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史懷哲教學計畫之心得感言 

 

文／總召  張依詵 

 

 

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是自願性的服務團隊，是孩子弱勢團體學習

的好地方；而我預先踏入教育的實習經驗，帶著滿懷熱忱的心，參與

第一次史懷哲教育計畫服務，運用之前曾任總召的經驗，承辦與規畫

整個活動經驗，來幫助孩子們共同學習及解決暑假作業的難題，並一

起度過短暫三個星期的暑假。 

在嘉義縣民雄鄉東榮國小進行三星期的「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

畫」，而這酷熱的暑假，能有緣與大家認識及充實自己的這十五天裡，

抱著滿懷的熱情與豐富課程內容授課給東榮國小的小朋友們，包含課

程內容有國語和數學的課業輔導、各科輔助教學，以及晨光時間、閩

南語閱讀、每日一句進行至全體的綜合活動；這十五天與老師們、學

生們的教學相長，實在受益良多。 

此次史懷哲計畫第一次與東榮國小合作，首先感謝劉主任贈送教

學課本，讓我們瞭解學生課程內容及狀況。起初，對於環境感到陌生，

感謝教務主任  劉育志主任的引領我們熟悉環境，且更要感謝東榮國

小校長 簡素枝校長，讓我們有機會服務貴校，充滿歡樂的回憶！另

外，感謝師培中心主任 成和正主任、蔡福興組長、劉小姐及輔導老

師中的林郡雯老師、蔡明昌老師指導與協助，103年史懷哲教育計畫

在七月二十五日成功及順利結業！ 

此外，感謝各位夥伴們這三週的努力與配合，都帶著熱血、熱忱、

耐性的心，填滿了我七月份充實的美好記憶。這過程中，副召兼總務



哲維的相輔相成及提點，是團隊的主要核心之一，幫忙團隊中的經費

及事務，以及教務長霞娟文件整理、國為資料彙整。在三星期的過程

中，有著歡笑、有著悲傷及小小的摩擦；可是這三週的相處，思想交

流，要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教師，教育每位孩子擁有獨有特質的樂

趣！ 

擔任這次教育部承辦「2014 年史懷哲關懷鄉里教育計畫」總召

一職，從行前會議、行前訓練至始業式及課程開始上課的策劃；一開

始的始業式創新展開，受到東榮國小與嘉義大學師培中心老師們的青

睞，促使我更有動力把整個活動的完美結業！ 

總召一職外，也是低年級的閩南語老師；一開始在課堂中，以講

述教學方式，讓學生沒有太大的興趣；在其他課堂之中，發掘自己的

小缺點，慢慢的改變自己上課方式；後來，運用歌曲童謠及小遊戲的

進行，並讓學生有個自我表現機會，他們淺移默化的印入腦海裡！ 

 

本次史懷哲計畫中，舉行了兩次的全體大活動，第一週的大地團

康遊戲、第二週 RPG角色扮演闖關遊戲；這活動安排及進行，讓每位

孩子與老師們更進一步的接觸和心靈交流，使小朋友對於活動的期待，

讓小朋友們感到歡樂至極！ 



在課程設計方面，除了高年級外，低年級、中年級都是混班制教

學且程度不一，都能盡其所能設計共同的課程教學；課堂雖有反應較

慢的孩子，我們利用個別指導及教學，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的愛！老師

們的用心，學生都能體會；在這過程中，學生充滿喜怒哀樂的情緒，

都是表現在臉上，只要用心及耐性，能改變孩子們冰冷的臉龐及情緒！

因為孩子們的內心最純真，他們有如白紙，在孩子幼年時期，老師的

行為和舉止，會影響孩子啟蒙及成長。 

最後一天的成果發展，首先，中年級以童話改編及歌唱，演出不

一樣的風味；高年級則是杯子與桌子的節奏敲擊，帶來活動的高潮；

低年級運用閩南語課堂所教學的童謠及帶動跳的舞蹈，展現給師長及

家長欣賞；活動的尾聲，則是我以照片做成影片，讓他們回顧，畫下

這三星期難以忘懷的句點。 

 

 

 

 



教育，不僅自我成長、反思、檢討自己的開始，更能改變原有傳

統填鴨式的教育，增加現有的教育文化；因為現在的科技不斷的進步，

不能只有課本上的教學內容，更要運用小遊戲與科技做為改變，才能

引領學生對於學習上的樂趣！就如聖賢  孔子所言：「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說明「學習新的知識卻要不斷地更新，時時刻刻的複習，

