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離島教育營隊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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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社團聯合委員會 

協辦單位：馬公國民小學 

 

 



 

111年離島教育營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萌學園之尋找磐古」企劃書 
 

壹、活動緣由： 
    本營隊公開招募全校社團領導人，尋找有相同服務社會理念的社團領導人，並秉持

社團人回饋社會的熱誠，利用假日期間到偏鄉地區學校進行教育服務，落實回饋鄉土的

精神，使不同社團領導人可以藉此機會，將不同領域的知識教導給學員，使學員能達到

多元學習的效果。同時也教導各個社團領導人有效的團隊溝通、適時表達自己的意見、

接受不同的意見，藉此機會讓社團領導人可以增加與自己領域不同的知識，將自己的專

業融入到各課程中，達到服務之宗旨反思、互惠、回饋。 

 

貳、活動宗旨： 
(一)以教育為優先，服務偏鄉之學員。 

(二)培養多元軟實力，落實終生學習。 

(三)推動社會責任，以教育服務為基礎，厚植回饋社會服務偏鄉，以達永續傳承之精神。 

(四)整合社團能量，發揮各自長才，提供生動活潑且豐富創意性之課程活動，以達服務學習之成果。 

 

參、活動目標： 
(一)藉由本活動讓各社團領導人互相交流合作，在籌備中互相交換活動經歷，讓營隊更多元化。 

(二)以多元生動模式吸引學員注意，提升正確價值觀及開拓視野，能學以自用，感同身受。 

(三)配合主題套入情境包裝設計一系列的課程活動，給予學員煥然一新的體驗，並有宛如身在其中 

    之快感，建立快樂學習圈。 

(四)從多元課程到團康遊戲，都以探索教育為主軸，探索自我，建立自信心，反思互惠。 

  

肆、工作人員行前訓練日期： 
     集訓日期:111年 07月 04日(一)至 110年 07月 10日(日) 

      

伍、實際服務日期： 

 111年 07月 12日(二)至 110年 07月 14日(四) 

     3天(總計 24小時) 

 

陸、服務地點：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 

     澎湖縣馬公市明遠路 2號 

 

柒、服務對象及人數： 
 馬公國小四年級~六年級學員  共 40人 

 

捌、服務志工人數： 
     共 20人 

     指導老師：竇希皓 手機：0919568719  學校專線：06-2609019 

     專案執行長：常珮怡 手機：0977075869 

 



 

玖、預期效益： 

      對於青年志工: 

(一) 凝聚各青年志工的向心力，能將所學實踐於自身社團。 

(二) 藉由團隊生活，讓青年志工可以從中學習如何有效溝通和傾聽不同的意見。 

      (三) 利用集訓讓青年志工從中學習，吸取不同領域的知識。 

      (四) 透過反思及問題檢討，達到互惠及同儕輔導之效果。 

      對於學員: 

(一) 藉此營隊，融入本校專業醫療、食品營養等課程活動，使學員能夠學以自用。 

(二) 融入風靡全球的創客課程，讓學員學會珍惜利用有限資源創作，激發潛能。 

(三) 為學員建立友善學習環境，性別平等意識與尊重身體自主權，能夠有發現、分析、解決 

     應對問題之能力。 

      (四) 藉由集訓督導青年志工，提高服務學習素養，達到與服務學校深耕未來，持續合作的互 

           惠機制。 

      (五) 打破傳統講述法的教學，透過實作及戲劇串場等方式呈現課程內容，既簡單、清楚又有 

           趣的內容，增進知識的印象，並利用引導討論方式，使學員擁有正確的知識和價值觀。 

    

拾、人員分工： 

職稱 人數 工作內容 

指導老師 1 督導及引導營隊活動規劃。 

執行長 1 
規劃營隊活動、追蹤各部門發展進度、引導各部門籌備方向、行政事務

處理、經費花費控制、召開會議等。 

執行秘書 1 
協助執行長事務處理及完成執行長交辦事項、收集各部門進度回報於執

行長、會議通知等。 

核心幹部 5 
規劃各部籌備事宜及統整籌備進度，並定期回報。(活動部/研修部/生活

部) 

活動部員 4 
設計活動遊戲、主題故事設計、人物包裝、銜接點串場、轉場活動設

計、製作遊戲道具等。 

研修部員 4 

課程編排、會議記錄、彙整各課程學員回饋及授課員反思、製作活動手

冊、名牌、課程紀錄單、簽到退單、司儀稿等，活動時需要的一切表單

及資料。 

生活部員 4 
關心夥伴之身心狀態、安排日常所需、膳食安排、聯絡遊覽車公司、器

材安排及測試、道具採買及清點出隊用品裝箱。 

隊輔 全員 
引導學員、關心學員之身心狀態、行前通知、確認學員是否到家、帶動

小隊氣氛培養團隊向心力、製作小隊小品。 



 

 

拾壹、青年志工名單： 

職位 名字 社團/系所 

指導老師 竇希皓  

執行長 常珮怡 社團聯合委員會經營輔導執行中心/幼兒保育系 

執行秘書 江岑真 社團聯合委員會經營輔導執行中心/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 

核心幹部 陳畇之 社團聯合委員會經營輔導執行中心/護理系 

核心幹部 黃沛穎 木箱鼓社/護理系 

核心幹部 張薰之 社團聯合委員會經營輔導執行中心/寵物照護與美容系 

核心幹部 陳佑竹 社團聯合委員會經營輔導執行中心/食品營養系 

核心幹部 黃浩宇 社團聯合委員會代表大會執行處/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生活部員 鄭詠心 國樂社/幼兒保育系 

