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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認識、了解，然後帶回更多的故事與大家分享。 

      在舊有的資源與人力脈絡當中，我們盡可能地將觸手延伸至可到達的地方。經過

十一年的服務，其實有些區域已臨近飽和，也因此，我們決定在第十二年，前往中部

地區探訪更多可能性。雖然出發前心裡就有預期會碰到很多問題或困難，也準備好擁

抱這一趟不會太平順的旅程，但仍然沒料到這一趟的過程會這麼扎實。就像協會夥伴

送我們出去前提到的，我們這一趟旅程，就像是去打怪。而實際上也發生了比預期更

多的狀況，我們的表現不一定完美，但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完成任務回來了！ 

       首次踏上坦尚尼亞中部的土地，比起我們熟悉的那個發展已久然而混亂無序的三

蘭港，這個身為首都的城市—多多馬，收納眼底的盡是荒蕪的景色。在交通移動的期

間，我常常會看著景色開始質疑自己，這個真的是我想要看的嗎？我們真的要在這裡

展開服務嗎？這裡會有適合我們服務的地點嗎？來自中部城鎮的人民是不是真的一如

我們預期的比沿海居民更努力向上呢？我相信答案在每個人心中都不會是一樣的，但

我知道的，旅途一旦展開就無法輕易喊停了。 

       2018年以領隊的角色參與坦團的服務， 

對坦尚尼亞的認識，透過歷年的成果報告與

各屆經驗傳承，由模糊只知一二的拼圖，逐

漸完整了團隊曾經留下的足跡與面貌。二度

回鍋擔任領隊角色，一方面是希望藉由過去

一年的籌備與執行經驗，加以改善調整過去

發生過的問題與狀況；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

夠貫徹我所相信的身體力行，親身體驗非洲

五十幾個不同多國家當中，各個地區的文化 

領隊 張雁婷 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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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獲得的價值屬於「無形」的資產，在團員身上比較明顯可見的多屬於事情處

理能力的提升、語言溝通能力的進步，但它也可能只是在當地埋下一顆希望的種子，

或者是在團員身上埋下一個成長的「契機」，它不一定是能夠立即收穫的果實，但

有一天你會看見，然後愉快的採摘、享受它甘甜的滋味。  

       去年我們在其中一個服務地點Bagamoyo認識一位很棒的老師，她叫Grace，

39歲，透過歷屆團員的協助與鼓勵，今年順利申請上清大碩士班的學程。Grace的

成長故事非常激勵人心，我希望有更多篇幅可以娓娓道來，但我更樂見她在台灣，

說自己的故事。 

       坦團毅然決然走訪新地點是一個冒險，更是為了下一個十年鋪路。這兩年籌備

期間，台飛協會的角色越來越吃重，關於團隊未來的發展、整體行程安排與計畫管

理比以往投注更多心力，領隊們在籌備期間要做的任務也更多，除了每週與團員們

開籌備會議擔任指導與監督的角色之外，還有與協會理事們的大小會議，為了深化

團隊在當地的服務，達到更好的執行效益，產出對未來更具宏觀性的長程計畫，讓

我們的服務更具「價值」。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新的里程碑，過

去留下的足跡不會消失，我們把僅僅六週的服

務，從最初少點而集中的長期駐留模式，轉變

成多點而緊湊的日程。同時在說明我們曾經走

訪與服務過的那些學校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數量，

即便只是單純地回頭拜訪，查看捐贈物資的使

用與維護情況，都需要花上不少時間；與此同

時，奠基在過去歷年累積的服務網絡底下，我

們有能力做到更多的資源分享與資訊流通，我

們見證了當地的改變與成長，參與其中的我們

也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看見並且認識坦尚尼亞。 

       現在學生們對於國際志工的想像與期待變

得不太一樣，社會主流思想鼓吹孩子們把時間

花在更有「價值」的事情上，而從事國際志工 

        最 後 ， 謝 謝 所

有參與、協助、支持

我們的所有人，因為

有你，我們可以做得

更好；未來，我們會

更努力，見證更多美

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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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一開始參與領隊面試時，台飛

協會理事長文生詢問我為何接下坦尚尼亞

副領隊，這貌似難以解釋卻最重要的問題 

，其背後的動機卻很簡單。其一為將本身

的志工及做事經驗傳承給清大學弟妹，     

        2014年以團員的身分加入於西非迦納

服務的資訊志工團，能從懵懂不擅於完善

處理事情的小大二，蛻化成能獨當一面攬

下許多重責的大三，都歸功於團隊裡的正

副領隊與高年級的學長姐們，細心教導我 

做事的態度及培訓多方思考的能力。其二為成為坦尚尼亞團的一分子，能參與台飛

協會中歷史最悠久的團隊，並能貢獻微薄的能力在團隊成長足跡上畫下一撇，是我

衷心的期盼。 

       今年是坦尚尼亞出團的第十二年，卻是我首次於這片土地參與志工服務。如何

將團隊十多年來的經驗，實踐在近十個月的籌備期與出團期，將經典傳承並轉化成

屬於坦19的服務特點，是身為副領隊的我所面臨到的首要任務。聽從同為上屆與今

年領隊雁婷LaLa的建議後，確立團隊三大服務目標，第一為開拓服務據點至坦尚尼

亞中部區域Morogoro和Dodoma，因為團隊先前服務的區域集中在沿海地區，直

至上屆於Same區域服務飽和後，行程上能安排將團隊移入內陸做服務；第二為訪

查並找尋有機會合作的公立學校，因歷年團隊合作學校多為私立學校，但公立學校

的資源普遍較私立學校少，且學生家境背景也較不富裕，在資源公平性的考量下訂

定出此目標；第三為將網路及搜索引擎的概念帶入資訊服務，因坦尚尼亞當地的通

訊發展階段，跳過電腦直接進入手機的社群軟體使用，於是乎對於網路能提供解惑

並擴展新知的觀念較薄弱。 

副領隊 林于茹 Ruby 

        團隊的成員們一同往這

三大服務目標前進，其中較

顯著的成效為拓訪中部地區

的學校，在Morogoro地區

除了在Holy Cross小學提供

主要的資訊教育服務，還有

跟Jordan大學討論未來合作

的可能形式，能讓團隊以提

供資訊教育課程形式外的方

式來跟校方合作，是今年另

一項較特別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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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總服務時程為近十個月，含括八

個月的籌備期再加上一個半月的出團服務

期。在此，我要先感謝坦19的領隊夥伴雁

婷LaLa以及12位團員們，不論是籌備期的

義賣活動、企畫書撰寫還是課程準備，或

是出團服務期的教課、訪查學校以及檢討

會議，都能感受到大家為了讓團隊前進而

付出許多時間和心力。雖然一路上遇到許

多預期之外的非洲式驚喜，跌跌撞撞的我

們還是一起完成這趟旅程。最後，還要特

別感謝台飛協會的成員們，提供團隊有機

會合作的中部地區學校的聯繫資訊，以及

給予團隊行程安排上的建議，才能使團隊

於坦尚尼亞當地的服務更加順利。 

       在坦尚尼亞的服務期間，不斷體會到

「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這

句話的涵義。雖然團隊是帶資源者，但當

地資源環境上的缺乏落差，教導應珍惜現

有的環境資源，並且在服務過程中有許多

反思的機會。 

       最後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歡的Swahili

語，「Hakuna Matata」意指「不用擔

心」。生活中會有許多小插曲發生，何況

是生活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國家，但不需過

於擔心，擁抱各種非洲式驚喜，才能認真

享受當下。 

Hakuna Mat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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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動機 

       坦尚尼亞（Tanzania）—  一個位於非洲東部的國家。即使因

「Safari」動物大遷徙的自然奇景聞名，而為該國帶來可觀的觀光收入，

但坦尚尼亞大部分的區域仍以基礎農業為生。當地人民教育程度普遍不

高，往往在受過初等教育後便直接投入職場，沒有繼續升學，因此落入

了教育程度低落導致經濟困頓的惡性循環。此外，該國教育資源分布不

均且教育人才極度短缺，經濟發達的都市有專業師資的服務，而偏僻地

區師資與教育資源卻嚴重不足，甚至出現了高年級生需要同時擔當低年

級生老師的現象，師資上的差異使得城鄉差距不斷擴大。 

  

        在聯合國的資助之下，坦尚尼亞政府當局希望藉由補助學費，以及

大量興建中、小學學校，鼓勵學生上學，積極改善當地的教育程度。也

因為受到全球化風潮的影響，坦尚尼亞官方積極建設完善的網路系統，

期望與世界接軌。但是，在偏遠地區連師資都匱乏的情形下，即便提供

給當地網路資源，在沒有專業師資的教導下也無從妥善利用，反而造成

資源的閒置與浪費，且電力供應也有著極大的問題。 

  

        在相距 9900 公里之外的我們看見了問題的所在，於 2008 年國立

清華大學志工中心成立了「坦尚尼亞教育志工團」，邀請曾在坦尚尼亞

服務多年的法國籍神父── 龍若望神父（Fr. Jean Pascal Lombart）擔

任領隊及顧問，努力將台灣豐富的資源傳遞給渴望知識的坦國學童。 

  

    我們從給予電腦硬體設備、建立一間電腦教室作為志工團服務的起始

點，結合清華大學以資訊、自然科學專長的優勢，以及具有專業教育背

景的竹師教育學院的成員，期望藉由學生的力量，可以為當地提供電腦

軟硬體方面的幫助，且增強當地教育風氣。希冀在逐年的努力下，能夠

讓當地使用電腦的普及率提高，進而縮短當地居民、孩童與世界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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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獨立運作的資訊中心 

       本次運送 100 台桌電和 14 台筆電至坦尚尼亞，於合作學校增設電腦教室。透

過電腦培訓課程培育該校種子教師，並在課後有成果發表以及試教等活動，確保在

本團服務結束返國後，教師仍具備電腦資訊教學之能力。本團亦將於課程中，施作

基礎電腦硬體維修訓練，即使志工團服務結束，當地仍有自行排除硬體問題之能力，

使資訊教育不因硬體等設備問題而間斷，得以持續發展。 

  

延續拓展教育網絡 

 新 訪 ： 探 訪 位 於  Dar  es Salaam 、 Bagamoyo 、 Arusha 、 Dodoma  以 及

Morogoro 未曾合作過的學校，對教育資源及環境進行紀錄與初步評估，傳承給

下屆志工團，納入未來服務學校的合作名單。 

 回訪：探訪位於 Dar es Salaam、Bagamoyo、Arusha 及 Zanzibar 曾經服務過的

學校，檢視電腦是否有被妥善保存及利用，以及資訊教育課程之運作情形。志工

團的宗旨在於永續發展，已經邁向第十二年的我們希望藉由每一屆的累積，使當

地與世界更緊密的連結。 

  

激勵當地學童學習熱忱 

        我們將延續以資訊教育為主軸，輔以多元學習的架構，進行社會人文、自然科

學、團康活動與台灣文化介紹的教學課程。安排科學實驗的課程，藉由簡單的實驗

加以親手操作或演示，讓他們從實驗現象理解科學原理的奧妙。此外，我們也舉辦

台灣日活動，藉由活動讓當地學生認識台灣以利文化交流，並結合所學的網路資源，

探索新的世界。 

  

傳遞服務精神 

        本團於當地服務期間，將會以影像及文字等等方式記錄當地服務之情況，在回

國後統整集結為成果報告書。透過記者會、出版、演講、志工週、義賣等方式，將

本團於當地服務的故事、情況分享給大家，希望能激發大眾對於社會教育、文化、

環境議題的關懷與思考，並進而吸引更多人投入各項志工服務。 

二、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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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電腦課程規劃 

        在資訊教育的部分，團隊一直在基礎的電腦軟體教育上有所耕耘，像是

Microsoft office的Word、Excel等，給予當地孩童最基本的電腦應用技能。今年計

劃除了基礎電腦課程外，增加進階的電腦課程規劃，如相片編輯、離線資源等課程，

讓已服務過的學校學生增加對於電腦更多元的應用，以及了解各項科技應用的原理。

此外還有搜索器與網路倫理課程，幫助當地許多略過學習電腦搜索功能階段直接進

入手機App應用程式的學子，了解利用善用搜索器可以用來發掘許多網路強大資源

並幫助學習。 

  

探訪體制外新學校 

       歷年來團隊合作對象多屬私立學校，而對於當地多數依賴政府經費提供免費義

務教育的公立學校來說，資源相對較為豐富。公立學校在資源條件相對匱乏的情形

下，學生競爭力不如私立學校。希望藉由今年拓點探訪，能夠更深刻的瞭解受限於

政府預算編列體制下的學校，我們團隊能夠進一步提供哪些更有效的資源挹注與配

套課程，同時也帶回更多不同以往的故事，以更具廣度的面向認識坦尚尼亞。 

  

服務地點拓展至中部地區 

        這十年來，服務地點為沿海地區城市居多，且大多服務學校在這些年持續的服

務下，資訊教育已逐漸完成、成型，經過回訪的觀察已有自立資訊教育的能力。今

年團隊將把部份重心轉移至中部地區的學校考察，以 Morogoro 及 Dodoma 兩地

做為主要探訪的區域，為下一年度可能合作對象作初步調查與溝通，建立當地聯絡

網，並達成合作共識，進一步規劃服務課程設計方向。 

三、本次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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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摘要 

執行團隊 l 國立清華大學坦尚尼亞國際志工團 

執行時間 l 2019年7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 （共44天） 

執行地點 l 東非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 

 在當地提供電腦資

訊教學和相關訓練

課程 

 培訓學校種子老師 

 勘查檢修電腦狀況 

資訊教學 文化交流 回訪與拓展 

 台灣文化日 

 戶外實作課程 

 體驗當地文化 

 參訪新學校，評估 

       進一步合作的可能 

       性 

   回訪過去服務學校 

 推行子計畫 

二、計畫實施學校 

 
6 

2 
4 1 

5 
3 

Dodoma 
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 

Zanzibar 
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 

Morogoro 
Holy Cross Pre & Priamry School 

Dar es Salaam 
Little Sister Community 

Bagamoyo 
Marian Pre & Priamry School 

1 

5 

4 

3 

2 

Arusha 
Nanja Secondary Schoo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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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U Tanzania 2019 Schedule 

# Date Day Place Event 

1 2019/7/7 Sun NTHU 從台灣出發 

2 2019/7/8 Mon Dar es Salaam 抵達 Dar es Salaam  

3 2019/7/9 Tue 處理生活事物，拜訪St. Joseph 學校、 

檢測及維修電腦教室 

4 2019/7/10 Wed  

Little Sister Community 進行教學 5 2019/7/11 Thu 

6 2019/7/12 Fri 

7 2019/7/13 Sat 

8 2019/7/14 Sun 彌撒及參觀都市 

9 2019/7/15 Mon Dar es Salaam 

/ Zanzibar 

前往Zanzibar，檢測及維修電腦教室 

 

10 2019/7/16 Tue Zanzibar 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 

進行教學 11 2019/7/17 Wed 

12 2019/7/18 Thu 

13 2019/7/19 Fri 

14 2019/7/20 Sat Zanzibar / 

Bagamoyo 

前往 Bagamoyo 後檢測及維修電腦教室 

15 2019/7/21 Sun Bagamoyo 

 

彌撒及在孤兒院進行活動 

16 2019/7/22 Mon Marian Pre & Priamry 對學生進行教學 

(class 5) 17 2019/7/23 Tue 

18 2019/7/24 Wed Bagamoyo / 

Morogoro 

參觀城鎮及前往 Morogoro  

19 2019/7/25 Thu Morogoro 

  

於Morogoro拜訪學校及維修電腦教室 

20 2019/7/26 Fri 拜訪Holy Cross Pre & Priamry 

21 2019/7/27 Sat 參觀都市 

22 2019/7/28 Sun 彌撒、參觀校園及拜訪神父 

23 2019/7/29 Mon 與JUCO大學開會及拜訪學校 

24 2019/7/30 Tue 

25 2019/7/31 Wed 

26 2019/8/1 Thu 於Holy Cross Pre & Priamry建電腦教

室及對老師進行分組教學 

27 2019/8/2 Fri Morogoro/Do

doma 

前往Dodoma，於St. CLARA Mlali建立

電腦教室 

28 2019/8/3 Sat Dodoma 

 

St. CLARA Mlali進行教學 

29 2019/8/4 Sun 前往Dodoma市區 

30 2019/8/5 Mon 於Dodoma拜訪學校 

31 2019/8/6 Tue 

32 2019/8/7 Wed 

三、當地行程 

 
 

13



33 2019/8/8 Thu Dodoma 

/Arusha 

前往 Arusha，於 Nanja Secondary 

school 建立電腦教室 

34 2019/8/9 Fri Arusha 

 

Nanja Secondary School進行教學 

 35 2019/8/10 Sat 

36 2019/8/11 Sun 彌撒以及在 Nanja Secondary School進

行教學 37 2019/8/12 Mon 

38 2019/8/13 Tue 於 Nanja Secondary School進行文化日 

39 2019/8/14 Wed 換錢及義賣公關品採買 

40 2019/8/15 Thu 活動總檢討 

41 2019/8/16 Fri 拜訪學校 

42 2019/8/17 Sat 拜訪學校及義賣公關品採買 

43 2019/8/18 Sun Arusha 離開坦尚尼亞 

44 2019/8/19 Mon Taiwan 抵達台灣 

「相信你我的力量， 
  可以成就更不平凡的一切，謝謝有你的存在。」 

14



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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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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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團長 

協助團長 

團長代理 

公關股 

經費募集 

物資籌措 

媒體曝光 

社群軟體 

課程股 

課程規劃 

聯絡當地學校 

電腦維護 

團員培訓 

文書股 

文案撰寫 

講義排版 

文宣品製作 

獎學金申請 

生活股 

機票處理 

會計 

疫苗注射 

海運裝箱 

團長 

領導團隊 

對外發言 

整合團務 

掌握進度 

一、組織架構與職責 

16



 

 

 

 

 

 

 
 

副團長 呂祐萱 Lisa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大四 

清華大學醫環系系學會 副會長 

 

 

 

 

 

 

 

 

 

公關股股員 郭欣茹 Angle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大三 

清華大學女排校隊 

 

 

 

 

 
 

 

 

 
課程股股員 林玟萱 Mickey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大三 

清華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學會 會長  

清華大學救護社 社長  

 

 

 

 

 

 

 
 

團長 林宥廷 Timmy 
數學系 大三 

高中足球社 社長 

 

 

 

 

 

 

 

 

 

公關股股長 邱于宸 Yuchen 
生科院學士班 大一 

高中熱舞社 公關儲備幹部 

 

 

 

 

 

 

 

 

 

課程股股長 溫戴豪 Wesley 
電機工程學系 大三 

清華大學載物書院 留宿委員  

清華大學北友會 大家長  

二、團隊成員介紹 

17



 

 

 

 

 
 
 
 

文書股股長 詹宜潔 EJ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大四 

清華大學梅竹工作會公關 副部長 

清華之愛社 活動長 

 

 

 

 

 

 

 

 

文書股股員 吳泱倩 Mandy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大三 

清華大學竹風兒服社 美宣股 

環文系系學會 文書股 

 

 

 

 

 

 

 

 

生活總務股員 林詩容 Bean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清華大學Vusic 室內樂社 活動股 

*出團期間因身體不適，退出團隊，提前回台。* 

 

 

 

 

 

 

 

 
課程股股員 袁泰智 Michael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大一 

兒童之家活動志工 企劃長 

清華大學人聲樂創 社員 

 

 

 

 

 

 

 

 

文書股股員 蔡𡟄仙 Sara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大一 

清華大學諮商中心志工團 團員 

清華大學女羽校隊 隊長 

 

 

 

 

 

 

 

 

生活總務股長 張之怡 Zebecca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大一 

清華大學馬術社 社員 

清華大學生科系羽 

 

 

 

 

 

 

 

 

華碩志工 龐歡妮 Stiev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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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分工 

團   長－林宥廷：主持每週例會、學校聯絡窗口、對外發言 、掌握各股進度、  

                           團隊與領隊橋樑 

副團長－呂祐萱：協助團務、代理團長 

二、時程規劃與檢討 

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分股、選出團長 11月 11月 

確定寒訓時程 12月 12月 

掌握團隊進度 11月-6月 11月-6月 

對外發言 1月-6月 1月-6月 

處理學校行政 2月-6月 2月-6月 

確定行前訓時間 5月 5月 

三、運作成果檢討 

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每週例會 每週一次，流程包括： 
團長行政報告、各股報告、
英文時間。 

1. 團員出席狀況不甚佳，請假
不夠慎重。請假應填寫請假
表單，並和領隊、副領隊、
團長共三人提前報備。然而，
團隊在四、五月的請假次數
增加，請假程序也逐漸變得
不嚴謹 。 

2. 應加入團員的企業簡報練習
環節，讓團員都有能力清楚
的介紹團隊。 

營前檢討：行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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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寒訓 1. 整理風三 
2. 學習檢修電腦 
3. 完成募款箱 
4. 討論寒假進度 

1. 檢修教學，因空間不足
讓每個團員能清楚看見
演示，明年建議至寬敞
地方集中展示。 

2. 寒假進度太少，應督促
各股多多利用寒假完成
待辦事項。 

掌握各股進度 1. 參與各股交接，並加入
各股討論群組 

2. 關心各團員身心健康、
課業壓力 

每周例會各股應繳交的報告
資料應嚴格要求於例會前一
天晚上繳交。 

對外發言 義賣、企業簡報、記者發表會、
獎學金申請簡報及百人會等等
活動 

建議能讓其他團員也有機會
學習對外介紹團隊。 

學校聯絡窗口 協助各股及時將團隊資料呈交
給學校 

面對學校窗口的各事務都要
積極主動，與姐姐建立良好
關係，利於後續事務的處理。 

行前訓 時間：6/24~6/27，7/3~7/6，
前半部分檢驗課程爲主。 

四團都須各自向課務組借用
風三，場地相抵觸的時間要
提早去借其他場地。 

五、與他股合作事項及檢討 

合作股別 合作事項 合作問題 解決方法及檢討 

公關股 一起處理對外事務、
填寫線上報告 

記者會廠商邀請一
事，團長與其他團
溝通上有誤，導致
延誤邀請贊助廠商 

一向都是自己團邀請
自己的贊助廠商，不
會是由一團主要負責 

文書股 協助完成各獎學金
的申請 

部分資料需填團隊
負責人，但因聯絡
方便性有時不清楚
要填文書還是團長 

可與上屆的團員詢問
清楚，避免資料書寫
有誤 

生活總務股 協助電腦的檢修、
海運裝箱、場地的
借用、開收據 

無 無 

課程股 協助課程事務安排 寒訓，行前訓的規
劃由課程股負責規
劃，行政股並沒有
參與 

團長，副團長應參與
課程股規劃寒訓和行
前訓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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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須注意事項 

七、建議延用事項 

八、建議發展事項 

1. 每周例會英文時間應堅守持續性。即使後期團隊事務繁忙，仍應保持每周都有。 
 

1. 團長、副團長保持低課業壓力。 

2. 事前通讀成果報告書時，可以做一份時間表，把所有股應注意事項紀錄下來；

每次例會前要討論某事項時，就可以先複習去年所遇到的問題，再帶領團隊

討論做相應的調整。 

3. 各股都有高年級和低年級的成員，學習溝通與激盪更多想法。 

1. 建議明年寒訓時就開始討論活動課程的基本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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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長－邱于宸：募資平台企劃案、官網及粉專管理 

股員－呂祐萱：義賣 

           郭欣茹：募資平台 

共同合作－電贊、教授信、購買公關品 

一、組織分工 

二、組織分工檢討 

1 問題：工作分配不清楚。 

 

實際情況：後來有新股員加入，沒有重新分配工作，股內各工作負責人

不明確，期限將近才緊急完成。 

 

解決與改進方案：有新團員加入時，要分配清楚各工作負責人及歸屬權，

及明確訂定完成日期。 

三、時程規劃與檢討 

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電贊 5月 5月 

粉專經營 12月 12月 

官網經營 12月 2月 

義賣 6月 6月 

公關品採買 6月 6月底、7月 

募資平台 5月底 5月底 

教授信 4月 4月底 

當地採買 出團期間 8月15、17日 

回饋 回國 回國 

營前檢討：公關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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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作成果與檢討 

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電贊 1. 曾經贊助過的公司 

2. 捐助物資之公司 

3. 基金會 

4. 宗教團體 

 

1. 寒假期間將所有電贊名單，

包括宗教團體、基金會等整

理好，一開學就可以分給團

員開始電贊，盡早開始打電

贊，於四月底、五月初完成

電贊名單。 

2. 除了舊有名單之外，也要開

發新的名單，可以從教會開

始打，初期就可以從募投影

機開始。 

3. 電贊資料要紀錄明確，用表

格登記，包括電話時間、二

次追蹤負責人等，後續追蹤

要確實。寄email 需要回電

確認是否有收到，並確認對

方意願。 

4. 可刪掉歷年沒有回覆的，不

能直接拿上一屆的名單，避

免打到重複的電話。 

5. 信箱盡量用自己的信箱 ，避

免用團隊信箱寄到對方的垃

圾信箱。 

6. 統一一個人負責電贊回覆，

才不會重複回電 

義賣 1. 綠市集 

2. 校外義賣6次 

 

1. 物品要分配好項目，可避免

後期物品缺乏。 

2. 建議義賣價格固定。 

募資平台 募資達標 1. 有宣傳團隊效果，也因募資

平台為線上捐款，故對國外

或遠距離捐贈者較為方便。 

2. 可依照當年資金狀況做調整

金額及回饋方式。 

3. 募資企劃案製作時間長，義

賣品需大量購買，且多數為

親友捐贈，效用沒有預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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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校園徵才博覽/

職業說明會 

 

1. 清大場次 
2. 交大場次 

1. 時間投入多但效用不大 

2. 說明會為一小時場次，建議

可去中小型公司。 

粉專 

 

1. 定期發文 1. 至少每周一篇文章 

2. 建議可增為兩位負責人 

百人會 1. 現場宣傳 1. 要更積極介紹團隊內容 

記者會 1. 義賣、企業簡報、記者

會、獎學金申請簡報及

百人會等等活動。 

1. 應讓其他股員也有機會對外
介紹團隊。 

公關品 1. 當地公關品購買 1. 五月底前確認好，六月初必

須下單，避免商品從國外寄

來會壓底線。 

教授信 1. 校內教授 

2. 語言中心老師 

1. 可以提早到二三月寄送，因

後期會沒有時間寄送。 

2. 格式統一，注意抬頭 

3. 每個教授單獨寄送 

五、與他股合作事項及檢討 

合作股別 合作事項 合作問題 解決方法及檢討 

行政股 募資 募資過程資訊不對等 定期回報負責企業、

個人捐贈等狀況。 

總務股 開立收據 與課外組聯繫確認，

開立收據時程過長。 

開完收據後要回報，

避免資訊不同步，造

成後續開立兩張收據

或是沒有開到收據等

情形。 

生活股 確認募集物資 後期才提供需募資清

單，造成錯失可募集

機會 

提早提醒各股提供需

募資物品 

文書股 各式企畫書 無 無 

課程股 提供所需募集物資 後期才提供需募資清

單，造成錯失可募集

機會 

提早提醒各股提供需

募資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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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須注意事項 

七、建議發展事項 

1. 可透過團員不同系所，追蹤校方資訊爭取多方面資金合作來源。 

2. 不要單純從電贊來增加金額。 

3. 每個人都是公關的一部份，透過個團員開發管道。 

  

 

1. 建議明年寒訓整理電贊名單，提早準備下半年所需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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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分工 

二、組織分工檢討 

1 問題：股內工作分配不清楚。 

 

實際情況：股內沒有將職責分配清楚，造成運作時有問題常不知道 

                 找誰負責，股內工作也沒有訂期限，期限將近才緊急完成。 

 

解決與改進方案：每周固定線上通話或當面開股內會議，每項工作清楚 

                           分配負責人及歸屬權，並明確訂定完成日期。 

2. 問題：新課程大修改 。 

 

實際情況：課程股未和領隊確認好對新課程更詳盡的方向及內容，導致

第三次驗課才發現團員準備的內容方向錯誤，許多地方都需要再做大幅

調整，未達到三驗課程應有的標準與質量。 

 

解決與改進方案：課程股、領隊和課程負責人三方須一同討論新課程所

有架構和具體要求，課程股要時常關心新課程籌備情形和進度，且新課

程需在第一次驗課前將教案、上課簡報及學生講義讓領隊確認，之後所

有驗課皆須錄影，若領隊未能到場也讓在看完影片給出修改建議。 

3. 問題：團員退團。  

 

實際情況：中間由於一位課程股團員退團，已經安排好的課程內容無人

認領，需要重新安排課程負責人，大家任務加重，加上課業問題較無法

應付。  

 

解決與改進方案：盡量做到任務量公平的分配，驗課時間的安排注意錯

開大家期中期末考試。 

股長－温戴豪：任務分工、聯絡和協調各股事務、製作驗課和行前訓行程表、 

                        物資採購 

股員－林玟萱：製作課程股現有物資和購買清單、聯絡華碩志工、印製及排版 

                        課程講義 

          袁泰智：製作檢修電腦表單和驗課回饋單、翻譯課程股海運物資清單、 

                        檢修電腦SOP 和軟體準備 

共同合作－整理課程股物資、標課、驗課反饋，研發開發課程、企劃書相關資料  

營前檢討：課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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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程規劃與檢討 

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股內交接 十二月前 十二月前 

標課程 十二月中 十二月中 

學習檢修
電腦 

寒訓期間 
（1/12-1/13） 

寒訓期間 
（1/12-1/13） 

表列物資、
購買清單 

寒訓期間 
（1/12-1/13） 

寒訓期間 
（1/12-1/13） 

借用檢修
場地 

二月底 三月中 

採買課程
股的海運
物資 

三月中 三月底至四月初 

檢修電腦
SOP 和 
軟體準備 

三月中 三月底至四月初 

檢修電腦 三月底至四月初 四月初 

一驗課程 三月底 三月底至四月初 

二驗課程 四月底 四月底 

三驗課程 五月底 五月底 

四驗課程 行前訓期間 
（6/24-6/27、 
 7/3-7/7） 

行前訓期間 
（6/24-6/27、 
 7/3-7/7） 

學生講義
和回饋單 

行前訓期間 7月6日 

複習檢修
電腦 

行前訓期間 7月5日 

聯絡服務
學校與 
編排當地
課表  

二月開始至六月 六月底前預排課表  
實際聯絡學校要至 
當地才能確立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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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作成果與檢討 

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課程股交接 了解大致課程股工作情況。 當時對各種事項還是太模糊，

建議定時和學長姐聯絡及討論

各事項。 

標課程 在例會簡單說明並請大家回去

了解各課程內容，隔周直接標

課程。 

大家並不清楚課程難易度，尤

其是Office課程有分初階和進

階，對負責人壓力太重，應於

當下和全團說明此情況，視個

人意願和能力去做分配。 

寫教案 簡易教案，含教學目標、流程

及所需教材 

簡易教案無法看出太多教學情

境脈絡，驗課才發現很多問題，

建議應寫完整教案，在例會和

所有人及領隊討論，使之更完

善及精確。 

物資採購 寒訓時整理風三並製作出課程

股現有物資和購買清單 

1. 海運前物資採買倉促，建

議寒訓前就要連絡上一屆，製

作並清點課程現有物資和購買

清單，盡早和生活股聯絡完成

採買或請公關股幫忙募物資。 

2. 今年購買Raspberry Pi 3版

本不支援資料庫，要更注意軟

體版本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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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檢修電腦 1. 寒訓期間邀請學長回來

分享如何掃毒殺毒及硬

體簡易教學。  

2. 開學後（三月中）借到

檢修電腦的場地。 

3. 第一次檢修電腦非常混

亂，沒有準備足夠的隨

身碟，之後檢修完部分

團員未即時填寫線上表

單。 

1. 團員只是看著學長示範，

等到後面真正檢修電腦有

很多人不太會，建議分小

組教學及實作，才能確實

學習與應用。 

2. 檢修場地需要空間大、防

潮及有電力，要提早先請

每個團員去問自己的系館，

或是提早租借清齋地下室。 

3. 地下室網路訊號不穩，需

用隨身碟安裝軟體，建議

所有軟體都要事先準備完

成放在隨身碟，考慮到一

人可以同時檢修多台電腦，

隨身碟數量可以估算多一

點。 

4. 檢修完未即時線上填寫表

單，致後續作業混亂，建

議可將檢修表單印下貼在

牆上，讓大家隨時確認和

更新檢修情況。 

驗課 1. 一驗和二驗課程： 

     每堂課程負責人和課程股   

     約時間進行驗課，驗課須  

     備齊英文上課簡報和學生  

     講義，一驗課程股單純聽 

     課給建議，二驗跟著台上   

     老師操作。 

2. 三驗課程： 

     全團用電腦跟著台上操作， 

     課程股準備虛擬機和英文  

     版軟體，每堂課程結束後 

     回饋，課程股將所有課程 

     建議及回饋建文件檔上傳 

     雲端。 

1. 新課程三驗才發現方向不

對，課程股要特別注意新

課程籌備情形和進度，且

新課程需在第一次驗課前

將教案、上課簡報及學生

講義讓領隊確認，之後所

有驗課皆須錄影讓領隊能

在每一次看完給出修改建

議。 

2. 每次驗課給的回饋建議務

必清楚且具體地條列出來，

各課程須在下次驗課時先

說明改了哪些地方，需要

助教幫忙甚麼等。 

3. 共驗四次課，但三驗和四

驗太接近，加上期末考試，

成效不大，建議下一屆可

以視情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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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他股合作事項及檢討 

合作股別 合作事項 合作問題 解決方法及檢討 

領隊 新課程規劃 課程股未能和領隊

確認好對新課程更

詳盡的方向，導致

第三次驗課才發現

準備的內容有誤，

需要做很大的修改。 

課程股、領隊和課程

負責人須一同討論新

課程所有架構和具體

要求，且需在第一次

驗課前將所有內容讓

領隊確認，之後驗課

皆須錄影讓領隊即時

修改問題及建議。 

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驗課 3. 行前訓四驗後： 

     確認最終上課簡報、學生 

     講義和回饋單。行前訓的 

     第二次驗課請主要課程的 

     第二負責人上課，大家在 

     線上填寫各課程的回饋單。 

 

4. 當地服務可能會需要同時

上很多課程，所以主要課

程的兩位負責人皆須具備

初階和進階的教學能力，

今年我們忘記在一開始告

知大家，造成後來各課程

備課上的困擾，明年需盡

早說明和準備。 

5. 課程進行時，部分團員在

下面做自己的事情，或到

了下午專注力下降，沒有

跟著台上講者一起實作。

建議把互動性高或是實作

課排在下午。 

6. 建議提早租借小蜜蜂和攝

影器材，有助大家習慣上

課說話方式及記錄教學時

的口語表達。 

聯絡服務學

校、編排當

地課表 

事實上無法和全部的學校事

先聯絡，到當地才可確定課

表。 

1. 要先詢問領隊哪些學校較

需哪些軟體進階課程。  

2. 雖然無法確定，但需要先

預排一個可能的課表到當

地和學校溝通。 

3. 多和領隊溝通，盡早聯絡

上學校，也可以參照往屆

成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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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盡早聯絡學校，課堂助教可以不用提前排，到當地根據課表實行輪班制。  

2. 課程股一定提前要做好電腦檢修的相關事宜檢查，像是網路、電路、殺毒情況  

    及檢修流程。  

3. 檢修時，要做好螢幕及主機型號編號紀錄，一定要編號。提醒大家調電壓、放 

    防潮劑。  

4. 驗課前課程股要私下和課程負責人溝通詢問課程的準備情況，比如器材準備是 

    否齊全、PPT 是否做完等等。  

5. 出團前確認電腦教室及簡易電腦教室 SOP，教導全團確保團員皆了解。  

6. 提前做好當地的分工：檢修電腦、物資、與校方溝通、場控等事項之負責人。  

7. 提前找好電腦檢修及存放地，建議要能防潮、空間夠大、至少四個以上的插座、  

    有電梯、車可以開到門口、不會吵到太多人、可以上鎖且安全。  

8. PPT和講義製作需要軟體介面截圖時，注意用和當地系統一樣的軟體 

    英文版本截圖。 

 

七、建議沿用事項 

1. 進階課程難易程度可以本屆初階和進階課程的內容。  

2. 因不確定學校學生數，教具器材等準備數量不清楚時，大概以100份為基準準備， 

    講義大概準備40份。 

3. 課程股準備虛擬機和英文版軟體，第一次驗課就要求完整英文版上課簡報和學生 

    講義，且將各課程回饋打成文件檔，各課程須在下次驗課時說明改了甚麼地方。 

 

八、建議發展事項 

1. 需要購買的物資，首先尋求相關企業拉贊助，再考慮是否要購買。   

2. 每做一件大工作就即時紀錄和寫檢討，以免後來成果報告書需要時遺忘。 

3. 和團員一起討論，準備可以帶到當地的軟體與教學資源。 

合作股別 合作事項 合作問題 解決方法及檢討 

生活股 課程股海運物資 課程股海運物資數

量、品項和英文名

太晚確認完成，且

要海運的筆電沒有

溝通好，導致今年

運了3台壞掉筆電。 

多和上一屆溝通確定

資訊，另外務必溝通

好物品的放置處，且

確保物資都有海運出

去。 

  

公關股 課程物資募集 課程需要用投影機，

這次都是透過募集

得到，減少了不少

花費。但太晚告知

公關。 

建議下一屆課程股還

不清楚需要甚麼物資

時，優先呈報投影機。 

六、其他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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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分工 

股長－詹宜潔：行前手冊、小宣 

股員－吳泱倩：名片 

          蔡𡟄仙：校慶展板 

共同合作－團服、企劃書、獎學金申請、活動專案、成果報告書 

二、時程規劃與檢討 

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一頁企畫書 12月中 12月22日 

五頁企畫書 12月底 12月24日 

名片 寒假結束前 2月3日 

小宣 寒假結束前 2月3日 

團服 寒假結束前 3月8日 

募款箱 1月13日（寒訓） 寒假結束 

華碩企劃書 3月前 2月20日 

華碩獎學金 3月前 2月20日 

青發署獎學金 4月前 3月28日 

外交部獎學金 4月前 3月28日 

公益領袖獎學金 4月前 3月29日 

築夢獎學金 4月18日 4月17日 

華儒漢儒獎學金 5月6日前 4月27日 

新光獎學金 5月底前 5月17日 

中正獎學金 六月初 6月4日 

行前手冊 行前訓前 6月23日 

營前檢討：文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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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團服 1. 徵稿 

2. 製作 

1. 每年要有自己團隊特色，

盡量不要承襲上一屆的

設計風格。 

2. 徵稿、找廠商時間要提

前到寒假前完成，否則

可能會因為過年例假影

響製作流程。 

3. 除了尊重設計者想法，

文書也要適時有自己的

堅持。 

4. 成品出來時也要再確認

廠商是否有疏失。 

名片 名片印製完成且送出部分後才

發現內容有誤 

名片製作過程中，都要多次

確認內容是否正確，確實做

好校稿 

校慶展版 做好成品後，交給學校和印刷

出來的內容有落差 

課指組定稿後要再三確認是

否有紕漏 

企劃書 1. 一頁版 

2. 五頁版 

3. 華碩企劃書 

4. 公部門版 

 

1. 一頁版小宣要和公關確

認尺寸及印刷數量。 

2. 企劃書要給領隊審核，

需要提前一至二周繳交，

預留讓領隊過目及股內

修正時間。 

3. 企劃書要有完整性，風

格要一致。 

4. 設計封面時不一定要侷

限在非洲印象裡，可以

多元參考設計樣式。 

5. 完成企劃書時要再次確

認繳交內容是否齊全。 

獎學金 1. 青發署：25 萬  

2. 外交部：今年未提供  

3. 華碩：10萬  

4. 公益領袖：16 萬  

5. 逐夢：12 萬  

6. 華儒/漢儒：3 萬  

7. 中正：2 萬 

1. 當地學校邀請函要求須

盡早提出。 

2. 要提前一至兩禮拜繳交

至課指組，讓公文可以

更順利完成 

三、運作成果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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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他股合作事項及檢討 

合作股別 合作事項 合作問題 解決方法及檢討 

領隊 1. 審核企劃書 

2. 索取學校資料 

無 無 

行政股 協助完成各獎學金

的申請 

 

部分資料需填團隊

負責人，但因聯絡

方便性有時不清楚

要填文書還是團長 

要跟團長事先溝通

好負責人的填寫。 

公關股 文宣印刷 小宣印刷形式大小

及色彩、需要印刷

及數量有時前一天

才告知，過於匆忙 

印刷形式在完成前

先跟公關商討。並

請公關若需要印刷，

及早告知。 

課程 1. 協助回饋單的

收集及彙整 

2. 企劃書的課程

文件 

1. 回饋單彙整困難，

其問題有些艱深。 

2. 企劃書所需資料

形式和文書所用

不合。 

1. 建議協助校稿問

題的適切性及彙

整的製作。 

2. 事先和課程說明

繳交形式。 

生活總務 企劃書所需預算表 後來發現預算表的

預估與實際支出相

差甚大。 

建議使用去年成果

報告書的結算表較

不會估算錯誤 

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行前手冊 1. 頁碼排版出現瑕疵 
2. 各股繳交檔案類型不一，

要重新置入內容 

1. 手冊要在行前訓前一個
禮拜送審，在行前訓前
印刷完畢 

2. 內容要考慮黑白還是彩
色印刷的成果 

3. 頁碼使用置中較不會有
排版錯誤的問題 

4. 當日行程多一欄可以讓
團員勾選瘧疾藥的選項 

5. 明確告知各股繳交檔案
使用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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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須注意事項 

七、建議延用事項 

八、建議發展事項 

1. 團員志工手冊募集：青發署獎學金需要二分之一以上團員有志工手冊才可以 

   申請獎學金 

2. 一開始就要注意各獎學金的截止日期，並事先規劃時程。 

3. 名片印刷在水木二樓影印可提供印一次免費，不限盒數。 

4. 若有團員退團要注意各獎學金的團員更動規則。 

1. 名片製作時可以多一空白欄位提供團員彈性書寫其他資訊。 

2. 當地的每日統一衣服通常會少一件，訂團服時可以討論要一人兩件團服或  

    跟廠商多訂一套素T，也較有機會和廠商喊低價錢。 

1. 編輯檔及完成最終檔都可以上傳雲端供下一屆參考。 

2. 一開始運作就先規劃各事項的時程表，並持續更新。 

3. 有順序性安排每周例會紀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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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分工 

股長－張之怡：統籌生活總務股、總務公帳戶與私帳戶管理、出納會計報帳、機  

                        票保險、役男處理。 

股員－林詩容：海運相關、行李分配、防疫、採購團隊生活品。 

三、時程規劃與檢討 

二、組織分工檢討 

1 問題：組長沒有監督進度，各作各的事情。 

 

實際情況：資訊不對等，例如：股長不太清楚海運相關文件，股員不太 

                 清楚帳戶問題，當其中一個成員不在場時，另一位成員無法 

                 幫忙回答相關問題。 

 

解決與改進方案：建議可以固定有股內例會，線上當面都可，互相報告 

                           事情處理進度。 

 

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疫苗資訊搜尋 12月  12月  

A 肝疫苗第一劑接種  12月下旬 12月底前 

接洽旅行社、連絡海運 
公司、安排海運事宜 

12月下旬 
 

12月下旬 
 

B 肝疫苗接種 
（第一劑及抽血） 

1月初 1月初 

完成生活股預算表， 
總務統整各股預算 

2月初至 
2月中 

2月初至2月中 

安置電腦 3月底 4月初  

1. 生活股 

營前檢討：生活總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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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電腦配備裝箱、
貼標、表列海運
清單 

4月初 4月底 

風三生活股 
物資清點 

2月中上旬 2月中上旬 

進行海運的 
公文流程 

2月確認 2月確認 

貨物託運至基隆
港，裝船、出港
（預計 80 天後抵
達坦尚尼亞） 

3月底 
4月中到4月底  
7月底抵達 

海運匯款，核對
文件明細 

5月中  5月中 

將海運公文寄至
坦尚尼亞（用於
先行清關） 

5月中 5月中 

黃熱病疫苗接種 5月 6月下旬  

彙整出國前注意
事項、空運清單、
製作物資明細及
分配清單、購買
當地所需醫療及
衛生用品 

5月初至5月底 5月初至5月底 

A 肝疫苗第二劑 6月初至6月底 6月初至6月底 

破傷風疫苗接種、
領瘧疾藥 

6月底 6月底 

採買出團物資 6月初 6月底 

再次提醒行前的
注意事項、空運
行李分配裝箱 

行前訓 行前訓 

二、總務股 

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製作報帳表單及
確立流程 

12 月 12 月 

確認各股預算表 1月初 1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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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確認機票價格，
給付訂金 

1月 2月 

完成機票開票 5月中 5月中 

跑暫借款公文 5 月中 6月中 

收到暫借款 6月底 6月底 

購買旅遊不便險 6月底 6月底 

換錢 行前訓 行前訓 

役男申請 6月 6月 

確認收支情形 
全程 
（加上回國後） 

全程 
（加上回國後） 

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海運事宜 
共計107箱 
（內含：90台桌電、20台
筆電、 6箱物資） 

1. 海運清單要求各股如期繳
交，以免造成麻煩。 

2. 及早確定項目不要一直更
改品項。 

3. 不要海運食物，清關會有
問題。 

4. 確認各股物資是否必要，
例如：寶特瓶可以在當地
取得就不用海運。 

5. 筆電盡量不要海運，避免
海運有狀況時，當地課程
無法應急。 

6. 裝箱用的報紙盡早向各地
方蒐集，不要用買的。 

7. 電腦和裝箱編號要先與課
程股作好協調。 

8. 記得事先放好乾燥劑，以
免要拆箱重放。 

四、運作成果與檢討 

1. 生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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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疫苗、 

