和諧的

衝突感，像是那些從簡陋房屋穿出來的中美洲搖滾樂，或是儘管交通工具不像台

灣發達，也能隨手攔下一輛公車跳上去，又或者你很難想像不起眼的 DYS 裡竟

然藏著各式各樣的才藝訓練班，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們知足樂觀的天性吧，總是能

以一種最快樂的方式活得自在。或許這樣的不搭調的節奏也不難跟上，所以我才

會做出一個既瘋狂又正確的選擇，加入貝貝 19。那些累到不能自己的例會夜晚，

爆炸的期中前夕，週末的擺攤義賣其實都不足以回報一路上給我們幫助的所有人。

話雖如此，但我知道我可能沒勇氣再這麼瘋一次，果然，刻骨銘心的唯一，很

Belize Style! 

 

還是會很想念貝里斯的天空吧! 畢竟 9:1 的天際線在台灣並非很常見。 

 

 

 

 

 

184



 

 

 

 

 

 

 

 

 

在這說短不短，說長不長的 40 天服務之行中，我體會到許多人生道理，看到許

多為能否上學而苦惱的家庭與孩子，也從團隊裡學會許多做事的技巧，更經歷了

許多在台灣不曾體驗過的新鮮事物。在經歷和體悟這些事情和道理後，這趟服務

之行變得格外有意義。但是它帶給我的不僅只是這些表面的事物，而是更深層的

改變與價值。 

 

在這 40 天中，最帶給我衝擊及改變的是獎學金計畫。因為在獎學金計畫中的家

訪中，我看到了許多景象是我從未碰過也不曾想過的，例如:許多獎學金計畫申請

者的家都是缺水缺電的，到了晚上想要讀書甚至必須得拿油燈來照明。而其中有

一位申請者的家帶給我的價值觀更是直接衝擊性的改變，也更堅定我這次服務之

行的信念。她的家在偏遠的山上，而上山的小路卻十分崎嶇，因此車子沒辦法開

到山上，所以我們只好徒步上山。到了她家，我們看到她家都是用木頭去拼湊出

的，令人感覺十分得不牢固。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得知原來他們家所在的地並

不是她家的，所以如果地主要他們搬走，他們就會沒地方住了。而由於是深山，

因此他們家連基本的需求電跟水都沒有，所以每當到晚上如果他仍然想讀書，就

必須點蠟燭來照明。而我一聽到此事就覺得十分驚訝，因為我以為這種事情只有

古代才會有，沒想到如此發達的現代，在貝里斯這種事居然不足為奇。但其實我

感到更多的是悲傷，猶記得當天的天空是陰雲密佈，彷彿天也聽到了他們家的故

事，也為他們一家感到悲傷。再返回修道院的路上，我不禁回想自己在台灣的生

活真的是太幸福了，但我卻仍常常感到不滿足。在讀書方面，我常常因為要熬夜

讀書以及面對考試壓力，而怨天尤人。但反觀在貝里斯，她想要讀書，但家中的

媒體股-黃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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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卻無法支撐她完成學業，相比之下，我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在經

濟方面，我有時會因為想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而與父母吵架。但她不只無法

買自己喜歡的東西，還要犧牲自己的讀書時間，去幫忙農耕以維持家中生計。我

了解到父母對我的支持以及因為有他們辛苦的工作，我才能過得如此幸衣食無缺，

因此我必須好好孝順他們。也感謝那些申請者們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雖然不是

他們的本意，卻讓我更了解自己的處境以及不足。也希望他們的生活在貝里斯能

過得越來越好。 

 

在團隊中，我學到許多處理事情的方法和與他人相處的技巧。這些能力在平常的

學校生活中較難培養，但卻又是在未來不可或缺的能力。而開會是每天都必做的

例行公事，而時間常常都長達數個小時，因此每當聽到要開會的聲音時，都彷彿

聽到喪鐘在我耳邊敲響。但轉念一想，其實開會是必須且對我們都有幫助的，因

為我們能從每天開會的檢討中了解自己的不足，獲得反省自己和讓自己改進的機

會，而這些機會事實上是十分難得的，因為在平常不會有人告訴你哪邊做錯了，

而當你察覺時，也許你已經被上司罵的臭頭或甚至是已經丟掉你的工作。因此我

開始相當珍惜每一次的開會，虛心接受大家的建議，來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而

另一個重要的能力與他人共事也是在貝團培養的，因為在討論的過程中要學習講

出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在討論中有衝突時，要如何調解糾紛也是我在

貝團學習的能力之一。總而言之，感謝貝團讓我有機會學習這些重要的能力，因

為在學校階段時，我們還有機會犯錯，但到了業界，就不會給我們第二次改過的

機會了。 

 

除了增長自己的實力，還可以體驗不同的文化和食物。在當地的文化中，紅豆和

玉米做的餅是最常見的主食，而且他們的紅豆很特殊，居然是鹹的，原本我已為

會很不適應，但沒想到我只嘗了一口，就徹底迷上了這個特殊的滋味。而紅豆泥

配玉米捲餅真的是絕配，每當我們辦營隊而感到筋疲力盡時或者聽到獎學金小朋

友的故事而心情低落時，吃完它就彷彿所有疲勞以及不快都消失得一乾二淨，可

惜我在台灣再也找不到這種滋味。體驗過另一種文化和深入當地人的生活讓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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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識到世界有多大，縱然我在台灣生活的無憂無慮，但其實世界上仍然有很多

人為了下一餐而奮力工作。相比只是在教科書上了解，實際聽過當地人的故事後

感觸更深，更能將心比心了解他們的難處，以及他們需要幫助的急迫性，也讓我

更加堅信自己走在對的方向上。而在頒發獎學金的儀式上時，看到獎學金小朋友

臉上的笑容，我彷彿感受到一股暖流流過我心，讓我深知「施比受更有福」這句

話的意義。 

 

為了參加貝團，我們不僅犧牲了自己的空閒時間，也壓縮寶貴的讀書時間。但這

一切的犧牲都是值得的。因為不但能去另一個國度幫助當地的人，也能培養許多

在未來非常重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實現國民外交。讓貝里斯當地人能感受到來

自台灣的熱情和溫暖的心，幫助他們能擁有實現自己夢想的機會，讓他們知道在

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群人正關心和幫助他們。 

在最後，我深深的感謝我的父母能讓我有這個機會參加貝團，讓我有讀書的機會，

讓我有追逐自己夢想的機會。而在經過貝里斯的洗禮後，回到台灣後，我更珍惜

自己能有這些機會，也感謝所有在這一路上幫助我們的人讓我們能有機會出團去

幫助貝里斯有需要的人，也讓我們有機會磨練自己。而吃到台灣的美食，雖然有

一種熟悉感，但卻更想念那美味的紅豆泥，和在貝里斯所有發生過不管是開心還

是傷心的事，以及當地熱情幫助我們的貝里斯人。 

 

再次感謝所有幫助我們團隊的人，正是有你們的付出，才能讓我們將愛傳播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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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貝團 

在進入大學之前我帶過了很多活動，從學聯會的營隊、學校舉辦的迎新，到服務

偏鄉小朋友和安養中心的身障者和老人，每一項活動讓我獲益良多。因為這些經

驗，讓我希望能把握在大一時課務相對輕鬆的時間，加入國際志工團豐富自己的

人生經歷，而在因緣際會之下，我加入了 2019 國立清華大學國際志工貝里斯資

訊教育服務團 aka 貝貝 19，開啟了令人難忘的一年。 

 