生活部員 曾文筠 手韻手語社/護理系 

生活部員 施孟葶 手工藝社/食品營養系 

生活部員 陳硯薰 國樂社/食品營養系 

研修部員 劉怡琳 瑜珈社/生物醫學保健科 

研修部員 吳雨庭 手工藝社/寵物照護與美容系 

研修部員 張桓儀 瑜珈社/生物醫學保健科 

研修部員 蔡宜均 手工藝社/寵物照護與美容系 

活動部員 岑育安 愛與關懷志工社/護理系 

活動部員 林佳儀 手工藝社/食品營養系 

活動部員 方珮庭 手工藝社/食品營養系 

活動部員 陳德恩 卡爾巴童軍團/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拾貳、執行策略：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大地遊戲 

讓學員跳脫在教室中學習的環境，藉由大地遊戲，讓學員可以走出教室，也

可以更親近大自然，並著重省思分享：利用此實際參與活動課程，引導學員

省思活動過程、與同儕合作或競爭過程，進而能改進遊戲創新方法也能從遊

戲中學習團隊合作、遵守規則、重視團隊榮譽及培養團隊默契。 

互動課程 

互動課程包含 DIY課程(手作小品)、創客教育(太陽能車車)等等…。 

1.利用簡單有趣、創意的 DIY材料，做出實用或紀念小品，讓學員將作品帶

回家與家人朋友分享，從中獲得自信心及成就感，透過"動手做"培養學員五

大能力：專注能力、合作能力、自律能力、突破能力、溝通能力。 

2.創客教育為時下很流行的一種教學，利用有限的積木或是零件給予學員，

並在授課者的示範以及方向引導下激發出學員對有限物品利用，創作出獨一

無二的作品。並透過創作的過程中，簡單的了解到基本的物理知識及現象。 

認知課程 

認知課程包含 1.我的健康餐盤(營養攝取)、2.我敢大聲說 NO(反菸反霸)、

3.我的美麗家鄉(生態探索) 、4.世界地球村(多元文化)、5.love&care (性

別平等)等等…。 

1.利用仿真食物模具及糖質檢測儀器配合課程進行，讓學員實際操作體驗增

進經驗學習能力，同時也能讓學員了解怎麼吃才健康。 

2.透過小短劇，讓學員可以從中找出問題點及發覺同儕間的問題該如何解

決，同時也正確告訴學員如果身邊的人有類似的問題該怎麼幫助他們，也會

教導學員該怎麼勇敢拒絕說"不"，如何幫助身邊的人。 

3.對於我們自己的家鄉生態，我們又了解多少呢~以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為

主軸，並於環保局合作，透過集訓授于服務員相關知識，再由服務員融入課

程中，與學員一同環保 GO! 

4.透過創意短劇、串場、影片等方式進行課程，使學員了解與認同多元文

化、消除刻板印象、培養多元價值觀，使學員在面對不同文化及種族時，能

夠尊重與包容、接納。 

5.性別平等包含性別、跨性別的認識、尊重及如何看待自我與防治校園性霸

凌及救援、性的醫學新知，讓學員去正視及面對當問題發生時該如何尋求正

當管道去處理問題。 

律動課程 

透過帶動跳方式進行，讓學員可以使身體有準備地承擔起一天的學習和各種

活動，以振奮精神、調動情緒，加快血液循環，為大腦輸送更多的氧氣，從

而集中注意力、提高記憶力和思維能力，為智力活動及各類課程準備良好的

條件。 

闖關活動 

設計一系列的闖關活動，使學員可以從玩當中快樂學習，去體會該怎麼和不

同意見的人溝通，也要知道如何合作才能順利通過，利用闖關遊戲，可以讓

學員彼此更親近，可以藉此表達自己的想法。 

課程實施方式：以認知、互動、團康等方式進行。 

1.認知課程為使用 PPT 講述、戲劇串場、影片、搶答等方式進行，並導入品德教育的課程活動。 

2.互動創意為帶領孩子唱跳並透過手藝專業和孩子互動交流創意，讓孩子有創意發展的空間。 

3.團康活動為利用大地遊戲等活動方式促進青年志工與孩子的關係，並增進多元成長。 



 

拾參、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07月 12日 

星期二 

日期 

 

 

時間 

07月 13日 

星期三 

日期 

 

 

時間 

07月 14日 

星期四 

09:00~09:30 簽到 09:00~09:30 簽到 09:00-09:30 簽到 

09:30~10:00 始業式 09:30-10:00 律動課程 1 09:30-10:00 律動課程 2 

10:00~10:30 破冰遊戲 10:00~11:00 
互動課程 3 

(DIY課程) 
10:00-12:00 

互動課程 5 

(創客教育) 

10:30~11:30 
互動課程 1 

(DIY課程) 
11:00~11:30 

認知課程 3 

(我的美麗家

鄉) 

12:00~13:30 午餐+午休 

11:30~12:00 

認知課程 1 

(我的健康餐

盤) 

11:30~12:00 
認知課程 4 

(世界地球村) 
13:30-15:00 闖關遊戲 2 

12:00~13:30 午餐+午休 12:00~13:30 午餐+午休 15:00-15:30 
認知課程 5 

(love&care) 

13:30~14:30 

認知課程 2 

(我敢大聲說

NO) 

13:30~14:30 大地遊戲 2 15:30-16:00 回饋分享時間 

14:30~15:30 大地遊戲 1 14:30~15:30 
互動課程 4 

(創客教育) 
16:00~17:00 結業式 

15:30-16:30 
互動課程 2 

(DIY課程) 
15:30-16:30 闖關遊戲 1 17:00 放學 

16:30-17:00 回饋分享時間 16:30-17:00 回饋分享時間 

 

 

17:00 放學 17:00 放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