抗瘧疾藥物 
1. 比上一屆多了麻疹 

1. 疫苗的排程跟不能同時打

的問題，要再第一次去掛

家醫門診時，一次問好醫

生所有疫苗狀況，再直接

報告給團員。 

2. 團員確實回報施打疫苗狀

況，股內要確實紀錄且定

期催打。 

3. 各疫苗價錢要先估出來給

團員。 

4. 挑選瘧疾建議不要選擇藥

效太強的避免副作用。 

2. 總務股 

項目 運作成果 檢討 

機票訂購 

1. 共15張，中間退票1張，

故共14張。 

2. 旅行社附贈：一人一

條行李束帶和一吊牌。 

1. 旅行社的機票與物資是6

月底才寄，但行前訓繁忙

會沒有時間處理此物資，

建議把這些物資跟防蚊液

等生活品一起發放。 

2. 團內私帳戶金額要維持好，

因為機票尾款是筆大金額。 

報帳核銷 

1. 再三確認好報帳開收據的

各種方式，也要和團員報

告，大家才不會都不清楚。 

2. 提前告訴團員不要使用信

用卡付費，無法報帳。 

3. 三聯收據兩聯都要留。 

五、與他股合作事項及檢討 

合作股別 合作事項 合作問題 解決方法及檢討 

領隊 海運清關文件 沒有確實了解清關

需要哪些文件，導

致清關出現問題及

誤會。 

事先報告領隊與領貨

人需要準備哪些資料，

及資料以及是否需要

正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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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股別 合作事項 合作問題 解決方法及檢討 

公關股 1. 填線上報告 

2. 募款收入部分

以及收據是否

完成 

1. 重複開收據 

2. 無法確實追蹤錢

是否到了，導致

錢來了不知道或

錢無法被匯入 

1. 統一一人來開立收據，

建議總務自己跑。 

2. 總務每次例會回報給

公關。 

課程股 

 

1. 海運電腦編號 

2. 海運筆電 

1. 電腦編號跟裝箱

編號對不上，導

致要重新編號與

封箱。 

2. 運錯筆電，運到

壞掉的。 

1. 在檢修前就協調好流

程。 

2. 建議要與課程股了解

每台電腦的狀況，課

程股每次檢修完就要

跟生活股報告狀況。 

六、其他須注意事項 

-機票訂購 

1.  在寒假前完成帳戶交接，以便先匯機票訂金給旅行社作業 

2. 機票尾款會是一筆大支出，要隨時注意帳戶剩餘金額 

 

-海運事宜 

校內裝箱 

1.  提前準備裝箱報紙、乾燥劑、泡泡紙等相關物品。 

2. 海運裝箱需要龐大人力，建議製作裝箱排班表格。 

3. 箱子編號要與課程股事先溝通好，並做好紀錄，避免混亂或需要重新編號的 

    情況發生。 

4. 海運貨物要運出學校前應提前數天先聯絡海運公司幫忙安排貨車，提早連絡 

    可以省下等待派貨車的時間。  

5. 海運當天因為貨物多、載貨時間短（平常日上午），盡量團員都要到，可以 

    事先統計人數、預估推車數量。推車可多借，可向課指組、放電腦的系館、  

    系辦、各宿舍服務中心、水木百貨等地方借。  

 

公文流程 

1.  在開始海運作業前，可以先連絡海運公司，取得海運作業所需的參考資料及 

    流程（詳細資訊可直接找上一屆負責人詢問）。 

2. 盡早確認海運清單，包括箱數、箱子內容物（中英文品項名）、箱子長寬高、  

    各箱寄送學校、報關價格、裝箱後重量。  

3. 在進行學校公文的行政流程前，一定需先在課指組的線上報告系統申請。  

    申請內容應清楚標明公文正、副本的寄送單位（附上寄件地址）。公文的去   

 處可以再跟報關公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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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運公文耗時冗長，有要求課指組加快速度，同時也能自行跑公文、寄限時 

    掛號以縮短行政時間。 

5. 從台灣結關日算起至當地清關，約 90天左右，可以多估幾天，扣除海上運行 

    的時間45天，剩餘時間為作業緩衝。  

 

-疫苗、抗瘧疾藥物準備 

1.  製作表單供團員回報苗施打情形。 

2. 可由生活股先去做疫苗施打，並詢問好相關注意事項，回來與團員報告後， 

    再請團員進行疫苗施打 。 

3. 除黃熱病疫苗外，其餘皆可在馬偕清大診所施打。校內施打之疫苗於施打前 

    需先向診所通知數量以確認庫存。  

4. 抗瘧疾藥物主要由團員各自於施打疫苗時向醫師提出開藥的需求並領取藥物，  

    備用藥物則由生活股於出團前一週領取。若要一次在校內診所領取大量藥品， 

    要先打電話知會診所方便藥局備藥；每人可領取數量有限，如果超出可領取 

    數量，可請團員幫忙協助領取。  

5. 瘧疾藥統一使用每天服用的種類，避免過強的副作用。 

6. 出團前確保團員皆施打所有疫苗，並且備好個人瘧疾藥；每人皆需領取收據，  

    由總務保存進行後續報帳作業。 

 

-役男出境申請 

提醒團員自行於出境前一個月內完成線上申請。  

 

-保險  

除了學校的旅遊平安險外，建議以團費替全團加保旅遊不便險。  

 

-帳務管理 

1.  401帳戶的暫借款盡量只報一次，且要在6月初前完成；如果所需金額有不足， 

    要盡早和學校或台飛申請借款。  

2. 台幣兌換美金時，建議以 100 美元為單位。由於坦國面額較大的美金有較佳   

    的匯率，因此兌換的美金面額盡量以 100 元和50 元為主。 

3. 需密切注意其他股與贊助商聯繫狀況，以及是否需要預開收據。 

  

七、建議延用事項 

八、建議發展事項 

1.  處理訂購機票、海運、報關及訂購封箱所需材料，可以選擇往年合作之公司。  

2. 疫苗施打可與校內的清華診所繼續合作。 

1.  務必即早確認安置電腦空間（可詢問：各系系館、住宿組、課指組、課組務、  

    總務處），避免影響後續電腦檢修與海運流程。  

2. 報帳程序要快一點，因學校公文流程最少都要2個禮拜，如果必要，建議下屆 

    可以自己跑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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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股情況 

 

 

  

 

2. 寒訓 

 

 

  

 

 

 

 

 

 

 

 

 

 

3. 標課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後來加入的團員對各股了解及交接部

份不夠透徹。 

將交接工作確實轉達給每個人。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寒假過後才開始拉贊助，很多廠商都

表示已有相關贊助對象。 

公關應在寒假期間擬定好相關事項，並

在寒假時間拉贊且實際執行。 

募款箱成品不易看到募捐投遞口。 募款箱製作不需太花俏，簡單明瞭即可。 

風三課程股物資過於雜亂。 採建檔方式整理物資，建議下一屆維持

做建檔工作。 

課程簡易教案應在寒訓繳交，多人開

學才交，且簡易教案對後續效益不大。 

建議刪掉繳交簡易教案，在寒假結束時

完成第一版課程，開學即一驗。 

電腦檢修教學時，人太多空間太窄，

無法好觀看及學習。 

檢修教學時換空間大一點的教室，分組

方式進行檢修教學。 

檢修教學時間長，學習效果又不大，

實際運用時大多忘記如何操作。 

先教主要檢修人，如：課程和生活股，

其他人學習基本知識，之後再進行小組

檢修教學，確保學習品質。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選課程時團員未意識到Office課程

的份量相對較重 

建議可以跟下一屆說哪些課程分量較重，

以興趣為主、自信為輔 

對於新的課程方向不清楚，無法做

出最好選擇或進行課程困難 

交接時要將新課程的內容及方向說清楚，

或和領隊先溝通了解 

有團員因為其他團員退團而負責了

兩個Office課程，準備過程較辛苦 

建議先看大家課程的份量於例會提出討論，

而非直接合併退團成員的課程夥伴們 

重大事項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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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服徵稿 

 

 

 

 

 

 

 

 

5. 電贊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團服原定團內決定再找廠商洽談，

適逢過年店家未營業，致團服進度

延宕。 

將團服處理時間提前，在寒訓前一定要 

完成團服樣稿。 

團服徵稿樣式多有放Volunteer，

在當地是有錢人的代表，後來才請

製作人將文字更改。 

徵稿時要說明清楚要甚麼文字內容，並和

領隊確認是否有問題。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打電話到公司時常遇到公司說已贊

助給其他相似團體。 

提前在寒假就開始進行部分電話贊助。 

電贊名單有時打去未接通或是寄信

去的信箱無人收件。 

致電前要先上網確認公司是否還在，致電

後務必確認信箱和電話的正確性。 

電贊完寄信，用團隊信箱寄回信率

低，個人信箱寄比較有回信。 

建議用公關個人的信箱寄。電贊後也一定

要持續追蹤，包括信件是否有收到、需要

再回電的企業。 

團員打電贊時，會有在完成任務、

做完就完的心態。 

打電贊要嚴格執行，公關要帶頭身體力行。 

還不清楚要募集那些東西時， 就得

開始打電贊，公關股也不清楚其他

股需要募集哪些物資。 

還沒確定要和贊助者募哪些物資時，先以

投影機為主。 

出團要帶的投影機一直不夠，到很

後期才募集到。 

若是向教會拉贊助，可以多問有無投影機，

教會有較大的機率捐贈此物資。 

第二次電贊有許多重複的廠商，會

不斷出現對方回應上次已聯絡過的

窘境。 

負責名單的人要重新整理過，確保沒有重

複。 

後期電贊都是由公關打的，但數量

過於龐大。 

早一點開始分配名單，將廠商都分給團員

打，除了部分長期贊助廠商由公關親自致

電。 

44



6. 電腦檢修及裝箱 

 

 

 

 

 

 

 

 

 

 

 

 

 

 

 

 

7. 校內／外義賣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電腦晚到，檢修裝箱時間縮短，原

預計花四個假日完成但未達到。 

清單一定要及早列出來，非華碩電腦設備

盡量在電腦來前就要裝箱完成，保留更多

後續時間。 

第一天檢修時，因為網路不好，要

接網路線，但線的數量不足以提供

檢修的電腦數量時，耗費很多時間

在等待，效率不佳。 

清齋地下室網路很不好，建議擬定好若在

沒有網路的情況下要怎麼做檢修。 

負責人非每次到場，只靠表單紀錄，

到現場沒辦法隨時跟上進度且會有

紕漏，像是有些箱子號碼已經完成，

但看表單卻顯示未完成。 

負責人每次都一定要交接好，一定要找到

第二個協助負責人，並全盤了解情況；若

有表單可由團員向負責人報備進度。 

裝箱時，部份有問題的電腦未立即

裝箱，之後發生桌機號碼跟裝箱的

代號對不上的問題。 

事前和大家做好規則說明，生活股派一個

人全程參加，負責場控。因為還有檢修的

部分為課程主要負責，建議還是以生活股

指令為主，課程股配合生活股。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綠市集前置及後置作業較麻煩 因為綠市集義賣客群重複性也高，建議最
多一個月一次，能少則少，將義賣時間多
分到校外。 

很多較受歡迎的商品在綠市集就差
不多賣完了。 

義賣品種類要分好，偏貴的商品或比較受
歡迎的多分到企業去銷售。 

義賣時，客人反應商品的美感比較
不好。 

因為此反應是在後期，商品都賣得差不多
的情況下，因此建議大部分商品都要留有
一些在不同場合義賣。 

校內義賣效果比較不好，校外義賣
成效大多比較好。 

多爭取企業及校外義賣的機會，尤其是企
業部分。 

義賣負責金錢的人遲到，前一天還
未跟總務拿金錢管理袋，還需總務
當天特別跑腿。 

當天義賣千萬不要遲到，且前一天一定要
確認負責金錢的人交接事項，負責人一定
要主動去找總務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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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驗課 

 

 

 

 

 

 

 

 

 

 

 

 

 

 

 

9. 例會 

 

 

 

 

 

 

  

 

 

10.企業簡報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每次修改課程上傳，在下次驗課前

課程股不一定會查看。 

在每次驗課前先說明和上次不一樣、修改

的地方，再進行驗課 

二驗因為期中考和裝箱一直延後，

後來又和三驗時間相近，在此兩次

驗課間無法做好修改。 

課程在這時段要嚴格督促各課程，二驗要

全團到一起驗課，若二驗認定通過的課程

三驗就不用再驗。 

新課程到三驗時才發現和領隊要的

方向大相逕庭。 

 

每次驗課每堂課都確實錄影，新課程一定

要給領隊們確認。一驗前要有詳細的課程

流程及要教的內容，寒假結束後的第一次

例會報告完整課程內容及課程流程。 

活動課程到後期才準備，時間過趕 若一定會有活動課，可以先有第一版活動

課程大綱。 

活動課程從課程股轉移活動股負責，

中間會出現一些沒交接清楚的事項  

建議先決定活動股人選，直接全程由活動

股負責。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常常有人缺席，沒有確實填表單、

告知領隊、副領隊。 

除了告知團長，也一定要正式告知領隊及

副領隊，團長要叮嚀團員記得告知領隊們。 

作業有時沒確實在例會交代的時間

內做完。 

交代的事情一定要私底下先討論好，不能

在會議時才準備。可以有適當的小處罰以

提升效率。 

英語練習時間到後來越來越少執行。 建議每次練習的份量可以不用太重，但要

堅持每次都有。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在企業簡報時，發現開場、內容及

結束很多和校內同性質團隊一樣。 

可以先跟他團協調討論簡報內容，盡量不

要重複，並努力爭取優先報告。 

原本請團員都要做一份企業簡報，

但後來沒執行此項。 

建議以後都公關股內做一份即可，較清楚

要放甚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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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團聯合記者會 

 

 

 

 

 

 

 

 

 

 

 

 

 

 

 

 

 

 

 

 

 

  

 

 

 

 

 

  

檢討事項 改善方法 

活動進行到介紹團隊時，有些團員

正被記者訪問，造成台下冷場。 

事先跟校方溝通好活動流程，避免團員因

現場其他流程離開活動。 

太晚寄記者會邀請函給贊助廠商，

導致許多嘉賓無法排出時間出席。 

邀請函並非統一寄出，是由各團自己寄出，

因此要注意發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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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6/24~6/27、 2019/7/03~7/06          

地點：化工館211教室       

成員：張雁婷、林于茹、林宥廷、呂祐萱、郭欣茹、邱于宸、詹宜潔、吳泱倩、    

          蔡𡟄仙、溫戴豪、林玟萱、袁泰智、張之怡、林詩容         

內容： 

總驗收所有課程和活動，驗收結束後立刻進行回饋，針對需修改的課程進行安排再

驗收一次，以及進行行李打包與各項器材確認。 

行程表 

  

行前訓日程 

6/24（一） 6/25（二） 6/26（三） 6/27（四） 

9：00 行政討論 進階Word PPT Math Experiment 

10：00 Paint Scratch Break Raspberry pi 

11：00 團歌團舞 神父會面 SOP Searcher 

12：00 Lunch Lunch Lunch Lunch 

13：00 初階Word 彈性 進階Excel 體育課 

14：30 Offline database 台灣地理文化 台灣美食 PC 

15：30 Water Rocket Break Break 美術手作 

16：30  
初階 
Excel 

 

Library 大地遊戲一 
出團文書內容/ 

講解行李 

17：30 Slime 大地遊戲二 最後檢查  

18：00 Dinner Dinner Dinner 行前訓檢討 

19：00 中文/書法 Hardware Photoimpact 

20：30 
Kiswahili/ 

分享與檢討 
分享與檢討 分享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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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三） 7/4（四） 7/5（五） 7/6（六） 

9：00 PPT PC 出發前討論 

10：30 

初階Word 

行李確認 硬體2 最後行李確認 

11：00 
Lunch/ 

拜土地公 
辛SIR吃飯 

最後行李確認 

12：00 Lunch Lunch 

13：00 
手工/ 

台灣地理文化 
大地遊戲一/二 

前往 
桃園國際機場 

14：30 Library 
台灣美食/ 

體育課 
拍出團前影片 

15：30 收行李 斷電備案練習 

16：30 行前手冊 斷電備案練習 分享與檢討 出發 

17：30 Dinner Dinner 

18：00 初階Excel（備） 團歌團舞 

19：00 分享與檢討 中文/書法 

20：30 分享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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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分工 ： 

        行政股：安排場地 

        課程股：安排行程、分配電腦、驗電腦課與實驗課 

        文書股：行前手冊製作、籌備期檢討、出團文件繳交期程說明 

        生活股：準備團隊用品、叮嚀吃瘧疾藥 

        總務股：銀行兌幣 

        活動股：驗台灣日活動 

        公關股：印刷贊助布條 

 

組織分工檢討 ： 

        行政股：今年行前訓行程由課程股負責安排，建議明年團長參與一起負責。 

        課程股：建議安排行程時多留預留時間，保持可臨時更動的彈性。 

        生活股：團隊用品在購買前要和團員及領隊確認好數量，避免私人和團隊用品 

                      重複性過高、要再更提前確認好行李準備內容。 

        總務股：建議包錢前，要先和團員解釋切結書內容，讓團員明瞭合約。 

        活動股：台灣日的課程建議由活動股自行安排，減少和課程股的交接問題。 

 

運作成果檢討 ： 

        1. 驗課時大家會不專心，或聽到後面精神會很不好，沒有跟著實作，建議可以  

           讓台上老師多和學生互動，或是把較有趣的課程排在下午。 

        2. 上課筆電要確認有英文版的Windows和Microsoft，以有實際模擬情形。 

        3. 電腦螢幕畫質太高，無法順利投影。 

        4. 建議提早租借小蜜蜂和攝影器材，幫助大家習慣上課說話方式，以及記錄下  

            教學時的口語表達。 

        5. 上課時間常延宕，上課前授課人需先準備好使用材料，像是PPT檔案、 上課 

            所需要的圖片材料等。 

 

行前訓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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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事項 

1. 建議行程中有午休時間，讓團員有精神面對每一個課程。 

2. 課堂休息時間，下一堂的授課人須趁此段時間準備好授課材料及檔案。 

3. 當地服務同課程上課重複率高，建議主要課程的兩位負責人皆須具備初階和  

    進階的教學能力。 

4. 建議可以每天練團歌團舞，提升精神。 

5. 每天固定都要日檢，確實了解每天情況及隔天作業。 

6. 切結書內容增加將責任歸屬明確及開封後改由總務保管。 

7. 行程很常會臨時更動，建議時間不要排太緊，留點彈性。 

8. 團歌團舞在行前訓結束前就要多加練習並熟練。 

9. 台灣日活動要考慮實際可能上課的人數及場地。 

 

可維持事項 

        1. 課程股事先分配採購人及採購商品，用個人時間購買，減少行前訓時間。 

2. 行程安排彈性，可增加效率。 

3. 全天的英語日時間，說英文以外的語言罰錢（10元）繳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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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Sister  
      Community 

Dar es Salaam 

一所藏在港口大城市裡的修
女學校，那裏很單純，很美
好，是我們旅行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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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Sister Community 

服務時間：7／8-7／14 

學校基本資料 

 教育體制：教會 

 所屬單位：Little Sisters of St. Francis ／ Asis （place where St. Francis live） 

 學校地址： Kilwa road, Dar es Salaam 

 聯絡窗口：Sister Josephine 

 

學生資訊 

 學費：基本上是免費提供sister candidate學雜住宿和三餐，但還是需要負擔很

少的生活費。 

 人數：girl ／ sister candidate 18人 ／sister 

 語言能力：sister candidate有一些英文能力還不錯，其餘英文能力較弱，需要

老師使用簡單的詞彙和較慢的語速，並由其他人幫忙翻譯。 

 電腦能力：這裡原先有個小電腦房間，有1台電腦和1台影印機能夠正常使用，

所以有些學生曾經看過main sister使用電腦，但大部分學生都是第一次使用電

腦。 

 學生背景：18-25歲，必須在Secondary school讀到level4才能得到修習sister 

candidate的資格，在經過5年訓練期之後會得到結業證明的繩結和頭巾， 訓練

中斷就不能再回來當修女，然後戒指是看個人喜好，不過通常sisters都會帶著

戒指去Mass。因為這裡是教會比較大的總部，來這邊上電腦課的學生很多住在

別的小分區，一天會有3班免費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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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訊 

 人數：0人 

 資訊教師：沒有電腦專任老師，但main sister有時會簡單教大家打字的文書處

理功能。 

 語言能力：main sister的英文溝通能力佳。 

 電腦能力：main sister會使用電腦基本文書軟體，但因為沒有實際接觸過，所

以不清楚程度如何。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1. 這裡電力供應狀況穩定，在海運物資過來前，我們將原本的小電腦房器

材搬到新的電腦教室，經檢修和整理後有4台電腦可以正常運作 

2. 還有一些壞掉的主機和解析度太差的螢幕，我們將問題記錄下來並用紅

色便條貼特別標示 。 

 

服務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 講師 上課對象（班級或級別） 時數 

 7／10  PC（basic） 玟萱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100分鐘 

 7／10  Hardware 戴豪、宥廷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50分鐘 

 7／10  Paint（basic） 玟萱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50分鐘 

 7／11  PC（advanced） 泰智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50分鐘 

 7／11  Paint（advanced） 宜潔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50分鐘 

 7／11  word（basic） 詩容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100分鐘 

 7／12  PPT（basic） 宜潔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100分鐘 

 7／12 Taiwanese 

geography, history 

and religion 

泰智、宥廷、 

泱倩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30分鐘 

 7／12 Chinese 于宸、𡟄仙  girl ／ sister candidate 15人 50分鐘 

 7／13 Excel 泱倩  Sister 7人 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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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察 

 電腦教室建立： 

1. 學校本身有幾台筆電及舊電腦，在電腦海運來前使用這些電腦上課，而

後收回原教室。 

2. 一共捐了15台新的電腦。因為海運延誤 ，所以電腦教室在團隊離開後，

由當地協助架設。建議到訪時先檢查安裝與排線的狀況。  

3. 電腦教室面向陽光，有窗簾但冬天中午時仍然很熱，且窗戶是向內開的

，會卡到電腦，建議可以更換個窗戶並增加隔熱設施。  

 課程安排： 

1. 每天課程安排時間幾乎固定，教會也尊重我們的課程安排，但有些學生

會有上課遲到的問題，我們的解決方法是等到10個學生進教室就開始上課

。 

2. 授課時數多，學生都可以上到很多電腦課， 除了留下6本講義，我們也將

講義的電子檔存進每台電腦， 讓學生能在課後自行閱覽。  

 課程狀況： 

1. 小班制教學，每3個學生搭配1個TA ，學生注意力集中。 

2. 無分班教學情況，皆按照全體授課。 

3. 大部分可以跟上課程，只有少數程度不好的學生需要助教花時間教導。 

 

課程總檢討  

 Office課程： 

1. 在這間學校發現TA非常重要，但若在別間學校，可能大班級時會有TA不

足的問題，如何解決。 

2. 大班級時，可能秩序管理會比較不好，要思考怎麼處理情況。請學生不

要將手放在桌上。 

3. 因為每間學校level不一樣，第一天接觸學生時一定要觀察好學生們的程

度，以調整後續課程。上課前一定要檢查好接觸面板是否順暢及設備是

否ok的問題。 

4. 上課前十分鐘，請講師確認完自己的ppt ok後，和助教們溝通一下該堂課

的流程及如何進行。 

5. 建議提早建立一個總複習課程，以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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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課程： 

1. 台灣地理文化的部分：若之後學校學生對象是小朋友，在歷史部分是否

需要調整一下講解的部分，去脈絡化用更生動的故事和學生講解。 

2. 中文書法：在空間上若沒有先場勘，可能會造成書法課程無法如期舉行

。 

 

▲電腦教室空間示意圖 

▲文化課合影 ▲上課情形 

▲上課情形 ▲團員與修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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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nzibar 

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 

在桑吉巴的熱情中，我們沉
浸在教學的熱忱與服務的美
好，學生用誠摯的眼神回應
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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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 

服務時間：7／16-7／19 

學校基本資料 

 教育體制：複合式學校，包括、nasali（幼稚園）、primary（小學）、

secondary（中學）   

 所屬單位：Holy Ghost  

 學校地址：P.O. Box 3132, Zanzibar  

 聯絡窗口： 

1. Director： Ft. Arbogast Mushi 

2. Principal： Sr. Anna Makundi 

 

學生資訊 

 學費：1,850,000先令／學期 

 人數：小學：大約500人；中學（F1-F4）：250人 

 語言能力：普遍良好，因為這學校是英文學校，上課的時候不能用kiswahili。 

 電腦能力：各班學生對使用電腦的熟悉程度不一，差異頗大；因為有些學生家

裡配有電腦所以較熟稔於電腦，學校安排F1一周兩堂電腦課；F2一周一次。 

1. F1 WEST： 大陪分學生對keyboard有基本的認知，如：知道[shift]，

[enter]在哪裡，但對於它們的實際功能不太了解 ; 對mouse的使用熟悉

程度較差，比較依賴助教；excel學習程度較弱，基礎課程沒有上完。 

2. F1 EAST： 普偏學生對mouse的使用不太熟悉，如：移動cursor的速度

較慢，不太會用滾輪去上下移動頁面，講師講解後還是需要助教協助；

熟悉word但不熟悉excel。 

3. F2 WEST：能力差異頗大，但部分對於課程內容有基本的認識，上手也

很快。 

4. F2 EAST：最皮的一班，部分學生上課時不太專心，但對於新的東西就

會很專心，而且會主動回答問題，像是Scartch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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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3 Science：很乖，對電腦的熟悉度比較好，能跟著老師指令做，不太需

要依懶助教一步一步教，助教只需要簡單指點或觀察就好。 

6. F3 Business：對電腦的熟悉度比較好，學生都比較害羞。 

 學生背景：有些學生家庭狀況不錯，父母都會有筆電給他們使用，學生年齡為

F1：11~14歲／ F2：15~17歲／ F3：15~18。 

 

教師資訊 

 人數：共14人 

 資訊教師：2位 

1. Mr. Innocent：主要負責F3學生的電腦課程和管理圖書館，態度比較沒有

這麼積極，（當我們表達可以教他如何維修電腦時，雖然有口頭答應但

最後沒有出現）。 

2. Mr. Kipilipili Gidion Edward：主要負責F1＆F2的電腦及數學課程，比較願

意學習如何維修電腦、防毒、調整投影機和基本硬體知識。 

 語言能力：良好 

 電腦能力：Kipilipili 老師沒有自己的電腦 

 教師能力： 

1. Mr. Innocent：會用電腦做教材，但不會修電腦。 

2. Mr. Kipilipili：能力不錯，大學是唸ICT，但對電腦的認知不夠全面，： 會

使用WORD & EXCEL，但對於PPT不太熟悉（ppt不會用投影mode），

而且不會設定投影機。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1. 電腦數量：共45台（第一次檢修時，好的共有26台；直到離開前，共有

38台主機、45台螢幕、44台鍵盤 、41個滑鼠能運作。） 

2. 電腦狀況：電腦內部有少許灰塵。 

3. 位置：在F1-F3上課的地方的三樓（圖書館旁邊）。 

4. 放置地點：所有窗戶只有鐵枝，有些會綁上布去阻光，全部都有裝上窗

簾，但沒辦法有效阻擋灰塵。 

 

63



5. 防毒狀況：有部分電腦中毒並需要重灌。 

6. 使用狀況：只要是運作良好的電腦上課時都會用到。 

7. 電力供應情況：基本上是穩定，但有發生斷電（7／19），當時共開著25

台電腦，第一次斷電維持大概兩分鐘，重新獲得電力一分鐘後再次斷電

，第二次斷電維持快十分鐘。 

 

 

▲與校方合影 ▲上課情形 

▲電腦教室空間示意圖 

▲學生迫不及待上電腦課 ▲上課情形 

▲與電腦教室負責老師Mr. Kipilipili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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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 講師 上課對象（班級或級

別） 

時數 

 7／16 PC  玟萱 F1 WEST （24） 70  

 7／16 PAINT 宜潔 F1 EAST  （26） 70  

 7／16 BASIC word 欣茹 F2 WEST （24） 70  

7／16 BASIC word 詩容 F2 EAST（35） 70  

7／16 Basic Excel 泱倩 F3 Science （35） 70  

7／17 PAINT 玟萱 F1 WEST  70  

7／17 Photoimpact 欣茹、祐萱 F1 EAST  70  

7／17 PPT 祐萱、宜潔 F2 WEST （26） 70  

7／17 Scratch 戴豪 F2 EAST （33） 75 

7／17 Basic Excel 宥廷 F3 Business （34） 70  

7／18 BASIC word 欣茹 F1 WEST （24） 65 

7／18 BASIC word 欣茹 F1 EAST （26） 65  

7／18 Searcher 于宸、之怡 F2 WEST （21） 80 

7／18 Basic Excel 泱倩 F2 EAST （32） 70 

7／18 PPT 祐萱、宜潔 F3 Science （25） 55 

（有斷電約12分鐘） 

7／19 Basic Excel 泱倩 F1 West （24） 71 

7／19 Basic Excel 祐廷 F1 East （15） 66 

7／19 網路倫理PPT 𡟄仙、宜潔 F2 West （23） 75 

7／19 PPT 祐萱 F2 East （13） 75 

7／19 Advance Word 欣茹 F3 Business （3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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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察 

 電腦教室建立：電腦教室沒有窗戶，造成沙塵飛進教室損害電腦，建議可以裝

上窗戶。學生有時會踢到線材，也建議可以帶可以帶束線器整理線材。       

 課程安排： 

1. 主要是根據當地老師的上課大綱而做出調整 （F1：學校安排的課程主要

是資訊與電腦概論而且偏重於理論，所以學生缺乏實作的機會和相關練

習，所以我們安排了PC & 小畫家等，讓他們熟悉 MOUSE & KEYBOARD 

的使用方法） 

2. 他們一堂課時長為80分鐘，學生會等老師叫他們來才到電腦教室來，但

有時候講師跟老師的溝通不夠，以為講師還沒準備所以老師沒有學生把

上來，因此有時候會延誤了上課時間。 

 課程狀況： 

1. 上課時學生普遍上都會安靜聽老師講話，但部分學生因對於電腦或其

SOFTWARE的理解不足，所以練習或在講師講解時都會依賴助教講解。 

2. 每堂開始前應準備個小測試去評估學生的能力（大概5分鐘），若學生能

力的差異太大，會導致部分程度較差的學生難以跟上或程度很好的學生

覺得上課無聊甚至覺得沒有幫忙。 

 

課程總檢討  

1. 不要把所有物資都放在海運，某些有些器材可能會隨身帶著一兩個，以

備不時之需（如光碟機）。 

2. 因為有遇到學生貪玩偷USB，所以課程股需有負責人負責保管好所有相關

器材，並每當離開電腦教室時便需確認物資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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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amoyo 

Marian Pre  
and  

Primary School 

孩子們的天真與無邪，是這
片土地最溫暖的擁抱。這是
我們第一間服務的小學，但
他們的手卻一點也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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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n Pre and Primary School 

服務時間：7／22-7／23 

學校基本資料 

 教育體制：私立小學 

 所屬單位：聖神會 

 學校地址：P.O. Box 230, BAGAMOYO  

 聯絡窗口：Super（校長）、Delphina（電腦教室管理者） 

 

學生資訊 

 學費：1200美金／年 （住宿）、850美金／年 （非住宿）。 

 人數：小學：551人。Class1：約49位學生；Class2： 68位學生,；Class3：72

位學生, Class4：75位學生；Class5：約89位學生；Class6：107位學生； 

Class7：91位學生。 

 語言能力：普遍良好，學生大多從幼稚園開始都講英文。 

 電腦能力： 

1.  學習能力佳、基本PC觀念良好。 

2. Standard 5 學生熟悉 Microsoft Word 的 Font, Bold, Capslock；對於

Insert picture, create table 和 shift的使用較不熟悉。  

 學生背景：家境大多不錯。學生年齡：Standard 1 學生 6 歲、Standard 2 學生 

7 歲，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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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訊 

 人數：共約30人 

 資訊教師：3位Science Teacher; 數名其他科老師有時也會兼職教電腦  

 語言能力：良好。 

 電腦能力：老師會用PPT上課但原本的投影機故障，電腦教室上課模式為分成

多組，老師輪流為各組示範，示範完後指派小練習。 

 教師能力： 

1. Mr. Festus：不太會用ppt教學，有自己的筆電但硬體設備有問題。主要

帶Standard5~7的班級。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1. 電腦數量： 共24台 

2. 電腦狀況：整體電腦維護良好 

3. 位置： 一樓電腦教室 

4. 放置地點： 所有窗戶都有窗簾，電腦配置為靠教室較寬的兩側擺放，

老師於教室中間位置授課。 

5. 防毒狀況： 已安裝防毒軟體。 

6. 使用狀況：因上課人數遠大於電腦數量，大多2-3人共看一台電腦 

7. 電力供應情況： 校方表示一周約跳電2~3次，有太陽能板協助供電。執

行計劃期間（兩天）共跳電3次，電力回復時間不定。 

8. 無投影機。（上課方式：課程需示範時，一班將分成多組，教師一次示

範一組，示範完後分派小練習給教完的組別，各組依序輪流看教師示範

。） 

9. 資訊課程分配： Standard 1~4 的 ICT 課程只有理論的部分，從 

Standard 5 開始才有 Practical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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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課程內容 

▲校園與學生 

▲上課情形 ▲上課情形 

▲學生宿舍 

日期 課程 講師 上課對象（班級或級別） 時數 

 7／22 Basic Word   欣茹 Standard 5 class A （45人） 90分鐘 

 7／22 Paint 玟萱、宜潔 Standard 5 class A （45人） 90分鐘 

 7／22 Basic Excel 泱倩 Standard 5 class A （45人） 90分鐘 

7／23 Basic Word 欣茹 Standard 5 class B （45人） 90分鐘 

7／23 Scratch 戴豪 Standard 5 class B （45人） 90分鐘 

7／23 Basic Excel 宥廷 Standard 5 class B （45人） 90分鐘 

7／23 Powerpoint 祐萱、宜潔 Teacher 8人 30分鐘 

7／23 Searcher 于宸 Teacher 7人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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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察 

 電腦教室建立： 今年協助建立網路系統，電腦教室有加裝 ethernet SWITCH讓

電腦連接網路，但網路是從無線網路接收機來的，速度不夠快造成無法連線，

經嘗試後欲維持正常的網路瀏覽速度，僅能連接2~3台電腦。校方承諾會請專

業人員進行後續處理，校方態度積極，建議明年持續追蹤，未來建議可以裝電

腦教室專用的無線網路接收機。 

 課程安排：主要是根據當地老師的上課大綱而做出調整，針對 Standard 5，老

師希望能加強的 Type 及 Word Format 練習，並預習 Standard 6 的 Excel 課程

。 

 課程狀況： 

1. 上課時學生普遍上都會安靜聽老師講話並跟著一起操作，助教人數不需

安排太多。 

2. 因課綱更改，原本 Standard 6 及 7 的課程不確定是否會與舊課綱相同

教Excel、PPT、Internet。 

 

課程總檢討  

1. 應提早了解學生程度、授課年級，並多方確認獲得的資訊是否正確。 

2. 因新課綱將science和technology合併，建議明年可以多和science老師做

交流，並根據老師學習目的規劃教師課程。 

3. 建議主講遇到斷電時，先複習先前教的內容，並說明講義用途；若斷電

時間過長可考慮個人經驗分享或文化課程，每個上課天需攜帶一個活動

課程的材料做預備。 

▲電腦教室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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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Cross  
Pre & Primary 
School 

Morogoro 

在紅土大陸裡，我們遇見了
最活潑的一群孩子。 
Are you happy ? 
Yes! We are happy like as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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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Cross Pre & Primary School 

服務時間：7／26、8／1 

學校基本資料 

 教育體制：複合式學校，包括、nursery（幼稚園）、primary（小學） 

 所屬單位：聖神會 

 學校地址： P.O.BOX 1677 

 聯絡窗口： Sister Suzan 

學生資訊 

 學費：class1-2 ~740000／年，class3-4 ~ 800000／年，class5-7 ~ 840000／

年，皆含早餐午餐。 

 人數： 

1. 幼稚園： 約300人；大班（5歲）：3班、中班（4歲）：1班、小班（3歲

）：2班 

2. 小學： 約700人；Class1：3班、Class2：2班、Class3：2班、Class4：2

班、Class5：2班、Class6：2班、Class7：1班 

 語言能力：普遍良好, 因為這學校是英文學校，上課的時候不能用kiswahili, 

 電腦能力：沒有真的在這所學校教學過，所以學生程度以學校老師給予的建議

做紀錄。學校每年級都有電腦課（一周一次），但因學校電腦設備不足，因此

都是使用教科書上理論，如果去電腦教室大家大多輪流使用或是看老師操作。

老師表示有約2／3的學生家裡有電腦，但只有少數人會使用Microsoft，大多是

用來玩遊戲。學校課程教育內容如下： 

1. class1-4理解電腦開關機，與鍵盤滑鼠 

2. class5-7理解Microsoft能有哪些功用，但沒有實做過。 

 學生背景：有些學生家庭狀況不錯，父母會提供電腦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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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訊 

 人數：共34人 

 資訊教師：8位（有參與電腦工作訪討論） 

• 這所學校的老師語言能力很良好，且大多財力狀況不錯，有自己的筆電，了解

基本的文書處理工作，大多老師在大學時期都有攻讀ICT。今年團隊有與老師

一同開啟電腦工作坊，與老師互相交流電腦技能，也讓團隊成員更了解老師的

電腦能力。 

 姓名 科目 電腦能力 其他 

1 Chrianus 科學、數
學、社會、
倫理、電
腦 

是主要負責電腦課程的老師，
有基本Microsoft能力，但因有
事沒有參加工作坊，故其他能
力無法確定。 

很認真謙虛的老師，會播放音
樂、操作大型音響。 

2 Machibya 社會、公
民 

有基本Microsoft能力。 
工 作 坊 ：  PPT （ 動 畫 ） 、
Photoimpact、搜索倫理 

對相片編輯有興趣，原本就會
一些編輯軟體。 

3 Simon 數學、科
學、電腦 

有基本Microsoft能力 
工作坊： PPT、Excel 

對於修理電腦有興趣。喜歡對
於Microsoft的初階進階之分。 

4 Stanley 地理、數
學 

有基本Microsoft能力 
工作坊： Scratch、防毒軟體、
Photoimpact、Kolibri、Word、
Raspberry Pi、搜索倫理、 

是對於Raspberry Pi離線資料庫
最有興趣的老師。 

5 Philemon 斯瓦希里
語 

有基本Microsoft能力 
工作坊： PPT、Photoimpact 

6 Gilbert 地理、歷
史、電腦 

工作坊學習了： PPT、Word、
台灣文化地理 

是7年級老師，會比較注重考試，
也比較沒機會使用PPT上課。 

7 Josephine 英文、數
學、電腦 

有基本Microsoft能力 
工作坊： PPT（動畫）、Excel 

想學更多的PPT功能，因為大
學用過，有基礎能力。本身會
C++，但這次工作坊來不及學
習Scratch。 

8 Sr.Suzan 有基本Microsoft能力 
工作坊： PPT、Word、Excel
（圖表、乘除等功能） 

電腦裡面有Microsoft 2016，電
腦內資料乾淨整齊，未來可以
多加強防毒資訊。 

4 1 
2 

3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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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A. 原況：只有三台電腦，三台Windows狀況不一，有一台是 xp。桌子 20 張（ 3 

張較矮、7 張較短），椅子很多張但都單人座，插頭 53 個（有兩個是提供給電

視），冷氣 2 台運作正常，窗戶 6 扇皆有窗簾，黑板 1 面，燈 2 盞，電視 1 台

，音響 1 對且有控制台。 

B. 新建後：  

1. 電腦數量：23 台 

2. 電腦狀況：20 台坦 19 捐贈運作良好， 3 台學校原有，有 1 台是 winXP 

3. 位置： 一樓轉角教室 

4. 放置地點： 電腦教室 

5. 防毒狀況：AVAST  

6. 使用狀況：待以後回訪觀察 

7. 電力供應情況： 基本上是穩定，但如果斷電，學校有發電機可供一整天

使用。 

 

▲和老師一起建立電腦教室 

▲工作坊狀況 ▲校園環境 

▲與學生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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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A. 原況：只有三台電腦，三台Windows狀況不一，有一台是xp。桌子20張（3張

較矮、7張較短），椅子很多章但都單人座，插頭53個（有兩個是提供給電視

），冷氣2台運作正常，窗戶6扇皆有窗簾，黑板1張，燈2盞，電視1台，音響1

對且有控制台。 

B. 新建後：  

1. 電腦數量：23 

2. 電腦狀況：20台坦19捐贈運作良好，3台學校原有，有1台是winXP 

3. 位置： 一樓轉角教室 

4. 放置地點： 電腦教室 

5. 防毒狀況：AVAST  

6. 使用狀況：待以後回訪觀察 

7. 電力供應情況： 基本上是穩定,但如果斷電，學校有發電機可供一整天使

用 

 

服務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 講師 上課對象 時數 

7／26 Word Angle、詩容  Teacher 80分鐘 

7／26 Excel 泱倩、宥廷 Teacher 80分鐘 

7／26 PPT 宜潔 Teacher 80分鐘 

7／26 Photoimpact 祐萱 Teacher 80分鐘 

7／26 PC 玟萱 Teacher 80分鐘 

7／26 Scratch 戴豪 Teacher 80分鐘 

8／1 Word Angle、詩容  Teacher 80分鐘 

8／1 Excel 泱倩、宥廷 Teacher 80分鐘 

8／1 PPT 宜潔 Teacher 80分鐘 

8／1 Photoimpact 祐萱 Teacher 80分鐘 

8／1 PC 玟萱 Teacher 80分鐘 

8／1 Scratch 戴豪 Teacher 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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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察 

 電腦教室建議：電腦教室燈光不足，使用者看不太到鍵盤上的符號，建議再加

裝光源。此外滑鼠在木頭桌上使用不太靈敏，建議可以買東西來墊滑鼠。 

 課程安排：因為教學對象是老師，所以採取工作坊的形式，先介紹團隊以及課

程後，分組與老師討論課程。 

• 第一次工作坊： 老師對哪個軟體有興趣，就請負責的團員過去教課。 

• 第二次工作坊： 先分好每個課程的區塊，有興趣的老師可以過去聽課。 

• 課程項目與負責人： Word – Angle、詩容，PPT – 宜潔， Excel – 泱倩、

宥廷，Photoimpact – 祐萱，PC – 玟萱，Scratch – 戴豪。 

 課程狀況： 

1. 老師大多積極參與課程，並在課程中與團員交流，因此得到許多學校的

相關資訊，也更了解老師程度。 

2. 程度良好的老師可以選擇較進階的課程，工作坊彈性大。 

 

課程總檢討  

 工作坊狀況： 

1. 第一次去老師程度很好，第二次工作坊老師的程度差異很大。 

2. 在與老師聊天對話的過程中，可以得知老師想學習的軟體，對於課程安

排幫助很大。 

3. 有老師英文溝通能力不是很好，但卻希望學會 Excel，不要將老師和學生

用一樣方式對待。 

4. Photoimpact 老師反應都很不錯，但缺乏實用性質，比較難以去評估對

於老師是否有助益。但老師可能基本能力不夠就想學的話，可以建議他

們去上office課程。也可以準備 photoimpact 課程的團員，想一些實用的

功能給老師例如月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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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工作坊有分區塊上課程，要記得做立牌，或是在黑版上明顯註記區

塊，不要只有口頭轉達，會讓想上課的老師很混亂。 

6. 此次服務忘記加入防毒觀念的宣導，未來建議可以增加在一開始

introduction裡面一起介紹。或者是可以直接安排在某堂課程裡面。 

 人力配置問題： 

1. 第一次工作坊沒有分區塊，而是想上課的老師在去請團員去教他，會讓

團員講解課程很多次，第二次工作坊分區塊，明顯有成效。 

2. 負責人在安排事情給團員時，分工明確且要在強硬一點，否則團員會不

太知道是不是自己要負責這個部分，例如不要說有空的人再去做，而是

指定人就去做。 

 改善狀況： 

1. 第一次工作坊沒有分區塊而是想上課的老師在去請團員去教他，會讓團

員講解課程很多次，第二次工作坊分區塊，明顯有成效。 

2. 工作坊開始前對於課程的介紹改由團長統整且介紹團隊，會比課程股長

來講解好。 

3. 對於電燈的問題，此間學校的電燈剛好垂直於電腦的光線，團員與學校

溝通（要特別聯絡學校電腦教室管理人）時，學校承諾會新增更多的電

燈，因此下一屆來這間學校，可以確認是否有改善，以及滑鼠墊的問題

。 

4. 學校發電機是手動開啟不是自動，下一屆可以觀察一下此間學校電力狀

況。 

5. 因為是第一次建立電腦教室，團隊有許多生須且須改進的地方，因此列

下了建立電腦教室的SOP，希望能改善日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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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電腦教室建議SOP： 

1. 電腦組裝時，需要安排人手去整理垃圾、報紙。要注意事情的優先順序

。 

2. 看桌子的擺放與插頭，想好規劃，先與老師確認電腦教室狀況與溝通。 

3. 確認電腦擺放的方式與位置、及投影機位置。安排一個排線人員去規劃

，統一配線去接，不要大家都在接線。 

4. 將電腦教室分區人手組裝。（拆箱之後綁線的鐵絲可以收好或是加以利

用去整理電線，EX：把各種線路順過，把過長的線材整理用鐵絲綁） 

5. 組裝完的報紙垃圾的整理也需要大量人力，在組裝電腦剩餘的人力，可

以安排到此區，同時進行。  

6. 架設完之後要有安排固定的人負責去灌軟體課程檔案與開機與檢查電腦

。 

7. 要觀察狀況，如果接下來的行程是要有工作坊或是電腦課程，可以先將

垃圾等雜物移到外面，等有空時在進行整理或是交給多餘的人力。 

8. 各區事情做完要主動與負責人回報。 

 

 其餘狀況： 

1. 若老師一起來幫忙組裝電腦，可以安排一個負責人來跟老師溝通，介紹

課程並了解老師的需求並且安排老師可以幫忙的區域。 

2. 如學校有安排技師或其他工人，也要記得與他溝通。 

3. 也要記得學校提供的延長線插頭是否正確。 

 

▲電腦教室示意圖 ▲工作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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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oma 

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 
位於坦尚尼亞中心的女子學
校，這裡的女孩對著鏡頭露
出了自信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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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 