籌備過程 

在整個籌備的過程中，大多數的時候不管是精神或身體都非常疲累，不僅要處理

每週數量龐大而且成功機率渺茫的電贊；還有從 19：00 到 02：00，彷彿無休

止般的每周例會；以及貝里斯當地校長們讓人崩潰的回 email 速度；而團隊內部

的風向更是讓人捉摸不定，每個人對其他團員集團對事務都有著不同的看法，進

而產生了很多對立和紛爭，就像一個小型社會的縮影。但我也在這樣的環境下成

長，從中參與及觀摩團隊中各股的運作：如何向各公私部門拉贊助、如何經營粉

絲專業、如何募集並翻新，最後海運二手電腦、如何從無到有產出一門課程、如

何製作精美的企畫書、如何處理帳務相關的事務，每一項都是全新的收穫。 

而在準備出團前的那段時光，心裡還是非常忐忑的，儘管我們已經有了很多次的

試教經驗，也不斷地修改課程以期能符合當地的需求，但還是深怕無法帶給他們

夠多的知識；另外這也是第一次到中美洲，比臺灣相對落後的國家，無法避免地

擔心會不會遇到危險、會不會不適應當地的氣候、自己能不能接受可能非昌亂的

環境、會不會不小心感染疾病……。抱著既期待卻又害怕受傷害的心情，開始了

這趟為期 40 天之久的奇幻旅程。 

課程股-朱昱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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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 

今年我們在 6 所學校舉辦了營隊，每一間學校的學生程度有著很大的落差，所擁

有的資源也大不相同，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和 Cristo Rey RC School。 

在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我們舉辦國小四日營和兩天的社區

服務，度過了六天五夜充滿新奇的時光。那裡的環境保留著非常原始的樣貌，學

校裡有四處奔走的雞，隔著一道圍籬就是成群的牛，不時地隨；而傍晚時分牧人

會將牠們放到馬路上活動，對於第一次見到這種盛況的我來說，就好像在馬路上

演出動物大遷徙，令我瞠目結舌。四日營時我們有資訊和文化課程，雖然這所小

學的硬體設備較為缺乏，但是他們的學習態度非常積極，每次在他們學會一個新

的技巧時，眼中總會出現喜悅的光芒，看到他們全心的參與並享受我們辛苦準備

的課程，大家在教學時也更有動力。在營隊中我認識了很多小朋友，每節課程之

間的空檔大家都會一起到草坪上踢足球，彼此之間的感情也越來越好，和他們成

為了朋友。而營隊結束的每個晚上就是刺激的洗澡時間，因為淋浴設備壞掉再加

上害怕裡面有許多未知的生物，因此我們便在野外洗冷水澡，抬頭便是滿天星斗，

環顧四周就會和牛對眼，真的是一生一次的神奇體驗。 

在 Cristo Rey RC School，雖然今年來參與的學生較前幾年少，但有幾位學生已

經參加了我們所舉辦的營隊好幾年，認識的學長姐甚至比我還多，可見我們的營

隊真的能帶給他們知識，也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讓我對我們的課程更有信心。 

 

社區服務 

這次的社區服務是為他們粉刷牆壁，而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刷油漆。教室原先

裡有很多的雜物，在打掃的過程中，不斷的有稀奇古怪的生物從角落冒出來，每

次搬動桌椅時都不知道接下來會遇到什麼。處理完之後便開始粉刷牆壁，剛開始

的前五分鐘感覺非常的新奇，但之後的數小時剩下的就是撲鼻的油漆味，好幾次

都感覺自己似乎差點就暈了過去，而手臂在結束時更是幾乎無法抬起。不過雖然

辛苦，但實際操作後才知道許多看似平凡的小事，其實蘊含了很多學問，而看著

一間原本破舊的教室經過我們的努力之後煥然一新，那種成就感真的非常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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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體驗 

在貝里斯的這段期間，最長的便是從 Cayo 到 Toledo 的這段路程。貝里斯當地

因為沒有足夠的電力和經費架設紅綠燈，因此馬路上有很多 bump，每次遇到都

必須將車子停下來，如果一個疏忽直接開了過去，那麼接下來便是後座其他團員

們一陣淒厲的慘叫；除此之外除了某一些比較繁榮的地區有柏油路之外，沿路上

很多地方路況都不太好，有很多碎石和黃土，常常遮蔽了我的視線。這兩項因素

讓在貝里斯開車非常地具有挑戰性，因為要注意很多細節，因此身體和精神上也

特別容易感到疲勞，在到達目的地時總是心力交瘁。話雖如此，但我也因此又解

鎖了一項特別的人生成就。 

 

珍重再見 

經過了這 40 天的時光，雖然是到貝里斯做志工服務，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受到

了很多幫助，也學習到了很多。感謝傅爸媽、Joe 哥和台商會的叔叔阿姨們為我

們準備臺灣味的食物，讓我們在異鄉也能感受到彷彿家一般的溫暖；在行程內容

上給予我們寶貴的建議，讓我們的服務能更貼近當地的需求。感謝 Ismel、Luis

和所有給我們幫助的貝里斯人，因為他們的協助，我們才能如此順利的完成我們

的服務。感謝所有參與並喜歡我們營隊的小朋友們，讓我們有這個機會能到如此

遙遠的國度服務，從中學習了很多課堂上無法得到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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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加志工團以後，與貝里斯志工有關的所有事物佔滿了我的生活，不管是辛苦

的募資募款、還是精益求精的課程試教，當時的努力就是為了讓我在這 42 天的

旅程中，過的充實與學到很多。 

 

在這邊的 42 天，與其說我們在幫助他們，不如說我們在互相幫忙，沒有貝里斯

當地人的幫忙，我們怎麼可能有機會與當地合作，照顧我們的不只是當地人，還

有住在貝里斯的台灣人，在距離台灣 14000 公里遠的地方，還能夠吃到家鄉菜，

傅爸媽跟 Joe 哥總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煮一桌子的菜來給我們吃，像是從

Toledo 回來時，晚上 8 點才回到修道院，這時外面已經沒有店家了，每個人又

都累到一閉眼就會昏迷，他們就在這時煮了滿桌子的菜來，當時我們真的感動到

說不出話來，傅爸媽真的就像我們在貝里斯當地的爸爸媽媽一樣。 

 

當地人也給我們很多的幫助，曾經去過台灣讀書的 Louis，有他我們才有機會與

Sacred Heart College 有那麼多的合作，舉辦大型活動（獎學金 Reunion 、捐

贈儀式）都需要他的幫忙，還有我們的司機 Ismael，他幾乎每天載著我們跑來跑

去，不管是到重要機構參訪、到學校辦營隊、去餐廳吃飯等，從早到晚他都在我

們身邊，他就像貝里斯當地的百科全書，我們有任何問題他都可以解答，經過這

40 天，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每天一早見到他，總會對他說： Good morning 

my friend，只是沒想到，這趟旅程竟然這麼快就結束，Ismael 送我們的到機場

時，忍不住流下了淚水，而我因為時間緊迫，來不及與他告別，這是我在貝里斯

最大的遺憾。 

 

課程股-羅士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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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趟奇幻的旅程中，有許多讓我一輩子忘不了的回憶，光是坐飛機就給我一個

震撼教育，從沒轉機過的我，一去貝里斯貝里斯，就轉機四次，坐到時間觀念整

個亂掉，到了貝里斯機場，我就被簡陋的機場給嚇到，我第一次下飛機是要自己

走過停機坪到機場，而且機場裡面還沒有冷氣，心中想著：這就是我要來服務

40 天的地方，太棒了！ 

 

到當地後，我們很快便開始服務，剛開始先到各個學校回訪，回訪時，我們會去

觀察這間學校的狀況，像是：電力是否穩定、有無網路、如何使用電腦等，可以

看到有些學校，在我們一年一年的服務和捐贈下，一直在進步，從一間電力不充

足，學生根本沒機會碰到電腦，變成一個固定每週讓學生上電腦課的學校，甚至

還會有網路讓學生與世界接軌，看到這樣的成果，我感到非常的欣慰。雖說我們

只是一年回到貝里斯去些微的幫助他們，但這樣已經帶給當地教師和學生，資訊

教育很重要的觀念，讓我更加確信，自己正在做的事，只要他們願意好好利用，

我們提供的資源，在加上當地政府持續幫助提供穩定電力，是真的能夠一直進步，

讓更多更多孩子有機會學到如何操作電腦。 

 

