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塑之客」――點燃新住民二代未來的希望之燈

服務學習種籽團在這個夏天和台灣新住民萌芽協會

合作，以環保為名，結合新住民二代及青年志工的

服務之旅，展開了為期四天的「不塑之客」環保

營，他們在玩樂中一同製造了生活的美好回憶。

望見書間——東南亞獨立書店

望見書間以「分享」、「相互理解」與「多元美

學」三個理念打造出一個友善新住民與移工的藝文

空間。藉由這個空間，東南亞的朋友與臺灣人交流

學習，一同在這片土地上創造新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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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服務學習」四個字，你會想到什麼呢？

記者團認為，「服務學習」，不局限於任何領

域，無所謂你來自哪裡，無所謂你有能力做什

麼。服務學習的關鍵是一顆願意「服務」和

「學習」的心，在服務中學習，並且將從服務

中所學到的，應用在下一次的服務中。

每一個「我們」，用可以提供的小小力量去服

務這個世界的某一兩個角落，或許是為他們寫

一篇專題報導，或許是一次淨灘，或許是一次

偏鄉關懷。

改變，就以一種靜默的力量開始了。

記者團也開始了我們的改變。自本期開始，我

們改用電子刊物的型式來與大家交流與分享有

關於服務學習的大小事。希望大家能與我們一

同關心，並用行動做出「改變」。

服務學習中心記者團　敬上

校園記者有話說



今（108）年5月招募成立的「農
村行銷志工團」，由一群想親身
探索鄉村的青年志工組成，藉由
走訪農村感受當地人文風貌，把
所見用照片及影像記錄並行銷出
去，讓更多人認識農村的美好。

▲義民節演出酬神的平安戲—八仙故事

▲田寮村村民於義民節當天虔誠地祭拜義民爺

青年志工力量大

田寮村，影像記錄農村的首站

「田寮村」成為農村行銷志工團首要的服務對象，是透過工業
系邱添丁老師的牽線。邱老師因經濟學這門課程與田寮村結
緣，歷年帶領學生們至當地執行服務學習活動。但由於課程中
學生能做的服務有限，邱老師便向農村團提出當地行銷之需
求，希望透過來自各系組成的農村行銷志工團使用影像記錄當
地，將位處於新竹縣山區的田寮村中，最樸實的農村景色及人
文特色，讓更多人發現與認識。

客家村的特色節慶—義民節

農村行銷志工團於8月20日參加田寮村特色的客家節慶──義民
節，深入瞭解當地的客家文化。據當地村民口述，「義民」指
的是客家人組成的義勇軍，在康熙乾隆時代為了捍衛家土，起
身反抗盜匪。為了紀念義民壯烈犧牲，而在每年的農曆7月20日
舉辦義民節。因此，義民廟對客家人來說不僅是一座廟，更是
凝聚客家人的精神表徵。田寮村義民節舉辦的活動包含普渡、
拜天公、酬神平安戲及神豬比賽等。其中的神豬比賽，是村民
們最期待的活動，參與神豬比賽的飼者，會在3到4年間將豬隻
養得肥嫩，期望豬隻能拔得頭籌並以酬謝神的保佑。在酬神結
束後肉品也會分送給家家戶戶食用，透過節慶，總能將村民聚
集在一塊，聯絡村民彼此間的情感。

影像保留農村風貌的紀錄者
--農村行銷志工團 校園記者/葉育恩



青年志工力量大

▲田寮村村民葉叔叔生動且熱情地向青年志工介紹村中的歷史

▲樹伯公廟

農村行銷志工團隊合照

「一鄰一伯公」的村落信仰寄託

在田寮村有一獨有的特色，這個村莊共有13個鄰，每一個鄰中都有一
尊伯公(土地公)。而因各鄰里的伯公均有不同的形體代表，故有伯公
樹、田頭伯公、山頭伯公、柑園伯公等的尊稱。對田寮村村民來說，
每尊伯公都庇佑著村裡農作物豐饒及家戶的平安，是相當重要的信仰
中心。農村行銷志工團跟著村民搭車到訪各鄰里的伯公，蒐集繪製導
覽地圖的資料。像是用地圖標示13尊伯公的位置以及記錄各尊伯公的
特色，志工們期望藉由導覽地圖的建置，能協助田寮村社區發展協會
介紹當地特色，並讓田寮村後代子孫瞭解其獨有文化。