服務時間：8／2 - 8／3 

學校基本資料 

 教育體制：教會學校、私立女子中學。 

 所屬單位：隸屬於 Dodoma 教區（區域性、非聖神會體系）。 

 學校地址：P.O. Box, 36, KIBAIGWA-DODOMA 

 聯絡窗口：Madam Leonida （電腦教室管理者） 

 其他資訊： 

1. 學生共學習九個科目：數學、生物、化學、物理、KSWAHILI、公民、英

文、歷史、地理。 

2. 這間學校是 Dodoma 升學率前十名的學校，有部分學生從較遠的地區（

例如：Dar es Salaam）前來求學。另外，學生表示這所學校不論環境或

師資都較 Dodoma 其他學校好，這也是學生遠道而來求學考量的原因之

一。 

 

學生資訊 

 學費：1,500,000 先令（含住宿） 。 

 住宿：所有學生均需住宿。Form 1 分三間住宿、form 2 分 2 間住宿、form 3 

分 3 間住宿、form 4 分 5 間住宿。每間共有 16 ~ 18 個床位。 

 人數：256人（包含 6 位將成為SISTER） 

 form1：62 位學生（藍色制服），form2：52 位學生（灰色制服） 

 form3：62 位學生（黃色制服），form4：75 位學生（綠色制服） 

 班級狀況：form 1：一班；form 2：一班；form 3：一班；form 4：兩班 （分

成 Science 和 Business，Science 為當初考試成績高者，Business 則為成績低

者就讀，Science 和 Business 混合上課，課程相同）。 其中 form 1 和 form 3 

有電腦課、form 2 和 form 4 因為要準備國家考試無電腦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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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能力：校內使用全英文，學生溝通能力普遍良好。 

 電腦能力：只有少數學生家中有電腦，因學校無電腦設備，學生少有機會接觸

電腦。 

 學生背景：訪查到許多學生家長從事engineer，第二多為teacher。 

 年齡：form 1學生13~16歲、form4學生17~20歲。 

 

教師資訊 

 人數：共15人（4位女老師、11位男老師），其餘教職員：7位。 

 資訊教師：無專職教授ICT的老師。有一位大學主修物理與數學，也修習ICT課

程的Edwinmsuki老師。 

 語言能力：普遍良好。 

 電腦能力：學校老師大多在大學有接觸過ICT課程，有電腦相關知識但不熟悉操

作，打字速度不快。學校15位老師中約只有三位有私人（家用）電腦。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1. 電腦數量： 共21台，均為今年架設。 

2. 其他相關設備：校方有提供有兩台穩壓器。校方兩個月前（2019／06）

購入一台投影機。校方師生皆表示可正常使用，供不同科目上課用。 

3. 電腦狀況：20台能正常使用。 

4. 電腦教師上課狀況：老師用筆電及投影機上課（備註：其他課程有時候

也會使用投影機）。 

5. 位置： 一樓電腦教室（原為實驗室）。 

6. 放置地點與教室設備： 教室有6扇窗戶（皆有窗簾）。電腦配置共五排，

一排兩張長桌子，一張桌子放置兩台電腦，學生面朝黑板與老師電腦。

教室內配有2盞日光燈、9個插座，本次建電腦教室的延長線部分為校方

提供。 

7. 防毒狀況： 已安裝防毒軟體。 

8. 電力供應情況：斷電情況頻繁，電力供應有時反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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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課程內容 

▲上課情形 

▲與老師合影 ▲電腦教室示意圖 

▲上課情形 

日期 課程 講師 上課對象 時數 

8／4 Course introduction  宥廷 Teacher 16人 20分鐘 

8／4 Excel 泱倩、詩容 Teacher 16人 80分鐘 

8／4 Powerpoint 祐萱、宜潔 Teacher 16人 30分鐘 

8／4 Taiwanese Culture 

（Geography, History, 

Religion） 

宥廷、泱倩、泰

智 

Teacher 16人 60分鐘 

8／4 Scratch 戴豪  Teacher 16人 80分鐘 

8／4 Photoimpact 祐萱 Teacher 16人 80分鐘 

8／4 Powerpoint 宜潔 Teacher 16人 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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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察 

 電腦教室建立： 

1. 學校提供數條延長線（部分規格不符）及兩台穩壓器。 

2. 地區內供電不穩定，電力時常來回不定造成電腦損害，建議可以購買 

UPS 不斷電系統，並在電力不穩定時關掉電源開關。 電腦與延長線只有

基本的固定，建議可以帶束線器與封箱膠帶，來更穩定的整理線材。     

 課程安排： 

1. 於授課前一天向老師說明課程安排，並詢問老師的想法及能力，方便隔

天排定課程。 

 

 課程狀況： 

1. 8／3中午老師課程遇到斷電（電力不穩持續至下午），總複習完後接著

請老師發表對第一節 EXCEL 回饋，接著用筆電上台灣地理、歷史、宗教

。 

2. 老師程度落差大，大多能跟著講師用 excel 完成成績單，也有三位程度大

約是基礎 pc 。 

 

課程總檢討  

1. 需事先擬定整理線材的方式，並準備相關物資（絕緣膠帶、束帶等）。 

2. 團隊要清楚服務學校的技師與電腦教室管理人，遇到問題能最直接回報

給當地。 

3. 建議遇到突發狀況（例如：斷電）時以主要課程為優先進行。 

4. 課前確認團隊筆電充滿電備用，並確認筆電可使用時間。 

▲穩壓器 ▲Form4 教室 ▲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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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a Secondary 
School 

Arusha 

一眼望去，是無盡的草原，
那種遼闊使我們讚嘆，是最
後一間服務學校，回憶和這
片土地一樣無邊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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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a Secondary School 

服務時間：8／8 - 8／13 

學校基本資料 

 教育體制：公立學校 

 所屬單位：Government School 

 學校地址：S.L.P 37. MONDULI 

 聯絡窗口：Langoi Sailepu（副校長） 

 

學生資訊 

 學費：政府支付免學費且包含食宿 

 人數：總數479人 

– Form1 A +B+C 班 149 人紅色制服、Form2 A+B 班 98 人藍色制服 

– Form3 A+B 班 116人 綠色制服、Form4 A+B 班 116人 綠色制服 

 語言能力：英文能力程度不一，大部分偏差，教學起來有困難需要翻譯。 

 電腦能力：各年級對於電腦皆很陌生，大多學生是第一次接觸到電腦。此次電

腦課程只提供給 From4 學生，許多學生因為是第一次使用電腦，因此在滑鼠的

控制上有比較多的困難。 

 學生背景：學生家境通常不是很好，家裡沒有電腦，有 80% 的學生是馬賽族，

有 80% 的學生是穆斯林，但因為是住宿學校，所以大部分的穆斯林女孩也沒有

戴頭巾。 

 學生年齡：Form1 13~15 歲、Form2 14~18 歲、Form3 16~20 歲、Form4 

18~2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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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訊 

 人數：共40人 

 資訊教師：沒有資訊教師  

 語言能力：良好 

 電腦能力：有些老師有電腦基礎，打字方面不會太卡，對 Microsoft Office 有

基本認識，大約 5-10 名老師能力算佳，會打報告與 Excel 計算，但也有些老師

從來沒有使用過電腦。老師學習能力普遍良好。 

 教師能力： 

1. Langoi（副校長）：去年來服務時，就有得知副校長對於電腦大致上都

了解，Microsoft Office 基本上會操作，在工作坊時學習了 Photoimpact

，但還不太順手，是學校原本對於電腦了解最多的老師。 

2. Elias（電腦教室負責人）：學校地理老師，原本對於電腦不太認識，只有

去年服務期間上了PC課程，今年時常擔任上課翻譯，也在工作坊熟悉了

Microsoft Office的功能，未來在聘請專任的ICT老師前，有機會擔任兼職

ICT老師。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1. 桌電：25台（今年新捐） 

2. 筆電：15台（去年捐贈，放在教師辦公室） 

3. 電腦狀況：大部分良好。 

4. 插座：18個，校方表示教室後方會拉新的插頭電線，因此未來會多4個插

座。 

5. 放置地點：窗戶皆有鐵架，但沒有窗簾，座位約可容納 25-30 人，學校

有自己的投影機與投影布幕。 

6. 防毒狀況：皆有 Avast 防毒系統。 

7. 使用狀況：只要是運作良好，一個班級的學生可以分兩批來上課，大致

上可以一人一台電腦。 

8. 電力供應情況：非常不穩定，幾乎每天都會斷電，且如果斷電就要花上

半天才會恢復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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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課程安排： 

1. 之前沒有電腦教室，因此從來沒有安排過資訊課程 

2. 電腦教室建立完成後，學校日後安排會是甚麼 

3. 大部分可以跟上課程，只有少數程度不好的學生需要助教花時間教導。 

 

▲學生幫忙翻譯 

▲上課情形 ▲上課情形 

▲電腦教室示意圖 

▲工作坊狀況 ▲學生討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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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 講師 上課對象 時數 

8／9 Online 

Seacher 

Angle、泱倩、于宸 Teacher 21 人 30分鐘 

8／9 Word Angle Teacher 21 人 30分鐘 

8／9 Excel 泱倩 Teacher 21 人 30分鐘 

8／9 PPT 宜潔 Teacher 22 人 40分鐘 

8／9 Photoimpact 祐萱 Teacher 22 人 40分鐘 

8／9 Excel 泱倩 Teacher 22 人 40分鐘 

8／9 Word Angle Teacher 22 人 40分鐘 

8／9 Hardware 戴豪 Teacher 22 人 40分鐘 

8／9 Seacher 于宸 Teacher 22 人 40分鐘 

8／9 PC 玟萱 27人（F4A Stream1） 90分鐘 

8／9 PC 泰智 22人（F4A Stream2） 90分鐘 

8／10 PC 泰智 27人（F4B Stream1） 180分鐘 

8／10 PC 玟萱 30人（F4B Stream2） 90分鐘 

8／10 Review 6個團員 66人（F4） 60分鐘 

8／11 PC 泰智 25人（F4A Stream2） 30分鐘 

8／11 Word 𡟄仙 25人（F4A Stream2） 50分鐘 

8／11 PC 玟萱 25人（F4A Stream1） 60分鐘 

8／11 Word 之怡 25人（F4A Stream1） 40分鐘 

8／11 Review 5個團員 10人（F4A Stream2） 30分鐘 

8／12 Word 𡟄仙 25人（F4B Stream1） 70分鐘 

8／12 Word 之怡 21人（F4B Stream2） 80分鐘 

8／12 PPT 宜潔、祐萱 20人（F4B Stream1） 80分鐘 

8／12 Review 5個團員 19人（F4B Stream1） 30分鐘 

8／12 Review 6個團員 2人（F4B Stream2） 30分鐘 

8／13 Review 4個團員 Teacher4人 1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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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察 

 電腦教室建立： 

1. 電腦擺放及配線為電腦教室桌面與鐵架分離，建議下屆帶材料處理。 

2. 中國制的接頭非英規（八孔）、英規（六孔）220V，因此配線時八孔必須插在

六孔上面，延長線接延長線，對電路不好，建議購買英規轉接頭。 

3. 每間學校插孔排法不同，根據本屆教室擺設方法做下屆參考。 

4. 替換電供時，一定一定要注意電壓，以免造成危險。 

5. 檢修時因天氣乾燥，容易靜電，建議下屆可帶絕緣手套（塑膠手套），本屆有

留一盒在住宿地方。 

 

 課程安排： 

1. 副校長非常積極地希望可以好好利用我們在學校服務的時間，在老師的空檔時

間安排團員給老師上課，平日一天五堂課，假日亦有開半天課，一堂課 40 – 50 

分鐘，以及傍晚提供課輔時間給學生複習與問問題。 

2. 因為有時上課日子是假日，學生大多不會集中在學校，而是在宿舍，需要有人

負責去找學生，或是派已經到的學生到校園的各處去集中其他人。 

3. 學生對於電腦都很陌生，因此前幾天都安排PC課程，而且經常延長課程時間。 

 

 課程狀況： 

1. 學生開啟其他軟體：有些男學生一直在上課中間開啟其他軟體，打亂上課秩序

。請班上領頭學生和大家表示，若不守規矩就請他離開教室不能使用電腦。 

2. 課程中途斷電：拿出團隊攜帶的筆電出來使用，實行分組上課給助教帶領，總

結再統一給主講者做結尾。去年捐贈 15 台筆電應該要事先充好電一起使用會更

好。 

3. Review狀況混亂：老師與學生溝通不夠明確，導致學生以為是來電腦教室玩電

腦，後來明確表達只能來做Basic Word Practice，才有改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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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總檢討  

1. 學生英文能力普遍不好：一開始調查疏忽了語言能力的部分，第二堂課

開始有請英文較好的學生做翻譯，第三堂課開始都是交給Elias老師幫忙翻

譯，但因老師對於課程不熟悉，搭配起來較沒有默契，之後晚上會先和

老師利用5分鐘跑過隔天課程的流程以改善狀況。 

2. 老師程度差異大：若能多方調查，可以避免收到單方面訊息，造成排課

難易度上的錯誤。 

3. 公立學校程度不好：大多學生程度真的很差，滑鼠控制與鍵盤操作，會

延誤其他課程，所以建議 PC 課程一開始最好就安排多一點時間。 

4. 點名困難：校方要求點名確認學生是否到堂上課，不點名會造成學生重

複上課、學生不到場、遲到狀況，但上課時間拖到，建議找老師或學生

協助點名，且團內有固定的人負責點名。 

5. 回饋單：會壓縮上課時間，主講者看狀況進行，學生看不懂回饋單內容

（表格對應、數字量化概念無法連結），建議下屆用英文表示 1-5 的程度

，或用 kiswahili 做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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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訪時間 2019／07／22 Bagamoyo 

回訪目標  評估現況是否可再次合作 

學校資訊 

校方負責人 Sir KARATA 

地址 P.O. Box 14, Bagamoyo 

學費資訊 食物+住宿 ： 2,500,000 先令／年 

學費 ： 1,000,000先令／年 

師資概況 共44位教師，每人至少教授兩門主科，其中有2位電腦老師 

其他 主要為升學學校，form2 時會有全國考試，成績為 Tanzania top5

的學校，而就讀本校也須通過考試才可入學，每年大約 600 - 700

人報名，只錄取 150 人。 

學生的自修時間：6：00 - 7：30、15：00 - 16：30、19：00 - 22

：00 

學生資訊 

年級和班級數 Form 1：195人 

Form 2：209人 

Form 3：155人  

Form 4：108人 

Form 5：180人  

Form 6：183人 

學生人數 約 1290人 

是否住宿 全部學生皆住宿 

英文能力 全英文授課、英文溝通、校內禁止使用Kiswahili，若違反則會被處

罰。推測學生英文程度不差。 

 

Marian Boys’ Secondary School 

92



電腦教室概況 

電腦教室 有保留電腦教室空間，但2014年帶來的電腦已經被遷移至Marian 

University College ，故目前無電腦硬體設備 

桌電數量／可
使用桌電 

無 

教室與桌電 
狀況 

電腦教室空間寬敞明亮，有黑板，共28個插座，無桌電。 

學生使用電腦
狀況 

部分學生在家擁有電腦，大部分學生較沒接觸電腦 

電腦課內容 無 

投影設備 無 

未來電腦教室
規劃 

引進電腦硬體設備 

未來需求 1.硬體設備（電腦、投影機） 

2.電腦教室空間寬敞明亮，但需架設窗簾（避免夏日教室溫度過

高 、投影幕過曝） 

評估結果 此間為Tanzania top 5 的學校，原本考量到因升學因素，校方可能

會認為無法將教學重點放置在電腦課程學習上。經過詢問後，校方

表示，以現況來說在Tanzania 使用電腦的技能是必須的，所以擁

有電腦課程及實作機會能將學校變得更優秀。 

在訪查的同時了解到校方將原有的住宿空間擴建成為新的實驗室以

及新增相關設備，並在校內新地點建設新宿舍，可得知校方在學業

成績上也很注重實驗課程。校方表示未來建立電腦教室後，可考慮

架設網路線在電腦教室。 

以電腦教室空間配置、供電穩定度、學生素質、校方意願等條件總

和來說，適合作為後續洽談合作的服務學校之一。 

▲實驗室 ▲剩餘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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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訪時間 2019／08／17 Arusha 

回訪目標  確認電腦教室狀況，及探討其成效。 

 

學校資訊 

校方負責人 校長 Dr. Bakari Kaoneka 

學費資訊 1,700,000先令（住宿）／1,200,000先令（非住宿）  

師資概況 共 7 名教師，ICT 教師 2 位 （其中包括校長） 

 

學生資訊 

年級和班級數 六系所： Academic 、Language 、Science、Human resource、

Finance、Social studies，皆為學生必修 科目。 四主修：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Certificate in Primary education、

Diploma in primary education、Diploma in secondary education

。 修習大學1年可獲得證書，完成3年獲得文憑，學生可自由選擇。 

學生人數 約 110人，年齡18～45 

是否住宿 可住宿也可不住宿，宿舍在校園外，步行可到。 

英文能力 使用英語／斯瓦希里語上課，英文能力尚可  

Kisongo Teacher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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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概況 

電腦教室 1 間電腦教室、1 間圖書館存放電腦 。 

每次上課學生不超過電腦總數，故上課時學生均可以每人使用 1台

桌電 。教室寬敞，走道夠大能方便走動 。 

 

電腦教室可 
容納的學生 

約 30 人 

 

桌電數量／可
使用桌電 

桌電數量：23 台桌電，18 台存放於電腦教室，5 台存放於新建圖

書館，其中 3 台有點問題。 

電力供應狀態 電力供應狀態：使用發電機發電，但不太穩定無法提供所有電腦同

時開機。教師辦公室屋頂有太陽能板可供一排教室開燈。 

其他 教室有投影機、掃描機、影印機、及一台筆電，校長教學需要用到

網路時會提供自己手機 WIFI 做使用。 

 

▲電腦教室 ▲圖書館的五台電腦 

▲廣闊的操場 ▲與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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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情況與環境 

教室與桌電 
狀況 

使用 18 台於電腦教室的電腦。 

 

學生使用電腦
狀況 

每周約 1～2 堂電腦課，且學校有額外開放時段讓學生與老師自由

使用電腦做練習。 

 

電腦課內容 有基本的 Microsoft Office 課程，包含 Word、Excel、PowerPoint

等課程，老師也會出考卷讓學生測驗。且教導基礎的硬體課程，據

校長所說，學生懂得如何接電腦線例如 VGA 與 Power。 

 

投影設備 一台 

 

未來電腦教室
規劃 

希望政府能牽電線來提供電腦教室做使用。 

 

未來需求 未來將開放附近社區的居民、老師、學生來一起使用電腦教室，並

教導電腦知識，預估為期約3~6個月。 

 

評估結果 
（你覺得） 

學校校長講話過於官方，有些應答與學生老師不太一樣，因此不太

可信。例如對於水資源的部分，校長說非常夠用且學費裡面包含水

資源，但學生與老師表示時常停水不夠用。 

校長對於學校電腦教室及課程討論的有點過於美好，有待觀察其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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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7／09 Dar es Salaam 

新訪目標  了解學校情況。 

學校資訊 

校方負責人 St. Josephnine 

學費資訊 2,000,000 先令／年 

師資概況 15 人（資訊專任教師 1 人） 

其他 教師英文溝通能力良好，且普遍都會使用電腦，另外有些老師具備

自己的個人電腦 

學生資訊 

年級和班級數 一班大概有 45 人，全校共有 8 班。 

Kindergarten （一班）、Primary （一到七年級各有一班）。 

學生人數 約 400人，年齡Kindergarten 3 - 6歲，Primary 6 - 14歲 

是否住宿 非住宿制，但有一些 7 年級為了更好升學選擇住宿。 

英文能力 學校規定每天都要說英文，只有星期五可以自由使用 Kiswahili，學

生英文能力佳。 

St. Joseph Primary School 

電腦教室概況 

電腦教室 有一間電腦教室和儲放壞掉電腦的房間，因主要負責的電腦老師不

在，所以這次我們只有進去儲放壞掉電腦的房間。 

電力供應狀態 學務長有和我們說明電腦教室可供電給 47 台電腦，但大部分都壞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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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情況與環境 

教室與桌電 
狀況 

主機的型號老舊，使用的螢幕有些是真空管。 

電腦主機總數 20，經檢修和整理過能正常運作的電腦有 14 台，有 

6 台損壞。 

螢幕總數 21，能正常運作的電腦有 14 台，有 7 台損壞。 

配件狀況鍵盤 14 個都能正常使用，滑鼠有一些壞掉，但總數有 17

比較多，所以目前只缺少 1 個滑鼠。 

線材狀況壞了 2 條電源線和 1 條VGA線，這邊的主機型號老舊，

有些 VGA 線還需要配有特別轉接頭才能使用。 

另外學校配有 12 台電源穩定器，但損壞率極高，只有 3 台是能正

常使用的。 

學生使用電腦
狀況 

沒有實際看到學生上電腦課，但學務長有和我們說明學生會基本電

腦架構和簡單文書軟體。 

電腦課內容 會在教室黑板上簡單說明電腦理論和介面。 

投影設備 無 

學校課程安排 明年開始國中升學考試五科改七科。 

原本5科：社會（歷史、地理、公民）、數學、英文、科學、

Kiswahili 

變動2科：公民 -> 公民道德、科學 -> 科學與科技（筆試） 

未來電腦教室
規劃 

經團隊整修電腦後，未來有機會上機電腦課。 

評估結果 
（你覺得） 

這所學校是Dar es Salaam最好的小學，國小入學考試很競爭（100

取 5） ，同樣升學率也很高 。 

先不建議捐電腦，但建議之後團隊可以在那邊嘗試著檢修電腦，實

際探訪電腦教室情況後，再評估未來捐助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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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進班與學生打招呼 

▲與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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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7／25 Morogoro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校長 Bertram B.B. Mapunda 

學校制度 • 有三種制度 

1. Bachelor（3 or 4 years）（目前ICT部分在規劃中） 

2. Certificate （1 year） 

3. Diploma （2 years） 

• 如果 form 4完直接上大學，會從 certificate 開始，上完進入

diploma，再接 Bachelor，如果學生有上過form 5 和 form 6，

可以直接從 diploma 開始。 

• 電腦學程分為兩種，Computer Science and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目前只在Certificate and Diploma中，

正在規畫建立 Bachelor。 

學費 1. Bachelor（1,750,000 per year） 

2. Certificate （960,000 per year） 

3. Diploma （1,200,000 per year） 

學生概況 Over 3000人 

師資概況 5 computer teachers, 1 computer room manager。 

學校歷史 1988年計畫在 Religious Superiors Association in Tanzania 年度會

議中成立，起初只有神學院與哲學院，2010 成立為大學，Fr. 

Bernard Witek 成為首任校長。 

Jorden University College 

▲與神父合影 ▲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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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共兩間，一大一小。 

1. 共70台電腦，其中40台運作正常。 

電腦教室用特殊系統（vspace n-computer），有一台超級電腦與

4 台switch，超級電腦用switch和網路線連接所有電腦，並幫每台

電腦建立虛擬桌面，每台螢幕後有台小主機處理相關資訊，所有電

腦有獨立的儲存空間，但軟體與系統是同步的。 

2. 共 18 台電腦，其中 11 台運作正常。正常電腦教室，電腦多半

壞掉，原因可能是學生會偷拿電腦零件（mouse、RAM、HDD）。 

資訊課程 • 電腦數量遠少於學生數量，導致上課時 5~8 人共用一台電腦操

作，學生學理論但缺乏實作。 學校全校學生都會上 ICT 課程，入

學會考基本電腦，但大學還是會從最基礎教起，然後會訓練學生用 

OFFICE。 

• ICT專業課程中，certificate 只教電腦概論，diploma 才會教進階

的（web design、virus、internet）。 

電力設備狀況 斷電頻率3次／天  

UPS斷電時可以維持 5~10 分鐘 

學校內有大型發電機 

硬體設備狀況 每台電腦均配有兩個插座及一個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兩台電腦教室各有一台運作正常的投影機，有掃描機，

圖書館也有 5 台可查圖書資料的電腦。校內有工作坊，有完整的機

具，學校的用具與課桌椅大部分都自己做。 

學校未來需求 

主要是硬體問題，電腦數量遠少於學生數量，希望可以建立更多電腦。 

希望可以訓練學校電腦老師，並和我們交流，了解更多大學可運用的軟體資源以及

線上教材。 

未來評估  

校方態度積極，正在規劃發展 ICT 的課程與學位，希望能有長期合作。且團隊期盼

未來能與此間大學合辦小型 Seminar。 

其他  

學校對於ICT的教學重心為：培養學生有基本電腦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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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7／29  Morogoro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Lusajo Lyata（老師+電腦教室管理員） 

學校地址 Old DSM Road, Morogoro, Tanzania 

學校制度 公立中學 

學費 無 

學生概況 Form1~4 共 1000 人。 

師資概況 67 位老師，15 位會使用電腦。 

學校歷史 2008 年建校，2016 年開始免學費。 

其他 原學費為每年 20K／70K（非住宿／住宿）先令。 

Kola Hill Secondary School 

▲電腦教室 ▲班級上課狀況 

▲校園建築 ▲與老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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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有一間2018年愛爾蘭團隊建立的電腦教室（共25台桌電） 

資訊課程 只有Form1有電腦課，共2堂課程：Computer Introduction和

Microsoft Word。皆為非常基礎的入門介紹。 

教師資訊 4位資訊教師。 

電力設備狀況 有兩台愛爾蘭團隊帶來的電力穩壓器，25台電腦同時開啟不會有斷

電問題。 

硬體設備狀況 共 25 台桌電（Ubuntu），5 台筆電（Win10），2 台投影機，插

座24 個 

其他 學校參與了ADSL（African Digital Schools Initiative）5 年計畫，

預計 2020 結束（Morogoro 共 12 所學校參與）。每年會有 10 位

老師參與為期 2 天的培訓，目前共得到該計畫捐助的 5 台筆電以

及 2 台投影機。 

 

學校未來需求 

        硬體上，學校的電腦教室目前僅供學生和老師自習使用，並無法提供教師授課，

因此電腦數量上有缺乏。軟體上，目前使用的是 Ubuntu 系統，無法操作課本上教

學的 Microsoft Word，因此 Windows 和 Microsoft 文書處理軟體是有缺乏的。此外，

學校僅有 2 台投影機，老師們得輪流使用投影機進行上課。 

 

未來評估  

        2018 年其他團隊建立的電腦教室僅僅為老師使用或學生自習，並無法提供學生

上課使用，學生受益的成效不高。電腦老師僅 4 位，且主要負責老師並無 ICT 相關

背景（大學主修歷史）。此外，老師有提到電腦課基本上是想給學生對電腦有個初

步瞭解，並無升學考試上的壓力。因此，並不建議進行主要服務。 

 

其他  

學生行程為 7：00~15：00，無午餐，無校車。 

老師會需要學著使用 excel 和 ppt 。 

Form1~4 的班級數量分別為：3433. 

電腦教室的電腦系統是 Ubuntu，教室裡教的是 Windows 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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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7／30  Morogoro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PAUL KIPEMBA（校長） 

學校地址 學校地址： Old DSM Road, Morogoro, Tanzania 

學校制度 私立天主教學校（非住宿制） 

學費 450,000／年（含早午餐） 

600,000／年（含早午餐和書籍） 

學生概況 全校共 456 學生 

幼稚園 2 班 4~5 歲 （76 人） 

1-3 年級 2 個班／4-7年級一個班（一個班大約 45 人） 

規定學生在學校要說英語，英文表達能力佳。 

沒有看到實際學生操作電腦情形，僅透過校長和學生問答得知，學生確實

具備基礎電腦知識。 

師資概況 全校共 17 位老師，有 2 位主要負責資訊專長的電腦老師，6 位行政老師

（不授課） ，和 6 位工友。 

因為可以用影印機印製考卷講義，所以學校教師皆會使用電腦，但學校沒

有投影機的設備，故老師也不會用簡報上課。 

學校歷史 由美國一個基金會幫忙建造校舍，建校 1998-2004，第一批畢業生2010。 

其他 學校FB 

https：／／m.facebook.com／pages／category／School／Morogoro-

Baptist-Primary-School-146486365371531／  

 

 

Morogoro Baptist Primary School  

▲與師生合影 ▲電腦教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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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共有 15 個插座。 

電腦教室有 5 組電腦，皆可正常運作，軟體都是 Window8／

office2013，但防毒都不一樣。 

有電腦教室公約，像是進來電腦教室要脫鞋，使用完畢要關機。 

資訊課程 1-3 年級用電子書閱讀器上課，4-7 年級才到電腦教室上機實作。 

因為只有 5 台電腦，每次上課都是 10 個學生共用 1 台電腦，學校

段考有考電腦，另外學生有時間可以過來電腦教室自主練習電腦。 

教師資訊 2 位電腦老師皆非資訊專業背景，且其他老師和校長也會上電腦課。 

電力設備狀況 斷電一天兩、三次。 

硬體設備狀況 學校周圍有圍牆，有發電機和水塔，且有1台校車，而硬體設備有

10 組電腦，25 個電子書閱讀器，1 台影印機和 1 台筆電。 

電腦器材和影印機來源都用買的，而電子書閱讀器是三年前 Vision 

trust（from USA）捐贈，該團體沒有後續拜訪，但學校須定期繳

交報告。 

圖書館的 1 台電視和各式英文各式書籍是另外一個團體捐助的，但

電視壞掉了。 

學校未來需求 

        未來希望能增加電腦數量，讓每個學生都能有 1 台電腦上課，另外學校也希望

能培訓老師電腦專業和增加電腦課的教材檔案。學校還希望能帶來中文的課程，讓

學生能學習不同的語言專長。 

▲校車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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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7／31  Morogoro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Adelina （副校長） 

學校制度 Secondary school： Form1~form6 

學費 70萬先令／年（含住宿、三餐餐費） 

學生概況 學生總數大約 2000 個學生。Form 1~form 4的班級數分別為： 3, 

7, 5, 5，一班大約 55 位學生。 

師資概況 全校約 110 位老師，語言教師（Kiswahili、English、Chinese、

French）各 10 位，一般科目各 3~4 位老師，其中有三位老師可以

教電腦課。 

學校歷史 1959 年建校 

其他 有兩個校區，form1~4在一個，form5~6在另一個校區。 

 

Shule Ya Sekondari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施工中，尚未建立完成。完成後預計架設 10 桌電。有 18 個插頭，

有三個窗戶，皆無窗簾。一台冷氣機，不確定是否能運作。 

資訊課程 尚無規劃資訊課程。 

教師資訊 有三位老師較會使用電腦。 

電力設備狀況 時常斷電，一天大約2~3次。 

硬體設備狀況 10 台桌電，其中三台留在辦公室供教師使用。3 台筆電，2 台投影

機， 2 台影印機。 

 

學校未來需求 

完成電腦教室施工。更多硬體設備以及電腦教師的訓練。規劃資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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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中的電腦教室 

▲多處都在施工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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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7/31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Joachim  

學校制度 公立學校 

學費 免學費 

學生概況 Form 1-6 共300人。 
一個年級約50人。 

師資概況 資訊教師2人 

學校歷史 創校於1969年 

其他 Christian, boys only, boarding, O-level(form1-4), A-level(form5-6)  

ST. Peter’s Junior Seminary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32台電腦 (多數螢幕與主機未連接)、1投影機 
12個桌子 3個空桌、1個電壓穩定器、12個插頭、1冷氣機、  窗簾 
一個白板 
39張椅子、6個電燈(一個壞掉)、5個延長線 

資訊課程 無詳細狀況。 

教師資訊 資訊教師2人。 

電力設備狀況 校方表示有穩定電力。 

硬體設備狀況 大多數螢幕與主機未連接，因校方時間無法配合，故電腦以及投影
機無法作近一步的檢查。 
 

學校未來需求 

校方未表明實際需求  EX：電腦數量、課程規劃。 
 

未來評估  

訪查當下未感受到校方合作意願，因時間安排在校方午餐時間，推測當下並不是接
待訪客最恰當的時間，故只訪查到電腦教室狀況，校內環境與學生狀況不明，暫不
建議作為明年度主要服務學校之一。 

▲電腦教室所在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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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8／05  Dodoma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Sister Chrispiana 

學校制度 Secondary school： Form1~form6 

學費 200萬先令／年。 

Form 6 science 206 萬先令／年。 

皆包含住宿及三餐。 

學生概況 學生總數 390人。 

form 1：85人，form 2：80人， form 3：73人，form 4：49人， 

form 5：55人，form 6：48人。Form 1~6 各一班。學生普遍英文

程度不錯。 

師資概況 教師人數約 25 人，只有1／5會用電腦，特聘一位有 ICT 背景的圖

書館管理員。 

Huruma Girls Secondary School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無 

資訊課程 無 

教師資訊 無 

硬體設備狀況 僅秘書處有放置一台電腦。 
 

學校未來需求 

希望能有更多的硬體設備，與新聘更多 ICT 相關背景的老師。 

▲校園建築 ▲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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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8／05  Dodoma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Sr. Aurelia （校長） 

學校制度 私立學校 

學費 700,000 先令／年，其中校車費50,000 先令／月 

學生概況 有 Standard 1~Standard 3，一和二年級分兩班，三年級一班，總

共 226 人。 

Standard 1 學生各 50 人 

Standard 2 學生各 50 人 

Standard 3 學生 26 人 

師資概況 老師共 10 人，有英文、數學、自然、史瓦希里語及其閱讀和寫作

課。 

學校歷史 Primary school 是於 2018 年在 nursery 基礎下建立的，因為附近

有幼稚園、中學，唯獨缺少小學，過程中因為聖神會發現其資金不

足無法完整建立，而資助其建蓋小學。 

建校一年的小學，還在持續招生中，去年開始有 Standard 1 & 2的

學生，Standard 3採特別招生，因此只有錄取 26 人。 

其他 非住宿學校，有提供早、午餐。共有三台校車送學生回家。 

Misericordia English Medium pre & 
primary school  

▲濾水系統 ▲進班與學生打招呼 

110



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無 

資訊課程 無 

教師資訊 無 

電力設備狀況 電力穩定 

硬體設備狀況 建築物已建蓋完成，但教室內設備尚有缺乏，有電風扇、目前沒有

電燈裝置。飲用水資源不足，只有一台家用濾水器供全校飲用。 

其他 部分學生家境清寒，因此學校設有食物獎助計畫，目前有十位學生

使用這個獎助計畫，供給補助學生在校餐點的費用。 

 

學校未來需求 

        校方因為資金不足，在設備方面多有缺乏，若資金足夠，首先能把電燈裝置完

成，未來校方也希望能增加電腦教室，讓學生能有使用及學習電腦的權利。校車部

分未來希冀能從原本的 3 台增加至 12 台，讓學生不用長時間等待就能順利回家。水

資源方面全校有 226 個學生加上 10 個老師，還有幼稚園的學生，但學校只有一個

家用的濾水器，對學校來說是不敷使用的，若資金允許，希望能改善飲用水過濾的

問題。 

 

未來評估  

        學校在資金方面明顯不足，若沒有考慮金援，可以等幾年後二次訪查學校設備

是否完全，再進一步考慮是否要捐贈電腦。目前狀況不太適合捐贈電腦，即使學校

有心維護，也可能因為資金問題維護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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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8／07  Dodoma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Emmanuel chitalika（校長） 

Email ： emmachita@gmail.com       

Tel：0785-702960 

學校地址 PO. BOX 11 Kondoa -Dodoma 

學校制度 公立學校、Kiswahili授課 

學費 免學費 

學生概況 人數 ： Standard1~7 於 2019 年就學人數依序為 87、60、54、63、

49、42，40、39 人。總人數 434 人（男 ： 221人、女 ： 213

人）。 

年齡 ： Standard6, 7 學生約 12~13 歲。 

英文能力差。 

師資概況 共五人（三男兩女），含校長、副校長。 

備註 ：  

1. JINA LA MWALIMU 老師至 Arusha 出差，短期不在學校。 

2. 另有兩位老師薪資由 society 支付。 

3. 僅兩位老師英文能力較佳（校長及副校長）。 

學校歷史 1996 年創立（最初僅兩位老師，現任校長為後來加入）。 

其他 學校不供應午餐，午餐時間（約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學生回家用

餐。 

非住宿學校。 

Standard 1~5 修習六個科目 ： 數學、科學、英文、Kiswahili、社

會、公民。 

Standard 6~7 修習八個科目，其中包含培養未來工作技能的課程。 

少部分學生住離學校四到五公里遠，影響課堂參與率。 

一年兩學期，一學期期中、期末考各考一次。 

Standard 7 今年的升學考試日期為 ： 12／11, 12／12。 

Foe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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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無 

資訊課程 無 

教師資訊 無資訊教師 

電力設備狀況 目前無電力供應，電力線預計今年年底牽至學校。 

硬體設備狀況 無 

其他 1. 學校無校巴。 
2. 圖書館 ： 書為政府付錢，再由學校購買，內有各式書籍（含教

科書）及歷屆考題，可供學生借閱，但目前尚無紀錄借還書之
系統。 

 

學校未來需求 

1. 學校教師人數不足，希望能有新進教師。 

2. 水資源取得不易，需提桶子到離學校約 5 分鐘路程的井口（小湖）取水，乾季時

更僅有一處能取水。  

其他  

1. 學生約 90% 為穆斯林。 

2. 學校五位老師中有三位住在學校的 teacher house。學生的制服為家裡出錢購買。 

3. 放學時間為下午3 ： 30。 

▲學生上課情形 ▲學生教室窗口 

▲教室環境 ▲與校長探訪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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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8／07  Dodoma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St. Salvina 

學校制度 基本電腦知識和文書軟體訓練中心 

（偏補習班而非正規教育體制） 

每一期課程皆為 6 個月 

學費 180,000／6個月（純學費無早午餐） 

沒錢就停止課程，等繳完學費再繼續修習學業。 

學生概況 共 40 個學生。主要學生族群是 From4 畢業到 From5，年齡 17、

18 歲。上課用斯瓦希里語，普遍學生英文能力不是很好。 

師資概況 共 3 個老師。老師背景都是教育，但不是 ICT，有些英文能力不錯。  

學校歷史 創立於 2009／06／27，目的在於訓練學生能有基本電腦知識和文

書處理能力。 

其他 官網https：／／stgemma.org／st-gemma-vocational-center／ 

ST. Gemma Computing Centre 

▲電腦教室所在建築 ▲電腦教室 

▲水塔 ▲校園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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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共 30 組電腦，但缺少 3 個滑鼠和 1 台主機，另外有 1 台穩壓器。 

軟體是 Window7 和 office2017，防毒使用 Avast & Smad。 

有電腦課本，只能在電腦教室使用。 

資訊課程 共 30 組電腦，但缺少 3 個滑鼠和 1 台主機，另外有 1 台穩壓器。 

軟體是 Window7 和 office2017，防毒使用 Avast & Smad。 

有電腦課本，只能在電腦教室使用。 

教師資訊 無特定資訊教師。 

電力設備狀況 電力穩定，校方說最近一次斷電在兩個月前，無發電機。 

硬體設備狀況 水力穩定，學校會和 Luku 公司購買水，且有水塔。 

電腦教室裡有三盞日光燈、三座電風扇、七扇窗，皆有窗簾窗戶紗

窗。 

電腦教室旁邊的文具店有 2 組電腦和 2 台影印機。  

學校未來需求 

目前狀況良好，且有完整體系支援，暫無特別需求。 

未來評估  

因為背後有完整體系支援，機構組織良好，未來若需要交流可考慮作為交流對象；

協助部分目前暫無需求。 

▲電腦機型 ▲電腦機型 

▲電腦機型 ▲電腦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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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訪時間 2019/08/16 Arusha 

新訪目標  尋求未來合作對象 

學校基本資料  

校方負責人 Mansuetus mfaume 
Krisantus asscna  

學校制度 私立中學 

學費 1.9million (tsh) /  year 

學生概況 Form 1-6 共253人 
Form 1 61人 
Form 2 36人 
Form 3 64人 
Form 4 63人 
Form 5 22人 
Form 6 7人 

師資概況 共17名 

其他 Form 1-6 / Boarding school / no English no service  

Suma-Engikaret Secondary School 

▲圖書館藏書 ▲學校宿舍 

▲教室狀況 ▲校園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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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概況  

電腦教室 空教室，大小約9*12公尺，擁有一個插座。 

資訊課程 無 

教師資訊 無資訊教師，據說多數老師會使用電腦，擁有個人筆電。 

電力設備狀況 校方表示有穩定電力，若斷電時有太陽能替代，大約能維持6小時 
。 

學校未來需求 

電腦教室設備更新 
 
考量點1 教室內插座數量 
目前只有一個插座，若未來以20台電腦估計，建議教室內至少擁有6個插座 
。 
考量點2 風沙進入教室影響電腦運作 
目前教室用有玻璃窗，但可能因風過大而容易破裂，建議使用鋁門窗等更堅固的設
備。 
教室大門有縫隙，門鎖容易開啟，除了易有沙塵進入教室外，亦有安全上的問題。
建議更換能防風沙以及有安全鎖的大門。(可參考nanja Secindary School 防風砂門
及門鎖)。 
 
考量點3 教室內燈源 
目前只有兩個燈座，其中一個沒有燈管。適學校情況建議新增燈源，確保室內使用
電腦的舒適亮度。 
 
總體: 
教室內建議設備更新 :  插座/ 防風砂鋁門窗、大門/ 窗簾/ 燈源。 
 

未來評估  

老師表示希望學生透過電腦來學習，從校內設備亦可見財力足夠維護電腦教室，學
校電力方面穩定，若斷電仍有太陽能供應大約六小時的使用量。也觀察到有來自不
同國家對於校內建設的協助，也在後續看見校方的維護，以及建設的成果。總體而
言，校方合作意願高，並且推測若建立電腦教室後，有能力維護並有效利用，可建
議作為下一屆主要服務學校之一。 

▲與師長合照 ▲校園周邊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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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water harvesting 

計劃地點 Nanja’s Secondary School 

計劃年分 2019年提案，2020年至2021年執行。 

提案人 郭欣茹 

當地管理人 Langoi 副校長 

計劃預算 第一年：約600 USD (以美金為單位)。 

計劃背景簡述 
 
 
 
 
 
 
 
 
 
 
 

Arusha每年雨季主要集中在11~12月和3～5月，雨季最高降雨量可

達到487mm，但在旱季（每年6～10月，長達5個月）降雨量卻不

足10mm /月。 

位於Arusha的Nanja secondary school在旱季未能提供足夠的飲

用水供學生飲用，每天只能分發學生一次少量的飲用水，因此學

生未能每天獲得足夠飲用水，甚至有學生會到其他水塔偷取水。

雖然政府有提供飲用水給學校，學校在上一年亦有新蓋的雨水收

集系統，但仍未能滿足所有學生的最低需求。 

有鑑於此，若能利用在屋頂安裝的排水系統蒐集屋頂鐵皮上的雨

水，雨水便能通過垂直貼在牆壁上的水管的流到儲水塔中，從而

在雨季中收集雨水供旱季使用。 

預計成效 
 
 
 
 
 
 
 

1. 在當地雨季時能收集到可供旱季時使用的水。 

2. 假設每位學生每天需要500ml的水，全校學生為600人，一日

便需要300L水，一個容量10000L的水塔能供應他們接近一個

月的水。 

3. 預計可增設一個容量為10000L（或以上）的儲水箱（儲水箱

材質視資金情況決定），從而幫助解決他們在旱季水資源不

足的問題。 

計劃模式 
 
 
 
 
 
 
 
 
 
 

 
 
 
 
 

 

1. 首先需要校方請人員去評估和勘查適合建立收集雨水的地點。

當中需要考慮教室或宿舍附近是否有足夠的平地放置儲水箱、

屋頂面積是否足夠等。 

2. 場地測量結束後，請校方完成設置圖。 

3. 校方完成各種評估後，交由我方討論及評估並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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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金額(先令)： 

1.現場勘視及評估 2～3個月 
>2,000,000TSH 

2.設計規劃圖 1～2個月 

3.採購材料 2～3個月 >3,600,000TSH 

4.完成組裝(含工人的工
資、餐費和其他雜費等) 

1～2個月 >1,400,000TSH 

總共 >11個月 
>7,000,000TSH 
(100,000NTD) 

計劃管理 1. 資金應用和時間需求： 
 
 
 
 
 
 
 
 
 
 
 
 

2. 延續條件：無。此計劃的雨水收集系統完成後，並管理和維修

的事務和費用將由校方負責。 

3. 評估模式：先由校方提供學校缺水情況、需求急切性等資料及

相關證明文件，再由台非協會去評估可行性。 

計劃評估 1. 優點： 

1) 屋頂的雨水回收是由上往下裝置，不須耗電能。 

2) 提供免費的水源，但校方需負擔建設好後的儲存、處理

和使用之成本費用。 

2. 缺點： 

1) 每一年雨季的降雨量以及時間不一，所以雨水並不能列

為可靠和持久的水供應來源；若雨季提早結束，則無法

為旱季缺水問題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2) 無法確保水的品質，水質可能會受泥沙淤積、懸浮顆粒

或微小昆蟲的影響。 

備註說明 • 屋頂必須是鐵皮。 

• 總可收集水量（公升）＝降雨量(m/year) x 屋頂面積(m^2) x 

1000 。 

• 以每年平均降雨量為450mm（=0.450m）為例，一個面積為

5m x 4m的屋頂，每年便可收集9000公升的水。 

• 預算金額之參考資料： Lukas Borst, Han, Sander de Haas, 

Cedrick Gijsbertsen, Joop Paauw, (2009) Mission report of 

Construction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in the 

Rundugai area, Tanz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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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amoyo孤兒院 
 

活動日期：2019/07/21 

活動流程： 

1. 與孤兒院孩子一起彌撒 

2. 一起享用台灣菜午餐 

3. 台灣文化 --香包製作 

4. 品嚐鳳梨酥 

5. 體育活動 

6. 小禮物分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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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地工作 