 

回訪了解學校狀況後，我們會到各個學校舉辦營隊，這是我最期待的部分，因為

我們在台灣花了很長時間在準備這些課程，我一直很期待教學的時候，看到學生

學會以後，眼睛流露的崇拜、還有好奇怎麼做出這樣效果的，或許因為都還只是

小孩，他們的表現特別真誠，看到喜歡的禮物就急著搶答，聽不懂的時候就乖乖

舉手提問，非常可愛。尤其營隊閉幕式上，各個小孩看著回顧影片，那影片沒有

什麼特別的效果，只有ㄧ首 one thing 跟一些營隊的照片，但卻輕易抓住所有小

朋友的目光，每個人都目不轉睛的看著前方，不時發出一些傻笑聲，讓我覺得這

幾天的相處都值得了，而且還有小朋友在營隊的學習單上寫到，因為參加我們營

隊，他決定畢業後，要上高中繼續讀書，這真是對我們最好的回報。 

 

然而，當我們面對的是想上高中，但家庭經濟不允許的，這就要講到我們的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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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計畫，每次討論到獎學金時，我們的討論就會花上加倍的時間，因為給出一筆

獎學金，代表我們幫助了一個學生，但也代表我們放棄了另一個學生，因此我們

必須很謹慎的選出最適合跟需要的得主。 

 

在獎學金審核的過程中，我們先從書審來觀察這個孩子的狀況，接著邀請他來面

試，面試時，我看到這些學生被經濟壓力所受限，但他們急切的想要突破這樣的

限制，他們有著一顆真的很想讀書的心，比起他們，我們真是幸福非常多，每天

煩惱的是去上學的壓力，而他們煩惱的是可能今天又不能去上學，因為要幫家裡

工作，面對這樣的壓力，還有動力堅持去上學，光是這點就讓我覺得更應該好好

珍惜自己擁有的這一切。 

 

在這 42 天的旅程，我覺得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的多，雖說我們是去服務的，

但去過貝里斯以後，我對我有的東西更加珍惜，洗澡時，水龍頭噴出來的是舒適

的溫水、睡覺時，躺著的是「ㄉㄨㄞㄉㄨㄞ」的彈簧床，在台灣吃飯，能夠輕易

吃到各式各樣的料理，不管哪一種風格，哪一個國家的料理，然而在國外，你總

會不斷的吃到一樣的東西，像我們就吃 rice and beans 吃到怕了，可以想像我

們在台灣的生活有多麼的舒適，但沒有經歷過這些我們是很難去察覺跟珍惜的，

我很慶幸自己有機會參加清大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這是一個你必須要投注很

多時間在上面的活動，但絕對值得，有什麼活動可以學習到這麼多的同時，又可

以體驗到這麼多不同的人事物，同時還大大的擴展你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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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原本對我來說只是一個遙遠的地理名詞，成為我加入國際志工，生活

40 天的國度。這趟旅程，一萬四千公里，跨出舒適圈，是自己的成長、是自己

的考驗，20 歲的我，能做些什麼，能有什麼改變，能有什麼不一樣，能有什麼

樣的突破。 

 

籌備期中，經過每周的例會，一次次的課程試教，參與各單位的義賣活動，宣傳

我們的計畫、整理各項物資，安裝電腦系統，大家不斷地討論及修正，將我們的

服務計畫一點一滴累積，吸取學長姐們的經驗，將它完整，希望我們的服務是最

適合當地、最貼近當地需求。15 個人，不同科系，不同專長，不同性格，組成

獨一無二的貝貝 19，帶著誠摯的心，準備好的課程，啟程。 

 

從一下飛機，就深深感受到不同。我們在當地總共舉辦了六個營隊，其中三個是

國小營隊，兩個是高中營隊，一個則是今年的新計畫-種子教師營隊。每一次的

營隊都帶給我不同的想法與體會。SHPS 是當地知名小學，學生程度相當好，對

電腦使用相當熟悉，使我們在資訊教學上進行相當順利，他們也都很踴躍發表自

己的想法，並積極爭取上台發表的機會，藉由他們的介紹，我們也更能夠認識貝

里斯。此外，營隊中的小太陽能板模組課程對他們來說很新鮮。課程中，除了能

夠了解綠色能源，也動手接線路與風扇，最後到陽光下，讓風扇轉起。因為天氣

晴朗，每個小朋友的風扇都在陽光下快速轉動，看著風扇成功轉起，小朋友開心

的合不攏嘴，校長也肯定我們的課程。我們的第一個營隊有不錯的回饋，使大家

信心大增。第二個營隊我們到了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學校

文書股-蔡璨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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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是大片的草原，大群的牛，我們除了在這裡舉辦四日營之外，也有社區服務，

因此我們在這間小學住了六天，這六天充滿驚喜與驚奇。不管是小朋友拿著毛蜘

蛛在手上玩，或是茅坑廁所，都讓我印象深刻。還記得營隊第一天，教室還有許

多空位，往後的幾天，越來越多小朋友，連已經國小畢業的，都來參加我們的營

隊，是我們所有營隊最多人參加的，差點連教室都坐不下，這是對我們營隊的一

種肯定，即使大家最初因為秩序問題以及程度落差有些挫敗，但化成力量，美好

的畫下句點，讓小朋友學到電腦的基本應用，也對台灣文化有認識。因為在這所

學校待的時間比較長，也與小朋友之間的情誼更深，當他們一起來和我們油漆教

室牆壁，更加同心一致。學校校長也很支持我們，每天她都來陪伴我們的營隊，

也加入油漆行列，一同使學習環境更好。接著是種子教師營隊，我一直認為這是

壓力最大的營隊，因為對象是老師，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夠格，是不是能確實分享

一些教學資源給老師，是不是真的對老師有幫助，但營隊結束後，老師給我們的

正面回饋，讓我稍稍寬心。在一片藍-cristo rey 小學的二日營，有兩年前參加過

的小朋友再來參加營隊，完成資訊營隊之餘，我們也利用課後時間，去逛逛整個

村莊，貼近當地。緊接著，我們到了南部 Toledo 區，在高中舉辦四日營之外，

也和 UB 的學生會交流，並和他們一起為學校外牆重新粉刷。一個禮拜後，回到

Cayo，我們迎來最後一個資訊營隊，參加的小朋友幾乎都是準高中生，原本以

為他們會對電腦使用很熟悉，但有些卻仍然生疏，希望經過我們的營隊，能讓他

們在之後高中的電腦課更快融入。許多小朋友從不會用滑鼠到能上台發表，看到

他們自信燦爛的笑容，是這趟旅程最大的收穫，也正是達到貝團資訊教育的目標。

服務的最後是捐贈儀式。在經過我們回訪各學校，評估情況後，將再生電腦給有

需要的學校，許多校長、老師對學校未來的發展與教學有很確切的目標，多是以

資訊教育為主軸，希望能助他們在資訊教育上一臂之力。這趟旅程，我們也在當

地會見許多重要人物，很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我們的支持與照顧。立國大使跟我

們分享很多經驗，讓我們收穫良多。台商會熱情款待，讓我們在異鄉感受家的溫

暖，謝謝他們對我們的熱情與付出。更特別的是，我們還與副總理見面，與他分

享團隊的計畫；和主教見面，感謝他提供我們住宿的地方。從獎學金計畫看到很

多小朋友迫於現實，只能放棄念書，了解到能夠無憂無慮的升學是多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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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要好好珍惜讀書的機會，找到自己的目標並堅持。 

 

過程中，應變的能力很重要，當初設計 internet 課程時，網路的使用是一大重點，

但到當地，才發現有些學校的網路無法供多台使用，因此趕緊修改課程，改變上

課方式。此外，英文能力也不可忽視，除了基本的溝通外，要如何深入了解，甚

至談合作，都需要更精進的英文能力，經過這次在國外的志工生活經驗，從不太

敢開口，到主動找小朋友聊天，之後我會繼續增進自己的語言能力。 

 