 
村民熱愛土地的心，感染青年志工的初心

兩次到訪田寮村的農村行銷志工團，對於這個客家村莊次次都有不同
的體會。看見當地村民真摯用心地講述村中歷史、導覽村落，這份對
於家鄉土地的情感，深深打動至當地服務的青年志工。商設系三年級
的李慧穎同學說道：「服務中最讓我欽佩的是村民對土地的熱情與他
們不吝嗇的分享。能感受村民們是將自己的歲月與回憶都深埋在這片
土地裡。」每回聽到村民們的分享，志工們的心中都會盪起漣漪，成
為了青年志工服務當地的動力與使命，驅使著他們大步向前邁進。

▲



今年暑假，為了讓「新二代」孩子們認識環境與地球，並更加地珍視我們所賴以為生的土地，服務
學習種籽團再次和台灣新住民萌芽協會合作，展開了為期四天的「不塑之客」環保營。過程中，不
只讓孩子們受到有別於課內學習更活潑、生動的環境教育，參與這項服務的青年志工們，更從中學
習到許多出乎意料及寶貴的人生經驗。

青年志工力量大

▲ 志工和孩子們在營期第二天到訪青年體驗園區。希望透過體驗教育，讓孩子培養問題解決、創意思考、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及肯定自我等能力

「不塑之客」
──點燃新住民二代未來的希望之燈

校園記者／ 王郁薰

「營隊」──不只是玩樂，而是一場以團隊合作為名的服務

正式開始籌劃營隊前，種籽團心目中所認為的營隊，就只是讓大家玩
得開心、賓主盡歡的一場活動。到真正籌畫時，重重困難和許多待解
的問題卻一一浮現。擔任總籌的鐘紫柔同學提及，在一次次的籌辦會
議中，由於彼此對心目中營隊的差異，和夥伴們總是不斷地在衝突和
協調間輾轉。雖然過程曲折，但也因此讓紫柔發現「提出想法交流」
和營造「互助的團隊」在籌辦活動過程中的重要性。而團隊成員們也
在經歷過無數次的磨合後，變得更能站在平等的角度交流，增加對彼
此的信任及互助。



▲隊輔志工們維護安全，讓孩子們勇敢接受挑戰

   活動第三天，種籽團青年志工與孩子們合影

▲營隊期間，將環保課程融入小遊戲，使孩子們將
    環保理念內化成良好的觀念。

▲ 

教育始於以身作則與用心相待
 
當問及紫柔，和孩子們的互動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紫
柔答道，她親身體會作為營隊的隊輔，一舉一動皆會是小朋友
效法的目標。紫柔更舉例說明：「因為營隊是以 『 環境意識 』
 為核心，因此隊輔們為了以身作則，在吃飯時都會盡量把飯吃
完，從中教育孩子們 『 惜食 』 的觀念。」。 

紫柔也觀察到，新住民萌芽協會的孩子們對於志工哥哥姊姊
們，許多都是抱持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態。孩子們因
為過去的經驗，從一開始參與營隊時便知道，這些大哥哥大姊
姊們在四天的營期過後便會離開他們，因此他們不太願意和志
工們敞開心房。種籽團志工們雖然無法改變這樣的狀況，但他
們更願意把握有限的時間和孩子們互動。到了營隊最後一天，
志工們請孩子們填寫回饋單，收到孩子真誠的回饋後，更讓志
工們體悟：「原來教育與陪伴不在乎時間的長短，而是在於這
當下的用心。」。
 