1. 集合團員 

2. 管理秩序  

3. 提醒各股事務  

4. 當地協調及突發狀況處理 

二、檢討事項 

1. 管理秩序 

A 住宿音量 

原因 
住宿地點大多都由校方提供，晚上團員講話嬉笑音量過大，行政

股並沒有及時制止團員，大多都是由領隊作提醒。 

建議 行政股應負起督促團員維持秩序之職務。 

B 當地協調 

原因 

於 Dar es Salaam 的 St. Joseph primary school 領隊副領隊臨時

不在時，校方通知我們趕快去輪流辦 SIM 卡，電信業已在等候。

當時，和校方在辦公室確認是領隊副領隊找的電信業，詢問了電

信業所辦的方案，但是當下因沒有SIM卡，沒有第一時間和領隊

們確認購買的方案是否正確，導致買錯方案並提早購買了。 

建議 

在沒有SIM卡的情況下，仍應該積極與校方詢問聯繫領隊副領隊

的方法，第一時間必須和領隊們親口確認購買的方案後，再進行

購買。 

營期檢討：行政股 

124



2. 統籌團務 

A 臨時發現學生數過多 

原因 

於 Nanja Secondary School 進行台灣文化日前，沒有事先了解到

會有兩百多人的學生數量，導致前天安排活動時很倉促，活動當

天的課程和人員配置都是臨時決定。 

建議 

行前訓時，應帶團員再次閱讀成果報告書，且閱讀方向要和以往

不一樣：要專注研究課程的安排、上課人數等細節，思考這些數

據背後可能的原因。 

B 團務效率低 

原因 

當團務的負責人對流程不夠清楚，分工不夠明確時，會導致團隊

做事效率低。例如：架設電腦教室時，不是每人都很明確自己的

任務情況，導致整體架設效率低。 

建議 
行政股統籌團務時，要事先和團務負責人確認活動流程和人員的

分工，並適時給予協助。 

C 日檢沒想法 

原因 

團員常在日檢針對當天活動沒想法，行政股應該要帶動團隊思考，

但有時會因一整天的行程和日檢之間太緊湊，無時間沉澱發生過

的事，導致日檢當下會沒想法。 

建議 
可以在手機內建日檢筆記本，行程當下發現的問題和自己的想法

馬上紀錄，有助於日檢時從整體的角度去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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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義賣採買  

2. 公關品贈送  

3. 公關明信片書寫  

4. 粉專發文  

5. 拍公關照 

一、當地工作 

二、檢討事項 

A 採買分工不明確  

原因 購買義賣品前一天才討論各組人員負責工作。 

建議 

1. 每組須安排一個公關，該公關為各組組長，有決定商品的數量

及種類調整的權力。 

2. 出團前要先確定每個人的工作，包含：喊價、管錢、收據、物

品清點。 

B 義賣品購買時程過長，效率不佳 

原因 事前準備不足，未完整規劃購買義賣品的詳細流程。 

建議 

1. 各組事前準備空白收據、零錢，可避免商家找收據或零錢時間

過長。 

2. 優先購買完成團隊數量，包含募資平台、公關回饋、義賣等，

再購買團員所需商品。 

3. 視線範圍內，可稍分開行動，其中一人等收據、商家準備物品

的同時，其他人可到其他店家先看商品及喊價。 

4. 建議盡量在同一個地方把同一種商品買齊。 

5. 適時給店家壓力，例如：時間很趕、因每年都會來熟知合理價

錢。 

6. 如果價錢談不攏，態度強硬一點直接走人，掌控好時間。 

C 購買的商品發現損壞  

原因 商品易碎，在購買時未做好保護。 

建議 

1. 建議事先準備包材，並要求店家包裝。 

2. 流程：先確認商品品質、看著店家包裝，再放入行李袋裡。 

3. 視情況安排物品放置，避免物品過多損壞。 

4. 若有瑕疵，該組人員要負責吸收。 

1. 義賣採買 

營期檢討：公關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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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購後義賣品項目與公關要求的有出入 

原因 
因市集商品種類繁多，購買清單品項描述太過簡略，團員不清楚

商品名稱相對應的義賣品。 

建議 
將之前的義賣品紀錄成圖檔，在出團購買清單上附圖片，確保其

義賣品種類無誤。 

E 購後包裝效率不佳 

原因 

1. 首次購買的部分品項未購齊，無法先挑選並打包公關品需求的

數量。 

2. 部分義賣品有瑕疵，導致需二次購買，延後包裝行程。 

建議 
1. 優先購買完團隊數量及做好商品品質把關。 

2. 若分兩次購買，首次購後就先包裝，不要拖到最後一天。 

F 團員帶回台的義賣品分配不均 

原因 
1. 因各股間溝通不良，公關不清楚公箱可分配多少重量給義賣品。 

2. 沒有預先和他股規劃公箱重量分配。 

建議 
與課程股、生活股、活動股確認該股物資數量及重量，協調公箱

可用空間。 

G 包材垃圾過剩 

原因 未在出團前確認所有義賣品數量，並估好所需包材數量。 

建議 
可參考上屆經驗作調整，建議在最後一間捐電腦後留包材即可。 

今年包材使用情形：鋪平的報紙1箱、泡泡紙2箱、膠帶4捲。 

2. 公關品贈送 

A 公關品贈送時未包裝  

原因 未考慮公關品贈送時的方式。 

建議 建議購買禮品袋，確保贈送時的美觀與完整度。 

B 領隊無法規劃公關品的配送  

原因 未提供領隊公關品總數量及品項。 

建議 

事先預排各個學校可能分配的品項及數量，在當地主動提供公關

品給領隊。並由一人負責管理及清點物資，避免最後公關品缺少

或是有剩餘品項未贈送。 

C 公關品無法組裝  

原因 公關品購後未檢查扇子與扇架的組裝。 

建議 在出團前要確認各公關品的內容物擺放及架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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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關明信片書寫 

A 需學生協助寫的明信片格式凌亂，內容不合適，無法寄送 

原因 
今年由於募資平台提供的回饋，需請當地學生寫明信片寄送給贊

助者，但學生不清楚寫明信片的原因及內容。 

建議 

建議下屆若有進行此活動，在轉交協助前要和每位學生溝通清楚，

盡量不要讓學生直接發給學生，學生寫完後可以給學生小回饋；

也可事先在臺灣舉辦明信片交換活動，讓學生在當地能以回覆的

形式進行明信片的書寫。 

B 廠商及團員所需明信片不足 

原因 
因當地變動因素過大，造成明信片購買數量不齊，或某部分品質

不佳。 

建議 
建議下屆帶部分團隊製作明信片備用，而今年在印製明信片時會

保留無印製年份的版本，確保下屆可在當地使用。 

4. 粉專發文 

A 粉專延誤發文 

原因 
在 Nanja Secondary School 地區網路收訊不佳，造成粉專超過

七天沒有更新。 

建議 

建議使用FB粉專發文預排行程，解決在網路不佳的狀況下，粉專

仍可定期發文。可參照歷屆服務地點資料，預估該地區網路情形。 

今年地區網路狀況： 

 Dar es Salaam 網路狀況優 

 Zanzibar 網路狀況優 

 Bagamoyo 網路狀況優 

 Morogoro 網路狀況優 

 Dodoma 網路狀況優 

 Nanja 網路狀況極差 

 Arusha 網路狀況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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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關照拍攝 

A 團體公關照拍攝時間過長，照片畫面混亂 

原因 拍團體公關照時，團員與公關旗位置配置不清楚，要花時間擺設。 

建議 建議事先指定並固定各團員負責的旗子以及拍照位置。 

B 需拍攝的公關照數量、品質參差不齊 

原因 
因沒有統計各廠商所需公關照數量及拍攝地點，造成每間學校皆

要擺放旗子，或每次公關照地點、場面形式雷同。 

建議 

事先分配好各廠商所需公關照數量以及拍攝地點，並確切紀錄實

際拍攝狀況，可避免同類型照片出現多次或照片未達成廠商要求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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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地工作 

1. 硬體檢修 

     從電腦教室設立，到電腦檢查、掃毒、維修，要確保電腦都能正常運作，  

     並跟校方溝通電腦教室未來規畫。 

2. 課程相關 

     包含調查與安排，需要和當地老師溝通並確認時間，跟各課程負責人協調  

     排課，在上課時提供器材和協助，也需要為斷電與特殊狀況準備，並協助 

     培訓種子教師。 

 

營期檢討：課程股 

二、檢討事項 

1. 電腦檢修 

  1.1  物資相關 

A 造成電腦物資損壞 

原因 
今年因為備份的電供沒有事先調整電壓，替換時造成一顆備用電

供燒壞，非常危險。 

建議 之後務必記得備份的零件也要事先做好設定。  

B 檢修物資缺失 

原因 
1. 海運物資未到，部分檢修物資無法取得。 

2. 部分物資沒有確實清點，以至於沒有隨身攜帶或沒有使用。 

建議 

1. 必要的檢修物資可以隨身準備一份，也準備一份必須隨身攜帶 

     的清單給下一屆。 

2.  確實清點檢修相關物資。 

C 給坦校的物資散亂 

原因 沒有包裝好給坦校的物資。 

建議 留給學校的物資要事先準備好一個小袋子給學校。 

D 檢修物資雜亂 

原因 檢修物資散亂的裝在一個袋子裡。 

建議 多準備一些小袋子把檢修物資做比較整齊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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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檢修物資遺失 

原因 
1. 檢修物資被當地學生自行取走。 

2. 檢修物資數量不確認。 

建議 
1. 檢修物資不應放在學生的動線附近。 

2. 檢修物資每次使用完之後務必馬上清點。 

F 隨身碟中毒 

原因 當地電腦病毒氾濫。 

建議 所有使用過、有中毒可能的隨身碟一律格式化。 

G 缺少重灌的光碟 

原因 
1. 光碟規格錯誤。 

2. 沒有事先製作足量的光碟。 

建議 
1. 所有電腦相關物資應確認規格再做購買、運送。 

2. 事先製作足量的光碟並隨身攜帶。 

1.2  檢修流程 

A 檢修效率不彰 

原因 

1. 團員對檢修流程不熟悉。 

2. 對於歷屆的電腦檢修不夠了解。 

3. 檢修過程混亂。 

建議 

1. 建議可以留一份當屆捐贈的電腦明細，包括相關的零件型號、

容易發生的問題，需要注意的事項等等。 

2. 建議在籌備期就可以讓大多數人熟悉檢修的流程。 

3. 事先確認分組、工作內容、動線，妥善調度人員盡避免沒事做

的情況 

B 電腦線路雜亂 

原因 
1. 沒有使用整線材料。 

2. 海運的物資裡才有束帶。 

建議 

1. 負責人要提醒使用整線的材料。 

2. 要隨身攜帶部分整線器材。 

3. 拆封電腦以及延長線的包裝鐵絲等也要收集起來可以拿來整理

線材。 

C 重複檢修電腦 

原因 電腦分布零亂，難以區別。 

建議 立即將電腦已能否運作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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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檢修後續 

A 準備不夠周全的檢修SOP造成當地老師閱讀理解的困難 

原因 
1. 檢修SOP的內容過於冗長難以閱讀。 

2. 檢修的SOP到當地之後發現有需求才翻譯成英文版。 

建議 

1. 出團詳細的檢修說明應該多備一份讓當地老師能簡單檢修電腦

的流程及介紹所有留下的物資、檔案要如何使用。 

2. 從籌備期處理的檔案就盡量使用英文作業，並且在出團前確認

所有檔案都是英文。 

2  電腦教室建立 

A 電腦教室規劃不良 

原因 未在建設電腦教室之前預先設想配置。 

建議 

1. 籌備期先跟去年課程股詢問教室規畫經驗。 

2. 曾經服務過的學校務必查閱有無教室的照片，若是新訪學校，

可以詢問領隊是否有照片可以參考。 

B 包材整理耗費時間 

原因 人力同時集中於架設電腦忽略包材的處理。 

建議 

1. 工作分配時可分為一組架設與整線組，一組負責報紙整理，並

同步進行，如果時間不夠先把報紙移至其他地方再找時間處理。 

2. 負責人要監督大家的效率。 

3. 把整理報紙想像成競賽可增加趣味性及速度。 

C 線材凌亂 

原因 未分配人力整理線材。 

建議 
1. 要妥善整理線材，課程股可先整理出一個樣本，再分配人整線。 

2. 建議多攜帶整理線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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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安排與實際需求不符 

原因 

1. 調查得到的資訊片面或不正確。 

2. 因為文化與語言差異，導致溝通上產生誤會。 

3. 老師不一定清楚每個學生的狀況。 

建議 

1. 課程股列出想了解的項目跟主訪人討論，並自己也多次確認。 

2. 與當地人溝通時必須用不同的方法闡述同一件事情，再三確認

對方是否理解以及達成共識。 

3. 盡可能與老師介紹準備的課程跟內容，並聽取老師意見，多次

反覆的和老師確認。 

3.  課程 

3.1  課程準備與調查 

3.2  課程安排 

A 單一主講者密集上課 

原因 
一間學校學生程度相近，造成需要的課程也相同，讓一門課一天

需要上很多次。 

建議 
1. 讓常出現的課程有多位主講者，可以輪流上課。 

2. 排課時也盡量多考慮後面的天數，把課程錯開。 

B 課程難度對學生太高 

原因 
1. 英文能力較差的學生，無法理解主講者過於複雜的指令。 

2. 學生對於電腦基本操作尚不熟悉，需要時間練習滑鼠及鍵盤。 

建議 

1. 需要先了解學生的英文與電腦能力，並跟主講者確認課程難度

是否相合。 

2. 如果學生沒接觸過電腦，要確保會用基本功能才能進入後來的

課程。  

3. 如果發現學生進度太慢或吸收不了，應該現場與主講溝通應變，

立即調整課程。 

C 課程教學的難度不適用所有學生（EX：程度較好者覺得課程無趣） 

原因 有些學生學習得較好或家裡有電腦，對於簡單的軟體已經很熟悉。 

建議 
1. 建立前測，區分出已經熟悉軟體的學生。 

2. 預備進階課程，前測後集中程度較好的教授更進階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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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前準備 

A 硬體架設過程混亂 

原因 架設過程倉促，部分團員不清楚工作內容。 

建議 事先列出工作內容，並安排人員配置。 

B 學生檔案錯誤 

原因 檔案更動時，沒做好課前確認。 

建議 
1. 提醒主講者檔案變動須主動回報。 

2. 分配人力逐一檢查或重拉檔案。 

3.4  人力與動線配置 

3.5  課程物資管理 

A 助教移動困難 

原因 走道擁擠時，助教的動線安排不佳 

建議 分配助教時要思考到學生座位配置，將教室動線列入考量因素。 

B 助教密集工作 

原因 助教安排太密集，沒有排休息時間。 

建議 
1. 助教安排應考慮到助教的體力及團隊的其他工作。 

2. 思考人員配置是否合理，減少不必要的人力浪費。 

A 課程物資遺失 

原因 沒有做好物資管理，造成講義遺失。 

建議 有固定的負責人每天確實清點物資數量。 

B 斷電時筆電無法使用 

原因 
1. 筆電沒有確實充電。 

2. 課程股未要求團員攜帶筆電備用。 

建議 
1. 須和團員說明斷電時沒有筆電的嚴重性，並督促大家確實充電。 

2. 課程負責人需督促團員準備斷電備案相關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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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上課情形 

A 學生對團隊及課程講義陌生 

原因 
1. 有些班級直接進行課程內容，並未進行介紹。 

2. 課程介紹不夠詳細或難以理解。 

建議 

1. 每個新班級一開始需和學生介紹團隊與課程講義功能，並說明

講義電子檔和紙本位置與使用方法。 

2. 盡量簡單但詳細的介紹課程，並且要根據對象調整介紹內容。 

B 問題回答狀況不踴躍 

原因 
1. 題目沒有讓學生聆聽清楚。 

2. 沒有給學生回答的動機。 

建議 

1. 主講重複問題數次並視情況給予提示。 

2. 助教可以鼓勵學生踴躍發言。 

3. 試圖以分組競賽等方式刺激學生回答意願。 

C 抓不住學生注意力 

原因 主講抓不助學生注意力時，學生不會專心上課。 

建議 
主講可用口號與手勢拉回注意力，助教則可以提醒學生注意主講

者。 

D 進度無法配合學生 

原因 
1. 英文能力不佳的學生無法理解課程內容。 

2. 學生的基本電腦操作不熟練。 

建議 

1. 主講可選擇較簡單的詞彙，助教則可以讓已經完成的學生協助

尚未完成的學生。 

2. 增加課堂練習時間。 

3.7  回饋單 

A 回饋單有效性不高 

原因 

1. 回饋單的內容與功能難以理解。 

2. 英文能力較差的學生，難以理解問題內容。 

3. 部分課程的題目設計不良。 

建議 

1. 應留足夠的時間講解回饋單目的及問題內容。 

2. 可考慮在敘述下方用斯瓦希里語做翻譯。 

3. 問題敘述要簡單明瞭，選項可以用是非題單選，各課程需統一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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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種子教師訓練 

B 電子問卷執行困難 

原因 學生對電腦操作不熟悉（EX：不會打特殊符號）。 

建議 以紙本為佳，並請助教準備好回饋單和筆。 

C 回饋無法即時應用 

原因 只由負責人處理數據耗時過久，無法馬上修正、改進課程。 

建議 可以請其他團員幫忙一起整理數據。 

A 訓練缺乏整體規劃 

原因 
出團前雖然有提醒要給老師的課程，但對種子教師訓練沒有明確

的訓練與驗課，造成當地才開始規劃教師訓練。 

建議 
在行前訓時就可訂出種子教師目標，在每間學校找對電腦有熱情

的老師，訓練好種子教師來延續教學。 

B 課程難易度無法符合老師需求 

原因 
團隊對課程的理解與老師不同，當地教師有時知道軟體或學過，

就會認為自己會用電腦，但實作時卻不會用。 

建議 從教師平常電腦使用習慣來觀察，介紹幾個功能來了解教師能力。 

C 
老師會偏向學習聽起來有趣的軟體（EX：Photoimpact）而非對

教導學生較實用的軟體（EX: Microsoft Office）。 

原因 
部分課程說明不吸引人，使老師無法理解文書應用軟體的實用性

與重要性。 

建議 
在讓老師選課程時要強調office的重要性，引導老師優先學好

Office，再進到其他軟體介紹。 

D 分組教課時內容說明不清楚 

原因 
1. 各課程分區授課，使用空間圖解釋，但空間圖難以理解。 

2. 課程介紹不夠詳盡。 

建議 

1. 預先做好站牌，標註各區的授課內容。 

2. 除了一開始的課程解說，在開始分區教學時，也讓各區負責人

再次介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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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特殊狀況處理 

A 斷電備案不夠完善 

原因 事先討論的斷電備案過於簡略，沒辦法應付長時間的斷電。 

建議 

1. 要事先設定好不同時間長度的斷電的備案活動，並攜帶該活動

物資。 

2. 前一天先跟主講者溝通，討論長時間斷電時是否可以用筆電進

行電腦課程。 

B 斷電對電腦造成傷害 

原因 
在電力不穩定時候，電壓會快速變動，電力切換時，可能在電路

內產生突波而損害元件。 

建議 

1. 在電力不穩定時關掉總電源，等穩定時再開啟。 

2. 建議學校安裝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並解釋

電力不穩對電腦的傷害。 

C 上課時有其他人員進入，影響上課 

原因 有些老師會想進來教室看狀況，並希望能幫忙教學生。 

建議 

1. 在上課時有任何人非預期人員進入教室，要通知當時段負責人，

去了解情況。 

2. 如果其他教師影響上課，可以跟校方反應，讓校方來跟該教師

溝通。 

D 學生集體缺席 

原因 對學生的行程了解不夠詳細，造成上課時找不到學生。 

建議 
1. 固定人選去找老師了解學生情況 

2. 時間延後時跟主講人溝通，調整上課的時間。 

4. 物資規劃安排 

A 物資並未有效運用 

原因 物資並未妥善的規劃，造成後來剩過多物資。 

建議 先規畫送學校的物資，與當地教師溝通需求，並跟領隊討論。 

B 學校教師不一定清楚各式物資運用方式 

原因 負責人在物資說明方面不夠清楚。 

建議 
1. 物資要先跟校方詳細說明，以確保學校能夠有效的利用物資。 

2. 應準備詳細的物資品項與使用說明，以便校方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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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年其他提醒重點 

前期課程規劃與驗課 

 

1. 避免讓工作量集中在少數人上： 

     主要課程（PC、Microsoft office）在當地時數最長，建議可以多排人力，     

     才不會讓工作量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團員選課前課程股先作完整的課程介 

     紹，讓大家知道各課程的定位與難度，且團員每人至少負責一門主要課程。 

2. 避免許多課程設計時不符合當地需求： 

      可以安排主要課程主講者交接，且課程股須督促團員查閱歷屆資料並分配 

      工作。 

 

新課程開發建議 

 

1. Photoimpact 功能過時： 

     軟體版本過舊，團員認為實用性不高，可以開發尋找新的軟體。 

 

2. 新增遊戲課程： 

    部分課程過於單調無趣，建議可以新增遊戲以提高學生興趣，並增強電腦 

    技能，例如：打字遊戲，在當地常被用來訓練學生。 

 

教學資源（NTHU -teaching）建立 

 

1. 建議事先整理好教學資源的資料夾，到當地可以直接灌到電腦裡不用重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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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地工作 
 
 
 
 
 
二、檢討事項 

1. 台灣文化日活動  

2. 孤兒院活動 

3. 斷電備案 

 

 

 

I. 各活動課程檢討 

  

 

營期檢討：活動股 

活動名稱 節數 建議 

體育課 （躲避球、踢

罐子、數字球） 
0 

1. 文化含量較低，若在時間有限的情況

下，通常不會安排此堂課。 

大地遊戲 0 

1. 受限於學生英文能力 

2. 因為是以跑關形式，需耗費較多時間、

人力進行活動。 

3. 受學生人數影響，建議在準備大地遊

戲時，考慮參與學生人數，再進行人

手分配（一關幾人、共幾關）。 

團歌團舞課 0 

1. 可以準備1~2首團歌團舞，一首靜態、

一首動態，因應不同場合表演。 

2. 歌曲檔案要事先下載好在手機、筆電。 

台灣地理歷史與文化 10 

1. 歷史課程內容要能夠彈性調整，避免

年紀太小的學生無法理解。 

2. 建議可以有10~15分鐘的簡短版本，

在上課前方便與學生簡單介紹台灣灣。 

3. 兩個影片（Google earth 與「看見

台灣」片段）整體效果很好。 

台灣 小文化與美食 1 1. 受限於學生英文能力。 

中文課＋書法課 3 1. 會有場地與課後清潔環境的考量。 

手作美術課 （香包、

紙鶴） 
3 

1. 香包所需工具太多（針、剪刀……），

容易造成危險。 

2. 示範用的紙張準備大張的。 

3. 不能太依賴投影機，要事先準備好大

張步驟圖卡。 

4. 因為沒有事先想到可以作為斷電備案，

因此沒有準備多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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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各活動日學校檢討 

1. Little Sister Community 

1.1   台灣地理歷史與文化 

 

 

 

 

 

 

 

 

1.2  中文課+書法課 

 

 

 

 

2. 孤兒院 

2.1  香包課 

 

 

 

2.2 戶外活動 

 

 
 

2.3 流程檢討 

 

 

 

A 歷史課程太艱澀 

原因 
歷史課程內容太艱澀，在學生對於台灣還不是很了解的情況下，

容易聽不懂。 

建議 建議課程內容和難度要可以做彈性調整，因應各個年齡層的學生 

B 建議新增內容 

原因 學生對於慶典由來很感興趣。 

建議 可以多準備相關資料與典故。 

A 書法課無合適場地 

原因 無合適地點寫書法，怕在電腦教室寫書法會弄髒、弄壞電腦。 

建議 後改成以紙筆的方式教中文取代寫書法。 

A 學生聽不懂英文 

原因 孤兒院童年紀小，英文能力差。 

建議 多安排實做課程，並以圖片輔助。 

A 增加戶外活動時數 

原因 學生精力旺盛。 

建議 可以多安排戶外活動，像是球類運動……來陪伴孩子。 

A 流程太制式 

原因 孤兒院主要目的為陪伴院童，不必硬性安排流程。 

建議 彈性排課，以學生意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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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nja Secondary School 

 

 

 

 

 

 

 

 

 

 

 

 

 

 

 

 

 

 

 

 

A 參與總人數太多 

原因 參與學生總人數太多，約有200多位學生。 

建議 評估狀況分組進行。 

B 臨時更改活動時間 

原因 

雖然已與校方負責人確認過活動時間，但後來得知學生在那段時

間要進行考試，無法參與，最後活動時間縮短為兩小時，分四班

同時進行。 

建議 多方確認學生行程，最好可以找到參與對象做確認。 

C 斷電解決辦法 

原因 有兩門課需要用到投影機。 

建議 
可以用筆電取代投影機；另外也要準備圖片，以圖片上課取代投

影機。 

三、提醒明年重點 

 

1. 發小禮物環節學生容易暴動、混亂，建議發小禮物時至少要有兩人，一人負責

發，一人負責場控。 

2. 有些活動可能會成為斷電備案，因此再預估材料數量時要考慮進去。 

3. 建議準備 5~10 分鐘的簡短台灣介紹，可以於每次上課前簡介，使用影片效果會

更好。 

4. 發送小禮物之後要記得回收垃圾，避免造成環境汙染。 

 

141



一、當地工作 

1. 成果報告書製作：蒐集資料 

2. 資料彙整 

 

營期檢討：文書股 

二、檢討事項 

1. 成果報告書製作 

  1.1  蒐集資料 

A 團員遲交當地需繳交的資料 

原因 
有些團員慣性遲交日誌等作業且超過一周，延誤了文書股內部的

流程和進度。 

建議 

1. 懲罰減少義賣品的配額。 

2. 日檢可以統一用一台屬於文書股電腦來紀錄，紀錄完存到文書

專用硬碟裡，就不用到處找檔案。 

B 無法順利上傳或下載資料 

原因 
原先規劃讓團員用雲端繳交資料，但當地網路流量及網速不穩，

無法讓團員及文書股可以上傳或下載自己的資料。 

建議 
準備文書專用硬碟，可以不只準備一個，要有備用的避免中毒問

題。 

C 照片蒐集效率不高 

原因 請相手給照片，但效率不高，導致製作成果書進度有所拖延。 

建議 

1. 文書股的硬碟可以同步更新，給文書股自行挑選，定期與相手

更新。 

2. 若是日誌所需的照片，直接請當天負責寫日誌的人自己給照片

或是自己去跟相手拿。 

D 檢討會所需資料未提前蒐集 

原因 
沒有事先和各股拿檔案，且給固定規格填寫，造成需要在開總檢

時和各股蒐集而拖慢開總檢進度。 

建議 

1. 事先做好總檢討表格，分清楚項目。 

2. 開檢前先填寫表格，並蒐集表格（亦須給領隊一份）以利開會

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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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彙整資料 

A 手冊表格與電子檔表格有出入 

原因 因為行前手冊製作人與成果書表格製作人溝通不慎。 

建議 工作項目轉移時都要確實交接並再三校稿。 

B 在當地才調整成果書版型，造成已經著手的工作又要重新調整 

原因 
行前只有個別訂出版型，沒有互相協調共同項目，例如字體大小、

邊界等。 

建議 
建議在行前訓找時間開文書股股內會議，確實固定好規格，包括

字體大小、字形與段落大小。 

三、明年其他提醒重點 

1. 領隊會在營期的時候需要資料，文書股可以蒐集到資料就盡早主動交給

領隊檢閱。 

2. 出團時發現團員輸入法都不太一樣，可以在行前確認並設定以利用文書

電腦紀錄日檢，避免後續檔案蒐集之困難。 

3. 今年有確實的分工好股員負責的項目，例如：宜潔訪查學校、𡟄仙日誌

及泱倩檢討等等，讓資料分配明確，建議可沿用此方法。 

4. 日檢的表格內有箭頭，編輯時會有縮排的問題，建議可以再精簡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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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地工作 

生活  

1. 確認海運物資  

2. 提醒值日生與小護士工作內容  

3. 清點及管理生活用品及醫藥品 

4. 行李分配  

 

總務  

1. 換錢  

2. 收集機票票根和所有發票收據  

3. 買所有當地物資  

4. 計算所有當地花費支出  

營期檢討：生活總務股 

二、檢討事項 

1. 生活 

  1.1  海運 

A 貨物清關清不出來 

原因 運了實驗課程用的小蘇打粉，導致清關清不出來。 

建議 海運不要運食物。 

B 運了很多不必要的寶特瓶 

原因 實驗課程需要用到寶特瓶，但在當地團員都是飲用瓶裝水。 

建議 不需要特別海運，到當地之後很容易收集。 

C 海運領貨人不清楚領貨需要哪些資料 

原因 領貨時因為資料準備不齊全，造成問題及誤會。 

建議 海運負責人需要告知領隊，領貨人領貨方式及需要準備哪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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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活用品 

A 房間插座不夠 

原因 
房間插座數少，加上團員有手機、團隊電腦及相手相機電池要充，

插座不夠。 

建議 
團員要自備轉接頭，另外團隊可以準備 2~3 條延長線給整個團隊

用。 

B 住宿地點沒有垃圾桶 

原因 住宿地沒有垃圾桶，造成髒亂。 

建議 建議準備團隊用的垃圾袋。 

C 喝過的寶特瓶無人認領 

原因 會不清楚水是誰的，無人認領倒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建議 統一由生活股發水之前在瓶蓋上寫名字。 

D 買錯 sim card 方案 

原因 

在買sim card 的當下領隊副領隊剛好不在，導致買錯方案；原本

應該為一個月期限的，買成一個星期的，原本只需儲值兩次，卻

再新增到第三次。 

建議 

在不確定哪個方案的時候應直接從領隊那邊得到回覆，而非透過

其他人；若手機無法撥打電話且網路無法使用的情況下，請校方

負責人協助聯絡。 

E 儲值費用被自動扣款 

原因 

今年使用 vodacom，因為當地買方案是用儲值卡的方式，如預先

儲值方案的話，會發生在上一個方案還沒用完或期限還沒到情況

下，就優先消耗後面方案的網路流量的狀況。 

建議 明年等到流量確實用完後再儲值買方案，不要先買也不要先儲值。 

F Sim card品質不穩定 

原因 
當地 sim card 品質不穩定、容易壞，有發生團員讀不到sim card 

的情況 

建議 因無法保證sim card 品質，若真的發生可請其他團員開熱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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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醫藥品 

A 團隊沒有準備暈車藥 

原因 有些團員容易暈車暈船。 

建議 建議由生活股為團員準備暈車、暈船藥。 

B 瘧疾藥副作用太強 

原因 

今年吃的瘧疾藥與往年都不同。往年是每天吃的藥，今年為一周

一次，濃度太高，若團員當下身體狀況比較差或壓力大，容易有

較強的副作用。 

建議 「一律」服用一天一次的瘧疾藥。 

1.4  行李 

A 出團前未列出公箱物資清單給團員 

原因 導致團員不清楚公箱裡放了哪些物資。 

建議 將所有團隊物資品項與數量統整成一張 excel 表格。 

B 沒有明確記錄每個人行李公斤數 

原因 
沒有做出表格統整，只在行李箱上貼標籤紀錄，導致在機場檢查

行李的時候混亂。 

建議 除行李箱上貼標籤外，以表格方式明確記錄每個人的行李公斤數。 

C 違反行李規定 

原因 
因為今年有準備乾洗髮，防蚊液等噴罐，因為集中在某個行李箱

中，超過規定數量，導致行李檢查部份物品無法通過。 

建議 
事先查好行李規定，含隨身包違禁品，隨身和托運行李重量限制，

液體毫升數，噴罐數量……。 

D 未登記在個人行李箱中的團隊物資 

原因 導致後續清點物資上的困難。 

建議 做表格統整。包含姓名、品項、數量……。 

E 公箱無負責人 

原因 未事先指派，造成移動時常常沒辦法確定兩個公箱是否有人保管。 

建議 出團前就指定公箱負責人，要負責保管及運送公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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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務 

2.1  記帳 
 
 
 
 
 
 
 
 
 
 
 

 
 
2.2 換錢 
 

A 買完東西後忘記品項價錢 

原因 購買時間太短，匆忙之下忘了紀錄價錢。 

建議 隨身攜帶帳本,另外用手機拍照紀錄。 

B 等店家開收據等太久 

原因 
買義賣品需要收據已便記帳，但等候店家找或借收據時的時間過

長。 

建議 可以事先準備好空白收據發給各組採買義賣品的組別。 

A 大鈔與小鈔，不同的幣值會有不同匯率 

原因 
換錢的時候沒有注意到面額不同會有不同的匯率，因為小面額匯

率較低，會虧錢。 

建議 不要用小鈔換先令，要用100元美金。 

B 先令零鈔不夠 

原因 店家沒有那麼多零鈔，常常找不開，有些店家會拒絕找零。 

建議 換錢時記得多換零錢，（500, 2000, 1000 先令……） 

F 買完東西後忘記品項價錢 

原因 買完東西會忘記紀錄，之後補紀錄時忘記品項價錢。 

建議 隨身帶記帳本，每消費完一筆就要馬上寫下並拍照紀錄。 

G 剩餘物資過多 

原因 
不清楚團隊剩下哪些物資，導致到最後一個服務地區才發現物資

積留太多。 

建議 
每到新地點和移動到下個服務地區時必須確實管理與清點物資，

且在採買時就要確實記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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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錢的收納 

A 鈔票收納繁雜 

原因 美金換成先令後，會有很多鈔票需要保存。 

建議 
建議多準備黑色、深色、不透明的袋子，可以分成大袋和小袋，

小袋以方便拿取小金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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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天的服務期中，我們共建立 3 間電腦教室、累積贈送當地學校 100 台桌

電與 14 台筆電、上課總時數 76 小時、服務總人數 1336 人。 

 

 

上課總時數（單位：min） 

 

  
Little Sister 

Community 

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  

Marian 

Pre & 

Primary 

School 

Holy 

cross  

pre & 

primary 

school  

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 

Nanja 

Secondary 

School 

PC 

Introduction 
150 70 0 160 0 480 

Word 100 270 180 160 0 120 

Advanced 

Word 
0 70 0 0 0 0 

Excel 50 345 180 160 80 70 

Advanced 

Excel  
0 0 0 0 0 0 

PowerPoint 100 235 30 160 30 40 

Hardware 50 0 0 0 0 40 

PhotoImpac

t 
0 70 0 160 0 40 

Scratch 0 75 90 160 0 0 

Paint 100 140 90 0 0 0 

Internet 

searcher 
0 110 30 0 0 70 

Chinese 50 0 0 0 0 0 

Taiwanese 

geography, 

history and 

religion 

  

30 0 0 0 60 0 

Total 
10h 

30min 
23h 5min 10h 16h 2h 50min 14h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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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參與總人數 （單位：人） 

 

  
Little sister 

community 

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  

Marian 

Pre & 

Primary 

School 

Holy 

Cross 

pre & 

primary 

school  

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 

Nanja 

Secondary 

School 

PC 

Introduction 
15 109 0 

Teacher 

4 
0 

Student 

106 

Word 15 109 90 
Teacher 

2  
0 

Teacher 

22 

Student 

106 

Advanced 

Word 
0 38 0 0 0 0 

Excel 5 140 90 
Teacher 

3 

Teacher 

25 

Teacher 

22  

PowerPoint 15 87 
Teacher 

8 

Teacher 

3 

Teacher 

16 

Teacher 

22 

Hardware 15 0 0 0 0 
Teacher 

22 

PhotoImpact 0 26 0 
Teacher 

3 
0 

Teacher 

22 

Scratch 0 33 45 
Teacher 

3 
0 0 

Paint 15 50 45 0 0 0 

Internet 

searcher 
0 21 

Teacher 

 7 
0 0 

Teacher 

21 

Chinese 15 0 0 0 0   

Taiwanese 

geography, 

history and 

religion 

15 0 0 0 
Teacher 

16 
  

Total 110 613 285 18 57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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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學校物資（單位：台） 

 
  Little 

sister 

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 

Marian 

Pre and 

Primary 

School 

Holy 

cross 

pre & 

primary 

school  

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 

Nanja 

Secondary 

School 

Total 

電腦及配

件 

15 - 19 20 21 25 100 

筆電 - 10 4 - - - 14 

延長線 - - - 6 7 11 24 

課程講義 6 8 6 6 6 4 36 

Antivirus 

光碟 

1 1 1 1 1 1 6 

Windows

重灌USB 

1 1 1 1 1 1 6 

課程資料

與軟體

USB 

1 1 1 1 1 1 6 

Raspberry 

Pi組 

- - 1 1 - - 2 

網路交換

機 

- - 1 - - - 1 

RAM - - - - - 2 2 

硬碟 - - - - - 4 4 

 <註>  

1. 電腦及配件含主機、螢幕、鍵盤、滑鼠、VGA線、電源線*2。  
2.  Raspberry Pi組含Raspberry Pi 3B+、記憶卡、HDMI轉VGA線、充電器、micro   
     USB充電線 
3. 非主要服務學校硬體設備捐贈：在ARUSHA Father’s House贈送神父兩台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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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期總支出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A+B 肝疫苗 2,600 13 33,800 

黃熱病 2,152 13 27,976 

破傷風 500 13 6,500 

麻疹 500 13 6,500 

瘧疾藥 480 14 6,720 

防蚊液 1,320 

蚊帳 289 14 4,046 

備用藥品 1份 7,586 

保險 14人 32,219 

日常用品 5,814 

文具 2,384 

郵資 1,130 

機票 46300 14人 648,200 

海運 35741 1次 35,741 

海運裝箱材料 7,509 

印刷費 12,526 

資訊課程材料 45,819 

活動課程材料 11,659 

公關品（山水畫） 12幅 4,897 

公關品（中國結吊
飾） 

17個 383 

公關品（扇子） 12支 2,980 

公關品（扇架） 12個 1,680 

公關品（郵冊） 7副 1,481 

團服 14套 18,500 

總金額 92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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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期總支出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簽證 1,550 13人 20,150 

通訊費用 14人 9,294 

Little sister community 住宿費 14人, 5天 34,100 

Francis maria Libermann 住宿費 14人, 5天 24,800 

Stella maris 住宿費 14人, 4天 18,600 

JUCO 住宿費 14人, 4天 5,600 

St. CLARA Girls  
secondary school 住宿費 

14人, 2天 18,600 

Dodoma 市區住宿費 13人, 2天 6,934 

Nanja secondary school 住宿費 13人, 6天 20,150 

神父之家住宿費 13人, 4天 37,200 

陸上交通費 67,385 

桑吉巴船票 1,085 14人 （來回） 30,380 

餐費 37,960 

義賣品 51,352 

郵資 4,350 

海運協助費 206,578 

其他生活費 14,510 

總金額 60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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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題

坦尚尼亞教育體制

一、前言

坦尚尼亞的升學制度大致分成

Pre and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College 以及University。其中

Secondary School又分為Ordinary 

Level(當地稱O’ Level) 以及

Advanced level(當地稱A’ Level)。不

同於台灣對大學的定義，坦尚尼亞對

College及University有不同的界定標

準，其下也有Bachelor, Diploma, 

Certificate的分別。我們以小學與中學

的學制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與不同

學校的老師、校長交流以及蒐集新舊

課綱學制相關的資訊，整理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College 

and University的基本學制與考試介紹

（著重於ICT考試）於下文，最後提出

我們對當地教育體制的觀察與看法。

二、教育體制

(1) Pre & Primary school：

Pre-primary school有點像是台

灣的幼稚園，給予年幼學生提早適應

學校生活的環境，就像是一座銜接家

庭與學校生活的橋樑，Pre-primary修

業年限為兩年，結束後會進入Primary 

school。坦尚尼亞的 Primary school

和台灣的小學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就讀

年限為七年(standard 1~standard 7)。

Primary school學生進入Secondary 

school 之前，必須參加國家考試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通過考試才能繼續升學。PSLE

作者：溫戴豪、蔡𡟄仙

時間大約在九月中旬。無論公立或私

立小學的學生都能報名參加此考試。

我們從NECTA(The national 

examinations council of tanzania)的

網頁中得知考試項目為數學、英文、

自然科學(science)、社會科學(social 

studies)與史瓦希里語(Kiswahili)五科。

其中，包含資訊教育的是自然科學

(science)科目，我們注意到NECTA希

望學生了解及應用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基本知識與原理，並培

養學生用正確的態度看待Science and 

Technology。

PSLE的自然科學科目為紙筆測驗，

形式包含選擇題及簡答題。St. Joseph 

primary school 的學務長也提到會用

選擇題考一些電腦的基本操作。我們

認為英文能力對學生的考試有一定程

度的影響，在回訪及新訪數間學校的

過程中，我們發現到相較於資源較匱

乏的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的校方多強

制規定全英文授課與交談。這樣的環

境下，學生英文程度往往較佳，我們

認為這是影響升學表現的重要因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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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小學的新舊課綱)：

當我們在Bagamoyo的Marian 

Pre & Primary School服務時，從該校

ICT教師口述以及實際借閱新舊課綱的

課本得知，當地小學的standard1~3僅

有電腦理論介紹，資訊課程從

standard 4開始。不同於舊課綱的是：

新課綱將technology與science合併成

一個科目。由於新課綱為兩年前訂定，

所以2019年的standard 6和standard 7

現仍使用舊課綱，standard 4和

standard5則使用新課綱教材。新課綱

將ICT課程融入Science，其規劃從

standard 4的各項電子設備介紹與維

護到standard5的基本PC、WORD以

及從電腦遊戲中學習正確運用電腦的

方式，standard6及7新課綱課本則預

計今年(2019年)年底出版。

(2) Secondary School (Ordinary 

Level)

“Secondary School” 相當於

台灣的國中，不同於台灣，坦尚尼亞

中學的 Ordinary Level 就讀年限為四

年(form1~form4)，其中在form2結束

時有國家考試(national assessment 

exam)來測驗學生能力，之後form3和

form4依此分為Science、Business和

other subject。今年到訪的許多學校

是用「成績」來分組。在每年十一月，

Form4有另一個國家考試(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必考科目有Civics, 

History, Geography, Kiswahili, English 

Language, Biology以及 Basic 

Mathematics，並有大量的專業選考

科目(包含電腦科目)。這是當地的高中

升學考試，學生必須通過指定科目(達

C或以上)，才能進入Advanced Level

就讀相對應的科系，有些學生這時也

會提早決定專業，進入Vocational 

Education(又稱Technical Education)。

(3) Secondary school (Advanced 

Level)

Secondary school的Advanced 

Level(以下簡稱A’ Level)相當於台灣

的高中，修業年限為兩年(form5及

form6)。A’ Level的學生主要目標是

進入University。每年五月，Form6要

參加國家考試(Advanced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 ACSEE)來申請大學，A’ Level學生

中可以根據未來目標的考試項目，選

擇自己的主科。舉例來說，想成為醫

生的話要選擇Physics, Chemistry以及

Biology，想成為工程師的話要選擇

Physics, Chemistry以及Mathematics，

想成為飛行員的話則要選擇History, 

Geography以及Kiswahili，有些學生

也會選擇更多主科增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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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niversity

University跟台灣的「大學」相近。

坦尚尼亞共有50間大學，其中最好的

大學是Dar Es Salaam大學。學生從

Advanced Level畢業後，依據升學考

試成績做分配，經過3到5年完成後可

以取得Bachelor degree，醫生的分數

是科目中最高的。學生完成學士學位

後也可以進一步到Master與PHD學位。

(4) Techn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

當地人口語上大多稱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為"College“ (

以下簡稱College)。College的性質比

較像台灣的技職學校，許多University

下會設立這類的學程。Ordinary Level

畢業後，會有部分學生選擇不繼續升

上Advanced Level，而是直接進入

College。College學生可選擇修讀1年

的Certificate或2年的Diploma，學校

內容更偏向技術上的學習，Diploma

結束後也可以依據成績申請University

的學位。

三、看法與分享

在坦尚尼亞的四十幾天，我們走

訪了很多學校，學生常和我們談論自

己的夢想，最常聽到的不外乎飛行員、

醫師或工程師，在部分學校的歡迎歌

中，也常出現"Edu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success." 確實，教育可以改變

一個人的命運。在實際訪查當地師生

當地教育體制後，我們認為台灣和坦

尚尼亞最相像的地方大概是「考試制

度」了！兩者都是考試導向，教育的

每個階段都有國家的考試，學生從小

就有著升學壓力，在考試中拿到良好

的成績是實現夢想的必要條件。我們

也觀察到台坦差異最大的是「資源」，

團隊至當地數所學校服務時，發現僅

非常少數學校擁有電腦、投影機等資

源，ICT課程大多僅是理論授課，真正

會操作電腦、熟悉軟體的學生少之又

少。

當接觸的總學生人數越來越多，

更多來自台灣的愛心傳達至坦尚尼亞，

每一次的回訪，總是看得見改變與感

動。每一次看見學生習得新功能的喜

悅，我們也打從心底為他們感到開心。

希望經過團隊一屆一屆在資訊教育的

耕耘後，有助於他們升學、追求夢想

以及和世界接軌，並期許學生們都能

成為自己想成為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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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Bagamoyo奴隸貿易歷史之研究

一、序言

從繁榮的Dar es Salaam移動至下

一座城市Bagamoyo時，我們很快的

就發現這座城市散發著一股獨特的文

化氣息。街邊建築風格和路人眼光都

與先前的城市不太一樣，直到最後參

訪完Caravan Serai Museum我們才瞭

解到，原來這座城市佈滿了19世紀東

非黑奴歷史的足跡。

Bagamoyo位於Dar es Salaam以

北70公里處，瀕臨桑給巴爾海峽，是

坦尚尼亞的第7個世界文化遺產。這裡

有椰林、沙灘、長長的海岸線和徐徐

的海風。在這慵懶的氣息下，卻隱藏

著曾經的苦難。

二、19世紀奴隸絲路

19世紀的Bagamoyo是重要的貿

易轉口港，同時也是象牙和奴隸貿易

的最大通商港口。當時穿過坦尚尼亞

的奴隸路線有三條，其中一條便是從

烏干達開始，穿越坦尚尼亞中部，最

終抵達Bagamoyo。奴隸們要背著重

達40公斤的貨物，行走3～6個月。大

多人在途中就因疾病或體力不支而死

去；活著的人不僅要繼續前進，還得

扛起死去奴隸們留下多餘的貨物。因

此，能堅持到最後的奴隸並不多。

解說員和我們說道：「其實原本

這座城市的名字是”Bwaga-moyo”，

在斯瓦西裡語中的意思是『把心放下

安息吧!』。」正是因為這裡是奴隸們

在被運往外國前在坦尚尼亞的最後聚

集地，才會有這個令人絕望的名字。

巔峰時，每年有5萬奴隸被從內地運到

這裡，然後用船運往Zanzibar的奴隸

市場，交易成功後再「出口」至海外。

那些年輕的小夥子雖然不是最能負重

的，但由於他們比那些30歲的壯丁更

有利用價值，總是變成競標大會中商

人們的目標。那些絕望的奴隸們知道

他們此去將從此一去不返，所以在離

開Bwaga-moyo時，他們希望把心留

在自己的國家坦尚尼亞。有趣的是，

後來因為德國殖民者發音的關係，才

變成「Bagamoyo」的。

三、奴隸貿易— Bagamoyo的傷疤

接著，解說員把我們帶到了一張

四格漫畫前，眼神突然嚴肅了起來。

他指著第一張圖說道：「若你的家族

擁有奴隸背景，你基本上是結不了婚

的。還有，你們有沒有發現在

Bagamoyo這裡，很少看到田地？」

我們疑惑地點頭後，他繼續說道：

「因為農業這種粗活其實是和奴隸制

度緊緊繫在一起的，所以在這樣的歷

史脈絡下，許多沿海的居民對這樣的

奴隸影子是厭惡的。這也進一步導致

了坦尚尼亞政府在這裡發展農業的難

題。」接著我們在圖中看到了一位小

孩，他頭上頂著一根被鐵鍊繫在腳上

的木條，那根木條的作用盡在不言中。

最後一張是解說員先前說的三大奴隸

路線圖，彷彿就像3條火辣辣的鞭痕，

深深的烙印在坦尚尼亞國土上。

作者：袁泰智、林宥廷

▲ 從奴隸囚房向外觀看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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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才真正形成。幾乎所有文明的記

載裡都有過奴隸制度，在亞洲，印度

古文明與黃河文明都有類似奴隸制度

的體制存在，黃河系的文明由於儒道

文化影響，對於奴隸的壓迫程度較中

亞、歐洲、非洲都要輕。而在歐洲，

中世紀之後由於王權與教權之間的權

力拉鋸，漸漸鬆動了奴隸制度的運行，

由於天主教廷的教義及禁令，禁止將

基督徒作為奴隸，為了滿足這個缺口，

伊斯蘭世界的商人們很快的將它們歷

史悠久體系龐大的奴隸市場擴展到了

歐洲，15世紀時，教皇尼古拉斯五世

發布教宗詔書Dum Diversas授權西班

牙和葡萄牙國王將「穆斯林、異教徒、

其它非信仰者」定為永久奴隸，將戰

俘奴隸合法化。這才讓大多數的奴隸

成為有色人種，但當時海權時代還沒

開啟，最大的奴隸交易者仍然是伊斯

蘭世界的商人們。

五、非洲奴隸貿易的壓迫者

奴隸制度發展了近1200年的時間，

在海權時代開啟後，歐洲的殖民者很

快確立了我們理解的殖民式奴隸貿易

的架構。直到19世紀初不列顛議會通

過法案禁止了奴隸貿易，但仍然沒有

廢止奴隸制度。在1807年不列顛議會

禁止奴隸貿易之後，反彈聲浪最大的

不是歐洲的任何國家，而是一干非洲、

中東國家的統治者們，畢竟這相當於

打亂了他們的整個經濟體制。也就是

說實際上在19世紀之後大多數的奴隸

交易者就不再是歐洲人，但是歐洲人

對奴隸的需求仍然沒有停止，這時候

是誰在供應奴隸呢?