這 40 天，像場夢，不真實。回想起，依舊歷歷在目。透過每次與小朋友的相處，

聽見了不同故事，看見了專注的神情，感受了成長的喜悅。我會記得加入團隊的

初衷，記得大家的合作，記得完成每件事的感動，記得校長們對我們的支持，記

得小朋友天真無邪的笑容，記得不一樣的自己。謝謝一路上幫助我們的人，一直

支持我的家人，謝謝給我這個機會以及貝貝 19，我們一起在人生中寫下了特別

的一頁。收穫遠比付出的多，不要害怕付出，不要吝嗇給予。 

 

藍藍的天，白白的雲，青青的草，2019 暑假，最勇敢的我們，在貝里斯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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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一二花比較多時間在熱舞社和其他活動，來參與志工團的夢想就一直放在

我心裡面。 

 

直到大三這年，剛好身邊也有朋友加入了志工團，給我一個去嘗試的念頭：「如

果現在不去面試看看，以後是不是就沒機會了？」就這麼一個念頭，儘管不確定

自己能不能得到入團的機會，就一股腦兒的開始研究志工團的服務內容、準備相

關資料，就這樣進入了貝團。從一開始什麼都不會，漸漸的逼自己去學習、去挑

戰，在這半年內，學會寫企劃書、申請獎學金、打電贊、企業簡報、用英文教課

等，這些都是在加入貝團前從沒想過自己能做到的事。或許只有我一個人，是不

會有勇氣完成所有貝團的任務，是因為團隊裡每個人都很努力想把每件事做好，

也會互相鼓勵與協助，我才能更勇敢和積極的面對每一個挑戰，在失敗和挫折中

成長，這也是貝團所給予我無形的價值吧！ 

 

貝里斯，曾經對我而言是個極為陌生的字眼，也因為如此的神秘，才更吸引我來

加入貝團，想要探索一個我不認識的國家，更希望可以了解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問

題，我們能給予他們什麼樣的協助。在出團前，因為要和別人介紹我們的計畫，

我們開始對貝里斯有初步的了解，開始有了「台灣在中美洲的邦交國」「貧富差

距大」「內陸資源較為不足」這些關鍵字在腦海裡，然而實際到當地服務後，才

明白這樣簡潔的敘述並無法真正詮釋這個國家，要到當地後才能更深入的感受當

地的生活、文化，還有最重要的：我們能怎麼讓我們的服務更符合他們的需求？ 

 

文書股-劉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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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踏上貝里斯，有很多的事物都十分的新鮮，和台灣差不多熱的天氣、顏色很繽

紛的小屋子、崎嶇不平的道路、隨處可見的牛群、餐餐都有紅豆料理等，雖然這

些事物大大開啟我的眼界，但來到一個新的環境還是有許多要適應的部分，而每

個人也同時要負責自己在團內的責任，還好有台商會的成員們如同家人般的照顧，

從我們剛來貝里斯的接機、午餐，到時常在我們過完疲累的一天後，特別煮好吃

的晚餐來給我們吃，讓我們即使再疲憊，也能在幸福的一餐後打起精神繼續開

會。 

 

這六個禮拜的服務，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但在不同的地區、學校進行回訪和舉

辦營隊都是很不一樣的感受，也會遇到無法預期的各種狀況。因為身為「電腦概

論」課程的負責人，幾乎是每個營隊的第一堂課，對於每個學校所面臨的學習情

況有更直接的衝擊。印象很深刻的，當我們要舉辦第一個在貝里斯的營隊，也就

是 SHPS 的二日營，是既期待又緊張，不知道會有多少學生來參加我們的營隊、

學生的程度怎麼樣、我們的課程會太難還是太簡單呢？結果是遇到了一群比我們

想像中更聰明的小朋友，他們能很快的回答我要問的問題，對於硬體設備的功能

還能做很詳細的敘述，有台下的助教也表示有些學生覺得這些內容太簡單了，因

此在教完課後有小小的挫敗，還和我的教課夥伴討論之後在這間學校是否不需要

這個課程，但直到最後閉幕寫回饋單時，看到許多學生很正向的回饋，希望我們

再來辦營隊，甚至還有一個學生寫道「After the class , I change my mind to go 

to high school」，這些是完全超出我們預期的回饋，讓我更有動力想在接下來的

營隊用心了解學生的狀況，改善我們的教學內容和方式。 

 

然而，到了第二間舉辦營隊的學校 - Hidden Paradise，我明白了挑戰才正要開

始呢！這間學校的參加人數遠超過上一間，且有嚴重的程度差距，有些小朋友才

二三年級，還不太會使用滑鼠，有些則是已經小學畢業，還加上一些上課比較吵

鬧的小男生，教第一堂課的混亂秩序讓我再挫敗了一次，但也因為第一天的教訓，

後面的課程能夠漸入佳境，在當助教時也更能直接的了解幾個小朋友的狀況，協

助他們逐漸步上軌道。因為舉辦的是四日營，有更多跟小朋友相處的機會，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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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他們、下課和他們玩耍，漸漸看到他們的進步和他們滿足的笑容是多麽幸福

的事，就算學校的環境比較不好，曾讓我很崩潰，但如此真實的感受到我們服務

的價值，這些不適應好像也沒那麼重要了，最後校長請大家給我們團隊熱烈的掌

聲時，每個小朋友的掌聲還深深烙印在我心裡，我想自己還沒有做的這麼好，我

們要將這份溫暖傳承下去，期望未來有機會帶給他們更棒的課程和服務。 

 

在倒數第二個禮拜時，我們去了貝里斯的南部地區進行為期一個禮拜的服務，也

在當地高中-St. peter claver college 舉辦了第一個高中營隊。那裡的生活步調比

起 cayo 地區又更為緩慢，沿路依著迷人的海岸， 舉辦營隊也有很不同的收穫和

感動。第二天當助教時，我原本指導程度比較好的學生，認為來參加營隊的學生

程度都不差，直到我去支援一個小女孩時，發現她才小學四年級，沒有辦法跟上

進度，必須有人清楚指示她每個步驟才能順利完成課堂作業，且在滑鼠的 drag

功能有很大的問題，但是當我鼓勵她要不要上台發表時，她總是很爽朗的答應，

我也盡力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幫助她完成作品。本來有點擔心她會因為覺得困難不

想繼續來上課，但下課時她居然主動詢問我明天的課程是什麼，說她很想上電腦

課，直到最後一天時，即使她還是需要有人督促她跟上進度，但他已經可以不失

控的選取 excel 的數字，讓我很直接的體會到原來我們的課程是可以為他們帶來

一些改變的，當地許多小孩可能會使用社群軟體、玩電腦遊戲，但有助於學習和

工作的基本文書能力卻是缺乏的，而我們的課程給予他們補足這些能力的機會。

希望這樣的服務能一直傳承下去，有機會幫助更多當地的小朋友。 

 

除了資訊課程，獎學金計畫的評選也讓我十分印象深刻。我們實際在當地執行書

審、面試、家訪，是一個比想像中更為難以抉擇的過程，在一開始書審時，可能

會透過成績、自傳等內容來判斷學生的積極度和家境狀況，但到了面試時可能又

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家訪後更是加入家庭環境與家人看法等因素，在家境的困

難程度和是否能順利完成學業間需要更謹慎的考慮，且多數人都是有獎學金的需

求，卻只能選出幾個人選，讓我深刻的感受到能不用煩惱經濟因素的接受教育是

一件多麽幸福的事，也期待團隊的幫助可以讓教育帶給他們未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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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天，轉眼間就過去了，加入貝團前的我，從沒想過會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做志

工服務，還是一個我從未聽過的國家－「貝里斯」，從陌生到熟悉，再一步一步

去實踐每項團隊計畫，就這樣從台灣到貝里斯，我們一起度過了長達九個月的籌

備期，並且順利地完成我們服務的各項計畫。 

 