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溫故而知新」說明「溫習已學過的東西，從中

體會出新的涵義，並學習未學過的新學問」。這兩句更能說明了從傳

統的教育內容中，體會出新的涵義，並新增現有的教育與科技的運

用！ 

踏入教育的路程，曾經在國中時期，受到理化老師的影響；這位

理化老師並不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師，而是一位差勁的老師；因為他不

僅僅用以填鴨式教學及壓迫學生的方式，且他有歧視意識，使有些同

學害怕理化課及厭惡理化！因此，決定想要踏入教育，讓我的學生在

學習上是愉悅的、具有豐富的影響力！驅使他們可以自發性的學習，

也愛上從學習中獲得快樂！ 
  



2014 史懷哲教學計畫之心得感言 

 

文／副召 蔡哲維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史懷哲服務計畫，也是我第一次擔任副召的職

位，我目前就讀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二年級學生，今年是

我在師培中心的第一年修小教的學程。「教育」看似一個簡單的詞，

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是一件重大且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

一年在師培中心學習到不少的事情，不僅僅是修課的事情，更瞭解到

現今國小教育的方針，以及政府對於小學教育實施的政策。國民小學

教育是每一位孩子，在生涯求學過程中，最簡單卻也是最重要的一段

時期，現階段追求的並不是淵博的知識，而是品格修養的奠定，更促

使我想要努力修完小教學程，取的正式教師執照，可以幫助到更多需

要幫助的學生。明煌老師曾說過：「志願是老師的特質之一。」所以

我決定當任這次的副召的工作，期望有幫助團隊中的各位，以及帶給

各位學生不同的知識以及體驗。 

從六月四號的行前會議開始，決定出所有的史懷哲的幹部，並簡

單分配每個人要做的事情，畢竟這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大型的服務計畫，

心情上難免有些微的緊張，但興奮開心掩蓋掉緊張的心情。籌備的過

程中雖然遇到許多的問題，但大家互相幫忙下，解決了許多問題。到

了七月四號在東榮國小行前教育訓練，聽了東榮國小校長、劉主任以

及福興老師勉勵的話，接著是東榮國小每個年級老師，分享他們的教

學經驗，很詳細的跟我們分享，他們帶班時的一些小技巧以及上課要

注意的事情，短短的一個早上，卻使我們受益良多。 

七月七號是我們第一天在東榮國小上課的日子，是一切的開始，

前一天沒有睡好，帶著疲憊又愉悅的心情，擔任始業式的司儀，看著



總召依詵前一天製作許久的開場影片，一個個課輔老師上台自我介紹，

與學生們第一次的認識、互動，告訴著我，這三個禮拜我們就是東榮

國小的老師，那種莫名激動的情緒，一直湧上心頭，這種激動地感覺

到現在仍難以忘懷。 

這段日子裡，國為老師跟我是負責低年級的數學課，第一堂的數

學課，我們並沒有上正課，只是讓學生與我們更進一步認識，讓彼此

了解，我們是來幫助他們學習，以及學習不一樣的東西。這三個禮拜

下來，體驗了許多新的事物，不僅應用了課本上的知識，還用到老師

上課所教的東西，更明白教學現場的教學的臨場感，自己站在台上的

感覺與在台下當學生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每天放學後，總

是與總召依詵和幾個同學，都留下來處理完學校的事物才回家，回家

後都與國為老師檢討每日教學的缺點，並且共同規劃課程，專心備課

和準備隔天所需的教具，每天過著很規律的生活。 

在這三個禮拜的時間裡，與學生們相處過後，發現他們的純真與

可愛，其實每位學生都很聰明，少部分學生有點調皮，像上課的時候

常常不舉手就講話、有的喜歡吃魚刺以及字典，上課專注力不足等一

些偏差行為，就要運用上課所學的一些行為改變技術，以及班級經營

的能力來改變他的偏差行為，到課程要結束的時候，學生們的偏差行

為有越來越少趨勢，心裡不禁開心了一下。 

在最後的一個禮拜裡，也是接近尾聲要離別的時候，雖然感傷，