四、奴隸貿易起源與演進

提到19世紀的奴隸貿易也許很多

人會想起一個曾在課本裡看見的名

詞—三角貿易。

三角貿易是從15、16世紀海權時

期建立在西方文明本位上的交易模式，

歐洲的殖民者在全世界透過建立殖民

地抽取各種資源，透過在歐洲、物產

殖民地、奴隸殖民地三點之間的交易

獲取龐大的利益，之所以能有這麼大

的利益是依靠著奴隸制度剝削的勞動

力，也是因為如此，這些16、17世紀

的殖民者被認為是發揚奴隸貿易的罪

人。時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對

「奴隸貿易」依然有著「歐洲白人壓

迫有色人種」這樣的簡單印象。

如果我告訴你奴隸貿易裡真正的

壓迫者與受益者其實正是有色人種呢?

這也許與你對歷史的基本認識相左，

但事實上奴隸制度甚至不是白人發明

的。奴隸制度的起源並不單一，最早

可以追溯到最早西元前8000年左右。

在更早之前的舊石器時期部落族群之

間的戰爭之間就已經產生了戰俘的制

度，戰爭中落敗的人成為俘虜替受害

者勞動。但由於奴隸制度必須要依賴

一定數目的人口與經濟上的盈餘來建

立，真正出現奴隸制度必須要等到

8000B.C的新石器時期農業文明成形

▲ 在Zanzibar的奴隸市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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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amoyo 的奴隸貿易博物館，18世

紀時是給住宿當地的奴隸貿易主居住

的城堡。這個地方一度就曾屬於

Abushiri。他作為一名奴隸販子，為

維護當時東非奴隸貿易的利益，帶頭

反抗德國的殖民。他帶領他的武裝軍

隊以及他在非洲奴隸貿易的盟友，在

Bagamoyo沿岸反抗德國殖民政府的

接收，抵抗了一年之久，反抗也沿著

海岸不斷延燒。他的抵抗造成了德國

殖民政府不得不放棄當時貿易中心的

Bagamoyo，轉而將殖民據點南遷至

Dar es Salaam，並於抵抗結束後在

Bagamoyo實行報復性的鎮壓。

非洲奴隸貿易的壓迫者，一半是

來自阿拉伯的望族，這些阿拉伯人已

經在這片土地上買賣、掠劫奴隸數百

年了。另一半則是非洲當地的酋長、

國王們。他們透過戰爭將戰敗方出售

給買家謀利。與大眾可能的印象相反，

真正不讓奴隸貿易結束，真正在奴隸

貿易中壓迫非洲人民的，正是這些在

非洲土生土長的既得利益者。

六、奴隸貿易中的救贖者

坦團多年與聖神會合作，如果正

在閱讀的是即將或曾經拜訪

Bagamoyo的團員，你可能會注意到

在Bagamoyo天主教信仰的勢力之大、

扎根之深，教會在當地的文化裡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水深火熱的18世

紀Bagamoyo，除了是奴隸貿易的集

散地之外還有另外一層意義，據說這

是當時第一位來到東非沿岸的天主教

傳教士上岸的地方，一部分的傳教士

們反對奴隸制度，在18世紀初英國禁

止奴隸貿易不久後，也出現了能讓奴

隸重獲自由的相關法令，這些傳教士

開始幫助部分奴隸重獲自由，並且在

Tippu Tip (Tip tip)是一位出生在

Zanzibar的奴隸貿易主，18世紀的

Zanzibar曾是歐亞非最大的奴隸交易

集散地之一(對，就是我們去的那個

Zanzibar)，而包括Tip tip在內的一干

奴隸主在當時的整個非洲握有巨大的

權力。這些奴隸貿易主與歐洲國家的

總督與商人們關係友好，並有許多是

非洲當地的酋長、甚至國王。曾經的

邦尼王國(現奈及利亞)及剛果、烏干達

的國王都是著名的奴隸貿易主。Tip 

tip 這個綽號據說是其他的奴隸販子為

他取的，是形容他對逃跑的奴隸開槍

時的上膛聲。諷刺的是他的祖父作為

阿拉伯人，曾經也是奴隸而他的另一

個祖父是黑人，也是奴隸販子。

Al Bashir ibn Salim al-Harthi

(Abushiri)是另外一位在Bagamoyo的

奴隸貿易博物館中有介紹的人物。他

同樣是一名奴隸貿易主。在

▲ 奴隸販賣所影響的婚姻問題、農業
問題、童奴景象以及奴隸路線圖(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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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當我仔細研究過東非奴隸貿易的

歷史脈絡之後，我意識到這些200多

年前的事件是如何持續的影響著當地，

不只是Bagamoyo，整個坦尚尼亞都

受到奴隸貿易種下的禍根影響，在沿

海地帶尤其明顯。奴隸貿易就像刻在

Tanzania這個國家上的傷疤，它難以

痊癒並且至今仍然隱隱作痛。整個國

家的發展，當地人的生活態度、文化

背景都與它拖不了關係。在參觀博物

館的過程中，導覽員和我說到，他是

如何帶著尊敬的心去訴說這些故事，

他說:「我們帶著沉重且尊敬的心情去

面對這個國家的歷史，它是傷疤但也

是教訓，過去的慘劇不應該被遺忘，

但也不應該創造新的憎恨，我們相信

我們的祖先會很高興看到我們把這份

苦難變成寶貴的教訓，甚至是一份資

產。」這讓我聯想到台灣的轉型正義，

台灣有許多歷史到今天仍然沒有被正

視，這些歷史就像被遺忘的傷口，人

們害怕去直視這個傷口，人們不敢觸

碰它，深怕它會再次的「撕裂」這片

土地。但是如果不去看、不去處理，

這些傷口永遠不會結痂，這些歷史必

須被正視然後成為我們的教訓，成為

這個國家的資產。相比我們，我認為

這一點坦尚尼亞做的很好，值得我們

的學習。被忘記的傷口只會持續惡化，

我希望總有一天台灣能夠鼓起勇氣去

治療這些傷口，不要讓曾經的悲劇被

遺忘。

Bagamoyo建立了奴隸之家，隨著規

模越做越大，漸漸變成了一個村莊。

之後就成為被稱為liber village的自由

之村。被拯救的奴隸仍然會被社會所

標記，他們難以融入社會，故而群聚

在一起生存。Liber village漸漸發展成

由前奴隸、神父、修女組成的大型聚

落。團隊每年活動的Stella Maris 

Hostel、MARUCO大學、孤兒院，那

附近一帶的建物就是liber village的所

在地，當時建立liber village的便是聖

神會的神父，因此整個聖神會天主教

系統在Bagamoyo的發展中的影響，

是非常巨大的。

▲ 博物館內與解說員站在擁有百年歷
史的樓梯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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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非洲服飾

在來到坦尚尼亞前，憑著電視上

的介紹或是聽別人的分享，我們總是

對非洲有許多想像，一直想著當地人

是不是都不習慣穿鞋子，是不是因為

天氣炎熱穿很少衣服？習慣穿甚麼款

式的衣服？各種問題在我們的旅程當

中終於一一得到證實和解答。

我們在路上不時看到不同年紀的

女性不論是頭上、身上、甚至是下半

身，都會圍著或綁著圖案不一、充滿

著非洲風情的布。從當地人口中了解

到，原來這就是African Style！

在第一個主要服務學校路過他們

的曬衣場時，我們看到不少小朋友身

上都只裹著一塊布在曬衣服。後來才

得知剛洗完澡的女孩們都習慣只用一

塊布綁在身上去包裹身體，而這塊布

就是所謂的”Kanga”，”Kanga”這

詞也開啟了我們對當地傳統服飾的好

奇與探索。

一路上，我們遇到認識的當地人

穿著傳統布料，我們都會先猜猜是什

麼布，再上前詢問，每一次的詢問都

增加了我們對這些布料的認知。以下

我們將介紹三種最常見的布料—

Kanga、Kikoi及Kitenge：

（1）Kanga

Kanga上常有許多的圖騰、花色，

最早多是斑點類的圖案，類似幾內亞

母雞的羽毛，其名在Kiswahili中又稱

為”Kanga”，因而得此名。

在販賣時通常都會成對出售，正

常價錢大多落在20,000先令。此布為

印刷棉布，它可以剪裁或直接紮起做

衣服，除了可以當桌巾外，也常常在

路上看到當地人將其作為裙子、頭巾、

圍裙、毛巾等等。根據我們的訪問及

觀察，有媽媽會用來當作嬰兒布背著

小孩，在Nanja時當地學生甚至會用它

來過濾水質再洗手，學生表示它是一

個便宜又普遍的布料，因此最適合拿

來當簡易過濾水質的工具。在路途中，

一次偶然下遇到送葬的隊伍，修女和

我們說他們的已故者是女性，因為在

他們傳統裡，只有女性的棺材才能鋪

上Kanga，因此也成為了好分辨的特

色。

（2）Kitenge

Kitenge是一種像圍裙的布料，通

常是女性的穿著，作為一塊布可以纏

繞在胸部、腰部或頭部當頭巾或腰帶，

和Kanga的樣式與材質比較相像，比

較容易混淆，但Kitenge的色彩更鮮豔。

作者：Angle、吳泱倩、呂祐萱

Kang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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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Holy Cross pre and primary school

和一位修女聊天時，我們得知了其樣

式的製作過程多是使用傳統的蠟染，

類似台灣的藍染，價格便宜，在東非

沿海地區，其花色常加上Kiswahili的

文字，會是一些標語，甚至是政治口

號。

Kitenge亦經常被製成服飾，因

此多是工廠貨，在正式場合裡，還會

看到他們穿著一整套出席，可能是洋

裝或一套褲裝，再搭配髮帶，就很有

自己的風格。

（3）Kikoi

Kikoi是一種傳統長方織布，常出

現在非洲東海岸及南邊，有兩種材質，

一種像圍巾的面料，觸感比較粗，另

一種較偏紗質，摸起來很柔軟。易於

從外觀著手分辨其與另外兩者的不同，

Kikoi最大的特色就是布的短邊和圍巾

一樣都會有流蘇，正常價錢落在

15,000先令左右。

對布的使用，重複性蠻高的，除

了當作一種披巾，也可以用來當作吊

帶抱嬰兒、毛巾或頭巾。在參訪學校

的過程中，有一群女老師圍坐著挑著

衣服和布料，老師們告訴我們Kikoi特

別的在於，當只有其一時，稱

”Kikoi”，若是成對時，則稱為

”Vikoi”。

這三種布料各有各的特色，除了

從他們的材質及花色辨認，也可以由

觸感判斷，在新訪一間小學時，當地

老師用比較級向我們解釋了它的質地

重量，讓我們後來在辨認布料時更為

容易：

Kikoi < Kanga < Kitenge

▲▼ Kitenge(下圖的藍白色衣料)

▲Kikoi (上圖的黃色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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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a和Kikoi多為女性使用，我們也

了解到男生也有類似的傳統服飾，但

多數的他們是穿一般衣裳，較常見傳

統服務叫 ”Kanzu”，款式為長裙，

像是神父穿的長罩衫，通常男性會將

其套在衣服外面，但在路上鮮穿，沒

有機會更深入了解。

另外，Holy Cross School的修女

也告訴我們還有一種待用布的名稱叫

Batiki，通常是拿來布染，因此染布完

成做使用後，它就有可能變成Kikoi或

Kitenge了！

在旅程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終於

有機會到當地的馬賽市場去採購。經

過這些日子的探索，我們一摸便知道

是哪一種布料。店家都十分驚訝我們

對當地各種材質的布竟然有如此多的

了解，開心地與我們分享。雖然在台

灣都不會有人穿著如此有特色的布，

但每次只要一看到從當地買回來的布，

都會不自覺想起當地的女性是如何運

用他們的創意利用各種布去製作他們

的衣服或是包裹他們的身體，為非洲

增添不一樣的少看見人色彩。

▲ 各種布的花色都很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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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作息專題

到了坦尚尼亞後，我們發現當地

的生活習慣與我們有大大的不同，我

們所習慣的三餐以及上課時間等等都

有落差，因此此次我們決定訪查當地

的生活作息，藉由訪查學校以及主要

服務學校的學生調查，一窺與我們不

同的生活文化。其中我們的採訪對象

有：修女、小學生、中學生與大學生，

究竟彼此之間有甚麼不一樣呢？讓我

們一起一探究竟！

 修女

這是我們來到坦尚尼亞的第一間

服務學校，是修女培養學校。這間學

校本身在一個教會社區裡面，環境非

常乾淨，生活自給自足且齊全。學校

裡的修女們，每天的生活都相當的規

律有秩序，除了需要接受修女教育去

得到修女資格外，打掃、做菜、禱告

也都是工作範圍。

這次採訪的對象是準修女

Anarita，Anarita不是住在Little sister 

community的修女，但同樣為其中的

一份子。平日早晨6：30要先前往住家

附近的教堂做彌撒，結束後約7：30左

右吃早餐，接著清理家中環境，一切

打理結束且更衣後，搭乘交通工具前

往Community。在Community中大家

都各自有不同的工作，有的人負責打

掃，有的人負責煮飯，有的人負責照

顧動物，還有些人要處理園藝蔬果的

工作。而Anarita是負責打掃的成員之

一，平常週一至週四打掃屋子，而在

週五週六會打掃戶外，其餘時間可以

休息、念書、上課，或是跟著大修女

作者：蔡𡟄仙、詹宜潔

一起到St. Josephs primary school幫

忙。

週日是休息的日子，早上一樣6：

30彌撒，約8：30結束後休息，下午2：

00開始禱告，結束後休息睡覺，又或

者是到市區去逛逛。有時在禱告前也

可以回到Community和其他修女一起

打球、玩樂。

原本以為身為修女，生活可能除

了彌撒、禱告以外，可能只有上課等

活動，但其實在修女社區內，有球場、

有花圃、有蔬果園，光是打掃就忙得

不可開交，且閒暇之餘也可以運動，

真的讓我很驚訝！我們對於當地人的

髮型非常的有興趣，時常看到許多當

地人頭上有許多華麗的辮子，因此進

而詢問Anarita有關於修女的髮型限制，

她和我們說身為修女，髮型不可以太

過新潮，且頭髮留長會很難整理，因

此大多人都會把頭髮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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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

KISONGO TEACHERS’

COLLEGE是今年度團隊的最後一間回

訪學校，他是一所專門培育老師的學

校，學生（student teacher）年紀和

我們也差不多，雖然相處時間僅有一

個早上，但我們分享了彼此的大學生

活，聊得很愉快。一位叫做Sarah的學

生和我分享，他們住的地方離學校非

常遠，早上5點起床、洗完澡後，要走

很長的距離到教室禱告。另外，這間

老師學校的每天有四堂課，早上的課

長達兩小時，中間不下課，讓我們有

些驚訝，這麼長的上課時間會不會讓

學生很疲憊無法專注於課堂？另外，

從訪問過程中我也發現，每天下午的

14：30~15：30常會是較輕鬆的課，

像是辯論（Debate）, 社團（club）, 

運動（Sport）等。

 中學生（內陸學校）

Suma Engikaret Secondary 

School是今年度的新訪學校，在

Arusha地區是升學率相當高的學校，

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風沙，那裡的

風沙大到眼睛快要睜不開來，眼前盡

是白茫茫的一片，真的非常特別。我

們的訪查對象是一位專長社會科學的

老師，他表示學生在5點起床後，會到

教室內進行一小時自修，這期間是沒

有老師在場的。接下來是環境清潔時

間，地點包含宿舍、教室與校園，然

後才是早餐。在第一堂課開始前，全

校學生必須集合升旗、唱國歌與校歌，

和台灣非常相像！接著學生們會在第

一堂課的老師進教室前把一切上課用

具準備好，等待老師開始第一節課。

每節課時長40分鐘，第一、二堂課結

束後是tea time，學生和老師是分開的，

且學校僅有茶水，並無準備麵包，需

要的人要自行至商店購買吐司。上完

第四節課後學校有準備午餐，接續一

小時的自修時間，之後是最有趣的部

份！

老師和我們分享星期一到星期五

的下午接近傍晚的時間，學校有不同

的安排。星期一有點類似台灣的社團

活動時間，會讓學生依據自身興趣選

擇不同的subject；星期二、四是運動

時間；星期三是全校性的環境清潔；

星期五則是全校性的活動--辯論。老

師表示會使用當地議題來進行，並要

求全體學生參與。至於彌撒（Holy 

mass）， SUMA ENGIKARET 

SECONDARY SCHOOL每周進行三次，

分別是星期二、四、日，一次一個半

小時，地點在教室。

另外，我們觀察到這間學校

form1~form4和Advanced-level都有

evening lesson，而為了因應即將到來

的大考，校方也為form2和form4每天

增加名為remedial class的課，有點像

是部分台灣學生課後的補習班，時間

則是每周一到五的晚上3：00~5：00。

▲當地主食— Ugali 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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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桑吉巴島）

此趟服務旅程中，我們亦前往了

坦尚尼亞的離島--桑吉巴，桑吉巴是

一觀光勝地，且面積有半個台灣大。

桑吉巴曾經為一座獨立的島嶼，且與

阿拉伯世界有著悠久的貿易史，但於

1964年才與坦干伊喀合併組成坦尚尼

亞。島上融匯著非洲傳統黑人文化、

伊斯蘭文化及印度文化。由於種種因

素，桑吉巴有著與坦尚尼亞內地有著

相當不一樣的風俗民情。此次採訪了

桑吉巴裡的教會中學學生，想了解他

們的生活作息是如何。

這間學校的作息非常的嚴謹，

住在那邊的幾天，每天凌晨3、4點就

可以聽到許多不同的聲音。在桑吉巴

島上，有許多穆斯林，但這間學校是

住宿學校，且規定學生都要遵守天主

教規，因此就算是穆斯林也要一起彌

撒。每天早上4點起床，接著彌撒到5

點後是打掃校園環境時間，而後開始

一天的課程。10點早餐時間，休息到

11點再繼續Tea Time後午休，到下午1

點午餐。接著是下午的課程，課程在4

點結束共80分鐘。結束每天例行的四

堂課後，下午就是大家運動休閒及打

掃時間。一整天總共四堂課，每堂課

有些人會跑操場、踢足球（football）、

玩籃網球（netball），也有人要打掃

校園環境。

7點是晚餐時間，吃完晚餐後，就是他

們的晚自修時間，可以在飯廳或是教

室和大家一起念書，這間學校是當地

有名的升學學校，從他們晚自習的時

間長度，就感受的到他們的競爭力實

在不容小覷。

 小學生

Marian pre & primary school是

一所位於 Bagamoyo 的小學，最令我

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 standard 4乖巧

可愛的學生以及做事嚴謹的老師了！

不僅如此，我們也非常好奇這所小學

的生活作息，將所有訪查資料大致整

理如表格所示。 Standard 4學生一天

有高達九堂課！從早上7點40到晚上9

點，學生需要修習的科目有7個（括號

內為當地科目代號）：數學

（Mathematics）、自然科學

（Science）、KISWAHILI、社會科學

（SST）、藝術（VS）、公民道德

（C&ME）、英文（English）。其中，

我們從 standard 4教室後面佈告欄中

的公告發現，Marian pre & primary 

school似乎非常重視「數學」這個科

目，每天的下午5點到下午6點半固定

是數學課（備註：周末的數學課並無

強制參與）。我們也發現所有的7門課

中，僅有數學是依這樣的方式排課，

覺得相當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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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周末，學生可以睡到6點再起床。

此外，學校安排了非常多和整理及清

潔相關的時間，例如：校園環境打掃、

床位整理、洗衣服、行李箱整理等。

訪問過程中我們也得知即便是周末，

學校仍安排相當多的自習時間（大約2

～4小時/天）。

總體來說，我們得知 standard 4 

學生平日的作息大致為5：00起床後進

行約1小時的環境打掃、6：10～7：00

彌撒（僅星期二、四），接著在早茶

後、早餐後與午餐後各有兩節課，最

後是個人打掃時間，緊接數學課及18

點的晚餐。

 結論

藉由以上調查，綜合其大致上的

作息，我們總結出下方表格，坦尚尼

亞和我們最不一樣的大概就是飲食時

間，在台灣我們通常起床後就會享用

早餐，但當地人卻大多先彌撒或是打

掃，且午餐時間與晚餐時間也與台灣

有所差異，午餐大多在1點鐘以後，而

晚餐落在8點左右，在當地等吃飯的時

間，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難適應。這

次調查不僅讓我們觀察到了生活方式，

還有更多的風俗民情，希望未來也有

機會去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

▲ 坦國修女學校、大學、中學、小學作息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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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i in Tanzania

坦尚尼亞為一位於赤道以南的東

非國家，國土面積94.5萬平方公里，

是臺灣的27倍大。在積極的野生動物

保育政策下，有30%以上的陸地用於

野生動物的保護，其中包含16座國家

公園，14座禁獵區，Ngorongoro保護

區等地。而這次團隊參觀的是Mikumi

National Park，因而做此國家公園的

介紹。

Mikumi National Park

Mikumi National Park，位於

Morogoro，Uluguru山脈北部和

Lumango山脈西南部之間，占地3230

平方公尺，是坦尚尼亞第四大的國家

公園。園內因廣大而平坦的草原聞名，

吸引著大量野生動物與猛禽的棲息，

包含了健康的象群、Impala(黑斑羚)、

Buffalo(水牛)、Wildebeest(牛羚)、長

頸鹿以及他們的獵食者--獅子，和多

達400多種的鳥類等等。而低矮的草原，

則提供人們最佳的動物觀察點。

團隊Safari

當天清晨四點，頂著滿天星星出

發前往Mikumi，接駁車內充滿著團員

雀躍的氛圍。到了園區門口，停著多

輛的大型敞篷越野車，而參觀國家公

園的方式名為”Game drive”。

”Game” 指的是尚未被馴化的動物。

合併兩字後，game drive則是搭乘越

野車伴隨著導遊對動物行為的解說，

在車內觀察一切的所見所聞。抱著滿

心的期待，跳上吉普車，開始專屬於

我們的Safari。而“Safari”一詞於19

世紀晚期始出現於英語，於東非當地

語言Kiswahili”旅行”之意，中文通

常翻譯為「獵遊」或「狩獵旅行」。

Safari在過去意指到非洲進行五霸的狩

獵，現在則主要指在自然環境中對野

生動物的觀賞，而所謂的「狩獵」，

從過去的獵槍改為現今的相機。

首先映入眼簾的為大群的Impala(

黑斑羚)，是一種中等體型的羚羊，分

布於非洲東部與南部。Impala主要在

白天活動，根據不同的氣候以及地理

位置，可能表現出群居性或領地意識。

群體當中，存在三種不同的社會群體，

包含有領地意識的雄性、待交配的雄

性群體以及雌性群體。有領地意識的

雄性會以尿和糞便劃分領地的界線，

驅趕其他幼年個體或雄性侵入者以守

衛領地，並可能在其領地上形成由雌

性組成的後宮。待交配的雄性群體一

作者：邱于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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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命、水源的提供以及全數皆可被利

用製作為食材或藥材。因此Baobab 

tree令當地人十分尊崇，稱之為「生

命之樹」。

最終，我們終於遇見心心念念的

大型動物，長頸鹿！在我們面前緩緩

的走回遠方所屬的群體。導遊跟我們

分享關於長頸鹿特別的資訊。其中之

一是，他們允許孩子遠離群體超過

200公尺的距離，因此才可以看見單

獨一隻長頸鹿慢慢走回原屬群體的景

象。而長頸鹿身上的斑紋花樣是由父

母親遺傳而來的，後天也會因食物的

攝取的不同造成斑紋顏色深淺有所差

異。斑點的樣式可以幫助他們躲避肉

食動物的獵捕，也可以調節溫度、辨

認親人或個體，這些都和他們的生存、

繁殖能力有關係。

般比較小，只有不到30隻高角羚，兩

兩之間相隔2.5－3公尺左右，除了年

齡差距較大的個體間以外，基本不進

行互動。雌性群體的規模則從6隻到

100隻都有可能，群體在約80－180公

頃的範圍內活動。而Impala最具特色

的是躲避狩獵者的兩種跳躍方式，一

種跳躍方式可以躍過高達3米的草木障

礙甚至其他Impala，水平位移可達10

米；另一種跳躍方式由一連串的跳躍

組成，其中每次跳躍均由前腿先落地，

後腿在半空中做出踢的動作，四腿落

地後再反彈。兩種跳躍方式均會跳向

不同方向，以迷惑狩獵者。

持續往下狩獵，遇見Mikumi所著

名的象群、各式鳥類、湖畔邊的河馬、

鱷魚等動物應有盡有。導遊也補充了

很多有趣的資訊，像是牛羚隨年齡的

增長造成記憶力的退化而被當地人取

名為”zero brain”。還有在坦尚尼亞

最著名的Baobab tree，粗大的樹幹內

含許多的水分，在乾季時大象會利用

象牙撞破樹幹獲得水源，因此樹上能

觀察到一個個破裂的痕跡。Baobab 

tree通常壽命可達500年以上，極長的

▲ Mikumi National Park 的動物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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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的長頸鹿在走遠後成了草原地平

線上的黑點，旅程也接近尾聲。這次

有幸能夠親身體會非洲國家公園內的

景觀，野生動物的型態、生活方式等，

是這趟旅行當中最令自己悸動的經驗。

在經過大約短短六小時的導覽，我們

所見的只是國家公園生態圈最表層的

狀態，好像只能稍稍體會大自然當中

生命之間的環環相扣。那些看似慵懶

的動物們，其實每分每秒都是戰戰兢

兢的在過活，可能三十分鐘後，因為

自己的疏忽而丟失了生命。在2019年

的暑假，我們曾經在非洲坦尚尼亞的

國家公園內，看見生命在野外生存最

原始的模樣，看見成群的斑馬、黑斑

羚、甚至是無數隻的長頸鹿漫步在草

原當中，如此珍貴的畫面將好好的留

存在腦海最深處。

補充：

非洲五霸（Big Five game）是指獅、

非洲象、非洲水牛、豹和黑犀牛這五

種非洲動物，因徒手獵捕牠們的難度

高，危險性強，而被稱為五霸。

參考資料：

1.  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tw/馬賽人）。

2.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B4%E9%9D%A2%E5%8C%85%E6%A0

%91%E5%B1%9E)

3. Safaribookings 官網
（ https://www.safaribookings.com/mikumi/wildlife?gclid=EAIaIQobChMI5uvO2Z

WT5AIVlYBwCh14zg-gEAAYASAAEgJEs_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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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文化

 馬賽人

馬賽族為非洲東部著名的遊牧民族，

主要分布在肯亞南部及坦尚尼亞東部。

他們有自己的語言：馬賽語，而現今

他們也使用肯亞和坦尚尼亞的官方語

言：史瓦希里語或英文。一個馬賽部

落通常由一個或數個家族組成，由年

長者擔任酋長的職位，多為一夫多妻

制。這是為了因應在嬰兒和戰士死亡

率高的情況下所發展出的制度。但事

實上，一妻多夫制也是存在的，只是

現在較鮮少發生。娶回家的妻子要做

所有家裡的雜事，甚至是搭建房屋。

傳統的生活方式為游牧，以牧牛、牧

羊為主，主要食物來源也是宰殺動物，

並食用他們的內臟、肉及鮮血，較少

食用蔬果作物。

 衣著服飾

馬賽人很好辨認，「素卡」是他們

的傳統服飾，手持一頭細、一頭粗，

用來趕走野生動物的馬賽木棍。女人

們穿著色彩絢麗的「坎噶」裙裝，戴

著精細彩珠串成的頭飾和項圈。女人

們穿著色彩絢麗的「KANGA」裙裝，

戴著精細彩珠串成的頭飾和項圈。而

這些服裝也會隨著年齡、性別和地點

有所變化。素卡是一塊馬賽人用來裹

在身上的布，通常為紅色，花紋為格

紋。之所以是紅色，依據他們的說法，

是為了趕走獅子，當然素卡也還是有

其他像是藍色、黑色等，花紋也不是

單一格紋。馬賽人還有一個很明顯的

特徵是他們的耳洞，耳洞越大、耳垂

越長表示地位越崇高，越受族人尊敬，

配戴珠寶的顏色也分別象徵了不同的

意涵，像是紅色代表血……。

 房屋

他們的房子是由樹枝及泥土混合而

成，外型有點像蒙古包，不大的空間

裡面包含了所有住家的功能，像是廚

房、房間等。房子裡的一張床，一盆

火盆就可以滿足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機

能。整個部落被牛欄包圍，一部分可

以作為畜養牛隻、家畜，另一面也可

以作為抵禦之用。特別的是，馬賽人

擁有世界排名數一數二的高挑身高，

但是房屋的入口卻意外的窄矮，必須

要彎腰低頭才能鑽入，其背後的原因

是為了讓房屋主人，在他人意圖侵入

時能在第一時間攻擊對方。

作者：張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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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舞

馬賽人有一特殊的傳統舞蹈──戰舞，

在舞蹈中，戰士們圍成一圈，低聲哼

唱一個固定的旋律，一次一個到兩個

人進入隊形中央，在保持狹窄姿勢的

同時開始跳躍，並且不讓腳跟觸地，

其他人會根據跳躍調高唱歌時的音調。

馬賽人認為，這是一項競技，跳得越

高的人，擇偶條件也會越好。每個慶

典也都會有不同的競技方式，不同的

旋律跟哼唱法。

 成年禮

馬賽族的成年禮分成兩階段，根據

馬賽的傳統規定，第一階段，每位勇

士必須殺死一頭獅子才算成年。但近

幾年，政府已經發出相關規定，禁止

馬賽人進行獵獅。完成成年禮的男子

就可以娶妻生子，組織自己的家庭。

第二階段為割禮，割禮為馬賽族

的傳統儀式，當地認為只有經過割禮

的人才算完成成年禮，才算真正具有

繁衍後代的能力。而男生與女生各有

不同的做法，但從現代社會的觀點來

看是非常殘酷不仁道的，在經過一些

人權組織、當地新觀念的啟蒙及當地

女性的發聲後，現在部分馬賽人已以

其他不同的方式取代傳統的割禮了。

 傳統經濟

馬賽人的經濟是奠基於牛群和孩子。

在傳統信仰中，他們認為世界上所有

的牛群，乃是由上天託付給他們的。

牲畜等同馬賽人的貨幣，可以用牛、

羊來交換其他物資，因此為了保護部

落的牲口以及在戰爭中掠奪更多的牛

隻，馬賽部落極仰賴它的戰士，而英

勇的戰士就是從孩子栽培起的。從馬

賽人的禱告：＂Meishoo iyiook enkai 

inkishu o-nkera＂，意思是：「願創

造主給我們牛和孩子」。由此更可以

看出牛隻和孩子在馬賽社會中所佔的

一席之地。

然而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與資本

主義的成長，馬賽部落很難再保持完

全的傳統自給經濟。除了市場經濟的

掌控主權，部落的土地也因為被收入

為政府國家的財產，使馬賽人失去了

土地的使用權，能狩獵、放養牛隻的

區域減少，再加上為了要給下一代更

好的教育資源，他們被迫要售出牲畜

來換取現金，來繳交制服費、學費等

等。而部分成年人也選擇外出到鄰近

的城市謀生，住在保護區附近的馬賽

人則會選擇投入旅遊業。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tw/馬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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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尚尼亞節慶

節慶是認識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

透過了解不同的重要節慶，也能夠體

會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脈絡。

動機：

剛好在坦尚尼亞服務期間遇到農

民節（Nane Nane Day），透過學生

介紹了解相關背景原因，明白這是他

們的國慶日，這一天全民都放假，覺

得節慶這個主題十分有趣，也希望能

透過研究這份專題，更貼近坦尚尼亞

居民的生活。

 元旦（New Year's Day ）

時間：每年1月1號。

說明：元旦，也被稱為「新曆年」，

當天是坦尚尼亞的國定假日。習俗方

面，大家會用各種方式互相祝福，其

中賀年卡是很受歡迎的慶祝方式。

 桑吉巴革命慶祝日（Zanzibar 

Revolution Day）

時間：每年1月12號。

說明：從歷史脈絡來看， 1963年7月，

蘇丹國政府舉行議會選舉，讓身為坦

尚尼亞少數民族的阿拉伯少數民族保

留最大權力，這一事件激起了當地居

民很大的反彈。 1964年1月12日，非

洲白拉黨動員大約600名革命者前往桑

吉巴抗議並成功推翻了蘇丹國政府，

為了紀念這些爲平等奮鬥的先烈，此

後這一天就定為國定假日。

 耶穌受難節（Good Friday）

時間：復活節之前的星期五。

說明：耶穌受難節是一個基督教節日，

也是坦尚尼亞的國定假日，信徒們紀

念耶穌在各各他這個地方被釘在十字

架上去世。

許多基督徒都會覺得“Good 

Friday”這個名字很奇怪。因為既然

是耶穌釘十字架的日子，理應是

“Bad Friday”，所以就有人解讀

“Good”一詞可能是從“God”變化

而來，本來的意思應該是“God’s 

Friday”。還有人認為“Good”可能

象徵由耶穌殉教所帶來的拯救，是神

對世人最好的饋贈。

這一天，許多基督教會在傍晚時

舉行隆重的禮拜，以唱詩、傳教和禱

告的方式紀念耶穌的死，最後領取聖

餐結束。

作者：林玟萱

▲ 桑吉巴革命慶祝日（Zanzibar 

Revolutio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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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星期一（Easter Monday）

時間：復活節星期日後的第一天。

說明：復活節星期一是基督徒們繼續

慶祝耶穌復活的日子，也坦尚尼亞國

定假日。這一天各教堂也舉辦復活節

儀式。儀式結束後，全家會聚在一起

吃飯，而最重要的一道菜就是復活節

羊。

除了儀式之外，有些教區的基督

徒們還會模仿當年耶穌的弟子，在這

一天走出自己的村鎮城市，到其它地

方去宣傳基督教。

 聯合日（Union Day）

時間：每年4月26號

說明：聯合日是紀念坦尚尼卡

（Tanganyika）與離岸島國桑吉巴

（Zanzibar）於1964年4月26日建立

坦尚尼亞（Tanzania）。

 國際勞動節（Labour Day）

時間：每年5月1日。

說明： 勞動節是坦尚尼亞重要的國定

假日，日期也和其他各國一樣，目的

是為了慶祝勞動階級對社會和經濟所

做的貢獻。

 薩巴薩巴日（Saba Saba Day）

時間：每年7月7號。

說明： 薩巴薩巴日是慶祝1954年坦尚

尼亞政黨TANU的成立。 Saba Saba在

斯瓦希里語中意為「七七」，而這也

是坦尚尼亞的官方語言。

 納尼納尼日（Nane Nane day）

時間：每年8月8號。

說明： 這個節日是紀念農民對坦桑尼

亞國家經濟的重要貢獻。 Nane Nane

在斯瓦希里語中意為「八八」。

每年這個時候，在坦尚尼亞各地

還會舉辦為期一週的農業博覽會，規

模十分盛大。

▲ 聯合日（Union Day）

▲ 納尼納尼日（Nane Nane day）

▲ 國際勞動節（Labou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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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齋節 (Eid al-Fitr）

時間：在伊斯蘭曆閃瓦魯月的第一天。

說明： 開齋節（阿拉伯語： عيد

也叫肉孜節，是坦尚尼亞的，（الفطر

國定假日，也是全球穆斯林慶祝齋月

結束，並感謝真神阿拉使他們信仰更

加堅定的節日。 根據歷史記載，從有

伊斯蘭曆就有開齋節，第一次開齋節

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朋友慶

祝的。

開齋節這天，坦尚尼亞的穆斯林

一般會很早起，祈禱完就可以吃一些

東西，這象徵齋月正式結束了。然後

大家會一起出去禮拜，互相擁抱問候，

恢復親朋好友之間的聯繫。在習俗上，

坦尚尼亞的穆斯林在這一天都會穿特

別的節日衣服，看起來十分喜氣洋洋。

 尼雷爾日（Mwalimu Nyerere

Day）

時間：每年10月14號。

說明：紀念坦尚尼亞第一任總統Julius 

Kambarage Nyerere。

 節禮日（boxing day）

時間：每年12月26號。

說明： 在過去封建時代的這一天，莊

園領主會把一些有用但多餘的物品，

如衣料、穀物和生活用具等，裝滿一

個個大盒子，分送給住在園裏的奴隸

們。由於盒子的關係，人們便把這天

稱為「節禮日」。

根據習俗，坦尚尼亞的教堂會在

這天打開奉獻箱，分發金錢幫助窮人。

 獨立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

時間：每年12月9號。

說明：紀念1961年坦尚尼亞正式獨立。

結語：

從研究坦尚尼亞國定假日，就可

以觀察到當地民眾的信仰文化，是以

基督徒和回教徒為主，並能從介紹中

了解其國家的歷史背景，下次如果大

家想來坦尚尼亞旅遊，也可以考慮安

排在假日期間，能夠感受到不同的節

慶氛圍，還可以和當地民眾一同慶祝

呢。

▲ 尼雷爾日（Mwalimu Nyerer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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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飛機上度

過。先是從Hong Kong到Doha，長達

八小時二十分鐘的飛行，也是我第一

次搭時間這麼長的飛機。離目的地—

坦尚尼亞越近，也越期待第一次踏上

這塊神祕的土地，以及與當地交流的

難得機會。畢竟這是我們長達八個月

籌備期的最後階段

等待20：45從Doha往Dar ES 

Salaam卡達航空班機中間的空檔，我

們在附近逛逛，遇到一個黑人店員問

我們從哪裡來。之後更分享他的朋友

曾在台灣受教育，後來到烏干達從事

資訊教育的故事，剛好和團隊的服務

有關聯，再加上烏干達地理位置正好

在坦尚尼亞旁邊，覺得能在等機時遇

到並和那個店員交談是很難得的事。

8：45時我們從Doha搭將近六小

時的飛機到Kilimanjaro，最後到Dar 

ES Salaam。16：42團隊終於抵達坦尚

尼亞！入境時發護照的人很友善，即

便笑稱團員們的名字發音很困難，仍

微笑著一一唱名，絲毫不怕麻煩或浪

費時間，這或許是在台灣看不見的畫

面。

一出機場，我們前往當天住宿地

點—LITTLE SISTER OF ST. FRANICS，

亦是團隊第一間主要服務學校。當地

的開車速度稍快、右駕、路有點顛簸，

一開始不習慣這些時，總會被司機突

然的轉彎嚇到。

2. 團隊日誌

一到LITTLE SISTER OF ST. 

FRANICS，好多活潑熱情的修女唱歌、

跳舞、打鼓歡迎大家的到來，也邀約

團員加入。坦尚尼亞人的熱情與友善，

應該是一整天下來令我最印象深刻的

地方吧！ 在LITTLE SISTER OF ST. 

FRANICS用餐時也能感受到當地人貼

心、細心的一面，舉例來說，修女們

擔心團員吃不習慣當地食物，還貼心

的準備麵食、米飯等餐點。甚至特別

製作坦尚尼亞國旗圖案的蛋糕，讓我

覺得很溫暖。希望未來的四十一天團

隊能一起在服務中成長，創造屬於我

們的回憶。

2019/07/08 蔡𡟄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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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與許多班級打了招呼，而每

當我們拿起手中的相機，每個孩子都

迫不及待的擠入鏡頭中，給我們大大

的微笑，離開時還有數不清的小手掌

伸向我們，那是充滿好奇與熱情的擊

掌，這個充滿熱忱與溫暖的校園，是

我們對坦尚尼亞的第一個印象。

雖然在申辦SIM卡上遇到了點小

難題，但還是順利的解決了，也回到

了Little Sister Community，還吃了一

些蛋糕與麵包，有了一個溫暖的Tea 

Time。接著就進入我們來到坦尚尼亞

的一大重點，創建電腦教室。檢修了

學校原有的三台電腦以及幾台不太健

全的電腦，明天我們要開始我們的教

學課程。在檢修電腦的過程當中，幾

位修女學生也來與我們交流，這才發

現他們對於電腦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希望能藉由這幾天的教學，讓他們對

於電腦有更多的認識。

雖然一天有許多波折與意外，但

與學生們交流快樂的時光，更是留在

我們的心中，不論是熱情無比的St. 