起初，我得知學校有國際志工團的時候，豪不猶豫地就報名了第一次招生，當時

的想法是想讓自己的大學生活留下什麼深刻的回憶，由於進入大學的第一年，我

的生活多半是在讀書，也沒參加系學會、社團等課外活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的機會，可以讓自己走出舒適圈，去世界的角落看看不同的生活樣貌、不同的人

文風情，增加自己的國際觀，當時有四個選擇，分別是坦尚尼亞、肯亞、貝里斯、

馬來西亞，當時我唯一不知道的地方就是貝里斯，剎那間，心中湧出一個想法，

「既然是去做服務，就選一個最陌生的地方吧」，毅然決然地，我就把第一志願

填上了貝里斯，在幾個星期之後也順利地錄取貝里斯志工團，從那時，我開始踏

上了這趟旅程。 

 

還記得第一次開會，完全不認識的十幾個人，坐在風雲三樓會議室，都顯得擁擠，

那時我想這些人就是我即將要相處一整個學期的夥伴，最後，我們都要一起到達

貝里斯，朝夕相處四十天，剛開始的我，充滿著活力、熱忱，我覺得我準備就緒，

隨時都能前往貝里斯，我想要在這一年充實自我，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這

是當時我期許自己能在志工團達成的目標。 

 

文書股-李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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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想要擔任公關或是課程股，但是事情總不是那麼順利，我被選進了文書股，

雖然沒有選上自己想要的工作，但我覺得不管擔任什麼職位，都能夠學習到不同

的經驗。 

 

忙碌的志工體驗就此開始，我們一起經歷了企業簡報、找贊助商、課程試教、海

運裝箱、寄信、電話聯絡當地校長等……，有太多事情是我第一次接觸，覺得很

有挑戰，也很怕自己做得不好，藉由一次又一次的開會，跟每位團員的感情也越

來越密不可分，從每個不同的人身上學習到他們的優點，從每件不同的事情上汲

取不同的經驗，距離自己設定的目標也越來越近…。 

 

營前訓的時候，「是最苦的時候，也是最酷的時候」，正當大家都在放暑假的時候，

我們在學校進行出團前的最後準備，每天就待在一間會議室，排練著當地可能會

發生的情況，即使對當地的想像還是有限，但我們盡可能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模擬，

讓我們的計畫在當地可以更有效地幫助到他們，還記得那段時間，甚至還睡在會

議室，想起來真是瘋狂，從來沒想過大學也能有這種特別的體驗，也和團員們產

生了革命情感，大家的目標也越來越一致，每個人都竭盡全力的付出，為了幾天

後的出團做好萬全準備。 

 

在貝里斯，總共有六個營隊，與十三間回訪學校，也陸續拜訪了大使館、台商會、

BNE(合作夥伴)、DYS(當地教育部)等機構，每天都有任務等待我們去完成，最讓

我難忘的是，在 CristoRey 二日營隊的時候，有一對雙胞胎，恰好營期第一天是

他們的生日，又剛好是他們課程的助教，有很多時間相處，我也答應要在第二天

給他生日禮物，到了營隊的結尾，我只給了他們兩包餅乾，但他們卻很開心，「我

們會想你」雙胞胎不捨地跟我說，然後問我「還會再回來嗎?」，當下的我感動但

也有點難過，「也許兩年後、也許不會」我說，雖然只相處了短短兩天，但卻能

有這麼大的回饋，我覺得我們在台灣的準備雖然漫長且艱辛，但是真的可以幫助

到當地小孩，當我看到他們的笑容、不捨，我覺得這一切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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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貝里斯實施多年的獎學金計畫，透過這個計畫，我看到許多向學的孩子因

為經濟因素無法繼續升學，經過一連串的書審、家訪、面試，真正的能夠理解當

地孩童缺乏的是什麼，知道他們想要的是什麼，當選擇今年得主的時候，也因為

資金有限，不能幫助到所有需要這份獎學金的孩童，我覺得自己的能力真的遠遠

不夠，心裡想著如果有一天我能夠過上還不錯的生活，我也想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這也是做志工才讓我明白的事，「付出並不是得到回報，而是他的笑容會溫暖你

的心」。 

 

在貝里斯的最後幾天，我們舉辦了捐贈儀式，我們把在台灣募集的電腦、筆電投

影機捐贈給當地學校、社區中心，接受我們捐贈的學校都對我們表示感謝，也會

用這些資源來幫助更多的學生，我覺得感觸很深，在台灣，大部分的家庭都有電

腦，小孩也不用特別學習如何使用電腦，從小耳濡目染，都在接受資訊的薰陶，

而離我們一萬四千公里外的國度－貝里斯，孩童是多麼渴望學習，都期盼有一台

電腦，但卻礙於家庭經濟因素無法升學，更不可能奢求物質上的需求。 

 

回到台灣後，才覺得時間過得好快，想當時的我還是個稚嫩的大學生，也可以選

擇在宿舍裡耍廢度過這一年，但我選擇加入了國際志工貝里斯團，感謝這一路上

的夥伴們、幫助我們的人，也感謝一年前的自己做了這個決定，讓現在的我有好

多事情想去完成，是這趟志工之旅讓我變得不一樣，從中得到許多收穫，結交許

多不同性格的朋友，也許我們只是人生路上的過客，但在未來，驀然回首，我們

都會是那段難忘回憶裡的主角。 

 

未來，在閒暇之餘，我還是會想去做服務，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等待著我們伸出

援手，在服務的同時，也讓自己一點一滴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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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將近 40 多天的服務，我學習到很多，不僅是志工服務的熱忱還有許多從前

沒見過的異國文化。第一天剛下飛機走的是樓梯而非空橋，機場也是小小的海關

只有 4 個閘門，正當我覺得有些落後時，領隊卻說之前來是沒有冷氣的且重新翻

新過，這讓我很難想像，緊接著我們受到了台商會傅爸熱情的幫助，帶我們到另

一位吳媽的便當店，雖然米飯不太一樣，但是是熟悉的排骨便當，當時還沒開始

懷念這個味道。晚上抵達住宿的修道院，休息一晚緊接著就是一個多禮拜的回訪

與拜訪，目的是為了了解各學校的狀況以利之後營隊和捐贈的進行，我發現他們

的資源跟我們想像中差很多，有些好的擁有電腦教室，但設備較差的連穩定的電

力都沒有，但都比台灣普通的中小學差很多。緊接著就是我們在貝里斯的第一個

營隊，是在聖心小學(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舉辦的營隊。這間學校的程

度在當地算是十分不錯，因此教學的過程十分順利，有些課程的內容對他們來說

甚至太簡單了，但當地的學生都蠻認真學習的，也都很珍惜使用電腦的機會，最

後我們有教導小型太陽能板的課程，幸虧天公作美出了大太陽，每個風扇都轉的

很快太陽能板也都很順利的運作，小朋友都對太陽能板十分地有興趣，這個營隊

也在此順利地畫下句點。下個禮拜我們接著前往位在 Spanish lookout 的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並在該學校住了一個禮拜，當地的校

園十分漂亮，一望無際的草原、路旁有許多牛隻。因為供水出現故障，因此晚上

洗澡是一個大問題，男生們索性提著大水桶在學校足球場的一個角落洗，正當我

們因為冷水澡冷的發抖時，滿天的星空吸引了我們，因為幾乎沒有光害天上的星

空清晰可見甚至連銀河都看的很清楚，雖然水很冷但在一片廣大星空下洗澡其實

蠻浪漫的。晚上住在學校的教室內，可以感覺到一大堆蟲在身上爬來爬去，我們

跟來幫助我們營隊的獎學金小朋友花了好一番功夫，除掉許多螞蟻與蠍子、蜘蛛

總務股-許銘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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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但早上起來還是全身癢，原來是在教室的角落有一個大螞蟻窩，我們毅然