一場以環保為名，結合新住民二代及青年志工的服務之旅，串
連起許多需要關懷的人們。這些新住民二代孩子們，因為父母
輩的生長背景與 臺 灣文化有所差異，間接造成他們在學校學習
上的不適應。但在語言文化的隔閡之外，其實這些孩子們的學
習能力與一般學童並無二致。若能讓新住民孩子們將自身母語
與華語文化相融，甚至能成為跨國、跨文化的多語人才。熱血
的大學生們以「志願服務」之名，讓這群孩子從小就培養寬廣
的胸襟與社會關懷能力，向孩子們散播希望的種籽，靜待發
芽、茁壯，為他們廣闊的未來藍圖勾勒出美好的雛型。 

青年志工力量大



望見書間平時舉辦的語言教學課程

世外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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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見書間成立於2015年，隨著東南亞議題起飛，創
辦人林周熙先生以「分享」、「相互理解」與「多
元美學」三個理念打造出友善新住民與移工的藝文
空間，希望用這樣的空間幫助東南亞與臺灣朋友能
彼此交流。

▼

打造與異國交流的藝文空間

望間書間是一間分享式書店，與一般書店不同的是，他們除販
賣書籍外，更開放民眾免費借閱。不僅如此，望見書間平時還
會開設學習東南亞國家語言的課程，以及增進臺灣朋友瞭解東
南亞文化的系列活動。像是「望見講座」、「望見文化廚房」
等活動，就是透過講座與美食的文化體驗，讓東南亞與臺灣朋
友互動交流，進而瞭解與接受彼此文化差異。
近期，望見書間更與桃園市新住民文化會館合作舉辦「挺新的
市集」，希望藉由市集活動，從食衣住行育樂的不同生活主題
中，讓民眾體驗並瞭解東南亞國家的文化特色，也能夠讓更多
人知道新住民文化會館提供的服務。

望見文化廚房的活動，教大家製作異國美食▼



世外桃園

▼

與青年的結合，打破封閉的思維

望見書間持續與在地青年合作，今年度獲得桃園市青年事務局

的支持，舉辦「多young桃園」系列活動，於9月22日舉辦青年

創想成果發表與產業交流會，讓國高中生站上舞台分享他們的

創想及觀點。此活動由學生親自到桃園火車站附近採訪與東南

亞相關的店家，並針對他們所觀察到的問題做一個解決方案的

發想。其中，有一組武陵高中的學生就發現，新住民很喜歡看

電影，但由於語言的隔閡，在臺灣很難找得到他們看得懂的電

影。因此，這組學生就提出，可以做出一個專門給新住民看電

影的APP，提供新住民有興趣的東南亞電影讓他們自由選擇。這

活動不只讓青年更加認識東南亞新住民，還讓青年有機會站在

新住民的角度思考問題。

精進理念，打造美好歸屬

望見書間的專案管理人許鐘尹表示，在營運望見書間的這幾

年，除了有遇到營運上的困難外，剛創辦時與新住民朋友建立

信任感也花了不少時間。不過，經過長時間的培養及新住民的

回饋與幫助，望見書間與新住民、移工逐漸建立起深厚的情

感，活動也越辦越理想，漸漸地已能將望見書間的理念完整實

現。展望未來，望見書間希望能打破臺灣人對新住民的刻板印

象，並帶動更多青年一同參與東南亞交流活動，看見「分享」

與「理解」的美好存在於每個人心中。

多young桃園–青年創想成果發表與產業交流會的大合照

▼

青年創想成果發表，桃園在地的國高中生發表過程

▼       

▼

望見書間專案管理人──許鐘尹小姐



對服務性社團的定義

問及當年加入優格團的原因，團長吳品儒戲說是為了社團福利
進來的。剛上大學沒多久的吳品儒，一定沒有想到當時那個稚
嫩的自己會一路陪著社團走到現在。團長吳品儒眼中的「社
團」，是「一群人」因為「同一個初衷和目標」聚集在一起的
地方。而優格團服務的關鍵字，是品格教育，是人與人的連
結。辦品格教育，聽起來抽象且遙遠，對於社團來說，更是承
受了十分大的挑戰。幾年的時光，優格團推動許多服務性活
動，像是定期去關懷中重度身心障礙的青少年和成人、服務偏
鄉小學與舉辦淨灘活動。今年更與張榮發基金會合作，為兒童
舉辦「道德實驗室」營隊活動。隨著服務活動的舉辦次數增
多，這個「勢單力薄」的社團，也逐漸成長起來，變成一股獨
特的力量。