Joseph primary school 學生，或者是

健談可愛的Little Sister Community 修

女學生們，都給了我們在坦尚尼亞最

美好的第一印象。

早上七點半，這是我們在坦尚尼

亞的第一個早晨，Little Sister 

Community 的修女們為我們準備了溫

馨的早餐，吐司、蔥蛋、南瓜和熱茶，

趕跑了連續近24小時搭機旅程的疲憊，

也喚醒了我們對坦尚尼亞的期待與熱

情。

搭著校車前往St. Joseph primary 

school，為坦尚尼亞之旅作準備，申

辦SIM卡、購買前往桑吉巴島的船票。

更重要的是，這是我們第一次進到班

級裡與學生們做互動。剛進到第一間

教室的我們顯得有些生澀，逐一的與

台下的孩子們自我介紹，相較於害羞

的我們，孩子們聽著校方老師的指令，

全班說出了整齊劃一的打招呼台詞，

搭配著熱情的微笑與招手，化解了我

們之間原本的寂靜。隨後校方給了我

們兩分鐘的時間，到學生的座位旁與

他們近距離互動、聊天。

當地孩子的名字對我們來說，有

點難記得、發音也有些複雜，其中有

一個孩子名叫Alvin，我嘗試去唸出標

準的發音，卻好像愈發錯誤，無奈的

Alvin一直糾正我到正確為止，這大概

是我坦尚尼亞之旅的第一道難題！ 就

2019/07/09  詹宜潔

181



只是無奈資源太少，但我想這就是我

們來坦尚尼亞的其中一個目的吧。

下午的課是硬體跟小畫家，硬體

因為有太多的專有名詞，對他們來說

其實有些困難，但看的出來學生們都

很專注在課堂上，對於這些設備也都

顯得興致勃勃。小畫家對他們的吸引

力也很大，就連下課後，也有很多學

生都留下來繼續編輯他們的畫。他們

後來也自己摸索了很多的軟體，真的

很希望可以有機會教他們更多東西。

晚餐出現了傳說中的香蕉，煮過

的香蕉吃起來QQ的，香蕉味很重，我

有點無法接受，只吃了半條，但他們

煮的雞湯好好喝喔，有台灣的味道。

幾天下來，發現在坦尚尼亞的生

活好規律，因為這邊的學生 （修女）

十點就休息了，比起台灣十一點十二

點都還有著許多的聲音，八點半過後，

這個社區就會寧靜下來了，我們也就

入境隨俗，晚上回房後不久，就舒舒

服服的躺在床上進入夢鄉了。

2019/07/10  張之怡

今天是第一天上課，終於可以把

我們準備很久的東西教給他們了，因

為是第一次在這裡上課，也不知道到

底實際情況會是如何，只希望他們可

以覺得電腦是好玩的東西，然後發現

電腦其實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事情。

第一次當助教其實有點緊張，害

怕語言的不同導致他們學習不良，上

課後，雖然只能用英語溝通，多多少

少有些影響，但還好沒有造成太大的

困擾，學生之間也都會互相幫助，由

英文較好的幫英文比較沒那麼好的用

Kiswahili 重新解釋一次，看到他們這

麼積極的學習態度真的很感動。從早

上上pc課的情況可以發現，大多數人

都是第一次操作電腦，對於電腦開機

關機，滑鼠鍵盤的使用等等都很不熟

練，講師在台上講的有點辛苦，但後

來他們慢慢建立起電腦的概念，之後

進行就順利許多了。

中午吃了義大利麵跟烏咖哩，烏

咖哩是他們的主食，是用玉米粉做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下午的課是兩點半開始，我們提

前到電腦教室備課，結果我們看到有

幾台電腦前坐著學生，螢幕上顯示的

則是我們早上上課時要他們練習的練

習卷頁面，看到這一幕我好感動，原

來他們對於電腦學習是這麼的有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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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畏熱飯不能，先生饋肉香

傾城。」這句完美呈現了我在當地對

於伙食的心情，天氣炙熱，原本以為

會毫無食慾可言，原本以為只能容納

府城佳餚的胃口，竟然也有廣納百川

的一天，因爲當地伙食的美味，令我

的胃有大開眼界的一天。雖然沒有松

花釀酒，春水煎茶的典雅閒情，但是

這邊連普通白水都醉人。或許是因為

深刻感受到準備這飯菜的人的用心吧。

用美食佳餚開啟了一天，當然之

後的課程若不盡心盡力，竭盡所能的

去完成的話，就太愧於天、太怍於地

了。所以即使對於用英語授課感到自

我懷疑，但還是會抱持著劍在手、戟

在握、敵人在前的精神前去授課。而

在各位優秀的助教幫忙下，課程算是

完成了，而事後收到的意見也都會列

入編改修正的一環。「您們寶貴的意

見，是我前進的動力。」

在坦尚尼亞的第三天，從第一日

對每一件有別於台灣的事情都會大驚

小怪的狀態到現在已經能漸漸處變不

驚了。當地人還是一樣的熱情，一樣

的不畏鏡頭，上課的同學所展現出好

學的態度，也令我這享有12年國民教

育的小孩感到自我省思，「我過得似

2019/07/11  林詩容

乎太奢侈了」這個疑惑也隨著我待在

這邊的時間越久，越來越清晰的浮現

出腦海，越來越沈重的落在心裡。

今天只是待在坦尚尼亞的第三天，

還有一段日子可以讓我慢慢的整理思

緒與思考我來到這，能帶給他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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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日課後，學生和我們相處，

都會用中文說「你好」、「謝謝」，

讓我們感到很溫馨，課程股也在今天

修好了幾台電腦與調整投影機，目前

為止修好了5台，也準備了一些檢修物

資要送給學校。明天是最後一天的課

程了，因為學生對電腦充滿熱忱，催

促了我們積極討論明天的課程。因為

各課程的接觸不夠深入，學生只有了

解功能沒應用過，希望能安排final 

project來總複習，在課程最後能帶給

他們更多收穫。

2019/07/12  溫戴豪

今天課程已經來到第三天了，課

程順利進行中。早上我們教了

Powerpoint，下午是台灣日文化交流。

今天上課中，可以觀察到學生已經熟

悉滑鼠和鍵盤的操作，這讓ppt順利的

進行，學生也對於ppt很有興趣，因為

有些學生未來想成為老師，他們認為

ppt對於他們教學與教會事務很有幫助。

下午是台灣日，我們規劃讓他們

上一堂了解台灣，包含了地理、歷史

與宗教，另一堂再教他們中文與寫字。

地理課時看了兩部影片來介紹台灣，

有Google earth的影片與「看見台灣」

的片段，學生對於台灣的畫面反應很

好。在宗教部分時，因為它們很少接

觸天主教以外的宗教，所以對於我們

佛教道教也充滿好奇。最後來到中文

課，學生很認真的學習每個對話，練

習的過程非常歡樂，接下來也體驗了

寫中文字，學生們其實講得很好，讓

我們也很開心，文化日最後在合照與

歡樂之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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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是最後一次在這間修女

學校上課了，而我剛好是總結在Dar 

es salaam課程的人，教他們使用excel。

在教導的過程中，真的覺得這課程對

他們來說是有點難度的，下次對於完

全沒有碰觸過電腦的學生要再好好思

考該帶給學生甚麼樣的excel。在課堂

中途時有兩位sister輪到可以回家的日

子了，不得不暫停他們的學習，這使

他們感到既傷心又開心，開心的是他

們可以回家了，傷心的是他們不能繼

續上課了，我們也很傷心，但更開心

看到他們對電腦的學習熱情，希望我

們所帶來的知識可以為他們改變點甚

麼。

晚上他們為我們舉辦了小派對，

下午的時候因為他們要做準備所以沒

有上課，我們就在社區裡探索，剛好

遇上教堂有婚禮，原本想去現場探勘

是否有我們專題可以用的素材，但才

剛到那準備找尋目標時就被客人們突

如其來的 “ Can I selfie with you ? ”

嚇到了，和好幾個客人拍完照後我們

就又跑回去修女學校了。沿路上有好

多前幾天都沒在社區裡看到的小朋友

澆著花、曬著衣服等等，奇特的是有

些小朋友在我沒戴名牌的狀態下，對

著我說 “ Hi~ Mandy~ ”，讓我覺得

很不可思議，滿心疑惑，後來才知道

他們是前幾天我們去參觀的St. Joseph

School的學生，對於他們的記憶力我

真是嘖嘖稱奇，他們也實在太可愛了！

晚上有滿滿的佳餚，所有社區裡

的Sister和girls與我們在戶外共進晚餐，

飯前我們打了球，教了其中一位Sister

打我們熟知的簡單太極步驟；飯中我

們一起聊天吃飯，場面最熱點就是在

girls都上台跳舞的時候了，還拉著我

們與他們共舞，非常的動感，汗雨淋

漓的讓我想起了我們初來乍到時，一

下車就受到他們熱烈的歌舞歡迎，而

現在再過一天我們就要道別了，滿滿

的不捨點滴在心頭，希望我們有緣能

再見面，那時候的我們依然能如同今

晚如此放開心胸的歡樂著！

2019/07/13  吳泱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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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一起用餐，有專門烤肉的人

幫大家烤，但是好像烤的太熟，咬不

太動，也吃不太出是什麼肉。今天的

午餐有馬鈴薯、蔬菜沙拉、檸檬、烤

肉、汽水。下午回到Little Sister 

Community時，我們早早回宿舍收隔

天前往Zanzibar的行李。

2019/07/14  蔡𡟄仙

今天是星期日，早上sister帶我們

到教堂做彌撒（mass），我是第一次

參加這樣的活動，雖然聽不懂他們在

說或唱些什麼，但還是覺得很新奇。

參加了昨天晚上的party，加上今天的

彌撒，更覺得當地人很會唱歌跳舞。

彌撒結束後，我們和大約10個

sisters搭車一起前往海邊。一路上我們

一起唱歌，有流行英文歌、國歌等，

車上氣氛很愉快。快到海灘的時候，

竟然下起大雨來，幸好後來雨漸漸轉

小。坦尚尼亞的海和沙灘很美，藍綠

色的海有美麗的漸層，跟著時陰時晴

的天空一起變換顏色，真的好美，突

然間精神都來了！但是當下覺得很奇

怪，海灘上的人除了我們，剩下都是

零星的遊客，這麼美的地方怎麼這麼

少人欣賞？

我們一起在沙灘上拔河、玩飛盤、

跳舞、堆沙堡、丟球，修女們真的很

活潑很可愛，後來甚至一起跳進海浪

裡玩水，他們會抓緊海浪打過來的時

機，跳進迎面而來的海浪。聽說拔河

是當地人在海灘必玩的遊戲之一，而

眼前澄澈的海就是印度洋。海打在腳

上的感覺很冰涼很舒服，我們和當地

人一起共度將近半天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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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大早，全團就起床準備了，

因為就在今天，我們將前往Zanzibar

島。一大早因為怕塞車就急忙出門了，

早上到了St. Joseph Primary School吃

早餐，修女在離開前很熱情地跟我們

道別，她的行為真的很可愛，想到終

於要離別，還是很不捨，大家一起拍

了合照就趕往去坐船了。我們出校門

才赫然發現，原來校門走出就馬上是

港口了。經過有點急忙的流程，順利

上了船到Zanzibar，到了Zanzibar島，

我們馬上就注意到文化跟坦尚尼亞很

不同，港口邊是發達的觀光區，有很

多店面讓觀光客逛，到了比較郊區，

風景就開始轉變，路上地板都變成了

沙子，路旁也看到一些石製建築，非

常有特色，我們也注意到大部分的居

民都穿著著穆斯林裝扮，也都好奇地

看著我們，最後就到這周要服務的學

校Francis Maria。

到Francis Maria，校園非常的寬

廣，有很多地方給學生踢足球玩遊戲，

我們住在兩間小房間，是學生房間整

理後的。雖然住宿不是特別舒服，但

校方整理得很乾淨，整頓了一下後就

是跟老師見面了，有兩位電腦老師和

校長跟我們會面，他們非常熱情的對

待我們，對於我們到來非常開心，也

帶我們去電腦教室看，我們馬上也就

開始檢修了。檢修才發現非常困難，

有一半的電腦都無法使用，我們照

SOP整理所有電腦，但依然留下16台

無法修理的電腦，最後趕忙整理完教

室後，結束了今天的行程。經過一天

的行程，全團都非常疲倦，但和老師

討論得知，學校與學生都非常期待我

們的來到，也為此排開所有課程，所

以討論起明天的課程時，大家還是打

起精神，努力規劃一個能幫助當地學

生的行程。

2019/07/15  溫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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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來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 Zanzibar的第二天。

經過昨天拼命的檢修，我們確認了電

腦的存活率，並將好的電腦擺放到前

面，正式開始我們的資訊教育課程。

經過之前的教學經驗，團隊確立之後

第一堂課須和學生說明講義及上課規

則，而第一堂課F1剛好就是我的PC打

頭陣。說不緊張是騙人的，和之前

Little Sister Community小班制且都是

大人的感覺不同，對待中學的小孩感

覺更有壓力，然後學生程度差異很大，

有些家裡有筆電的學生覺得基本電腦

的練習很無聊，而班上還有另一群連

滑鼠都不會握的學生，但是當我在剛

開始問大家這些操作是不是太簡單了

大家都會了，竟然聽到一片”Yes！”。

所以前面我快速帶過的方式很明顯就

錯了，然後我的語速還是太快，有發

音不是特別準確且字詞間連在一起的

狀況，這讓學生其實聽不太懂我說什

麼，對於今天的課程我感到非常愧疚，

覺得自己沒有發揮到很好，也期許之

後上課務必要修正這些缺點。

第二堂是F1宜潔的小畫家，她上

得特別好，原本這堂課前半段是我要

上課，但她有發現我昨天練習的狀況

不佳，且有做部分內容的微調，於是

主動接下全部的課程，然後我發現她

的上課方式和說明清楚明白，這也是

我可以多多學習的地方，相信明天我

上小畫家可以更順利。

後面我們F2上了兩堂WORD，學

生差異還是很大，但普遍對於打字等

基礎操作還不是很熟練，而最後一堂

F3的EXCEL因為所有人普遍沒什麼基

礎，所以全班進度較一致，經過這一

整天充實的5堂課，我覺得大家都非常

疲憊，可是當看到學生學會的笑容，

還有收到飽含心意的信件，就會覺得

這一切努力和辛勞是值得的！

2019/07/16  林玟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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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mann School 的數學兼電腦老師，

也是電腦教室的主要管理人員之一。

他是學校今年初新到任的老師，經過

兩天的相處我感覺他對於教育，尤其

是資訊教育還是相當有熱忱。他在學

校算是頗受學生歡迎的老師，看得出

大多的學生都喜歡和他相處。老師對

台灣的教育情形也很感興趣。在談話

的過程中也常常詢問我關於台灣的學

制、學習內容、課程大綱等等。

Kipilipili老師最感興趣的還是如何檢修

電腦，昨天在我們檢修電腦的過程中

也總是在一旁觀看，今天他也開始和

我們一起進行檢修工作，老師學習的

速度非常快。除了檢修之外他也對

Scratch的課程十分感興趣，並且希望

在我們的團隊離開之後，自己能夠繼

續教授Scratch的課程。

2019/07/17  袁泰智

今天是來到Zanzibar的第三天，

也是開始正式課程的第二天。經過昨

天的課程後今天大家都變得更熟練了。

雖然Zanzibar的生活不如第一間學校

舒適，但是大家還是很期待和當地學

生的互動。

早上大家簡單的用完早餐之後，

很快的來到電腦教室開始準備課程，

今天的課程有Paint、PPT、

PhotoImpact、excel、scratch。課程

進行得比昨天順利許多，有些人也開

始和學生變得熟悉。幾位團員甚至收

到了學生寫來的感謝信，大大增加了

大家對課程的成就感。

我這幾天主要檢修電腦的工作，

沒有當講師也沒擔任助教，沒有多少

和學生互動的機會，但還是有部分的

學生認得我，在路上和我搭話。在和

當地學生和學校的工作人員談話過程

中，我了解到Zanzibar大多數的人口

是穆斯林，而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作為一間基督教學

校，被穆斯林住宅區包圍。學校也有

很多的穆斯林學生，但在校園內還是

以基督教為主。

這幾天整修電腦時我也常和當地

的電腦老師聊天，Gidion Edward 

Kipilipili老師是Francis 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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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8 林宥廷

上。他是form2的學生，上課配合度

很高，課後也常在田地裡看到他努力

做事的身影，因此才決定把足球交到

他手上。之後便和其他學生一起玩起

了Rondon足球搶圈遊戲，看到一顆足

球可以為這麼多人帶來這麼多快樂，

真的很開心！

今天是在Francis Maria的第四天，

一連串課程中，最特別的就屬新課程

「搜索器和網路倫理」終於登場了！

課前為電腦插上無線網卡後，我們突

然發現網路訊號非常低，以至於網頁

都跑不出來。後來臨時的用各助教的

手機，還是順利地完成了授課。在課

程中，許多form2的學生多已對網路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老師拋出的問題

總是能從台下得到積極的回應。有一

個環節是給學生一張奇怪動物的照片，

看各組能不能利用搜索器找出動物的

名字。當時，各組的同學都十分踴躍，

不到三分鐘大家就都找到解答了！

下午休息時間許多團員都收到了

來自學生的親筆信，他們攥著一封封

五顏六色的信，側著身子小聲的說道

:“This is for you.” 回到房間打開信

發現，寫滿了整頁的手寫文字，是一

篇篇完整的自我介紹。學生雖然對我

們認識的不多，但是卻想把自己的故

事全部告訴你，真的很觸人。

課後我回房間拿出了準備送他們

的足球和打氣桶，在宿舍外找到了和

我一樣叫＂Timmy＂的學生送到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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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相當重視。雖然這幾天不論是教

課日或是檢修電腦，都有許多小意外

發生，但也因為小朋友們大部分都很

乖也很懂事，讓我們的課堂進行不至

於需要花太多時間管秩序。他們也很

樂於和我們分享生活趣事，也在放學

後不停邀請團員們參與體育活動或唱

歌跳舞。這幾天下來，許多學生都和

團員們感情很好，在下午課堂正式結

束後紛紛前來與我們拍照留念，甚至

有小朋友忍不住紅了眼眶。

晚上校長及兩位電腦老師也前來

小飯廳與我們道別，團員們也輪流和

大家分享這幾天的收穫，有趣的是許

多團員們都收到學生們的感謝信與小

禮物，只有不停辛苦檢修電腦的戴豪

沒有收到，因為他都沒有時間當助教

與學生聊天玩耍，讓他有點小小失望，

一直嚷嚷著接下來的學校他一定要出

一點風頭，惹得大家快笑瘋了。在桑

吉巴的日子也畫下句點了，美中不足

的地方是有不少團員在桑吉巴吃壞肚

子生病了，大家都很期待回坦尚尼亞

的日子呢！

2019/07/19  呂祐萱

今天是在桑吉巴的最後一天上課

日，依然是充實滿堂的一天呢！還記

得剛來到這裡，大家都很不習慣課程

安排的時程，每每都到下午快兩點才

能吃午餐，早上的最後一堂課都快餓

到無力，現在好像也漸漸習慣他們的

生活節奏了。學生紛紛知道今天是我

們的最後一天課程後，都很不捨的跟

我們道別，還記得有個form1的女學生

一直牽著我的手，說“I will miss you 

very much.”聽到的當下真的覺得很

感動。還有我們請學生填的回饋單上，

好多人雖然打字都不是那麼流暢，卻

都很努力的想要打出所有想對我們說

的話，還有學生偷偷用剛學會的小畫

家做了一張卡片想要感謝講師以及助

教們，真的感受得到桑吉巴的小朋友

都好熱情。儘管不戴名牌走在路上，

他們仍會記得你的名字並不停地呼喊。

今天剛好有堂是我主講的課，但

進來上課的學生人數大幅減少，只剩

女學生來上課，一問之下才發現，原

來是昨天有男同學頑皮地在下課時拿

走了幾個我們課程用的USB，被當地

的老師發現了，全部都被處罰不能來

上課。看來這間學校對於學生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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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午我們搭了三個小時左右的

車，抵達了位在Bagamoyo 的Stella 

Maris hotel，環境乾淨。在踏入房間

的那刻眼睛為之一亮，開了手機後，

連上了wifi 堪稱天堂之地也。安置行

李後，到了海邊走走，踩踩沙、踏踏

浪，在沙灘上看見了踢足球的人們、

日光浴的人們， 還有我們。到了晚上

海邊的風、海邊的浪、海邊的空氣和

海邊的星星，所有在Marin 組成的元

素讓今天心情值達到極高的分數，明

天將前往服務多年的孤兒院，期待陪

伴小孩們的一天。

凌晨五點半天還未亮，我們前往

Zanzibar的港口，準備再次搭上返回

Dar es Salaam 的船隻。原以為能夠像

第一天來時的風平浪靜，沒想到這次

兩個小時的航行把全團晃得東倒西歪，

暈的暈，吐的吐。我站在船尾緊緊靠

著船柱，勉強用耳機內的音樂假裝自

己跟著船的晃度，並和音樂的節奏配

合得很好，Almost there。上岸後才

聽聞，原來清晨的風浪是最大的，運

氣真好。

早上到了St. Joseph primary 

school後，開始檢修舊有的電腦教室，

原本認為無法成功開機進入windows

系統的電腦，最後經過複雜bios系統

的設定之後，電腦終於成功開機進入

windows系統，並正常運作了！在檢

修電腦的同時，也發現了大約六年前

的電腦型號，主機內部零件特殊，需

要靠上網搜尋才知道部分零件的功能。

而在將零件拼拼湊湊而成之後，大約

復活了15台電腦。在這次的檢修電腦

時間開了眼界。由此可得知，多一點

耐心，免除了許多電腦被當成廢鐵一

般棄置的命運。

2019/07/20  邱于宸

192



2019/07/21  郭欣茹

我的第一次探訪孤兒院就給了

BAGAMOYO， 以前從來都沒想過我

會有和小孩打成一片的一天。以前都

會覺得小孩很麻煩很吵，會一直到處

亂跑， 但從這裡的小孩身上我感受到

的遠多於此。

早上我們去彌撒的時候， 有一群

很乖很安靜的小孩坐在我們前面很專

心的在聽神父講話，當時我沒想到他

就是孤兒院的小孩。彌撒之後他們就

帶著我們一步一步地走回孤兒院。剛

開始他們都很害羞，不太敢講話，問

他們叫什麼名字，只會小小聲地講。

但走到一半的時候我們已經開始玩起

來了，邊走邊跟我們講他們的事情給

我們聽，也許這就是小孩的天性，對

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沒有戒心。

然後，在吃午飯前修女帶著我們

去參觀他們整個院區和小孩的房間。

他們有自己的小農田和溫室，也有豬

舍和雞舍。雖然地方很大，但所有房

間或是外面的花園都打理得井井有條。

因為除了修女們會打點之外，小孩們

也會幫忙去收拾整理房間。

當要吃飯的時候，小孩們都很有

規矩慢慢地把椅子排好，他們雖然小

小的一隻，但搬起東西來並不馬虎。

年紀大一點小孩更會帶著小的去洗手，

還會餵他們吃飯。看到他們年紀小小

的就這麼懂事，真的讓我很喜歡他們。

之後我們就帶著他們做香包和玩球；

他們好像有用不完的體力。一給他們

球，就可以玩一整天。他們也有你意

想不到的動作，你永遠沒法猜得到他

們這些天馬行空的想法到底是從哪裡

來，上一秒還在跟你玩球，下一秒就

突然帶著球愈跑愈遠，抓也抓不住。

他們毫不遮蓋自己的想法，喜歡就是

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他們既純

真又直率， 願他們能一直保持這種難

能可貴的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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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還有學生畫一幅我們的畫，裡面

有三個人，問不同次三個人物都是不

同的團員，真的很有趣。在這間學校

只有兩天的時間，真的覺得好可惜，

好希望能多陪伴他們久一點，明天是

最後一天與他們相處的時間，我想好

好的珍惜與他們的每一刻。

2019/07/22  詹宜潔

今天是到Marian pre & primary 

school上課的第一天，安排了一些比

較初階的課程，看看學生的程度。發

現這邊的孩子不但英文很好，對於滑

鼠鍵盤的掌控也很不錯！最令我驚訝

的是這所學校的電腦教室保存得非常

好！只有兩三台壞掉的電腦和幾個壞

掉的滑鼠，學校真的非常的用心！教

室環境也很舒適。

下課時，昨天參觀宿舍遇到的

class3小朋友，跑到窗邊看著我們，一

群孩子用充滿好奇的眼神打量我們，

不停的和我們打招呼，真的好天真好

可愛，原本全身疲倦充滿睡意的我，

完全被療癒了，和孩子玩了起來，他

們非常好奇我們頭髮為什麼留長又是

直的，一直偷偷抓我們的頭髮，頑皮

淘氣也很討人喜歡。

我們想要他們唱首歌給我們聽，

就真的開始一起合唱，唱了坦尚尼亞

版本的兩隻老虎，變成水果系列的歌，

真的非常可愛。

這所學校的學生，非常的守規矩，

如果有問題都會有禮貌的舉手請問助

教，真的很讓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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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3  吳泱倩

今天是最後一天在marian pre& 

primary school上課，在這間學校待的

時間很短，僅僅兩天。一天只教一個

班，但卻好像認識了全校的學生一樣。

下課的時候總是會有很多小朋友擠到

教室外和我們互動，也很快就記住了

我們的名字，他們很喜歡拍照，只要

問“Ｗho want to take photos?” 就

會有很多小朋友跟著你跑了。

上課的第二天又遇到了停電，這

次斷電時間比較長。有了之前的經驗，

大家這次即時處理的速度有進步了！

但也因為斷電時間有點過長，還是讓

團員們有點緊張。我們教了他們唸中

文、唱中文歌、台灣地理文化，印象

最深的是他們在看我們準備的台灣影

片時，看到驚奇的地方就會驚呼，戲

劇細胞非常的好，每個表情都令我們

覺得浮誇又好笑。當我說到台灣宗教

裡的道教是多神信仰時，又再一次的”

Huh?！ ” 的驚呼，讓我覺得他們實

在有趣得可愛。下午因為電還是還沒

來，所以我們進行了摺紙的活動，沒

想到學生欲罷不能，和他們說下課了，

每個都表示不想下課，想再繼續學其

它摺紙，有團員提出說那就以拍照來

做結尾吧！沒想到學生對拍照的喜好

更大，直接將想繼續摺紙的心情拋諸

腦後，只管擠在一起把自己可愛的臉

和作品紀錄在相機的快門之中。

結束的時候，雖然只有相處一天，

但每個都跟你好像相處了好幾天一樣

的情感，都要抱抱你跟你說再見。而

有一個因為早上我教她中文，他教我

唱史瓦希里語歌而結緣的女孩，離開

教室之前給了我好幾次大大的擁抱，

和其它人大多是禮貌性擁抱比起來，

她的擁抱顯得很紮實，也溫暖了我。

雖然時間會飛逝，我對她的臉部記憶

可能也是模糊的，但我會記得這時她

擁抱我的感覺，是擁抱到一個將所有

情感都寄託於一個肢體接觸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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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tella Maris Hotel 一直都過得

很幸福，吐司抹奶油配芒果汁變成我

的最愛。吃完早餐後，老師帶我們走

路逛逛附近。一個大十字，算是一個

觀光景點，很多人會特地到這個地方

來許願、祈禱，聽說很靈驗，我也在

那邊許了個願。繼續往前走到沙灘，

旁邊是印度洋，上面浮著幾艘船，一

開始我以為是什麼飯店的水上活動，

後來老師告訴我們那是漁船，回來的

時候就是滿載而歸。在前面很多船的

地方是魚市場，人多的地方比較複雜，

大家聚集，男生壓後，魚味好重。老

師帶我們去博物館參觀，是以前黑奴

貿易商人的休憩旅館，Bagamoyo 以

前是黑奴貿易的中轉站。好好奇他們

看到祖先是被奴役的是什麼感覺，如

果是我的話，我應該會覺得蠻憤怒的

吧。

下午坐車前往Morogoro，從地

圖上看Bagamoyo 跟Morogoro 有一

段距離，最後坐了大約四小時的車抵

達 Jordan university college. 因為坐

在靠窗的位子，整個曝曬在太陽底下，

熱到快不行，沿途風景很美，看到很

多雞跟一群一群的牛。

晚上神父請吃飯，好棒。在坦尚

尼亞的每一天幾乎都結束在晚餐，這

樣簡單規律的生活其實不錯，身心靈

都慢了下來，未來的30幾天，希望每

天都能有更深的體會。

2019/07/24  張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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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 University College 是一

所寧靜的大學，有美麗的群山環繞，

早上走到享用早餐的地方時還能望見

被氤氳繚繞的群山，真的非常美麗！

好像因為是假期的關係，校園內鮮少

碰到學生。我們住的地方是教職員工

的宿舍，空間滿舒適的。一早吃完早

餐後，我們去逛校園。印象比較深的

是一間預估能容納200人的大教室，那

間教室沒有階梯，讓我相當好奇學生

是否真的多到必須坐到後排？如果是，

他們看得到黑板？聽得到講師的聲音

嗎？

接著我們和校方人員開會，是

一個蠻嚴肅的正式場合，長方形的大

桌子旁圍坐著校長、許多老師、神父

和我們。課程股隨身攜帶的投影機這

時候派上用場了！校方人員應該會蠻

意外會有團隊隨身帶著投影機和VGA

吧！後半段的會議，給我的感受很像

在訓練英文聽力，非常有趣！我用紙

筆記下聽到的問題、學校需求、狀況。

會議中主要都是領隊代表發言，但對

團員來說仍是非常特別且難得的經驗。

下午三點半左右，我們到電腦教

室查看電腦狀況並進行檢修工作。這

間電腦教室是學校舊的教室，許多桌

子傾斜，佈滿灰塵。正當我這麼想，

神父跟我說這裡放的都是”Died 

computer”，說這裡是”tomb”，

並指著桌腳傾斜的桌子說他們是

”Handicapped”，真是非常可愛的

比喻。在這間電腦教室的檢修比預期

的順利許多，全團加起來修好了11台

呢！

當我們完成檢修電腦教室的工作，

準備走回宿舍時，熱情的神父邀我們

玩football及排球，真是精力充沛，換

上足球裝感覺對football非常認真。於

是我們移動到球場，這是我第二次在

非洲打排球，而且這次和更多人一起！

為今天畫下完美的句點。

2019/07/25  蔡𡟄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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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Network ethics時，老師也給我一些

意見，並丟出一些問題彼此討論，像

是駭客問題、如何保護資料、解決網

路成癮等。

我喜歡在交流中互相學習的過程，

因為感受到學習是雙方面的。當地的

確欠缺網路資源，但老師的年紀比我

們大上許多，他的教學經驗有助於我

們提供更完善的上課內容給當地小朋

友，他分享當地議題，讓我能把上課

簡報修得更貼近學生的生活、習慣、

興趣等，間接讓上課成效增加。結束

前我到另一組正在學習Advanced Word

的老師那邊，事實上他的程度已經超

過我們準備給學生的進階word課程了。

甚至問到編制課本的頁碼編碼，遇到

不懂的問題團員互相討論，盡所能的

找尋解決方法，互動中深切感受到當

地老師的積極。

2019/07/26  蔡𡟄仙

今天早餐有牛肉湯和兩塊chapati，

湯超級鹹。享用完後我們前往Holy 

Cross Nursery & Primary School—第三

間主要服務學校。修女準備了很好吃

的點心給大家吃，像是果汁、pizza、

餅乾、汽水、牛肉餅、豬肉餅等等，

真的非常豐盛。Tea time結束後我們到

學校的二十一個班級和學生們打招呼、

說明我們是誰？從哪裡來？之後也參

觀校園環境與電腦教室。

中午時學校拿出音響等設備，一

個老師瞬間變成DJ，學生一齊衝到廣

場跳舞，沙塵因此揚起，看起來超級

有氣勢。當下有點反應不過來，剛剛

課堂中乖巧安靜有禮貌的學生和眼前

的真的是同一群小朋友嗎？後來團員

也加入一起玩，很多小孩過來找我們

擁抱、牽手、跳舞、聊天，也有拉馬

尾、親臉頰等，當下有嚇一跳，但也

深深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下午行程是對學校老師授課，因

為老師人數不多，所以幾乎是一對一

或一對二進行。一開始我負責的老師

想更深入了解Scratch和Raspberrypi。

後來也問到搜尋器與網路倫理以及

Photoimpact。過程中隱約感覺到和其

他所學校相比，這所的老師程度是相

當不錯的，也非常友善。在分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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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旅程，我們終於見到了想

像中的非洲風情，野生動物在廣大的

黃色草原奔跑，壯麗的植物豎立在其

中，因為志工團工作，絕大多數時間

都待在學校內，能看到這些景象，是

非常珍貴的機會，讓我們更了解了這

片土地，也在志工工作中能稍微停下，

喘口氣並迎接後半段的行程。

2019/07/27  溫戴豪

在灰暗的清晨中，坦團成員已經

陸續的起床，疲倦中卻抱著滿滿的期

待，今天是特別的行程，我們將前往

mikumi 國家公園。因為動物清晨才會

出來，中午太熱會躲起來，所以我們

凌晨五點就出發了。靠近國家公園時，

慢慢出現印象中草原的風景，在草原

上的日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到了國家公園，導覽的工具是開

放式的吉普車，也有嚮導，我們開始

了今天的Safari。一開始就看見遠方有

羚羊，但距離太遠只是小小的點，接

著近距離看到了非洲象，非洲象比較

小隻但是很兇猛，當他往我們走來時

我們超緊張的。接著長頸鹿在遠方出

現時大家都很興奮，它吃葉子與走路

的動作優雅無比，我們邊欣賞邊聽著

嚮導解說動物的行為，才意識到這邊

的生態如此不同。

其中我特別感興趣的是baobab 

tree，有著巨大崎嶇的樹幹及廣大卻

沒樹葉的分支，許多都有上百年的歷

史，這是非洲的生命之樹，樹葉果實

都可食用，粗大的樹幹在乾季會儲存

很多水分，大象能用象牙撞出洞，取

水渡過乾季。滿是傷痕的樹幹，是

baobab tree 對生命所作出貢獻的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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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園佔地其實並沒有很大，但設備

都蠻完善的。參觀完後便讓我們各自

休息準備享用午餐及下午參訪教會的

行程。

午餐後我們搭車前往附近的教會

拜訪，有趣的是這台車大概是我們來

到坦尚尼亞搭過最令人擔憂的車子。

因為大學前的路十分顛簸，車子傾斜

搖晃的程度都讓我們覺得這台車隨時

都會解體，車門看起來隨時都會掉下

來，每個人都抓得緊緊的，不停地發

出驚呼聲，敬佩著這台車子的耐力。

經過一路顛簸，我們來到不遠的教會，

這裡的神父相當熱情，神父的求學經

歷也讓團隊相當印象深刻，他讀的是

哲學並拿到博士學位呢！教會裡也充

滿著很多可愛的小朋友，參訪完環境

後我們便與小朋友玩起來了。有些團

員和廣場的小朋友唱歌跳舞，我則是

和一些小男孩踢踢球，大家都和小朋

友玩得很開心！今天的行程就在和小

朋友的歡笑聲中落幕，是個相當充實

的假日。

2019/07/28 林宥廷

清晨的空氣乾燥微冷，大家好像

都漸漸習慣內陸的氣候了，我們週日

的早晨例行性的去參加彌撒，第一次

進到JUCO大學裡的教堂，相當乾淨漂

亮呢！似乎也有許多住在附近的居民

一同前來參加。經過幾個禮拜的彌撒

發現到，這裡的人上教堂都會穿得非

常漂亮，似乎都會盛裝打扮。有別以

往不同的是，除了鋼琴外還有許多不

同的樂器，竟然還有人負責打鼓。搭

配著修女的歌聲及律動，讓我們也跟

著拍起手來隨著音樂搖擺。彌撒進行

到一半，突然有個可愛的小男孩在我

們身後徘徊，他跟團員們搭起話來，

我們發現小男孩的手不停地在桌上彈

著節奏，後來才發現原來他是那位彈

鋼琴樂師的兒子，真巧呀！小男孩直

到彌撒結束後都還牽著團員們的手，

似乎很依依不捨地不想與新朋友分開。

彌撒後我們又到了學餐吃早餐，

竟然出現了久違的吐司，大家都很開

心呢，前幾天團隊採購的果醬終於派

上用場了。雖然吐司充滿不少烤焦的

痕跡，大家仍都吃個精光呢！早餐過

後神父又再次帶我們參觀校園裡其他

地方，參觀了他們的學生宿舍，還拜

訪了另一位較年長的神父，發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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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很多。更是讓我感慨台灣的幸福。

2019/07/29  袁泰智

今天的原定行程是參訪兩間學校，

其中一個是在JUCO大學附近的KOLA 

Hill Secondary，這是一間公立學校，

是在三年之前才轉為公立的。我們從

JUCO徒步走過去，途中都是郊外的荒

地，沿途有放牧的畜群，以及一些住

在附近的農家。由於校園並沒有圍牆，

一直到我們走近了校舍，我才發現進

了學校。KOLA Hill的教學風格比較嚴

格，一進去就看到有教師在處罰學生。

對比之下，校長接待我們的時候顯得

非常親切和善，和前幾天在Holy 

Cross參訪時一樣，校長帶著我們一班

一班的和學生打招呼。

在KOLA Hill還有一位來自日本的

數學老師，他也是以志工的身分來

KOLA Hill教書，在Tanzania看到同樣

來自亞洲的臉孔顯得格外親切。在參

訪即將結束時，校方也安排了學生做

一些表演，學生表演了一些特技、舞

蹈，來自日本的老師還拿大鼓，當太

鼓打，為坦尚尼亞的國歌伴奏，早上

的參訪就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了。

下午原定參訪另外一間學校，可

能因為時間因素取消了，不過我們見

到了JUCO的校長，校長表示很期待未

來能和清華大學合作。校長昨天剛剛

從烏干達回來，烏干達也是伊波拉的

疫區，也讓我想起來之前在Holy spirit

碰到的來自喀麥隆的年輕神父，在出

團之前烏干達爆發的針對當地醫療團

的暴動，過程中的罹難者就是來自喀

麥隆的醫師。台非協會過去的獅子山、

迦納兩個志工團也是因為伊波拉的原

因而停止服務，在和年輕神父的談話

中他提到其實東非相對西非已經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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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30  林玟萱

嚀我們要把包包背前面，且團體行動

需要非常小心，我們非常可愛，像沙

丁魚一樣擠在一起，還特別把我們的

小金庫--總務，包圍在最核心，大家

十分謹慎小心的行走，一部分是因為

擔心安危，另一部分是因為地真的很

不平，很容易扭到腳或跌倒，這是來

這裏需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在市集逛了一會，就莫名踏

上了爬山之旅，走了好長一段，大家

都累到不行。最後看到像溪頭的風景

都非常感動，我們在山上小溪處喝飲

料拍照，紀念我們達成來坦尚尼亞出

過海、爬過山的成就，伴隨夕陽我們

下山還去雜貨店補給物資，在瘋狂購

物時認識了在當地學校擔任體育老師

的日本人，竟然和昨天小學遇到的日

本老師是同一個組織，世界真小呀～

晚餐我們就在很有異國風情的餐廳促

膝長談，結束了這精彩的一天。

今天早上我們去Morogoro Baptist 

Primary School參訪，剛好這所學校

是我和祐萱主要負責訪查，我們在大

家的幫助下得到很多重要資訊，像是

幼兒園2班分別是4和5歲，國小1-3年

級2個班、4-7年級一個班，然後一個

班大約45人等等，是一間規模比較大

的私立天主教學校，比較意外的是這

裡有自己的Computer lab，5台電腦

都是學校購買的，他們非常重視資訊

教育，像我們去六年級教室打招呼，

校長透過與學生問答讓我們了解學生

的基本電腦知識，所以在設備上也盡

可能讓學生能實際操作。除此之外，

這所學校也得到其他團體的資源注入，

像VisionTrust給學校25台電子書閱讀

器，讓學生能使用電子書等資源。另

外還有另一個組織贊助圖書館各式英

文書籍和電視，我覺得這裡的老師和

學校環境都非常用心！

下午我們去鎮上買東西，整體感

覺像是東南亞的市集，有賣各種東西，

普遍的攤位有點陽春有點小，物價和

台灣相比偏低，但我們去買東西會因

為是觀光客，攤販喊價會比賣給當地

人的高。另外因為當地還是有偷竊的

事件頻傳，所以領隊和當地人再三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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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有人認識清大，讓我相當驚訝。

後來我們去參觀了電腦教室，發現全

部硬體設備都佈滿了灰塵，看起來已

經很久沒有人使用過了，走到電腦教

室的路上也莫名飄來陣陣惡臭，校方

的態度似乎也沒有很積極，這間新訪

的學校給我的第一印象沒有很好。

今天下午的行程比較悠閒一些，

團員們一起討論了子計畫、獎學金平

台以及線上學習資源的分享，雖然我

們都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但我想大

家也都在過程中學習到不少！

2019/07/31  呂祐萱

今天是來到Morogoro滿一週的日

子，天氣微陰，又是個參訪新學校的

日子，首先去了昨天認識的日本志工

老師待的secondary school。因為距

離較遠，我們再次搭了大家都很愛的

當地傳統小車前往。抵達學校後發現

整間學校一半的空間都在進行整修，

有別於前幾間參訪的學校，鮮少老師

來與我們聊天。我和一名老師了解到

這間學校也是標榜＂No English, no 

service＂，但不知道為什麼學生的英

文能力好像不是那麼好？並不是很好

溝通攀談，而且常常看到老師和學生

說話也都不是用英文，不曉得這個規

定出了什麼問題，好像沒有很嚴格執

行。後來看到有一群女老師圍了一圈

坐在校園一隅，她們似乎正在挑選衣

服與鞋子，一問之下才發現原來有小

攤販會帶著一大袋服飾與鞋子到學校

來兜售，因為這間學校離市區較遠，

老師們比較難到市區選購，這個購物

方式相當有趣呢！

後來到另一間訪查學校，這間學

校全部都是男生。訪查過程中我遇到

一群老師似乎對我們很好奇，就與我

們聊了起來，簡單介紹了一下團隊互

相認識後，發現有個老師竟然知道清

華大學，這應該是來到坦尚尼亞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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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樣一夫一妻制真的比較好，

就是因為坦尚尼亞人大多不懂得節育，

才會讓這個國家人口一直上升，資源

也沒辦法很好的分配。」他也有說到

其實坦尚尼亞是有很多資源的，像是

礦產......，但他們不知道怎麼運用。

結束後，是快樂的tea time ，從

每天都有上午茶、下午茶這段時間可

以看出來，坦尚尼亞的人過得好愜意、

好悠閒，吃了somusa、chapati等。

另外，有兩位老師--DJ老師與馬賽老

師很有趣。他們好像是大學同學，所

以感情很好，常常會互損，每次聽到

他們的對話都覺得好好笑。後來我們

一起唱了學生對我們唱的歡迎歌給老

師聽，他們很驚訝我們居然記起來了，

但那首歌真的很洗腦。

晚餐吃了傳說中的薯條蛋，對我

來說是一道滿特別的菜，蛋裡面有滿

滿一盤的薯條，吃了很有飽足感。

2019/08/01  張之怡

終於要建我們來到坦尚尼亞當地

的第一間電腦教室了，看到電腦的那

一刻很興奮，想到四月多的時候，大

家辛辛苦苦的在清齋檢修、裝箱，一

直到現在，將近一個半月的時間，千

里迢迢終於來到坦尚尼亞了。

今天好像剛好是什麼節日，所以

kindergarten 的小孩都放假，有很多

老師都有空閒，也表示想要學怎麼把

主機螢幕連接起來，所以就跟著老師

們一起拆箱、裝電腦。過程中蠻有趣

的，老師們好像對台灣很感興趣，一

直問我們很多關於文化、語言的問題，

也跟我們分享了坦尚尼亞的文化。

下午進入跑桌討論的環節，老師

們很好學，但因為時間的限制，沒辦

法讓他們每堂課都聽到。老師普遍比

較有興趣的課是ppt跟excel，可能是

因為這些他們平常也用得到，學習動

機比較強烈吧。跟一位叫Joseph 的老

師聊天，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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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2  郭欣茹

覺反思到底我們憑什麼接受如此多的

好意？我們這次的來到又為他們帶來

了什麼？是不是只要把電腦教室建立

好就算是完成任務了？是不是只要把

課程上完了就算是功得完滿？是不是

哪些地方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才不至

於讓這個旅程留下遺憾？我們這次的

旅程只剩下三分之一，在餘下的日子

裡我們還是會遇到很困難的情況，但

希望仍能保持著初心服務之後的學校。今天終於要離開MOROGORO了，

在這裡的HOLY CROSS我們建立了第

一個電腦教室，由拆箱到安裝電腦到

排線，從零到有。雖然當中有很多需

要檢討的地方，但當中的感動真的難

以形容。而且對於這裡最深刻的印象

莫過於這學校熱情的小孩和友善的

SISTER們。其中有一個叫GEMMA的

SISTER，她在HOLY CROSS 

TRAINING CENTER負責教當地人裁縫

衣服和其他生活技能，讓他們能有一

技之長，增加收入以應付日常所需。

後來在等車子的時候發現她身上的

KIKOI很特別，跟我們以前看到的都不

一樣，一問之下才知道那是她親手製

作的。跟她閒聊時，SISTER GEMMA

知道我們的專題是跟當地服飾有關，

並且想要買一些回台灣，只是時間有

限，一直沒辦法到市集採購，於是她

馬上打電話叫人從她的工作室把KIKOI

帶來給我們。我完全被她的行動力和

熱情嚇到，就算我一直在旁邊跟她說

沒關係不用送給我們。 直到我們離開

時，她還在聯絡別人，並跟我們抱歉

說來不及送來。對於素未謀面的我們，

只有單純聊了幾分鐘，sister和其他老

師們都會待我們如貴賓，這讓我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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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3  邱于宸

昨日在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 架好新的電腦教室，

今天便開始與老師的教學日。而我是

負責Internet的課程，初衷是希望能夠

傳達＂Internet is not only for 

entertainment, but we also can use 

Internet to gain knowledge.＂ 在課程

當中編排了如何透過搜尋引擎找到學

習、教學資源。也提供了相關網站，

像是透過khan academy，對照當地課

綱提供教學影片，讓老師能夠新增自

己的教材。或是讓學生在讀書遇到困

難時，能知道該如何上網找到資料解

決問題。但發現當地不只這間學校，

網路速度極為緩慢，也很常是沒有網

路的狀態。這樣子的情況下到底該如

何使用網路資源呢？可能我們現在能

做的不多，但希望自己能盡力完整傳

達「在有網路的狀況下，該如何有效

利用網路查詢知識。」的概念，待當

地環境允許時，再利用我們提供的方

法，透過網路讓教育這條路變得更為

寬廣。

紀錄一下相手日常。到了晚上，

一抬頭，是滿滿的星星遍布整個天空，

連月亮都躲避不及。記得上次在JUCO

大約花了兩個小時在校園內找地方以

及調整相機的設定，才抓到小小技巧。

而今天再次用相機嘗試紀錄我們那晚

看見的天空，加上在JUCO所累積的經

驗。經過大約一小時的嘗試，發現相

機設定[F4,ISO3200,曝光30秒,白平衡

約4200]，可有一定星空照的水準。推

薦給有心看日誌，又正好擁有相機和

一片滿滿星空之人，作為拍攝參考值。

而今日的于宸，用星空照片結束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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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在Dodoma, 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 的最後

一天。一早我們在學校吃完早餐後，

馬不停蹄的開始整理昨天建置的電腦

教室線路及桌椅位置配置，並做最後

確認。由於離出發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Dodoma 的Holy Cross Centre只剩

一小時時間，團員們協力合作，希望

不只是在這所主訪學校「建完」一間

電腦教室，而是「建好」。根據前一

天日檢提出的問題及團員討論，我們

嘗試了各種方法，希望能找到最適合

這所學校的電腦教室配置，像是桌椅

擺放、固定延長線、綁線材等。

接著團隊搭車前往今晚的住宿地

點—Holy Cross Centre，一路上看到

前方的道路幾乎成一直線，乍看之下

彷彿直達天際，真的非常特別！從兩

側窗戶看出去，不時看到牛、羊等動

物以及隨風揚起的風沙。目前為止在

坦尚尼亞這趟「有目的」的旅程中，

有許多時間是在車上度過的，每次在

路途上醒來，總是能看見不一樣的風

景，有時是草原，有時是莽原，有時

是高山，有時則是海洋，很享受以這

樣的角度看坦尚尼亞。路途中印象深

刻的還有一件事，就是司機感覺就像

認識附近的每個居民，一開始不時停

車載其他人或和路人打招呼，其中有

一位爺爺要到市區醫院就診，便和團

隊搭同一部車，長達數小時的車程，

只為到市區大醫院看醫生，可見這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Holy Cross Centre我們住的是

單人房，有熱水供洗澡，整體環境很

舒適，食物也很衛生，但最喜歡非夜

晚星空莫屬！其實不只Holy Cross 

Centre，當地只要是光害不嚴重的地

方並不難見到滿天星星，甚至是美麗

的銀河，可惜手機很難把這片令人眷

戀的南半球星空記錄下來，於是決定

把這份感動收藏在記憶中。

2019/08/04  蔡𡟄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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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三蘭港，或是乞力馬札羅，一年