決然決定睡車上和車頂，在車頂睡覺可能是我最難忘的回憶之一，一張眼便是廣

大的星空，時不時會有流行劃過。完成了四日營，隔天就是我們的社區服務，我

們邀請了許多附近的小朋友跟我們一起漆教室的牆壁，原以為不會有小朋友來幫

忙，但沒想到隔天有四五個參加完我們營隊的小朋友提著油漆的器具來幫忙，雖

然很累但我們的社區服務也在小朋友的幫忙下順利地完成。在這個禮拜我們同時

完成了獎學金計畫的家訪階段，此前我們已經透過書面審查了解各個家庭的狀況

與學生的學習情況，並進行了面試以期望更加深入的了解學生的個性，我發現來

申請獎學金的學生每個人都很需要我們的獎學金，我們的獎學金都會給他們帶來

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們考慮的點從最適合的得主變成如何能有效的幫助最多人，

因此家訪至關重要，了解家庭的環境能讓我們更有效率地討論發放獎學金帶來的

效益，在家訪的過程中我被分配到其中一個小女生，她從書面資料便看的出很優

秀，面試階段的表現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雖然經歷了姐姐因病死亡、爸爸眼睛

受傷等種種惡耗，但卻能很平靜且真忱地跟我們分享他的經歷與心得。等到來到

家訪階段，發現他的父母也是十分的樂觀，交談之下才發現他們受到了許多機構

的幫忙，也很努力要讓家庭往好的地方發展因此非常感激也很正向，透過本次的

家訪也讓我更加地了解貝里斯家庭的狀況，也更能幫助我們篩選出最後的獎學金

得主。之後我們也在 cristo rey 舉行了二日營，並緊接著舉辦了給教師的種子教

師營隊，我們設計了許多期望符合老師需求的課程，像是許多線上資源或是出考

卷的軟體，也教導老師進階的簡報製作技能，雖然參與的老師人數並沒有預想的

多，但老師都說從我們的課程學習到了很多東西，並會將之運用在課堂上，這些

話十分鼓勵我們，也讓我們更有動力舉辦之後的營隊。轉眼進入 8 月，我們前往

位在南部的城市舉辦營隊，一到南部最明顯的就是窗外的風景從丘陵平原變成一

片汪洋，初次之外居民的膚色也更加黝黑但也更加熱情了，我們首先前往 UB  

University of Belize  也就是我們投宿的學校，與印象中的大學不同，沒有甚麼

大禮堂、階梯教室，僅僅是一間小平房裡面有幾間教室，像極了台灣的補習班，

但是設備的確是比當地國小高中好很多也乾淨許多，這也是我們在貝里斯睡地板

最開心的一所學校，校長也非常熱情的邀請我們共進晚餐並安排到他的果園和家

204



裡作客展現了貝里斯南部城市的熱情，在這段期間內我們也完成了在 st. Peter 

Claver schools 舉辦的四日營，緊接著回到原本住的城市在 Eden 舉辦了給高中

生的二日營，在進行了多次試教與實際舉辦後，舉辦營隊開始變得駕輕就熟一點

也不會緊張了，在離開貝里斯前，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便是捐贈儀式，之前的回訪

有很大的目的便是為了統計並評估各間學校所需的捐贈數量，因此大家都很看重

這個儀式，經過多次的練習終於圓滿的完成最重要的捐贈儀式，也在此儀式上頒

獎給今年新的獎學金得主，這場儀式的結束也為我們將近40天的服務畫下幾點。

通過這次的國際志工之旅，我學到了將心比心也學習了用各種觀點看待事物，並

拓展了國際觀，相信我日後也會將我在此行所學分享並影響周遭的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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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Sacred Heart Primary 舉辦第一個營隊時，有一個課程讓他們手

作一個與太陽能板結合的小型風扇，過程中我協助他們處理一些突發的小

問題，在問題解決後他們露出了喜悅的笑容。在當天看到這張照片時我非

常感動，也讓我更加期待接下來的營隊，希望能再看到小朋友臉上滿足的

表情。 

 

 

 

 

 

 

 

 

 

 

 

 

 

 

 

最初的感動 

Austin 

八、 貝里斯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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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Youth Service (Belize City)坐落在一條小巷裡，它的

建築平凡無奇，甚至可以說有點老舊，是你走過路過絕對不會多瞥一眼的

房子，因此當 Jimmy 指揮我們可以找個停車位時，我不禁四處張望，好

奇我們將走進哪棟房子。我們往上步了幾階，開門那瞬間，冷氣襲來，伴

隨著悠揚的鋼琴聲，我覺得自己就像哈利波特第一次進到魔法世界。 

我們隨著 Jimmy 穿梭在彎彎繞繞的廊道裡，先到頂樓拜訪了 Mrs. 

Allison，她是 DYS in Belize City 的負責人，她為這個組織開創了許多先

例，其中包括縮減一些行政上的開銷，把這筆錢用來成立音樂班和美術班，

而我們未來與 DYS 合作的 MOU 也是和她簽定完成的，可以說 Mrs. 

Allison Mckenzie 是 DYS 重要的掌舵手。後來 Jimmy 也帶我們參觀了一

下整棟建築，他說任何想學習的人都可以來這裡，我們陸續經過女性團體

的會議、為青少年開的銜接班、音樂美術等才藝班、錄音室，還有電腦教

室，裡面竟然有學生正在學習 photoshop! 很難想像一棟外表死氣沉沉

的建築物，裡頭卻孕育著這麼多朝氣蓬勃的夢想。 

相比之前拜訪的 DYS (Benque)，一層樓的空間要劃分成不同的工作區

域，連電腦也是募集而來的，不禁感嘆貝里斯的貧富差距是如此的現實，

明明同是教育部底下的一個機構，不同分部資源卻相差這麼多，不過換個

角度想，比起大家一起停滯，DYS 能因應不同地區、需求給予不同的服務，

也算是把有限的預算利用的最大化吧! 希望未來這個組織能運作得越來越

好，和我們在獎學金計畫上的合作也能順利走下去，繼續幫助更多貝里斯

的學生。 

 

 

 

 

 

 

不可思議的 DYS 

Pe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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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前往位在 city 的 DYS 總部，員工很熱情的接待我們參觀

了各種部門包含音樂美術等等，牆上貼有許多標語底下都有台灣

的國旗，看得出台灣已經在此地深根多年，對當地的教育等各方

面都幫助很大。正當準備離開時，我偶然間瞥見櫃檯小姐的手機

殼竟然是我國的國旗，這讓我覺得十分的感動，希望我們的付出

可以讓更多貝里斯人認識並喜歡上我的國家。 

 

 

 

 

 

 

 

 

 

 

 

 

 

 

 

 

 

 

 

小故事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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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工作坊當中，除了和老師們分享 PowerPoint 的教學功能外，

我們也分享 ebook kahoot 等 online resource 在教學上的運用。 

 

   老師們都是第一次接觸相關課程。讓我影響深刻的是，在協助來自 El 

Progresso 的 Mr. Canto 使用 kahoot 時，Canto 的眉頭緊瑣、看著電腦

像是有深愁大恨一般，當下以為可能是 Mr. Canto 對於電腦不太熟悉。詢

問過後才發現原來 Mr.Canto 已經開始在腦海裡思考將 kahoot 運用到不

同課堂的長相，以及想像將所有學科統整進去的模樣（Canto 是全科教師） 

 

    而後的動手做 Kahoot 時間，老師們非常熱絡，從圖片提到影音搶答

題，教室的氣氛不曾下降過。在最後的分享階段有許多老師們感謝團隊分

享了這些實用的教學軟體，也許苦於現實面的技術問題，無法講其全數運

用，但這次的工作坊的確讓他們 Come Up 出更多教學 Idea。 

 

「learning is a interesting process, we all want kids to have fun」

This is what Mr. Manzanaro said, and that is what we want to do! 