校園記者來到優良品格推展團（以
下簡稱優格團）社團辦公室時，隔
壁的慈暉社正積極地討論著某個活
動議程，好不熱鬧。慈暉社與優格
團共用一間社團辦公室，但優格團
僅佔據其中一個小小的角落，桌上
更雜亂地堆放著各種資料和文具。
由一位團長組成的優格團，和一旁
擁有龐大社員的慈暉社比起來，難
免顯得有些勢單力薄。

優良品格推展團團長吳品儒

勢單力薄卻詮釋著服務的能量
                               ——優良品格推展團

校園記者／張順、葉乃溱

▼

中原大小事

道德月刊夏令營學員踴躍參與活動

▼



社團巔峰時刻

一個人的社團也有所謂的巔峰嗎？團長吳品儒謙卑但帶著一些

自豪地說：「今年暑假與張榮發基金會合作的『道德月刊夏令

營』，我們用『道德實驗室』來包裝，為小朋友舉辦品格教育

活動。這就是我們的巔峰時刻。」。

這個活動是由張榮發基金會主動找團長吳品儒合作，邀請社團

共同舉辦的。由於是初次與這麼大的機構合作，又面臨人手短

缺及經驗缺乏等困難，但團長透過招募外校志工、撰寫企畫書

的過程中，一步步地摸索前進。團長吳品儒回憶道：「我們沒

有舉辦這種活動的經驗，對我們來說每一步都是嘗試，也只能

在過程中不斷突破自我和累積經驗。」。

在不同地方延續服務力量和感動

對社團的責任，支持著團長吳品儒經營著這「一個人」的社

團。雖然面臨團員陸陸續續畢業或離開，但在優格團活動中得

到的感動、成就感和服務熱情，卻都成為了彼此心中最棒的禮

物。對於社團來說，是這份服務力量從這裡傳遞到了大家的心

裡，一切的出發點都是──服務。

儘管即將畢業卸任，團長吳品儒依然用自己的力量，撐著這小

小的社團。他自身對社團的責任感、他的堅持和謙卑，正默默

詮釋著這個社團的關鍵字：「品格」。並讓這兩個字在不起眼

的角落裡，持續散發著力量。
優格團志工與張榮發基金會成員合照 

 道德月刊夏令營全體志工與學員合照道德月刊夏令營中志工進行道德劇場表演

▼ ▼
▼  

中原大小事



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種籽團

服務學習中心種籽團是一群關心新住民與環保議題的青年志工，他們與台灣
新住民萌芽協會合作，透過課業輔導，協助新住民二代更快適應臺灣的課業
與文化。他們也透過淨灘、淨溪等活動，關注在地環保議題，帶領大家起身
付出行動！

加入服務學習中心種籽團粉絲專頁追蹤最新消息：
https://reurl.cc/Napqdp

服務學習中心
種籽團FB

望見書間

「望見書間」是一間藝文書店，在他們的品牌概念下創造了一個友善移民工
的多重價值藝文空間，提供「分享式書店服務」、「社群媒體近用服務」和
「個人出版服務」等。
想要瞭解東南亞文化的初心者，熟稔藝文活動的冒險家，擁有四面八方神秘
技能的大神，都歡迎來望見書間一起聊一聊、玩一玩！也歡迎一起來望見書
間做志工喔！

加入望見書間粉絲專頁追蹤最新消息：
https://is.gd/jEFHtX 

東南亞藝文圖書
‒藝文圖書FB

中原大學優良品格推展團

優良品格推展團是一個致力於推展品德教育的社團，他們重視品格的培育，
也持續服務身障青年和成人，用他們看似薄弱的力量向外界傳遞著光與熱。
目前優良品格推展團勢力單薄，非常期待對品格教育與服務學習有熱心的你
加入喔！

加入優良品格推展團粉絲專頁追蹤最新消息：
https://is.gd/u7Mgle

中原大學優良品格
推展團FB

他們也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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