當中只有兩個時段可以回家，真的很

辛苦，他們說在這邊，同學就像家人

一樣。

在Dodoma大學的參訪就像另類

的safari，大學大到不可理喻，各個大

樓也分得非常開，真的好難理解他們

學生是怎麼上課的，大家都開了眼界。

神父最後還帶大家參觀了Dodoma最

高級的飯店，據說是五星級的，裡面

還有游泳池，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坦尚

尼亞看到游泳池，有機會能來參觀當

地的飯店，有點古怪卻又很新奇。

Dodoma的城市參訪之旅就在車上與

驚喜之中度過了。

2019/08/05  詹宜潔

今天是訪查新學校的日子，

Dodoma對團隊來說是一個完全嶄新

的地點，因此尋找新的合作學校成為

了至關重要的任務。因此昨天結束了

在St. Clara的服務後我們來到了更靠近

市區的地方，準備去探訪更多的校園。

早上到了一次參訪了兩個鄰近的學校，

第一間為幼稚園與小學的複合式學校，

第二間為女子中學。

這間小學是我們參訪過的學校裡

面，設備最齊全的小學，教室乾淨整

齊，每個學生也都有自己的課桌椅，

學生制服穿著也相當完整。每次參訪

小學，學校負責人都會帶我們進去班

級讓小朋友認識我們。上次在Holy 

cross每個班級都進去，每個班都唱歌

給我們聽，這次在這間小學只進去三

個班級，其中一個班唱了新的

welcome歌給我們聽，真的非常可愛，

有的小朋友還會被指派出來和我們說

話，靦腆的樣子讓我們融化了。

下一間參訪的女子中學，學生的

制服藍色上衣加上紅色領結，像名偵

探柯南又像台灣國旗，很吸引大家注

意。在和他們聊天的過程當中，發現

他們不僅僅是Dodoma的小孩，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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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有挑戰性，熱情，一直都能為一

個地方帶來溫暖，Kondoa就是一例。

當地人非常的熱情，尤其是即將新訪

的學校校長，晚上帶著女兒和我們共

進晚餐，飯後還邀請大家去他家作客，

是個小而溫馨的家庭，過程中也體會

了當地人晚上走在路上的感覺，伴著

滿天星星及月光，踏沙漫步別有一番

風味！

2019/08/06  吳泱倩

今天即將離開Dodoma，前往下

一個小地方Kondoa訪查新學校，在

Dodoma的最後一頓早餐終於見到了

坦尚尼亞的芒果！之前一直都只有看

到它的製品，不知道坦尚尼亞的芒果

長哪樣？原來是青青黃黃、纖維很多

的樣子。雖然是青黃色，但吃起來不

酸反而甜甜的，也不像台灣的青芒果

一樣小小顆的，是和愛文芒果差不多

的大小，覺得很酷，也很珍惜的吃，

因為來這裡服務真的很多未知數，只

能好好珍惜並把握當下。

吃完早餐便開啟了我們的新旅程，啟

程前往需要花費三小時車程的Kondoa。

一路上看著城市風光慢慢轉變成乾燥

草原景象，直直的開上山頂再下坡繞

過一座又一座的山頭，終於到了新訪

查地點。很快的我們發現了和之前待

過地方的些許不一樣，水龍頭如同裝

飾擺設的佇立在房子各處，內陸水資

源較缺乏，但洗澡的時候當地人還拿

了七個裝滿熱水的桶子供我們洗澡，

這時候我們學會了要如何好好珍惜水

資源及感恩得來不易的熱水。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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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訪查了四所學校，其中我們

在第一間新訪學校Foe primary school

停留最久，加上是主訪的關係，所以

最讓我印象深刻。前往學校的路上，

地面崎嶇不平，有凹凸不平的坑洞，

有斜度極大的斜坡，有蜿蜒的山路，

也有看似雨季時河流軌跡的道路，真

的是很刺激，不禁讓我回憶有一次和

家人在颱風天到新北烏來遊玩，道路

中斷、布滿大小石塊的驚險開車情景。

但我很喜歡坦尚尼亞的山，和台灣的

高山相比，這裡不見因過度開墾後光

禿禿的山壁，也沒有害怕土石流或落

石而在山壁上架起的層層防護網，蜿

蜒的山路更不會有護欄，一切都是那

麼貼近自然且不做作。

在校長Emmanuel Chitalika介紹

完學校及師資之後，我們到各班和學

生打招呼。也從問題中得知，學校最

快要到今年年底政府牽電力線到學校

後，才可能有電力供使用。後來，校

長帶我們走路到學生取水的窪地，當

校長信誓旦旦的說不會很遠，步行大

約四分鐘就能走到時，我們看了一下

眼前布滿大小石子、沙土、仙人掌等

植物的「道路」後，互相尷尬地對看

一眼。但其實在涼爽的天氣中走路蠻

舒適的，一邊欣賞遠處層層山巒，一

邊在大小石頭堆中穿梭，一邊聽校長

及學校老師訴說更多Foe primary 

school的資訊，讓我的心情沉澱下來，

思考著這趟旅途的意義，對於喜歡山

的我，這是很棒的體驗。

今年度的團隊因為是首度往中部

拓展新路線，所以新訪相當多學校，

也讓我深深感受公立及私立學校的差

別，尤其是資源上的差異，公立學校

明顯匱乏許多，在台灣看似最基本的

供水、供電、午餐、宿舍，很可能對

部分公立學校的學生是一種奢求。在

坦尚尼亞即將滿一個月，希望這趟旅

程能激盪出更多更深入的思考與反省，

同時珍惜和每一個人相處的時光。

2019/08/07  蔡𡟄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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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8 Angle

此外，這學校的電腦教室早在一年前

就為了今年的電腦而準備，所以正當

我們在台灣準備課程的時候，校方便

一直很積極跟領隊們聯絡，不停詢問

教室應該如何配置和報告完成進度。

而且副校長和老師都很樂意分享他們

對電腦教室的想法和期待，所以我們

在建立電腦教室的時候很快就找到方

向。這應該是我們最快找到最好建立

教室方法的一次吧(雖然也是最後一次)。

但終於感受到整個團隊是有條理和團

結的去完成某一件事。

又是要坐半天車的日子， 這次是

出發到最後一個服務學校—Nanja

secondary school。因為愈來愈往內

陸走的關係，在車裡也可以感受到沿

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氣溫差異。到達

學校安排給我們的房子之後，馬上就

看到有三個很可愛的小孩在門口玩耍。

當她們看到我們下車的時候，有一個

就衝過來抱住LALA。後來才知道她是

這學校的老師的小女兒，叫作SARA，

另外兩個小孩是她的姐姐們。因為去

年坦團也有來過這個學校服務，當時

LALA很常陪她們玩，所以即使時隔一

年，她們還是記得LALA。因為小孩們

真的太可愛了，所有團員都忍不住去

逗小孩玩，差一點就忘了要先把所有

行李放到房子裡，然後趕快去建電腦

教室， 可見小孩太可愛也是真的會誤

了正事！

其實我剛下車的時有一點點被嚇

到，想說這學校也太OPEN，四周都

是草原和玉米田，完全沒有任何圍牆，

感覺隨時都有陌生人來學校亂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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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來Nanja上課的第一天，早

上我們準備給學校老師資訊教育工作

坊，內容十分充實，且能真正幫助老

師教學知能。像PPT能讓講課更生動

有趣、Excel能統計學生成績數據、

Word能製作各課程講義目錄封面頁等，

當地老師們非常開心，也透過這次分

享讓我們更了解彼此，因為共同都有

為學生著想的心情，這一刻台灣和坦

尚尼亞的心和心沒有距離。

早茶時間之後是給學生的PC課程，

這裡的孩子是第一次接觸電腦，對一

切都充滿好奇，在台上的我看著學生

們閃亮亮的眼睛，突然有種想把所有

東西都帶給他們的衝動。雖然剛開始

操作大家都不是很熟練，但透過講師

的講解和助教的協助，學生慢慢能掌

握鍵盤滑鼠，進步非常明顯，而且課

後還有學生跑來跟我說，電腦可以完

成很多事情很厲害，他很喜歡電腦！

最後給了我一個擁抱，讓我十分感動。

坦尚尼亞公立學校因為是免費的，

資源相對缺乏，但這裡的師生都非常

積極學習和尋求更多幫助，而且有些

學生英文能力是非常不錯的，在我們

上電腦資訊課程的時候，就有一位女

學生非常熱情的幫助我們英文翻譯成

史瓦希里語，讓班上其他同學能好好

理解講師說的內容，這種無私互助的

精神正是教育最大的力量，也是我在

坦尚尼亞的教室看到最美的風景。

2019/08/09  林玟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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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準備了傳統的歌曲、舞蹈表演給

我們看。馬賽人的歌唱技巧令我非常

驚艷，他們時而能發出尖銳假聲，然

後又馬上轉為低沉的嘶吼音，對於稍

微理解歌唱的我認為這是很難做到的，

他們卻好像輕鬆就能做到，同時還能

一邊進行大動作的跳躍舞蹈，真的十

分厲害！

但是其實馬賽部落時常給觀光客

收費表演，今天的表演實際上也是收

費的。這讓我不禁想到，類似的情形

也發生在台灣的原住民族身上。台灣

的原住民雖然不是收費表演，但是開

放豐年祭給外人也是為了賺取觀光收

入。當這些傳統文化失去背後的緣由，

只是為了服務商業而進行，它真的還

能算是文化嗎？過去馬賽人慶祝成年、

勝利等等理由而進行的儀式，在某些

地方卻已經變成出售給觀光客的商品，

失去了背後的文化脈絡，變成純粹的

「表演」。商業利益固然促進了這些

文化的保存，卻也可能導致無法商業

化的文化傳統快速消失。我認為這點

值得深思。

2019/08/10  袁泰智

今天是在Nanja上課的第二天，

今天上課的是From4 B班的學生。這

些學生的英文能力雖然不比前幾間學

校的學生好，但他們還是對學習電腦

很有興趣。今天安排的課程是PC 

introduction。早上是我負責主講，可

能大多數的學生都不太有操作電腦的

經驗，鍵盤與滑鼠的練習佔用了非常

久的時間。

上課到一半的時候遇到跳電的情

形，按照事前的規劃，我們很快的拿

出團隊的筆電上課，最後還是完成了

PC的課程。最後我在介紹Typing 

game時，副校長5歲的女兒Naish也在

教室裡，他對色彩繽紛的打字遊戲非

常有興趣，學得甚至比form4的學生

還好。

下午由於電力尚未復原的緣故，

副校長安排大家到附近的馬賽部落參

訪。第一次親眼見到馬賽人的部落讓

我感到有點衝擊。我們參觀時剛好是

部落新房屋落成的慶祝儀式，儀式的

歌聲很快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傳統的

馬賽服飾、飾品，各式各樣的習俗都

讓我非常好奇背後的意義，馬賽部落

的衛生環境好像稍微比較差一些，部

落裡到處都有大量的蒼蠅飛舞，甚至

停在小孩子的臉上。當地的馬賽人非

常熱情的招呼我們，最後離開之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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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享了今天上午彌撒的趣事、下

午的課程成效後，也謝謝了Teacher 

Elias今天幫助我們於課堂上幫學生進

行翻譯。因為我們發現學生英文程度

並不是特別好，常常會有不懂裝懂的

現象，因此昨天便麻煩了老師幫我們

做翻譯的工作，老師也很爽朗的當下

就同意了。晚餐時，Elias老師笑著說：

「像這樣翻譯完你們的整堂課，我現

在PC和Word就也都可以幫學生上課

啦！」忙碌的一天就在一陣陣歡快的

對話中，悄然度過了。

2019/08/11  林宥廷

今天又到了禮拜天，代表我們又

有機會參與當地的彌撒了！吃早餐時，

我們被告知待會的彌撒有可能會被要

求唱一首歌，大家開始討論起要唱什

麼歌，整個早餐氣氛十分愉悅。在

Nanja的彌撒很特殊，總共分成了3個

班級進行，分別為天主教、基督教和

當地特殊宗教。因此，團隊拆成了3個

小組分頭行動。結束時，各組一起分

享了自己遇到的奇事。其中最特殊的

便是參與當地特殊宗教的一組了，聽

他們說，整個彌撒過程壓力非常大，

當地人唱完彌撒歌曲後，便要求團隊

也要唱一首歌，要不是泰智身懷絕技，

當下真的不知道該做什麼才好。

中午，我們進行了PC課程。面對

完全沒有基礎的學生，我們決定從最

最最基礎教起。從握滑鼠的方式，到

鍵盤上的各個按鍵介紹，甚至是最後

的關機動作，我們也詳細的解說，確

保學生們不要強制關機。Word課程中，

改字體、字形和顏色的環節深受學生

喜歡，從助教的視角看過去，一整排

的電腦屏幕上充斥著五顏六色的學生

自我介紹。完成練習的學生們，一個

個左顧右盼的端詳著隔壁同桌的成果，

彷彿看到世界奇觀似的。

晚餐時，副校長Mr. Langoi和

Teacher Elias如往常的加入我們的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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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副校長依舊前來與我們共進

晚餐，這裡的晚餐常常都8、9點才吃，

大家都快餓壞了。餐後與副校長討論

明天的文化日活動，原本以為我們要

準備整天的活動課程，但今天一問之

下卻發現學生明天有重要的考試，再

三確認後才調整好活動時間，這次經

驗也讓我們更了解，和當地人溝通，

真的必須用不同問法，以及多詢問一

些人確認行程安排。因為明天是來到

坦尚尼亞第一次舉辦台灣文化日，大

家都蠻緊張的，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

麼有趣的事！

2019/08/12  呂祐萱

今天是在Nanja的最後一天上電

腦課了，早上依舊聽著屋外的牛叫聲

起床，越來越習慣這裡的生活，很清

悠。雖然沒有水比較不方便，但能體

驗到小鄉村的純樸。早餐再次出現吐

司，不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的吐司乾到

會裂開，我覺得這是整趟最好吃的吐

司！接著我們便開始電腦課程，今天

的最後一堂課剛好是我的課，還好有

當地的老師來協助翻譯成Kiswahili 才

讓課程順利結束。課程結束後，我們

留了時間給學生練習及問問題。

這幾天一直看到學生背著書包進

來上課卻都不願意放下來，我好奇便

問了來練習的學生，他說裡面其實沒

有放東西，只是他怕他放下來就會有

人偷拿走。後來，為了明天的文化日，

我們去詢問了學生的行程好讓我們安

排活動。到了form 2班上時，剛好有

個男生手上抓了一把糖，問我們要不

要吃，我們婉拒後他便一口把糖吃下

去，突然覺得蠻難過的，這裡的學生

很多常常都吃不飽，所以會找各種能

減少飢餓的方法，在這裡看到許多公

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的不同面貌，我想

我們也更需要思考還能給他們什麼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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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3  邱于宸

水源地，路上Danny和我和宥廷介紹

了各種植物還有他們的功用，當地人

會透過植物舒緩身體上的不適。走了

大約一公里到了水源地，他說清晨會

有各式動物來這邊喝水，若不是時間

問題，真的想一早來這邊看看！

這些水是學生平日會來這邊取水

作為洗澡、洗衣服等生活用水，但水

是完全無法透光的濁黃色。對於我們

來說，可能是連碰都不願意碰的水質，

何況拿來洗澡洗衣服，但在水資源缺

乏的狀況下，好像不得不利用這些水

去滿足生活上的用水需求。對於整個

取水過程的震驚，除了必須珍惜我們

在台灣所擁有的資源，也需要思考，

這些水資源對當地人健康方面的影響

或是對於生活上的不便。而以我們的

能力，該如何用現有的資源，稍稍改

善當地人的生活。

今日是團隊Nanja Secondary 

School 課程的最後一天！是台灣文化

日隆重登場的時候了！ 前情提要一下，

是一場很神奇和學校溝通的過程。在

最一開始和校方確認時間的時候，老

師說「學生整天有空，但是早上下午

都要考試」。哇，真的是精彩的。經

過一番波折後，終於敲定下午四點到

六點兩個小時為台灣文化日的時間。

我是這次form 2中文課主講，學

生一開始認真地學了各式中文的問候，

其中印象頗深的是小朋友問elephant

的中文怎麼寫，我寫了大象，然後突

然心血來潮的在黑板上畫了一隻大象，

說這是ancient Chinese 的象形文字，

還畫得有模有樣的哈哈。另外，有趣

一點的是在課堂當中開放問問題的時

候，開始冒出了一堆奇怪的單詞，像

是「男朋友、甜心、我愛你」等詞彙，

而這時的黑板上面出現的文字組合起

來真的頗有趣。唉，Teenagers，在世

界各地皆相同。最後順利的來到了寫

書法的過程，除了筆不夠、一杯墨水

打翻、小朋友把寫好的春聯貼臉上之

外 ，一切平安。

而下午課程結束後和的一天認識

的學生Danny約好要去看學校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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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4  溫戴豪

完成了nanja的學校服務，今天一

早就準備前往最後一個地點Arusha。

想起這一週物資缺乏的生活，卻沒有

想像中難受，反而是一種特殊的體驗，

感覺我們更貼近當地了一些。盤點完

物資最後上車後，看著外面的小孩對

著我們招手，我們即將前往旅程的終

點。

到了Arusha，我們住在聖神會的

神父住處，住宿意外中的很舒適，生

活機能也很齊全，大家午餐完稍作休

息後，我們就和法國志工一同出發去

採買明年的義賣品。

到了馬賽市集，映入眼簾的是許

多熟悉的工藝品，因為要採買大量義

賣品，我們馬上就分組去尋找物品，

一走入市集就被熱情的店家包圍，我

們只能一直前進，找到目標後則是要

開始挑物品殺價。每次交易都會經過

一番你來我往才談成，有趣的是店家

數量不足時，會到處跑去別人的店搜

刮物品再回來，大量的物品就這樣聚

集到一家店中。隨著我們一家家地談，

時間很快就過了，但一天內要買齊果

然還是很困難，不過在第一波的購買

學到了不少經驗。

回去時我們路過了超市，這是我

們第一次到大型超市，過往都只有看

到路邊的雜貨店，大家看到可以購買

時都很興奮，超市內物品很齊全也有

很多進口的東西，大家很快就把目光

放在了咖啡豆上，聽說吉利馬札羅山

生產很好的咖啡豆，團員幾乎都帶了

一包，也添購了許多生活的物資，就

這樣大家帶著滿滿的物資歸去。

今天是個變化快速的一天，從

Nanja離開到新地區後馬上就經歷了各

種體驗，是個充滿驚喜的一天，團隊

任務在這地區已經到了尾端，回想起

這四十幾天的生活，對於這塊土地還

是充滿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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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在神父之家休息與參加典

禮的日子，領隊和大家說，是一位一

直幫我們處理海運事務的神父成為神

父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昨天就有看到

外面院子搭了許多棚子，今天擺滿了

椅子，還有華麗的主位。

一開始進場，穿著整齊的人們，

唱著歌搭配著舞步走進合唱區，接著

神父們也一個接一個進來了。據領隊

說，這是一個非常盛大的慶典，各地

聖神會的神父頭頭們都來了，要是我

是信徒，我應該會覺得非常榮幸又緊

張，但我不是！所以比較難去理解這

個儀式的莊重程度。

從早上10點開始，一直重複唱歌、

站起、禱告三個動作，時間不知不覺

就到了下午2點。接著3點有戶外餐會，

還有烤全羊，連羊頭都還在，嘴裡叼

著一隻草，真的開了眼界！而且發現

在沿海地區常吃雞，越內陸才吃得到

羊肉。

雖然不太能理解這次活動的真正

意涵，但深深的了解了信仰在當地有

多大的份量，每一次的彌撒都是心靈

的寄託，很幸運有機會可以參與這樣

的儀式。

就快要回台灣了，心情很五味雜

陳，很想念台灣的一切，不管是食物、

風景還是親朋好友。但對於坦尚尼亞

以及團隊的一切，也一樣充斥在我心

裡。這邊乾燥的空氣，斯瓦希里語的

問候，還有熱情的舞蹈歌聲，再幾天

後就是成為回憶的一部分，希望我們

在這裡的種種，可以成為我人生最難

忘的回憶。

2019/08/15  詹宜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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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6  吳泱倩

此趟旅程已接近尾聲，這趟旅程

裡邂逅了坦尚尼亞的各種風景，有炙

熱的海岸、紅土高地、黃草平原…...，

而今天我們經歷了最令人惶恐的沙土

飛揚，走在新訪的學校裡，原本應是

令人舒適的微風，卻挾帶著陣陣沙灰，

像極了電影裡沙塵暴的景象，在前往

附近馬賽村落時更能深深體會荒原裡

只有沙與我的感覺，很難想像當地人

如何生存於此。但神奇的是到了下午，

即使有風也沒有沙土飛揚了，如同坦

尚尼亞一直給人的印象--早晚溫差大，

是有相同道理存在的。

在新訪學校時，校長及神父帶著

我們和學生相見歡，欣賞學生的才藝

及文化表演，並和學生共舞，在聚會

的最後，學校神父請我們分別自我介

紹，神父說：「看看這些大學哥哥姐

姐，他們上了大學然後來到坦尚尼亞

服務，你們是否想在未來成為像他們

這樣的人？…...」聽著神父的話心裡莫

名的感動，我變成了別人的榜樣，是

一種驕傲、成就，我變成了這群學生

的理想，也讓我想到他們需要花很多

的努力克服生活上、經濟上的困難，

才可以好好讀書升學。若在就學同時，

無法與其抵抗，便會放棄升學，相較

之下我們真的很幸福，有好的環境提

供我們好好讀書，我們應當讀得更好，

可我們常常浪費這樣好的資源，多數

的我們有時甚至把它視為理所當然的。

在這趟旅程裡，我看到了世界的不一

樣，生活的不一樣，更讓我反思了自

己的生活環境及以往看待我這樣幸福

環境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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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7 張之怡

快要回家，真的比較有動力撐下去，

回想這44天，日子過得很充實，現在

終於接近尾聲了。

吃完早餐後，我們去teachers 

college 作回訪，搭了大約一個半小時

的車，對於這種長時間的搭車我已經

很習以為常了。很納悶學校怎麼都蓋

在荒郊野外？到了之後，與校長打完

招呼，我們直奔電腦教室。教室內已

有幾位學生與一位老師在做輔導教學

與練習，整間電腦教室的狀況挺不錯，

看來學校確實很重視維護。看到這間

電腦教室的瞬間，是一種很特別的心

情，架設電腦教室的團隊，是我們的

前幾屆，也跟我們到過一樣的地方，

看著同一批的電腦，看見前幾年的團

隊的運作成果，雖然不是我們所做，

但還是與有榮焉。

下午前往馬賽市集採買明年團隊

需要的義賣品。這是我們的第二次採

買，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我們這組的

採買策略做了一些調整。本來我們這

組是走溫和、搏感情的路線，但後來

發現這樣其實不是很有效率，最後決

定強硬一點，一言不合直接走人，這

招真的比較有效，後來我們就順利買

齊我們要的公關品了。

晚上才是忙碌的開始，隔天就要

搭飛機回台灣了，很多準備工作，像

是包義賣品什麼的，大家都忙到凌晨3、

4點，事情才稍稍吿一個段落。想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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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蓬頭一打開，滾燙的熱水隨即噴出。呀，真的結束服務，真的回到台灣了。

回想起在坦尚尼亞的第一天，第一次穿梭在一個又一個深色身影之間，仍然帶有

幾分怯色：一邊努力記住這新奇的景色；一邊用餘光死死盯著團隊的身影，生怕走丟；

左手緊攥著手機和護照；右手時不時的摸一摸腰間暗袋內團隊的美金。那時真的感覺

到自己只是來到「非洲」而已，並沒有將資訊輸入大腦裡面那個叫「坦尚尼亞」的資

料庫。記得領隊曾分享過：「我們去服務的國家叫坦尚尼亞，不是非洲。非洲其實有

50多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是獨立的個體，有著自己特有的歷史和文化。」這句話雖然

深深烙在我腦海裡，但是在日常對話中，我仍總是用「非洲」來概括自己所遇到的奇

聞異事。直到於中部城市Morogoro內的一所小學服務時，我與一位修女介紹到我們

大學還有另一個志工團，去的是肯亞。誰知她當下鼓掌大笑，說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當下的我以為她只是見面歡，開個玩笑罷了；殊不知她很認真的講起了肯亞與坦尚尼

亞的各種區別，從歷史戰爭一路講到家庭觀念，真的是硬生生把我腦袋中「非洲」這

兩字，像撕麵包一樣撕成了「肯、坦」兩半。從那一刻開始，我才真正開始喜歡這塊

的土地。

探訪中部地區是今年服務的一大特色。以往我們服務的對象大多為沿海地區的私

立學校，然而今年我們在服務完沿海的Bagamoyo後，坐著小巴士前往了中部地區，

甚至到了新地點：坦尚尼亞首都Dodoma。沿路車窗外的景色漸漸泛黃，風沙逐漸變

多。第一次出現一整片的黃土平原時，當時的我坐在運行李的車上，正努力的用

Google離線翻譯，跟只會講斯瓦西里語的司機尬聊；越過山丘，豁然開朗的那一剎那

3. 團員心得

林宥廷 T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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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著窗外說: “Katikati.” 手機顯示：「Centre中央的。」中部一整片的黃土平原幅

員遼闊， 是在台灣看不到的景色，更是在坦尚尼亞不容易被看見的另一面。中部地區

乾燥無比，缺水的狀況比先前所待的地方頻繁許多。但，是在最後一間位於北部的學

校Nanja時，我才真正體會到水資源的珍貴。

沒有水的生活剛開始時是有趣的。第一晚我發現廁所的水桶沒有水，浴室一進去

是一個高爾夫球洞；於是隔天我和夥伴們向校方借了把鏟子，晚上帶著它在滿天星空

下完成了第一次排泄，然後用沙土牢牢的把它埋了起來，並沒有讓缺水的問題放大。

但是隨著缺水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從刷牙、洗手、洗頭等問題出現時，缺水的問題

開始嚴肅起來。直到有一天我跟著一位學生走到他們的水源，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就在

高速公路旁的土黃色池塘。學生和我說，他們每天就提著水桶來這裡取洗身體以及洗

衣服的水，一天大概取5次，平時是一些牛羊牲畜也會來這裡飲水，所以水常常可以

聞到牛的味道。那個當下是觸人的，是震撼的。令人反省的同時，也深深的將「珍惜」

這兩字烙印在記憶裡。

足球在台灣並非主流，但在坦尚尼亞到處都是足球。這趟旅程我帶了6顆足球；6

個打氣筒；6只額外的球針，希望能帶給主要服務的六所學校的夥伴們。印象最深的

是在Zanzibar時，我在路上看見一個學生自己在練習顛球，在他腳頂一上一下的是一

顆只有橡皮內層的足球，球上還有個巨大的洞；從拓撲學的角度來看，這顆球跟一張

橡膠墊沒什麼兩樣，球滾一滾還會自己「立正站好」。當時的我，毫不猶豫的就上去

和他一起玩了起來，發現他的名字和我一樣也叫Timmy。隔天這位學生出現在了我的

Excel課堂上，看他成熟穩重又認真好學，我決定將這所學校的足球和打氣筒交給他保

管。那天下午，沒事做的男生都跑去和兩個Timmy一起踢球了；各個年級的都混在一

起踢，所有人都巴不得在我面前秀出最厲害的絕技。一雙雙沒穿鞋子的腳，在充滿石

頭和鐵皮的沙地上跑來跑去；那顆足球像吸鐵石一樣吸引著所有人的腳趾頭，球滾到

哪，歡笑聲就延續到哪。那一幕讓我想起了我收到第一顆足球時的喜悅，就是那份天

真、那份快樂。實在很難想像現在台灣還有哪群高中生收到一顆足球會開心成那副模

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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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近10個月的籌備期，其實從

學生眉毛揚起來的那一刻就值得了。

我記得在清大幫海運物資裝箱時，大

家手上的那股報紙膠帶味；也記得在

當地邀請老師一同裝箱時，他們那一

雙雙小心翼翼的大手；更記得的是自

己在當助教時，看見學生「橫握滑鼠」

的那一只僵硬的右手。我相信這一幀

幀畫面所堆積起來的，不僅僅是那一句「值得」，最後一定有一個更簡單更美麗的終

點。在台灣我們接收到來自各界的愛心和祝福；在坦尚尼亞我們又被讓出最好的房間、

被端上最好的肉。這一路上實在遇到了太多貴人，是你們讓這份愛心得以從台灣連接

到地球另一端的坦尚尼亞，謝謝每一個看見他們的你們！

從小到大，我總是在找尋著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為了有「才藝」，去學了樂

器、素描、打棒球；為了在學業中脫穎而出，放學繼續在補習班努力讀書；考完試為

了上最好的大學，我努力地將自傳寫得跟別人不一樣。然而，這42天在坦尚尼亞，我

找到了許多彼此相同的地方；在這許多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中，我認為那份本質上的

「真誠」和「善良」是台灣人和坦尚尼亞人最大的共同點；是許多其他國家的人不常

擁有的一種「純樸」，也是我認為最有意義、最值得努力去做到的一個生活方向。這

42天中，我看見了自己許多的不足，也從每一位團員身上看見了很多想要學習的地方。

期待這段旅程像能一生帶著走的一場盛宴，在之後面臨一個又一個新的挑戰時，能成

為隨時可以拿出來滿血復活的一顆「仙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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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四畢業這一年決定加入國際志工團，想給自己一個挑戰，勇敢地跨出舒適圈。

為期8個月的籌備，團員們從團體慢慢形成一個團隊，在籌備期間我擔任公關，打電

贊籌措出團資金、義賣擺攤宣傳團隊，到各家企業做簡報等等，都是我從未接觸過的

領域，還記得一開始拿起話筒的膽怯，深怕被拒絕的慌張，到後來能夠侃侃而談地分

享團隊資訊，想起來一切真的好不容易。曾經也一度忙碌到想放棄，懷疑自己是不是

能順利出團。然而當我踏上坦尚尼亞開始這趟旅程後，很感謝當初的自己有堅持下去，

這塊褐色大地值得我們為它努力。

剛到坦尚尼亞的日子，歷經幾乎一整天的飛行，從機場就得以看到不同的風情文

化。這裡的馬路鮮少看到紅綠燈，車潮經常擁擠地走走停停，窗外的人們只要看到我

們都不停地打招呼。抵達第一間服務學校時天色已暗，卻看見修女們打著燈唱著歌在

歡迎我們，才剛踏上這土地就能感受到當地的熱情，為接下來的行程拉開序幕。我並

不是個擅長主動熱情地與人打招呼的人，但在當地似乎慢慢地被這樣的氣氛渲染，看

到他們總想問個好，因為他們從不會讓你的打招呼冷場，也會很開心地回應我，在這

裡我感受到滿滿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溫度。

今年團隊有別於往年，深入到更內陸的地區服務，也多參訪了許多公立學校，讓

我們看到坦尚尼亞更多不同的面貌。儘管在同個國家裡，內陸與沿海的人們在行事上

也有不同的個性與風格，但不變的是他們對團隊的熱情接待。除了資訊教育服務，我

們也安排了一天到孤兒院陪小朋友，我並不是個善於照顧小孩的人，但這一天卻讓我

感觸好深，孤兒院裡的孩子年紀有大有小，他們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有條理，大朋

友會主動照顧小朋友，一起分享資源。還記得我遇到一個才剛到孤兒院沒多久，3歲

的馬賽寶寶，原本以為年紀這麼小肯定又哭又鬧，但我伸出手想牽牽她時，她卻也握

上我的手，讓我牽著到處玩耍，她不懂英文也不懂史瓦希里語，我雖然沒有辦法與她

溝通，但我們還是玩得很愉快。這裡的每個小朋友都好懂事，但在我們要離開時，我

卻在他們眼中看到的是不捨，孤兒院儘管再舒適，他們內心都渴望有個可以帶他們離

開的家，那一刻才真的體悟到自己的成長環境是多麼幸福。

呂祐萱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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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除了主要服務學校，也回訪與新訪了許多不同體制的學校，當地的教育體制和台

灣也相當不同，常常他們中學生的年紀都快要跟我們大學生一樣大。了解以後才發現

原來他們要受教育並不是那麼容易，也許讀到一半家裡無法負擔學費，就要中途離開，

等到有錢了再繼續完成學業，因此整間學校儘管是同個年級，也不見得是相同年紀的

學生。還記得在Zanzibar的服務學校，我教了一位程度比較好的小男孩如何用

photoimpact製作一張卡片，他用了我們團隊的合照，並在照片上打下「Education is 

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我想這句話會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我們從小到大接

受富足的教育資源，除了基本的教科書外，也能買額外的課外讀物或參考書，但在當

地，甚至連課本都需要共用，我們的生活到底還有甚麼好抱怨的呢？我不禁想問問老

愛抱怨的自己。

沿海的學校服務結束後，我們便前往中部地區，氣候也越來越乾燥，日夜溫差也

甚大，白天及晚上基本上都是需要穿外套的。愈內陸的地區也愈缺水，能洗到冷水澡

就很幸運了，在這裡也體驗到如何用半桶水洗全身，各種新鮮的體驗也許辛苦克難，

但當大家一起經歷這一切時，都覺得很難得。我們在當地提供資訊教育的對象除了中

小學生外，我們也設計了工作坊和老師一起分享資訊，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在HOLY 

CROSS小學的老師，這裡老師很有趣，他很喜歡玩音樂當DJ，因此每周五下午固定會

有個時段，他會搬出設備音樂，讓小朋友一起跳舞，很特別的畫面。我們也一起參與

和學生們共舞，這裡的人們每個人舞蹈及音樂天分都很強，似乎隨便一首音樂一下，

就能開始舞動。在人群中的團員們更顯得肢體笨拙，大家都忍不住想笑彼此。還記得

在這間學校架設電腦教室時，所有的老師都來協助我們，有位老師和我聊天聊了許久，

我們互相介紹彼此的文化，也介紹我們準備的資訊軟體課程，在工作坊結束後，他很

興奮地跑來找我告訴我他剛剛學會了那些軟體，很感謝我告訴他這些資訊，對他幫助

很大，甚至當他發現原來我們習慣用的通訊軟體不一樣時，積極地下載我們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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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APP，想與我們保持聯繫，當下真的很感動，原本以為對他們來說我們就只是過

客，離開以後也許就很難再有機會交集，但我想這也是這趟服務對我的收穫，能夠在

這9000公里外的地方建立友誼，但願我們的到來，為他們帶來更多不一樣的希望。我

想我們出團來到當地，並不是單方面的付出服務，我們是互相分享，在行前訓時，當

地的Father來和我們勉勵幾句話，還記得他對所有團員說「Open your mind！」去體

驗坦尚尼亞的美好，我想真的要踏上這塊土地後，才能深刻感受。我聽著當地學生每

個人都對未來有著夢想，想當醫生、律師、甚至是飛行員等等，然而因為資源缺乏，

所以他們更努力地去珍惜擁有的機會，在他們身上我也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態度，也思

考著自己還能再帶給他們甚麼協助，想在這一個多月的日子裡，盡全力讓團隊的到來

發揮更多價值。

也許在這44天的日子裡，我們經歷了不少挫折，也了解到自己有許多不足，我從

沒想過當我要離開時，心理出現的是不捨，僅管當地的生活並不是那麼便利，但我想

我仍會懷念那些全身佈滿砂土的日子，懷念夜晚天空的銀河繁星點點，懷念那一輛輛

載著我們的從南到北奔波的巴士，最懷念的莫過於小朋友牽著我奔跑的笑容，還有那

望著電腦積極認真的眼眸。感謝這一路上幫助我們的人們，我有多幸運可以踏上這塊

土地，體驗人生，也讓我有機會為這個世界另個角落的孩子點亮一點點通往未來的路。

Asante 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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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是甚麼？非洲是甚麼？我又是甚麼？這三個問題盤旋著我，而我也就

這樣加入了坦尚尼亞國際志工團。大學的時候我參與過許多活動，系上球隊、社團、

梅竹活動的舉行等，每一次活動的結束，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和成長。而這次的志工

之旅，不僅給我大學四年最完美的結尾，也為我的人生開啟了最美好的轉捩點。

大二的我曾經報名國際志工團的甄選，那時的我並沒有被任何的團隊接受，被否

定的感覺曾讓我沒有勇氣再挑戰成為國際志工。而在去年底，同學找我來一起參與，

他問我要不要報名第三次的坦團甄選，而即將畢業的我問自己，如果這次沒有鼓起勇

氣，那是不是我這一生就只能錯過了，只能錯過坦尚尼亞，只能錯過看看那片褐色大

陸的機會。這次幸運的可以入選，也開始面對所有籌備期的工作，以及不停地思考當

地的情況，幻想著在那邊土地上的一切。

文書股的工作不像公關股有太多金錢壓力，也不像課程股有許多學術問題，更不

像生活總務股需要擔心大家的生活所需，曾有位學長說「文書股就是沒什麼存在感，

團隊沒有它卻也無法進行的股。」這句話現在看來真的回味無窮。過去參與活動我不

是公關股就是活動股，要和許多人做協調，需要說話需要表現，而文書股卻是完全相

反的，默默地完成那些工作，支持著團隊。我發現我喜歡這種感覺也喜歡和文書股的

股員們一起討論企畫書的排版與文字。我非常幸運我的股員總是提醒著我很多事情，

也都很盡力的完成所有的任務，從他們的身上我可以學到很多，而每一次的校稿與修

正也都不停的讓我檢視自己，哪裡疏忽了甚麼？哪裡做對了甚麼？

第一次參加例會時，看到所有的團員，發現許多團員都是大一的新鮮人，我從他

們的眼神以及談話，感受到了青春的氣息。對我來說大一已經離我好遠好遠，而那種

對於任何事情都抱有期待還有衝勁的樣子，深深的吸引我。而且不論年齡的，我們在

詹宜潔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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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學校的例會中，領隊要我們去看看我們在這裡生活的一切所需是不是相當的美好

與安適。是的，我們在修女社區中吃著美食也睡了好覺，而這些都是他們努力給我們

準備的，在我們享受這些的同時，也要更用心地去思考，當別人對我們的好，身為一

個國際志工更應該去思考相對地我們可以帶給他們甚麼。很多時候事情做了就會有結

果，但是結果好的程度卻不一樣，我們可以隨意的做事而得到隨意的結果，又或者我

們應該用盡全力去表現我們的準備，而帶給對方我們的全部去回報與感受這一切。

在Nanja Secondary School，那是一間公立中學，學校是免學費且提供住宿與飲

食的，他們在一片遼闊且沒有邊際的草原之中，校園廣大得不可思議，而學生們在草

地上吃飯、玩耍、曬衣服。雖然提供著食宿，但飲水卻是相當的不夠，我曾拿著水瓶

走在校園裡面，卻有學生走來我身邊問我說能不能給他水喝，我這才驚覺此事。一路

以來我們服務的學校都是私立學校，那些學生大都來自富裕的家庭，而這裡的學生們

卻是連水都不一定喝得足，這讓我們深深的體悟到很多事情。曾有一個女學生因為幫

我們送餐點，老師讓他留下來與我們共享午餐，那時我們問他這頓飯如何呢？他眼神

發亮的說「Amazing！」，我們一直享受著他們所難以接近的待遇。

這間學校的副校長非常的積極栽培孩子，只要我們一有空檔，他就希望我們能給

學生還有老師做課輔，這使我們非常疲倦，但也才更深刻的體悟到，在資源少的地方，

人們更是用盡所能去獲取更多的資源與知識，一刻都不會放過，也許生活在資源一切

都豐富的情況下，我們不會知道身邊所擁有的一切是有多麼的珍貴，而只是讓我們徒

然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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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分享時間，有團員提到和學生的

聊天內容，他們說學生看著他們、摸著他

們的頭髮，用羨慕的眼神說，喜歡我們直

直的長髮，喜歡我們白皙的皮膚，喜歡我

們所擁有的一切。「God gives you 

everything.」學生們這樣和我們說。是的

，這樣看來是的，神真的給了我們一切！

我們有足夠的食物，有舒服的家，有良好

的教育環境，而這樣的我們來到了這裡，

去了解到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有多珍貴。

這一趟坦尚尼亞志工之旅，我從團員們的身上，看到了許多優點，許多我不一定

做得好的事，以及我所失去對於生活的熱情與態度。而從當地的學生與老師身上，我

看到了我身邊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有多不容易。也許在這裡的44天已成了回憶，

但他帶給我的所有衝擊與美好，會在未來的每一刻提醒著我，抱持著熱情與珍惜，去

面對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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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非洲，到達東邊的坦尚尼

亞， 飛過多少個國家，跨越多少個

父母家人與同學的擔心，在9888公

里外開始了一趟不一樣的旅程，有

許多的喜怒哀樂，乘載著我認識了

不一樣的世界、人們以及我自己。

「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一次

站在台上與學生自我介紹後，神父

對著台下國高中學生說：「看看這

些大學哥哥姐姐，他們上了大學然

後來到坦尚尼亞服務，你們是否想

在未來成為像他們這樣的人…...。」

這樣的話語深深的觸動著我，這是

第一次真的感覺我變成了別人的榜

樣，是一種驕傲、成就，我成為了

這群學生的理想，他們正努力著成

為像我們一樣可以上大學的孩子。

在坦尚尼亞，很多學生需要花很多

的努力克服生活上、經濟上的困難，才可以好好讀書升學，若在就學同時無法與其抵

抗，便會放棄升學，但在這環境裡，也有一些學生年紀跟我同年或大我一、兩歲的正

在就讀高中，這些學生或許是經歷過許多好不容易才能又回到學校裡學習，比起其他

學生他們更認真做筆記，更仔細聽你說的每一句話，看著他們我是無比的開心及不捨。

這趟旅程中，遇到認真的學生我總是在心裡默默幫他們祈禱，祝福他們能因為他們的

認真在未來有好的回報。除了學生，在桑吉巴時，我遇到了第一位對教育充滿熱情，

熱衷於學習的電腦老師，每次我們在檢修電腦或灌軟體時，他都會前後觀察著我們，

再到旁邊摸索，對每件事情都有興趣，他讓我思索起我的教育之路，並小小的在心裡

期望不管未來如何，我都能像這位老師一樣對教育及學習持續充滿熱情。

雖然如此期願著，但在過程中我們還是常常會首先聚焦到自己的需求身上，像是

個人的食衣住，從第一間滿滿的待客之道，吃好住好到下一間開始發現不對勁，我們

住進了三層三人鐵床，整個空間只有一盞燈、一小扇窗戶，廁所只有一個平面蹲式馬

桶和水龍頭，水可能早上換第幾個人刷牙時就突然沒了，面對這樣的環境負面情緒湧

入，對於這趟旅程似乎沒什麼太大的熱情了。但漸漸地發現自己的焦點似乎有點錯誤，

思考我這趟旅程的意義到底在哪裡，我是志工，來到這裡服務，然後呢？直到”God 

吳泱倩 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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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s you everything”這句話的出現，

是當地學生羨慕的看著團員說的，從沒

想過我擁有了一切，總是想著我沒有甚

麼、缺少了甚麼，但卻忘記我有愛我的

父母及家人、唾手可得的乾淨水源、電

力充足有冷氣提供好的讀書環境的學校

……，以前許多人都會說：「你很幸福，

想想那些窮困的孩子」我都沒有這麼深

的觸動。直到那些天我過了他們十分之

一的真實生活，再聽到這句話，是的，

我真的甚麼都擁有，我有甚麼好抱怨的

呢？這不只帶給我影響，對團員也有莫

大的改變，當我們一感到不如意，便會

說起「這樣真的沒關係，God gives me 

everything！」

坦尚尼亞是個講求無戰爭、愛與和

平的國家，這44天來我們深深的感受到

他們的熱情與愛，和台灣人大多內斂的

個性不一樣，在學校裡只要你不是一群

人，你就很可能會被團團圍住，一張又

一張的黑面孔帶著大大發光眼睛的小孩

、學生就這樣圍著你，和你聊天，拉著

你的手說要帶你去看他們的宿舍，一直真誠的對你說「You ’re beautiful～」，不吝

嗇的讚美你，甚至表達他們的愛意，如果他們喜歡你有五分，那他們就

會表現出他們八分的愛，雖然會讓我怯步，但也漸漸接受了他們的熱情，那是

不一樣的人帶給我的愛，跨越世界的笑容浮現在腦海裡，是可愛的。

「Are you happy！」「Yes！We’re happy like a fish. Swimming in the 

water！」我們到一個學校時，通常校長都會帶我們到每一間教室和學生打招呼，學生

們都會很有禮貌的制式化問好，有些班級還會唱歌歡迎我們，而這首是我最喜歡也印

象最深刻的歌，來自國小低年級的小朋友，由一個小朋友帶頭問大家開不開心，是的

我很開心，第一次一個人到了離家很遠的國家進行遊子生活，雖然中間會想家、想台

灣的食物，看到肯德基的照片都差點要哭出來，但是此行我遇見了和自己膚色相差甚

遠的人，他們很熱情的在我們所謂的逆境中成長及學習、體驗了各式的天氣，下了十

分鐘的雨就又天晴、早上晚上很冷很多雲，下午卻一片藍天的乾爽天氣、看見了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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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文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穿著風格，像是與生俱來的喜歡，並且擅長跳舞、唱歌

及打球，學習了不同的語言等等。更開心的是我找到了對未來當老師的期望及努力目

標，每次在每間學校不斷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及內容，當看到學生或老師學會了及終

於理解了的笑容，就會覺得很值得，並且更熱衷於教課，只求他們能理解那麼一點點、

對電腦認識多一點點，就心滿意足了！

回到了台灣，有了一打開就灑出來的熱水澡，不用擔心有多少水讓我洗澡洗頭，

網路流量吃到飽，不用擔心傳個照片就要和爸媽斷掉聯繫，每餐都有熱湯喝，用電腦

不會用到一半就斷電，有軟硬適中的床可以睡覺……舒適的生活滿滿回歸，但我依然會

想念那些在坦尚尼亞的生活，舒爽溫度適中的天氣、到哪都是Asante與Karibu的熱情

人們、大家一起刻苦使用著同一大罐水洗頭及沖馬桶、和團員及當地人將一台台電腦

從箱子裡拆開並組裝完成……等等。四十幾天，咻！的消逝過去，只能說「I am happy 

like a car. Traveling in Tanz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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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天的旅程不長也不短，