 

 

 

 

 

 

 

 

 

 

 

工作坊的紀錄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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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在 SHC 舉辦種子教師營時，讓我印象最深刻是在協助老師們使

用線上資源時，我發現其中有一位老師的眉頭緊瑣，看著電腦的畫面好像

甚是不解。因此當下我以為可能是對於電腦的操作不太熟悉。然而，詢問

過後才知道原來事情的真相超出我的預料，原來答案是他早已經開始在腦

海裡描繪將這些線上資源運用到不同課堂的畫面以及可能會碰到的問

題。因此我們開始對於那些課堂上的問題一一討論，並且一起找出解決方

法。這次的討論讓我看到這些老師對於貝里斯教育的付出，也看到未來學

生們在課堂上使用這些線上資源時，臉上浮現的笑容。這讓我感到十分欣

慰，因為我們辦種子教師營的目的完全實現，那就是讓老師將這些線上資

源帶回學校，分享給學生以及學校的其他老師，讓資訊教育的種子能撒在

貝里斯的每一個角落，以待將來能開花結果。 

 

 

 

 

 

 

 

 

 

 

 

 

 

 

 

讓愛永流傳 

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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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貝里斯 Cristo Rey R.C School 舉辦的第四個營隊，一如往常的營隊

開閉幕式皆會唱營歌，而今年的營歌是選擇 one direction 的 one 

thing，值得分享的是這裡的孩子，在營隊最後的營歌時間，不管是校長

還是孩子們，一同與我們齊聲高唱，歌聲繚繞著整間教室，甚至覆蓋過音

響的音樂，當下的感動難以言喻。短短兩天的時間，孩子從不太願意開口

唱，到與我們一同高聲歌唱，改變的起點是因為愛，因為愛讓我們的距離

變得更近，因為愛讓我們看見改變的可能。在營隊結束前，校長贈予團隊

每人一面貝里斯小國旗，希望即便團隊的服務結束後回到台灣，往後看到

貝里斯旗幟也能回想有關這裡的一切，這一面小旗子不僅僅只是國旗，更

多的是承載著團隊與當地的回憶。 

 

 

 

 

 

 

 

 

 

 

 

 

承載著回憶的旗幟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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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服務的日子是我十分印象

深刻的一部分。位於 Spanish Lookout，一個純樸的鄉鎮，學校附近只

有一間雜貨店，面對著廣闊的草原和柵欄外的牛群。因為我們要舉辦四日

營和進行社區營造，我們要住在這裡約一個禮拜。雖然來之前就有耳聞這

間學校比較原始的環境，但真的面臨時還是崩潰不已，不能沖水的馬桶、

在野外看著星星洗澡、在爬滿蟲類的教室睡覺。我剛好是負責營隊的第一

堂課，跟上一間學校相比有極大的程度落差，環境和教課的挫敗讓我第一

天就很想回家。 

然而，服務總是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回饋。像是第一天下課時，我陪一群

女孩子踢球，之後每節下課我都會被叫去陪他們玩，雖然教課之餘還要在

大草原上奔跑十分疲憊，但看著每個小孩快樂的眼神，我也能感受到那份

快樂；還有在台下當助教時，我指導一個比較安靜乖巧的小男孩，一開始

我鼓勵他回答問題，他總是跟我說不知道，我只能再暗示他答案是什麼，

到後面幾天，他開始會自己翻課本找答案，主動舉手回答問題，讓我欣慰

不已。另外，有兩個住在附近的小女孩下課時問能不能在晚上來找我們

玩，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沒想到，他們在我準備要睡覺時，拿了一袋拼

圖，希望我可以幫他們完成，想說他們都特地來了，不希望他們感到失望，

就在幾乎沒有燈的情況下，架了一堆手電筒，拼約莫五百片的拼圖，花了

兩三個晚上才終於完成。剛好在我生日那天晚上，他們拿煙火來想要點給

我們看，當其中一個女孩聽到是我的生日，馬上給我一個溫暖的擁抱，幸

福的感覺難以言喻，因為剛好是我們待在這裡的最後一晚，我們不捨的拍

了一些合照，可能永遠不會再見了，但那一晚的溫暖會一直留在我心裡

吧！ 

 

 

 

 

 

Memories in Hidden Paradise 

Sabrina 

212



 

 

 

 

 

 

 

 

 

 

 

 

 

 

 

 

 

 

 

 

 

 

 

 

 

 

 

 

 

 

 

 

 

 

 

 

 

 

 

 

 

 

 

 

 

 

 

 

 

 

 

 

 

然後問我「還會再回來嗎? (When you come back?)」，當下的我感動但

也有點難過，「也許兩年後、也許不會(Maybe two years later, 

maybe never)」我說，雖然只相處了短短兩天，但卻能有這麼大的回饋，

我覺得很感動，雖然準備期是那麼的漫長，但是真的可以幫助到當地孩

童，當我看到他們的笑容、不捨，我覺得這一切都值得了! 

 

 

 

 

 

笑容是最好的禮物 

Alan 

在 Cristo Rey 二日營隊的時候，我認

識了一對雙胞胎，恰好營期第一天是

他們的生日，我剛好是他們課程的助

教，有很多時間與他們相處，在第一

天營隊結束前，我也答應要在第二天

給他們生日禮物，到了營隊的結尾，

我只給了他們兩包餅乾，但他們卻很

開心，「我們會想你( I will miss you, 

Alan)」雙胞胎不捨地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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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擔任她的助教時，我問他你有使用過任何電腦設備嗎?她搖頭說

不，因此除了配合台上的教學，我花更多的時間解釋要如何順手的操作一

台電腦，一開始她用使用滑鼠的樣子十分逗趣，她拿著滑鼠在空中畫來畫

去，用著後兩隻手指來操作，這讓我下定決心至少在這門課裡面一定要教

會她使用滑鼠，我便示範給她看正常的滑鼠握法，她漸漸的學會使用了，

接著我便開始教她如何打字，如何移動文件等功能，到了團隊服務的第三

天我發現她已經可以很熟悉的去移動游標，她甚至可以用 powerpoint 自

己做出自己的簡報，看到小朋友因為我們團隊的努力而學到了一份實用技

能的當下，真的為她感到高興!!! 

 

 

 

 

 

 

 

 

從無到有 

Steve 

帶過這麼多的營隊裡

Hidden paradise 

government school 一位

小女孩令我印象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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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下午大家帶完 Hidden Paradise 的營隊，去附近的餐廳 Western 

Diary 吃飯，正當在享受著難得在貝里斯可以吃到的美式食物時，我看到

一個眼熟的小朋友。我連忙跟旁邊的 Peggy 說，「你看那個小孩是不是很

像那個在出現在前幾屆 Cristo Rey 營隊活動的照片裡寫書法的雙胞胎

呀？」我們連忙用很微弱的 wifi 從網路上找出那張雙胞胎寫書法的照片，

但是時隔兩年小朋友長大了，長的又有點不像，於是我們開始找他的兄

弟，果然找到一個長相一模一樣的小朋友。如果是雙胞胎，應該就是他們

了吧！於是我們拿著手機上他們兩年前的照片去找他們，問他們還記不記

得這個營隊，他們看到自己兩年前的照片也覺得很有趣。正巧幾天後我們

就將要到 Cristo Rey 舉辦二日營，我們就順道邀請他們今年再來參加營

隊。正巧從他爸爸的口中得知我們營期的第一天正好是他們的生日，我們

就說如果他們來，就幫他慶生。後來我們也真的在營隊又遇見他們。 

 

 

 

 

 

 

 

 

 

又是一個雙胞胎的故事 

Frenda 

← 兩年前的雙胞胎 

兩年後的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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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無際的草原。一群低頭吃草的牛。 

一個靦腆的女孩。一場我們的邂逅。 

 

 

 

在 Hidden Paradise 的營隊中，我認識了 Angelica。還記得一開始的

破冰遊戲，她很快了解遊戲的進行方式，但她卻很慢才融入遊戲，只敢小

小聲地喊另外一個女生的名字。那是我對她的第一印象，而在接下來的課

程，我走到教室最後面當 TA，剛好她坐在最後面，我們的友情就這樣搭

起來了。她很害羞，不太敢舉手回答問題，眼神裡也帶著一抹淡淡的憂鬱。

經過第一天的課，我們的心慢慢靠近了，她的笑顏漸漸開了。難過的是，

第二天她沒有出現。第三天，她來參加營隊了！我們聊了比較多，她告訴

我，她有兩個哥哥，但她不太了解他們，現在的她，在等高中的錄取通知，

不是很確定自己想要什麼，有些迷茫。最後一天的書法課，她對中文很感

興趣，想知道自己的名字翻成中文後怎麼寫，並想認識更多的中文字，我

便寫了幾個簡單的名詞教她，此外，她要我在紙上留下我的名字，我很開

心，感到很幸福。我會永遠記得她，希望我的名字也能留在她的印象中，

也希望她能進入高中，繼續升學，找到方向。 

 

 

 

 

 

 

 

 

 

 

靦腆的妳 

T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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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to Rey 的國小營隊正值在貝里斯服務的中繼點，當時的我心理狀態並不是很好，總覺得有些疲

倦，相同的課程一上再上，只是換了另一群調皮卻可愛的孩子。 

 

剛剛上完我的 PPT 課程之後，站在教室門口喝口水、喘口氣，瞥一眼大家的狀況，目光突然與站在

門外炯炯眼神的小女孩四目相接。她微笑著看著我，再用羨慕的眼神往教室內看去，我便問她：「Do you 

want to join us?」，她禮貌地回復我：「No thanks.」我對如此得回復感到些許錯愕，便與她聊起天來…… 

 

她的名字叫 Gracina，是個漂亮、可愛的小女生，看起來與坐在教室裡面上課的孩子年齡相仿，約莫

11 歲上下，說話侃侃而談，是難得我能夠聽得字字清楚，不太帶有口音的英文。 

跟小朋友聊天有幾個口袋問題。先把問題過一輪，到時候再根據她的回覆來想接下來的話題。 

問：Have you ever use computer before?    

答：NOPE. 

問：Which standard are you in?             

答：TWO. 

聽到這個答案我很驚訝，跟我猜測的有些差距…… 

問：So… you’re going to standard three after the summer vacation?  

答：Nope. I failed. So I’m still standard two. 

天啊！我真的很難想像在國小二年級就會面臨被當的難題，這難道不是我上大學後才開始有的煩惱嗎？

我內心猜測，這大概與他的出席率有關，她說話與表現的樣子並不像一個有學習障礙的人。 

我接著與她聊天，希望能夠多了解她一點，經過 5 分鐘的來往，得到了以下幾點 

˙她常需要在家裡幫忙家務(即使國小學程是貝里斯的義務教育) 

˙她不識字 

˙她只會說英文(這很奇怪，因為我在貝里斯遇到的小朋友，彼此聊天用的都不是英文) 

 

我愣住了，心情相當複雜。 如此的衝擊，點醒了內心疲倦的我。 

 

 

 

 

 

 

 

 

 

 

 

 

珍惜可以自己規劃人生的機會吧！ 

Yun 

Gracina 這樣的女孩子，從她講話的談吐、外表，如果

有著良好的教育，未來想必有一番成就。可惜家裡沒有

辦法支持她讀書，我想她之後的人生大概也就是早婚成

家，留在家裡每天做家務、相夫教子。憑著我自己的能

力真的不能幫助她什麼，讓我感到非常的惋惜與無力。

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可以讀書、讀書讓我們有改變自己

命運的可能。放長假時，還可以有如此的機會讓自己出

來走走看看，增廣自己的視野，珍惜可以自己規劃人生

的機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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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 是我們第一個辦營隊的學校，我非常期

待能夠跟小孩子互動，但我也很害怕小孩子根本不想理我，只想自己用電

腦。我在 SHPS 教的第一個學生 Melany，不管我問他什麼問題，他嘴巴

都沒有張開過，他頂多看向我，給我一個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到了下午，我們一起組裝太陽能版，他仍然不願意與我講話，自顧自的

在組裝，這時我已經漸漸放棄與他搭話，心想也許他就是不喜歡我。但那

天結束後，他隨口對我說了 Goodbye Ken! 我真的超級開心，也讓我不

至於那麼挫折，開始期待明天營隊再與他見面。 

營隊結束後，Melany 在回饋單上，寫了因為參加我們營隊，我以後會

繼續上高中，學習更多的電腦知識，這真是讓我覺得這幾個月來的努力全

部都值得了。 

 

 

 

 

 

 

 

 

 

 

 

最有意義的回饋 

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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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國立清華大學國際志工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支出明細 

類別 款項 數量 金額(新台幣) 

社區服務 

鴨蛋綠油漆(1G) 8罐 5,560 

紫色油漆(1G) 6罐 6,715 

灰色油漆(1G) 4罐 3,196 

油漆刷 16支 874 

滾筒 9支 494 

托盤 3個 124 

防水漆(1G) 1罐 1,352 

社區服務總額 18,315  

獎學金計畫 
學費 12人 157,170 

書費 12人 36,735 

獎學金計畫總額 193,905  

課程 

課本、營手冊印製  13,551 

家政課程  2,825 

科學課程  2,765 

課程總額            19,141 

 

通訊 
電話卡  3,953 

網路  698 

通訊總額 4,651  

九、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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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台灣-貝里斯來回機票 

(含ESTA簽證) 

15人    806,134 

國內車資  18,094 

當地交通(租車&油錢)  274,199 

交通總額   1,098,427  

食宿 

當地餐費 15人*40天 109,405 

住宿租金 15人*40天 122,373 

當地生活用品  3,836 

食宿總額 235,614  

 

物資 

團服 90件 17,955 

海運  51,200 

裝箱泡棉、封箱膠帶  4,651 

物資總額 73,806  

 
 

團隊 

購買下屆義賣商品  16,105 

企劃書、成果報告書  13,885 

公關禮品  1,176 

Skype點數  1,400 

團隊總額 32,566  

 

其他 

匯款手續費、郵資  3,319 

保險 15人 18,945 

雜支  6,485 

其他總額 28,749  

總計 $1,70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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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贊助: 

竹林山觀音寺 

財團法人台中市順天宮輔順將軍廟 

國璽幹細胞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莊慧玲 

游萃蓉 

謝家雄 

謝英哲 

永明寺 

台北市陽明扶輪社 

永順行宮 

智觀寺  

樂成宮 

赤崁扶輪社 

臺灣省城隍廟 

新竹國際基督教會 

新營太子宮 

財團法人桃園市香雲福利慈善基金會 

工研院信望愛社 

王君萍 

蔡佾霖 

釋演正 

龐家元 

丘宏昌 

宏空法師 

戴家和 

 

 

 

沛錦科技公司 

財團法人高雄市三塊厝興德團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西北臺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救急會 

雲林四湖參天宮 

基礎忠恕道院 

新竹西北扶輪社 

民進黨青年部 

新竹市佛教會 

財團法人矽統教育基金會 

希華晶體股份有限公司 

開基武廟管理委員會 

圓山藥師寺 

社團法人新竹市陽光仁愛協會 

光明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 

一止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永嘉旅行社 

王秀鈞 

朱孝慈 

許信坤 

林岡正 

黃振煌 

林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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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克弘 

王順英 

陳奕潔 

 

物資贊助: 

台灣應用材料公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廣方圓茗茶 

無國界工程師協會 

財團法人桃園市香雲福利慈善基金會 

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金融控股公司 

書酷英文書店 

氣球博物館 

醍醐大師 

第一銀行 

 

宣傳贊助: 

新竹縣政府- 2019 愛一起學習嘉年華 

新竹 IC 之音廣播電台 

陳玫君 

洪振翔 

楊偉禎 

 

 

財團法人華碩文教基金會 

新東陽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啟禾扶輪社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櫻桃爺爺 

鼎泰豐 

佳德糕餅有限公司 

俊美食品 

三鈴 SUNDIA 民俗體育雜技用品公司 

曾先生 

陳先生 

 

指導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協辦單位: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新光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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