到離台灣將近10000公里遠的

坦尚尼亞當教育志工，對我們來

說是全新的挑戰。想在大一這年

參與國際志工，最初是希望自己

跨出舒適圈，並朝成為一個對周

遭，甚至是世界發揮正向影響力

的人的方向努力。文書股的工作

相較之下很單純，不太會有突發

狀況需要處理，也比較少與人面

對面交談，大多是事前規劃，接

著按部就班地把東西寫或設計出

來，然後排版與校稿，這樣的性

質讓我有彈性在課業、志工團以

及校隊間取得平衡。我喜歡和股

內的姊姊一起工作，每周的股例

會讓我感覺到進度的推展，好像

離出團也越來越近了！過程中也

經歷過壓力很大、時間很難安排，以致產生放棄的念頭，但一切都是值得的！歷經八

個多月的籌備期，每周例會、企劃書撰寫、義賣活動、電腦檢修、海運裝箱、四次驗

課、行前訓……，我們終於前往當地服務！

在這44天中，時常有不同的想法在我腦中激盪，有太多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第

一間主要服務學校--Little Sister Community是一所修女學校。擔任助教時認識了

Monica和Gladness兩位修女學生。對他們來說，電腦是全新的技能，每當看見他們上

課的專注神情與學到新功能時臉上洋溢的笑容，總是替他們感到開心，但另一方面，

每當看見修女們單純的生活環境與作息，卻讓我感到疑惑，他們用自己的步調悠閒的

生活著，把認為「對她們好」的電腦與教育資源帶進來真的是對的嗎？會不會因此打

亂他們的生活？一直到離開前幾天，我才聽聞若修女們想成為main sister，具備一些

電腦的文書處理技能對他們是很有幫助的。修女們真的很體貼，把大家照顧得非常好，

教室外的活動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修女為團員準備的party time了，他們訂製一個側面

畫有台灣國旗的雙層蛋糕，上面寫著 ”Thank you Taiwan”。當下真的好感動，我們

不過是靠著一些台灣人的幫助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努力到當地教電腦，他們待我們是如

如此友善、充滿感恩。

昱仙蔡女 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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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Little sister community，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主訪學校還有Zanzibar的

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的環境遠

不如Little Sister Community 舒適，但這是一個充滿感動與回憶的中學，遇到

許多讓人會心一笑的開心事，卻也遭遇團員生病的低潮。有一位Form 1 East的

學生Najmy，她有著一口流利的英文與成熟的談話，很有自信的說自己的夢想

是成為一位飛行員。我們相談甚歡，分享了很多彼此的文化，從食物、手勢、

節慶，到國家，共度非常愉快的聊天時光。Najmy 給我的信中寫道” I really 

like your lifestyle of living and I wish when I finish my 4 form secondary 

school. I will come to your college and join with you for education 

volunteer.”  雖然她隔天又寫了一封信說 ”Truly I wish to go in Taiwan and 

continue with my studies, but it’s too long way because I have remain with 

3 years to finish form 4 here at school. ” 雖然放棄得似乎有點快，但是想法

真的很單純很可愛，有夢想是一件很棒的事！ 這間學校的排課非常緊湊，一天

下來往往精疲力竭。服務後期有許多團員身體不適、拉肚子、小感冒等，讓氣

氛陷入低潮。我覺得在Zanzibar島的服務過程中，學生們的親筆感謝信以及習

得電腦新技能時嘴角不自覺流露的微笑是支持我前進的最大動力。

今年團隊的路線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到內陸地區進行服務及新訪，這也讓

大家體驗到不一樣的非洲風情。這趟「有目的」的旅途中，有非常多時間是在

車上度過，移動到另一個城市往往耗費數小時車程，一覺醒來窗外便出現不同

的風景，非常特別。舉例來說，Bagamoyo有波光粼粼的海洋，Morogoro能望

見氤氳環繞的高山，Nanja一眼望去

盡是黃褐色的大草原，其他像是湖泊

、莽原、向日葵田、仙人掌等等，用

這樣的角度看坦尚尼亞真的是很棒的

體驗。另外，資訊教育團隊很重要的

當然是建置電腦教室了！ 建置電腦

教室的細節相當多，團員們從做中汲

取經驗，希望不只是為學校「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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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電腦教室，而是「建好」，線路

配置、桌椅擺放、投影機架設、報紙

攤平回收等，有時看似微不足道的動

作都蘊含一門小學問在內。除了做好

被交付的工作，也要顧及外人對團隊

的觀感，學習到如何才能展現出我們

是一個有組織、做事有條理、專業的

團隊一部分，亦體驗到場控者以及領

導者的指令在一個團隊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不夠明確的指令或分工會導致

混亂、效率降低，甚至反效果，有許多小問題之所以衍生都有其上層的原因。

課程方面，我負責的主要課程是搜尋器與網路倫理，但因當地許多學校網

路訊號極差，故這門課僅在極少數學校進行。後來在Nanja secondary school

上了兩次的Microsoft word課程，覺得和搜尋器課程差異極大，可以一步一步

帶著學生操作感覺非常有趣！從台上看學生專注於螢幕與鍵盤的神情感到很欣

慰，當下我不禁思考，這批遠從台灣海運到坦尚尼亞的100多台電腦及數台筆電

來自於台灣人的愛心，團隊也花了很多心力在裝箱與海運，這些電腦就像是愛

的種子，我們將種子播在坦尚尼亞的不同城市，等待有一天發芽，亦是坦國學

童能和世界接軌的希望。

除了主要課程，我很喜歡台灣文化日以及每次到不同的學校的各班自我介

紹，我們到訪非常多學校，也因此有很多這樣的機會，一次又一次介紹台灣。

台灣文化日中，每當播放台灣地理文化課的影片，總能感受到當地師生的驚嘆，

「看見台灣」的影片用各種角度詮釋台灣，我們有繁華的都市，也有美麗的鄉

間；有蓊鬱的森林，也有澄澈的海洋。另外，我負責的文化日課程是中文書法

課，很喜歡擔任這門課講師！這門課不受當地常見的斷電窘境影響，而且可以

讓學生創作屬於自己的春聯作品。在Nanja secondary school進行這門課時，

因為四門文化課分開同時進行的緣故，每班人手大減，70多位學生僅有約1 位

主講與1位助教負責，幸好最後順利完成這門課。我也把之前在台灣寫好的四字

春聯送給當地學生，另一副三行春聯送給Elias老師，希望Nanja secondary 

school的師生能夠記得有一批從台灣來的志工團隊，每年的七、八月會來分享

電腦知識與文化交流。四十四天的資訊教育志工服務，倏忽即逝，歷經漫長疲

憊的轉機，終於回到幸福的台灣，往後我會更珍惜我們擁有的環境與身邊的每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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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尚尼亞志工團的種種事情，絕對是我今年最精采最難忘的經驗。最初只是看

到一則招募簡訊，曾經考慮過當個老師的我，被引發了一點感觸，覺得參加了或許可

以補足什麼，或許可以改變些什麼，進入後社團經驗不足的我，在前8個月的籌備期

開始，就不斷的面臨挑戰。最初在公關時，必須訓練不擅與外人接觸的自己慢慢習慣

社交，在課餘的空閒時間，就鼓起勇氣帶起企畫書找人募資。後來團隊調動時轉入課

程股，在接觸新任務時馬上接任當了課程股長，對於當上重要的職位，心中有點開心，

但也確實遇到不少困難，幫團員驗課時，大量的課程都需要修正與建議。我必須邊自

己摸索教學方式，同時給予著其他人方向。海運準備時，要管理著一百多台電腦的狀

態，同時在緊迫的時間內，必須準備齊海運到當地的物資，這些時候手上跑著大量的

工作，只要一個不小心就會出現嚴重的後果。這時的我，才了解志工團是多麼困難的

任務，幸好團員們態度都很積極，籌備期儘管工作量很大，大家仍然共同的完成了所

有準備。

在當地，一切事情都陌生卻充

滿著驚喜，車子開在馬路上一路黃

沙滾滾，不論建築還是路邊在跑的

動物，都引起團員的一番討論。在

當地人的舞蹈與音樂中，我們開始

了旅程，我們也很清楚，這會是一

個全新的體驗。因為我們是志工團

，所以總是看到當地最好的一面，

溫戴豪 We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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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間學都備受禮遇，或許生活稱

不上舒適，但學校盡力的去照顧我

們，讓團隊可以專心在工作上。我

很高興團隊盡力為當地付出的同時，

是受到重視與歡迎的，讓我們對於

服務總是充滿動力，希望能夠回報

給學校，帶給他們的學生不一樣的

機會。

因為是課程股長，資訊教育是我最關心的部分，除了準備的課程，我們也需要依

據當地需求不停調整，每天晚上開會，全團就會一起討論明天的課程，並做出最好的

準備，希望能在短暫的時間，帶給學生他們最需要的知識。一開始遇到學生時都很期

待卻又緊張，不確定當地學生是否會聽話、是否喜歡電腦。但課程開始後，我馬上注

意到當地學生專注的眼神，雖然沒接觸過電腦，滑鼠鍵盤操作很不熟悉，但卻盡自己

所能的在探索，努力去完成所有電腦操作，甚至在下課時間都繼續著練習，看著這群

認真小孩的神情，我才終於了解到我們服務的意義。

我在當地跟電腦老師交流時，發現他們其實都對資訊教育很有想法，並努力想在

校內推行，只是受限於資源而無法達成，所以當他們拿到電腦與教材時，會很高興的

跟我們了解內容，並帶講義回去研究。Zanzibar電腦老師Kipilipili是我這趟行程最好的

朋友，在學校時間他全程陪伴著我們，聊天中我發現他對於電腦與學習很有熱情，便

在每堂課的教室後面分享電腦知識，從硬體到一路到所有應用，也交流了雙方上課的

教材。即便內容大量，他仍舊專注的一一學習，我們也一起討論電腦教育的解決方案，

在跟他交流的時間，我也發現我是多麼的開心能分享這麼多訊息，在Kipilipili老師身上

我看到了教育的希望，雖然在每間學校的時間很短暫，但這些老師就像種子一樣，會

在當地延續我們的資訊教育。

我也注意到當地老師對捐贈電腦的重視，雖然當地有時沒有窗戶阻擋風沙，他們

依靠不斷的清掃，讓室內地板仍然保持乾淨，即便過了一兩年再回訪，電腦內部還是

維持得很乾淨，讓我們很容易檢修，在安裝及維護電腦時，當地老師也都積極加入跟

團員一起工作，並學習了如何去維護這些電腦，Zanzibar的Kipilipili老師結束時更對我

們說 ”I will do my best to repair every computer. Make sure next year when you 

come, every computer is working and we can focus on the course. ”這句話讓我印

象很深刻，他們對於資源與教育的態度，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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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我們也不停地拜訪學校，也會到回訪的學校，了解過去團隊成果，對老師與學

生都有不少改變，學生很明顯熟悉了電腦操作，老師會用電腦製作出自己的教材。我

們到來時，他們也積極提出電腦問題，希望能更進一步學習，讓我了解在團隊離開後，

當地教育是如何的發展。中途也常會看到其他組織建的電腦教室，不同的國家對當地

資訊教育都有不同的解決方案，有電腦教材、電子書的課程、太陽能板的建立等，我

很努力地去了解他們的方式與成果，希望能互相學習，很高興看到世界不同角落的人，

都會為了幫助當地而努力，我在坦尚尼亞，看到了世界最美好的一面。

在坦尚尼亞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他們雖然在物資上很困乏，但精神上卻充

實無比，我看到了學生和老師對知識的熱忱與對未來的追求，甚至高於先進國家，當

地的老師與學生都很珍惜著機會，不願放過任何練習與課程，讓我們不斷與老師討論，

想辦法為學生帶來更好的教育。學生完成操作時的喜悅，與聽到他們口中的未來夢想，

賦予了我們旅程的意義，因為帶來教育的機會與希望，正是我們的目標。這四十四天

的挑戰與冒險雖然困難重重，但團員們能互相支持，不論是最艱苦的事情還是歡樂的

事情，我們都共同的全部完成了。現在雖然已經回到台灣了，但我們在學校留下的電

腦與教材，還會繼續的幫助學生，我也注意到自己的成長，雖然一直會犯錯，但在每

天的檢討中我確實的在進步，從當初聽著領隊的指令做事，不熟悉，到最後能自己規

劃課程，並帶領團隊去完成所有準備，才發現這些考驗，都是最珍貴的經驗，我也希

望能把這些東西，帶給未來的團隊，讓坦團的服務永遠不停止。

238



從高中開始做志工，「為什麼要做志工?」一直是個很常被問到的問題，理由有

非常多，我聽過也從我嘴裡說過各式各樣的答案，從敷衍的只是為了學校需要志工時

數、喜歡小孩等等，一直到各種深刻甚至沉重的理由，願意做志工的人每個人都有他

的理由。其實，很多時候我只是想做，沒有什麼理由，就是覺得想做一件事。一開始，

加入坦團的時候我想了很多理由，想去不一樣的世界看看、喜歡認識不一樣的人、喜

歡付出的自己，有些理由說給別人聽，有些是給自己，但到了這趟旅程結束之後，其

實那些都不重要了。在這趟旅行裡，我真的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也認識了許多不同

的人，但最重要的是我選擇了去走完這趟旅程。

剛剛踏上坦尚尼亞的土地時，我看到的是一個小小的機場海關，就好像台灣的郊

區火車站的大小，但這裡是坦尚尼亞數一數二發達的城市三蘭港的國際機場，在這之

後搭乘巴士前往我們的第一站little sister community。 一路上我看到了沒有鋪柏油的

道路、傍晚時人們就坐在路邊享用當地的食物，就好像電影中描繪的4、50年代的台

灣一樣。不同的是這些坐在路邊的小販拿著智慧型手機來計算、電視是彩色的液晶電

視。我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熱情、古怪的地方。

之後隨著我們的旅程越走越遠、我看到了許多不一樣的坦尚尼亞，她有她的繁榮、

有她的落後、她有破敗的區域、也有壯麗的美景。Dar es Salaam、Zanzibar、

Bagamoyo、Morogoro、Dodoma、Nanja、Arusha每個地方都有屬於那裡的美麗。

在旅程結束的現在，每個地方都有我們的朋友。

一開始我其實不太知道要怎麼上課，我不知道要怎麼教一個中學生操作滑鼠，這就

像，在我的教學經驗中從來不需要去解釋為什麼1是1不是3一樣，我完全不明白當地學

生對電腦的了解程度。隨著時間過去，我開始慢慢理解學生的狀況，知道學生的問題，

袁泰智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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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教他們各種東西了，有時候即使有語言的隔閡也慢慢能傳達自己的意思。

在這趟旅程中最讓我感動的一件事可能是在Bagamoyo的孤兒院行程吧。有一位

叫做Baliki的小孩，他才到孤兒院不久，來自馬賽的部落，兩歲不到的他，連斯瓦希里

語也不會說，除了幾個會說幾句馬賽族語的小孩之外沒有人能懂他，年幼的他就像一

隻新生的困惑野獸，什麼東西都想嘗試，想尋求別人的關愛，可能是因為高中時的經

驗吧！我很擅長應付小孩子，Baliki跟我特別好，整天都跟著我，最後我們要離開時，

不知道為什麼，他好像明白我們要走了，他走過來拉扯我的衣服。我蹲下和他說我們

要離開了，說的是華語。他卻像聽得懂一樣，抱住我。我抱了抱他，然後上了車他和

我們招手，一直到看不見他我才想起，這很有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了，我很努力

才忍住讓眼淚不掉下來。也許這聽起來矯情，但我當下是真的這麼想，如果我的人生

中還有機會我真的很想再和他見面，我好想知道那個無助又大膽的馬賽孩子之後會怎

麼樣，好想能讓他聽懂我所有的話語，但是我不知有沒有這個機會。這份經驗讓我明

白，有時候，即使語言不同人們仍然能夠理解彼此。這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

在Nanja有一天在我檢查一台故障的電腦時，我看著自己手上割傷的痕跡，沾滿

灰塵的手、指甲裡有一些泥沙，這時候，學生正在上課，我看見一個學生在完成Word

練習他說他想成為一名Professor。「想成為什麼?」是一個常常被拿來問學生的問題，

在台灣我聽過太多學生回答他們具體的夢想，也得到過各種不同的答案，其中不乏一

些遠大的夢想，那對有些人來說似乎很容易，只要遵循某些既定的道路就有機會完成。

但是也有些人連作夢的勇氣都沒有，他們要煩惱回家之後除了工作還有沒有時間完成

作業，就連我自己也曾經懷疑自己有沒有作夢的權利。但是在那一刻我意識到，這個

孩子他雖然身在一個比許多台灣孩子更艱難的環境，但是他仍然沒有失去作夢的勇氣，

如果我們今天的課程能對這個學生有一點點的幫助，如果能讓他更接近他的夢想一點，

那我所做的一切或許多有那麼一點點價值。如果在Nanja的孩子們還有作夢的勇氣，

那在台灣的我如果不去追夢會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所以從今以後至少我會努力地去

嘗試。

我明白自己並不是一個適合團體的人，我參加過很多團體，我總是會發現自己不

能融入，也不在乎自己能不能融入。但是

坦團是第一個讓我努力想要融入的團隊，

240



我是真心的希望自己能做好，

能成為團隊的一部分。從十一

月到六月，總共八個月的辛勤

準備到這兩個月的旅程，我確

定自己有什麼地方改變了。我

認為自己多少學習了一些在團

隊中工作的方法，我認為這會

對我的人生起到不小的幫助。

除了團員們，在這趟旅程我到了很多地方看見許多事情，這讓我理解

了我擁有多少東西，認識到自己有多麼幸運。在坦尚尼亞遇見的人們有很

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他們的人民對待彼此的方法友善而熱情、他們尊

敬長者、他們有些人努力想讓生活變得更好一些、有些人勇敢面對悲傷的

歷史、有些人無懼的為他人爭取更好的明天。這趟旅程給了我很多我希望

自己能像一台電腦一樣把這些資料儲存起來，永遠不要忘記。但我也明白

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能將每件事情牢牢記住，但我會確保自己能記得

自己曾經在這片神奇土地上遇見很多美好的人，會記得從他們身上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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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欣茹 Angle

「人生如夢」這句話是

我想到最適合這四十四天的旅

程的話。短短的一個半月裡，

有喜有悲、有苦有樂、有收獲

也有遺憾，如人生，也如夢。

從我填線上表單報名申請志工

團彷佛就是這場「夢」的開始，

之後到面試成功，用了大三大

半年的時間四處奔波，只為了

能爭取更多的資源帶給當地的

小孩，再到坐了一整天飛機後，

真正踏進這一片充滿熱情的大

地，與當地人相處四十多天，

各種的相遇和經歷絕對是一年

前的我沒法想像。尤其是當我

在車上看著外面與台灣完全不

一樣的風景時，車外的世界與

車裡的我就像平行時空，那些作夢都不會夢到的人和事，此刻如此鮮明的出現在你的

眼前。我終於不用再靠著我的想像，不再是從別人口中得知，不再是從電視上看到，

因為我已經身在坦尚尼亞，所有如夢中的情景都化為真實。在這裡我第一次能夠和小

孩們打成一片，未曾感到一絲厭煩；在這裡，我第一次以講師的身分站在當地學生面

前分享，即使每次都會緊張，但總是讓我感到滿足；在這裡第一次與初次見面的學生

促膝談心談天說地，聽著他們用獨有的語言去高歌、去訴說他們的夢想，這些交流和

相遇互相交織，成為我人生中如此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一場「夢」。

在這場「夢」裡，每一天我們都會遇到形形色色的挑戰，但挑戰後過又會出現各式

各樣的驚喜。本來就不太會和陌生人交流加上完全零教學經驗的我，需要站在幾十位

學生面前，以講師的身份去教他們電腦，真的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但在上課時，看到

學生即使聽不太懂上課內容，但依然努力去完成我設計的練習，我意識到這些課程對

他們來說不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嗎？他們又何嘗不是從零開始，去學習、去摸索、去

面對每一個不曾接觸過的挑戰。所以看著學生們由不熟悉電腦操作到能順利打出自己

的名字，甚至完成的作品能超出我的想像時，當中的感動實在是難以形容。他們就像

剛出生的小象，我們只需要給他們一點點的推動，他們就能以自己的力量慢慢站起來，

然後學會走路，甚至能超出預期的跑得比我們快。

而且就算學生的背景、學習能力不一，但從觀察或是交談中，你便能發現他們對

於學習有無限的熱愛、對未來有都各自的計劃和期許以及對新事物的吸收之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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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充滿力量、對這世界充滿好奇，一言一行都能

為你帶來驚喜。

然而旅程中總少不了離別。跟小孩交談之間，

他們很常問我們是從哪裡來。除了這個問題外，另

一個最常被問到的就是：「我們什麼時候離開？」

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都會有一點難過，因為

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喜歡離別。離開每一所學校的時

候，小孩和學生們都會熱情地在學校門口歡送我們

，我們也會依依不捨地在車上揮手跟他們道別，並

期待著前往下一個地區。但就在最後一個服務學校

，當我把我的球衣送給了一個很認真上課還會幫忙

翻譯的女孩時，她忍不住抱著我哭了出來，我這才

意識到我們的旅程，或是這場四十多天的「夢」終

於迎到終章。那一刻我才察覺到原來我是多麼的希

望「夢」不會有完結的一天，渴望著可以有更多的

時候可以去了解這大地各種的面貌，期待著在路上

更多新奇的相遇。

還記得到當地的第一個晚上，接待我們的修女準備了很豐盛的晚餐，有米飯有肉，

完全顛覆了我對非洲的認知。出發前我有先查一下當地的飲食習慣，發現他們其中一

個主食為香蕉時，我不禁擔心了一下，所以當看到熟悉的食物出現在餐桌時大家都十

分興奮。每次我看到當地人這麼用心的準備食物和水，為我們打點好房間，提供各種

幫忙，讓我們安心地幫學生上課和到處訪查學校。我都會想，與他們短短相處的幾天

內，其實我們所做的到底有沒有真正幫到他們？或者我們是不是能做更好？為他們做

更多的事？才不致於浪費他們的好意和招待。我們到底是匆匆忙忙地在他們生命中路

過，卻沒有留下了什麼？還是能為他們帶來一點點的生命中變化，而不僅僅是一個從

異地來的過客？

雖然答案我已經無法得知，但對我而言，這旅程還是留下了不少遺憾。其中最可

惜的莫過於預定為六所學校建電腦教室的計劃只完成了一半。只因海運未能順利清關，

導致物資遲遲未能送到某些服務學校，無法為學生提供更好的交流和服務。

在旅程之中，我們總是不自覺地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總是認為我們已經足夠的

努力，總是想著做事情很辛苦，卻不小心忘了我們開始這一切的目的，忘了這次旅行

的意義。好比人生，有時候我們會迷失了方向、會走偏了原本該走的路。所以那時候

副領隊跟我們說了一番話：「每一天不論你做了什麼，不論你事情做得好或壞，或是

你什麼都不做，它還是會過、事情還是會結束。但這卻不代表你今天有過完、事情有

結束就好了，因為這樣子是沒有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應該是你有沒有把事情做好。

如果沒有想要把事情做好，倒不如乾脆不要做。」這段話猶如當頭棒喝，回到台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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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讓我印象深刻，也讓我不斷反

思這一年來，出發前甚至旅程當中

我們的所做所為是否有意義和價值

，還是我們只是一味浪費別人的資

源和時間。

但也正因為有了缺失和遺憾，才

能化成動力推動我們繼續努力去改

善和進步。從第一堂課開始，到建

立最後一個電腦教室，其間當然少

不了發生各種摩擦和問題，但在旅

程快到尾聲的時候，我感受到整個

團體以及自身的變化。我不能斷言

說這些變化和經歷到底是好是壞，

最起碼這種種體驗從此在我生命裡

留下了不一樣的印記。或許到最後

我們並沒有畫上完美的句號，但旅

程總歸是要結束，我們最後還要離

開這片土地，回到遠在九千多公里外的另一個城，繼續我們與他們截然不同的生活。

那邊的「夢」結束了，但人生的「夢」才剛開始。

人生夢一場，難得夢一場，願你我都能踏上這無盡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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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19共44天的行程，發現了在臺灣不可能看見的自己，在臺灣的思考模

式來到坦尚尼亞後變得特別不同，44天之內，我確實感受到某部分的自己被坦尚尼亞

所遇見人事物改變了。還記得第一天來到坦尚尼亞的時候，車窗外看出去的，是土黃

色的大地，街上的小舖一間一間的並排著，商人的物品一個個吊掛在店門口，小孩在

街上奔跑著，偶爾兩三隻雞出現在街道上一點也不足為奇。但初來乍到的我們，兩眼

瞪著看著窗外的景象，戰戰競競的不敢拿起手機拍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景象，深怕按

下快門的瞬間，有非洲人會敲窗跟你索取任何費用。當時的我，或是我們，都無法想

像自己已經在非洲、坦尚尼亞這塊大陸上。而看當地人的眼光，就跟看外星人一樣，

怕自己出了甚麼狀況或做了甚麼舉動會造成不可想像的後果。

但經過一間間服務的學校，從繁華的港口城市Dar es Salaam到海島Zanzibar一路

到了乾燥的內陸Morogoro、Dodoma，才漸漸感受到，其實我們沒有特別不同。每

天早上離開宿舍前，教會的神父總是會站在門口與我們熱情地打招呼，一次次的

Mambo！ Poa！、Habari！ Nzuri！ 種種招呼裡面，也看見了當地人對我們的熱情。

在教電腦的同時也發現，一個班級裡總有天資聰穎的、學習能力強、肯努力的孩子，

或是跟臺灣一樣認為自己總能駕馭全世界、不懂硬要裝懂的傲嬌青少年。

服務過程當中，印象最深的非遇見的學生莫屬。在Zanzibar遇見的naughty boys，

記得那天的授課內容是scratch，學生上課時就是不懂裝懂，實際操作也出現了困難，

卻也不願意仔細聽講師上課。身為助教的我，仍是必須盡到協助教學的責任。在解釋

+10、-10控制角色的功能時，我畫了X-Y軸解釋二維空間移動的基礎概念，他聽懂後，

點了幾下角色的設定，成功了。他淺淺的露出一抹微笑，好像深怕會有失他酷酷的外

表一樣。隔天上課時，Hey Arnord！他十分意外我記住了他的名字。同樣也在這堂課

邱于宸
Y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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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教師工作坊結束後和一位老師聊到關於坦尚尼亞電腦教育的現況。在坦尚尼亞具

ICT背景的教師，在大學前幾乎沒有使用過電腦，也因此必須在短時間之內，學習相當

於臺灣大學生20年來，所累積的大量電腦知識。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無法完全熟悉

電腦應用，畢業後也難以有系統的教授學生電腦課程，種種原因造成當地資訊教育成

效不佳。而當我們討論到對於現況有何種建議時，老師說:”The government needs 

to teach the teachers first, then the teachers can teach more students.”另外，更重

大的問題是學生太多、電腦太少，造成在沒有電腦的狀況下，老師永遠只能在台上教

電腦理論。而少了實作機會的學生，也無法真正理解電腦的實用性。”Then you 

come. You bring the computer here to teach the teachers. “

另外在當地，身為相手的我，一開始會甚麼都想拍，想把畫面趕快寫在相機裡。卻

忘了停下來好好思考，到底這張照片對我的意義是甚麼。服務中期才發現，先嘗試著

用眼睛欣賞現實世界當中最美的一刻，真正體會後，再去用相機捕捉那畫面。當我再

次看到照片時，才可以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當下的心情，想著那些印象深刻的故事。也

因為透過拍照，讓我能更冷靜的觀察所處環境的小細節。在St. Joseph primary school

紀錄孩子清澈的眼神、在little sister community教小孩如何從相機的視角看世界、快

門寫下狗狗leonba的表情、學生Salama、Catherine在Zanzibar走廊上與我分享歌曲

的時光、在Holy Cross用地圖告訴孩子”Taiwan to Tanznaia”、紀錄馬賽部落夕陽西

下前的景色、紀錄那天我們在國家公園裡，看見成群的動物在草原上自在漫步的畫面

等等，這一切的一切構築成了在坦尚尼亞最美好的回憶。

在這44天當中也很努力地去學會觀

察當下的狀況，而「停」這件事情對我

來說更顯得特別重要。停下來，才得以

認真思考現在的我，到底職責是甚麼，

該做甚麼？在臺灣太常埋頭拼命做著自

己認為正確的事情，而忽略了周遭的情

況，該是時候抬起頭看看自己身處甚麼

環境，再去好好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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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去了，服務接近尾聲，才發現自

己有好多能力無法觸及之地，但過去的

永遠只能留在過去，失去的也是一樣。

我們在各地區看見的情形，一頁頁的再

次從腦海翻閱出來，是不是當初多問一

點資訊，多了解一點，就更容易透過我

們的能力為他們生活上的不便做出一些

些的改善？是不是當下應該多思考一些，

其實我們也不是單方面的付出，反而是伸出一雙手和他們學習，謝謝他們。

一趟旅行之中總有捨不得、覺得可惜之處，或是因時間的關係而錯失了再次見面

的機會。在臺灣各個企劃書、團隊介紹、影片當中總時時刻刻出現”Mountains 

never meet, but people do”. 沒想到到了當地分離的時刻，總會聽見老師和學生握著

我的手說這句諺語。到這時才能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涵義。山不會動，但人是會流動

的，不因這次的離別而傷感，待緣分來臨時，我們總會再次相遇。Milima haikutani

binadamu huku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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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八個月的籌備期，越後面要準備的東西越來越多，偶爾也會忙到很絕望，

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了什麼？過程中也一直在懷疑我們這樣的準備，到底真正為當地做

了什麼？這樣的疑問一直存在。到了出團前，心情轉為興奮，準備了這麼久，終於要

上場了。踏上坦尚尼亞土地的那一刻，眼前所見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距離台

灣將近一萬公里外的世界。我們從Dar es Salaam, Zanzibar, Bagamoyo, Morogoro, 

Dodoma, Arusha 一個一個地點往中部走。剛開始的兩個星期真的很不習慣，不管是

食物還是生活上，每天吃的都是同樣的醬、油拌飯、chapati等等。因為當地水資源的

缺乏，沒有辦法想用水就用水，廁所都不是自動沖水的，遠遠就能聞到濃濃的廁所味。

幾個星期下來，每天就是起床然後去上課，當主講、當助教，生活很規律，久違

的早睡早起，精神變得格外的好，早起都變得很輕鬆。還記得有位學生在上

Powerpoint 的時候，打了一段文字給我：I’m very happy because of Taiwan. 學生

們都很熱情，時不時會跟你說I love you！ 但印象最深的還是這句話，打從心底覺得

開心，這是在服務期，我第一次被打動。我們在每間學校待的日子也就短短一個星期，

幫他們架設電腦教室、教他們一些基本電腦

概念與office軟體的基本應用，或許這些對我

們來說，再簡單、再平常不過，天天離不開

這些東西，但對他們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

接觸電腦，第一次知道它可以取代紙筆，可

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曾經有學生對我說

＂God gives you everything. ＂語氣中帶著

些許的羨慕，她對我說，你有漂亮的長頭髮

張之怡 Z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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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會這麼多東西。我們沒有特別聰明，我們只是很幸運的擁有這些資源，而我們想

做的，就是盡可能的與他們分享，交流的過程中，他們也會分享他們平常的生活方式。

遠在九千公里外，偶爾還是會想念一下台灣，但坦尚尼亞人是一群很善良的人民，

會因為我們吃不習慣他們的食物或是道路顛簸而向我們道歉，這是令我很驚訝的地方，

在台灣，我們從來不會因為這些道歉，通常只是覺得他們只是單純不習慣，久了、習

慣了就好，但他們的想法卻不一樣。雖然本身的物資已經很缺乏了，卻想盡辦法讓我

們過得舒適，拿最好的東西出來招待我們，讓我們覺得賓至如歸。

當地使用的語言是Kiswahili ，有很多不同的打招呼方式，像是mambo, shikamoo,

Habari……也都有特定的回應，每次見面都是一連串的招呼聲，每次都像在進行抽考，

要及時回應出正確的解答，挺有趣。他們對於台灣的婚姻制度很感興趣，因為有蠻大

部分的坦尚尼亞人是穆斯林，大多推行一夫一妻制，而且早婚，所以我們常常被問到

Are you married? Do you have kids? 第一次被問到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有點被冒犯，

但後來也就慢慢習慣了。不同於台灣建築林立，坦尚尼亞的風景是一片遼闊，一望無

際、滿地黃沙。路旁的風景常常是一片的草原，偶爾出現一群一群的牛羊。

我們也去看了當地的馬賽部落，那時候參加的是他們的新屋落成典禮，全族人圍

在門口，唱歌跳舞，慶祝新居的落成，還有一位族人跟我們介紹，因為他有兩個老婆，

這裡是其中一個老婆的住所，等等要換去另一位妻子那邊慶祝。還拿了風乾肉給我們

吃，但考量到衛生問題，我們可能沒辦法像他們那樣適應，於是委婉的拒絕了他們的

盛情邀請。欣賞了馬賽族的傳統舞蹈—戰舞，男子們圍在一起哼歌，然後比賽跳高。

討論到文化商業化的問題，坦尚尼亞的馬賽族在最近幾年，慢慢加入觀光的產業，藉

由收費表演或是拍照要收錢等等方式宣揚他們的文化，這樣

的方式當然有利有弊，利的部分是可以讓去到那邊的人更多的

了解馬賽人，弊的是擔心會不會因為某些傳統

文化沒辦法拿來商業化，族人慢慢的將它遺忘

，這樣的傳統也就漸漸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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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坦尚尼亞的44天，我見到了一個不同樣貌的世界，短暫的體驗了那邊的生活方

式，不能說是完全的融入，畢竟我們經歷的也只是他們一部分的生活，但總歸還是不

同於台灣，真正體會到在台灣生活真的很幸福，有源源不絕的水源、電力，不需要水

源配給制度，打開水龍頭，乾淨的水嘩一聲就流出來，也不會三不五時就斷電，不用

抓緊時間充電、不用摸黑吃東西。雖然說是志工，但我覺得，我們才是收穫最多的那

個，明白我們擁有的這些是我們的幸運，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缺乏資源的，我

們可以做到的也遠遠不止如此，“Education is 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一位

學生這樣說過，我們常常忽略了自己到底是多麽的幸運。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對他

們來說卻是非常難得，期許自己可以好好的珍惜擁有的資源，好好運用這些資源幫助

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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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很厲害才能開始，但要開始才能很厲害。」

最初想加入清大坦團，只是單純覺得國際志工很酷，能流利的使用英文溝通，具

備超強的專業能力，還有一顆為公益奮鬥的愛心，這是我希望自己未來能成為的樣子，

也渴望在這個過程中蛻變成更好的自己。

像是中樂透一樣的幸運，我成功加入了坦團的志工行列，大家人都很好，包容著

我的不足之處，真誠的給予我支持和鼓勵。在一年紮實的籌備期中，我不只在英語的

口說能力上有明顯的改善，在心態上也成熟了許多，像對於志工的進場是為了退場的

種種議題，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和體悟。

究竟在非洲做國際志工能為當地做出什麼好的改變呢？又該怎麼做才能服務更好

呢？在出團前我每天一遍遍的詢問和告訴自己，再過不久妳就要成為夢想中最酷的國

際志工，妳要好好珍惜機會，盡可能做到最好，不要留下任何遺憾。

儘管已經用最高標準要求自己，一開始在當地服務還是磕磕絆絆，像上課太緊張

導致語速過快，訪查學校問問題太直接沒有舖成等。每天日檢我都會很認真紀錄大家

給我的建議，並確實改進種種缺點，但在坦尚尼亞的夜深人靜時，我也會忍不住懷疑

自己，我來這裏真的有意義嗎？我是不是有真正幫助到別人？還是我造成了其他夥伴

的麻煩了？

直到那天上完PC，我拖著沉重的步伐慢慢離開電腦教室，腦中思考著晚上又要

被檢了，這時有兩個學生在樓梯前攔下了我，告訴我她們很開心在這堂課學到了很多

電腦知識，並感謝我們帶來的一切，讓她們未來能考上好學校，完成當工程師和醫生

的夢想。最後給了我大大的擁抱和洋洋灑灑的一疊信紙，那一刻開始我才真正感受到

對坦尚尼亞的關愛，不再是因為國際志工應盡的職責，而是我發自內心想為學生為這

個地方付出更多。

也許是改變了想法，觀看世界的角度也變得不同了，每到一個新學校，我開始會認真

林玟萱 Mic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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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當地的需求，期待能做出真

正幫助到他們的行動，像是基本

民生需求水電，是不是穩定供應

的，課堂上使用的教科書是不是人手一本的，如果不是每個學生都有教科書，那有什

麼渠道可以幫助他們學習，也許是和科任老師借閱書籍，或是學校有圖書館的資源等，

透過和師生們直接的對話，我們能做到更全面的了解，這也是國際志工最大的核心價

值，屏除錯誤的資訊和個人主觀偏見，面對面和當地接觸，才能有效改善問題。

我們團隊主要服務項目雖然是資訊教育工作，但因為在當地發現了一些基礎建設

上的問題，所以歷年來都會提出相應的子計畫，像是電力供應不穩定，常常不定時斷

電，這會造成電腦硬體設備的磨損，於是我們就幫助學校架設不斷電穩定系統，有效

解決臨時斷電時對硬體的傷害，除此還有基本民生需求，像是床架計畫、免費午餐和

獎助學金等等，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機制。

在坦尚尼亞的日子裡，我也看到關於當地教育現況的問題，首先是公私立學校的

差別，公立學校雖然是免費的，但普遍基礎設施都非常糟糕，師資也不夠，沒有達到

很好的教育效益；而私立學校雖然要負擔學費，但各種建設是相對完善，校方對師資

和學生的教育非常重視，所以當地居民為了更好的升學，大家會盡力把孩子送去私立

學校，而我們坦團比較多服務的也是私立學校，就是因爲它們能提供穩定供電，且英

語能力流利。

但我也不斷反思，公立學校的資源都相對貧乏了，可是基於服務的考量我們最後

仍是選擇幫助私立學校建設電腦教室，這樣不是會加劇兩者之間的落差嗎？我們又能

做些什麼來改變這個現況呢？

後來我才知道，有些評估後不適合服務的公立學校，團隊會把參訪等資料轉介給

其他志工機構，等到基礎建設更加完善，未來也還是有合作的可能性，我們團隊力量

有限，實在不可能做到所有服務，但這不意味著我們放棄解決這個問題，而是適時找

到其他協助，讓整個服務更加完善和順利。

第二點我反思的是當地「填鴨式教育」，坦尚尼亞的課綱非常理想化，希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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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掌握各式各樣的知識技能，也不管學校的軟硬體和師資能跟不跟得上，像是電腦資

訊課程是必修科目，但大部分學校連一台電腦都沒有，所以為了因應這個教育政策，

大學的升學考試有考「電腦筆試」，這在我們看來非常不可思議，因為這完全不管學

生的實務操作能力，就是讓你寫題目背答案的考試方法，而且考試的內容簡直難到不

合理，那時候電機系的團員翻閱了他們的教科書，表示這些是大學電機系指定書目的

難度，而坦尚尼亞的學生們就是要死記硬背下這些內容，才能完成他們重要的考試。

最後一點是性別不均的教育議題，因為坦尚尼亞普遍會生養很多小孩，但他們會

把資源和金錢優先培養男孩，某些家庭的觀點是女孩很早就可以嫁出去了，所以沒有

投資的價值，這多少有點重男輕女的情況，所以愈往上升學男女學生比就愈不均，這

個情況需要通過教育和政策來改善，這也是我們可以關注和提供幫助的地方，像之前

的獎學金子計畫就是專門給女同學，幫助她們能解決經濟上的困難繼續升學。

這些反思並不是我一個人去發想的，我們團隊每天都有個人分享，大家會交流當天所

見所聞，以及自己的主觀看法，透過這些資訊的交換，我們對事情的了解會更加全面，

也更會以不同角度去思考，這讓我學習和收穫很多。

除此之外，在旅途中我們也遇到其他國家的國際志工，我們服務的面向也不盡相

同，透過交流和分享，了解更多當地的現況和問題，我很喜歡這種眾人一同努力達成

社會共好的方式，會真切感受到這就是一個地球村，人和人、國家和國家不是對立，

而是互助合作的，大家不會只顧著自己好就好，而是希望這地球上所有人都能一樣好，

並會作出實際行動來改變世界，因為有著這樣一群善良可愛的人們，社會才能愈來愈

和諧美好。

之後的旅程，參訪了不同的城市，遇到了各式各樣的人，中間有淚水有歡笑，每

個感動瞬間都編織成一個個生命故事，不論是對於團員或是對當地學生，我們都透過

坦團更加接近理想中的自己，也更能體現「志工，是成己利人的偉大志業。」這句話，

在這段國際志工的尾聲，我想告訴大家，勇敢踏出第一步吧！不要害怕，精彩的故事

就從這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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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you ever do it again in the future?” 

“Yes, definitely yes! No doubt I will do it again.”

This is the one question everyone asked when I returned back from Tanzania 

volunteer trip. That is the answer I told everyone and it also the one thing that 

sums up my whole experience participating in this volunteer group.

The first time I heard about a volunteer program was a few years ago when I 

first joined the company. The first time I heard about this program, I told myself 

“Wow,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those people are so lucky to join this program.” 

With a busy schedule working and punching 9 to 5 card (or even more), never 

have I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able to actually join the program. It was until last 

year that I told myself, I’d regret it if I don’t at least try to apply. My 

motivation was pretty simple, I wanted to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I am a 

foreigner living in Taiwan. And l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also means that I 

actually have received a lot of help along the way and I wanted to pay it forward.

I was waiting for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again this year and I 

wholeheartedly decided to apply when I heard the news. I applied and I am very 

grateful to be accepted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Tanzania volunteer 

group together with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s team.

龐歡妮 Stiev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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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oined a couple of team’s meeting i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before 

we left to Tanzania. Since the university is located in Hsinchu and I am working 

in Taipei, sometimes I had to take personal leave from the company in order to 

join the meeting. The first time I met the team,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how 

organized they actually planned this trip. Everyone seemed to have very 

important role to make sure that the trip went smoothly. That was also the time I 

got to know the leaders of the team, Ruby and Lala who put much efforts to 

guide the team reaching their goal.

The team was planning to visit many different schools in different cities in 

Tanzania for a total of 40+ days of journey but I could only participated to visit 3 

schools located in Dar es Salaam, Zanzibar and Bagamoyo. 

One thing that everyone thought when they first knew I joined the volunteer 

program was “Oh, enjoy your vacation!” – and my respond was always the 

same “No, it is not a vacation!” 

I probably did not really know what I said until I actually arrived in Tanzania. It 

was not only NOT a vacation but it was a full-time work itself. It was a team fully 

dedicated their effort and their time to ensure that we bridge the digital gap in 

local communities.

I am very familiar with the word “bridging digital gap in local communities”. 

It is a mission that my company believes to continue to pursue. But it was only 

words before I joined this volunteer group. I feel like I become a different person 

when I am back to Taiwan after the trip. Now, I fully and wholeheartedly 

understand how it feels to bridge digital gap in local communities.

I experienced first hard 

teaching someone who 

never used computer 

before. I witnessed the joy 

and amazement of 

s                  someone who learnt a very 

simple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first time. I w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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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where many of the students will embark their digital journey with 

the computers that we brought for them and the knowledge that we shared 

with them.

Most people who grow up with smartphone and tablets and computers, 

probably will never be amazed by a simple gesture of opening Google Chrome 

application and searching for the content they need, or opening Excel 

application and typing down ‘=SUM’ formula in order to get instant 

calculation result without the need of calculator (or pen and paper) to count. 

They probably won’t have a hard time turning on a computer or using a 

mouse or copying a sentence in an application.

We had the experience to teach students who never really used computers 

before so they were not sure how to turn on a computer or how to use a mouse. 

It is easy for us to ‘double-click’ an icon in a computer in order to start a 

program, or click and drag a sentence that we want to copy, or use “ctrl+C and 

ctrl+V” to copy and paste something. But these are something new that the 

students learnt in class. And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examples of what I 

experienced meeting and teaching students who never really used a computer 

before.

I was amazed with their amazement to learn these ‘simple’ things about 

computer. And I hope what we shared with them sparked their curiosity to learn 

more about computers and how they will benefit from it. I hope they will also 

share this new knowledg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too.

Apart from having our daily schedule to teach, we also spent our weekends to 

do several things such as visiting an orphanage in local community. 

There’s one short moment I still clearly remember from the whole journey in 

Tanzania. It was the time when our team participated in a Catholic mass in a 

local church together with kids from the orphanage.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join a 

mass where most participants were kids. There were kids as young as 3 years old 

until 10+ years old teenagers.

We visited their home and I was so touched by how organized and 

cooperative they were. But it was one moment in the church that touched me

256



the most. During the mass, there was a time where the participants went to the

front of the church to give an offering for people who need help, which usually 

in a form of small money. And all the kids happily stood up and started to walk 

to the front of church to put some coins in the offering box. 

It was in that moment that I felt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or less) you have, 

all what matters is your willingness to help others. It does not necessary to be in 

a form of financial help like those coins in the church but it can also be with your 

time or knowledge. I hope this can be an inspiration for others to keep pay i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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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Little Sisters of St. Francis簽訂之合約:

4. 與坦校核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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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Francis Maria Libermann School簽訂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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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Marian Pre and Primary School 簽訂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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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Holy Cross Pre and Primary School簽訂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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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St. CLARA Mlali Girls Secondary School簽訂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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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Nanja Secondary School簽訂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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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獲獎紀錄

獲獎記錄

 華碩文教基金會暨TDOC國際志工計畫最佳影片獎

(2018, 華碩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TDOC)

 華碩國際志工成果發表會國際志工計畫優選

(2018，華碩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TDOC)

 華緣 ‧ Formosa 100 關懷偏鄉百年樹人專案銅質獎

(2017，財團法人華緣教育基金會)

 華碩文教基金會暨 ADOC 國際志工計畫佳作（2016，華碩文教基金會）

 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佳作（2016,，國家地理雜誌）

 TDOC暨華碩文教金金會國際志工計畫佳作（2015,，華碩文教基金會）

 華碩文教基金會暨 ADOC 國際志工計畫首獎 (2013，華碩文教基金會)

 傑人會傑青獎傑出領袖 (2013 – 201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國際志工類第二名 (2013，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NGO 國際參與成果展冠軍 (2011，台灣外交部)

 第二屆「創不同大獎」優異獎 (2011，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桃竹苗優秀青年志工團 (2008 – 2012，新竹市政府)

 入選青輔會區域和平志工比賽 (2008 – 2012，台灣青年就業輔導會)

獲獎紀錄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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