但國為老師提出了，要給孩子們一份重要的禮物，製作了老師給每位

學生的留言版，花了一個禮拜熬夜趕出的成品，在最後學生要回家時，

一一頒發給他們，讓他們帶著愉悅又難忘的心情，離開了這次的史懷

哲服務計畫。 

這次的史懷哲的活動，副召的工作主要是協助總召處理一些雜事、

便當訂購以及採買的事物，這期間讓我學到寶貴的教學經驗，以及處

理事務的能力。這次活動能圓滿成功，很感謝東榮國小的校長、劉主



任以及許多東榮國小老師等；也非常謝謝活動期間前來關心與指導我

們的成和正主任、蔡福興老師、林郡雯老師、蔡明昌老師以及一直給

我們資源協助的華芬姐。在活動期間擔任最多事務以及策畫的總召依

詵是最辛苦疲憊的，有了她的精心規劃整個史懷哲的流程，以及活動

的安排，活動才能順利的開場，以及完美的結束。最後謝謝各位史懷

哲的夥伴，很榮幸能與你們度過這一段美好的時光，我會永遠記的這

一段充滿開心、疲憊又獲益良多的日子，這是一段結束，卻又是另一

段故事的開始。 

 
  



史懷哲低年級學年主任心得 

 文/林霞娟 

 

   時間過得好快，一轉眼三個星期的課程就結束了，才跟自己班級

小朋友還有老師培養出感情，就要說再見了…心中有好多不捨。 

 

   還記得第一次跟小朋友上課，混亂的場面，我一直忘不了，還好，

我們低年級的老師團隊很厲害，幫我管好小朋友秩序讓我能安心上課。

我很開心能參加教育部、東榮國小、師培中心所舉辦的關懷鄉里史懷

哲計畫，在這服務的過程，我學到了好多課本上沒有的知識，也很感

謝低年組的小朋友包容、體貼我們這些新手老師們，常常製造很多小

驚喜讓我們開心，老師們也很厲害，我們這組各個都是武林高手，沒

課的時候，我總是和其他老師一起在教室裡聽課，也順便輔助老師與

學生的課程，在不同的課程裡，我看到每個老師也不同的教學方式與

班級經營。我們這組老師有四位是來自於教育系的同學，從他們身上

我看到教學的創新與活力，讓我覺得原來教學可以那麼的多樣化。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國文課，國文課的老師運用了大富翁的遊戲來



進行測驗與複習，國文科老師把所前二個禮拜所教的內容，全部濃縮

到大富翁的表格中，以小組來競賽，每位同學輪流擲骰子來回答問題，

表面上是遊戲，其實是測驗，讓小朋友遠離以往考詴的恐懼，以遊戲

的方式進行檢測學過的知識，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我們這組所教的是低年級的小朋友，低年級的小朋友包含了一跟

二年級的學生，所以成度上得差異還蠻大的，但是，我們老師有一個

共識就是，短短的三個禮拜其實要小朋友們學到的知識有現，不如，

我們塑造一個有禮的環境讓小朋友學習，所以，我們低年級在教學上，

特別強調禮貌的重要，除了，在班級公約上訂定要多說好話外、還加

強請、謝謝、對不起的重要，為了，讓小朋友落實口說好話，國文科

老師還每日寫一句佳句，要小朋友記在紙上，並利用下課時間背誦佳

句的道理意思給老師聽，為了，讓小朋友喜歡學習，我們有製作榮譽

卡，不管是課業或是行為上有良好的表現，老師會贈與一張榮譽點數，

點數可用來換取獎品。 

為了，讓小朋友更有責任心，我們也利用選舉的方式，讓小朋友



出來競選班級幹部，在投票前，我們會讓候選人發表政見，小朋友可

以依照政見的內容來選擇，選出他們心中理想的班級幹部，很多小朋

友的想當幹部，還會獨創一些幹部，趕我們老師參考，如名牌長幹部、

省電長幹部，讓我們覺得小朋友真的對每一件小事都很有熱誠，我們

老師應該都他們多學習那份純真與感動。 

 

最後，真的感動的事太多了，只能說三個禮拜的教學太短了，這

15天教學太美好了，我們真的希望能給學生好多好多的知識、與快

樂的回憶，也希望我們的團隊能跟著學生們一起成長，在未來，我希

望大家都能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不要忘了教學最原始的感動，每個

學生都是最純真動人的寶貝，需要我們老師細細呵護與陪伴，以後如

果遇到低潮，一定要想起我們這三個禮拜的美好，很高興認識你們，

謝謝你們。 

最佳老師團隊 

 

 

 

美勞課的教學現場 

 

成果發表看到高年級演出很開心 

  



史懷哲中年級學年主任心得 

 文/熊明珈 

 

首先，我必頇先檢討：身為幹部，我非常不盡責的，沒有任何一

場行前會到場，因為一些私務無法出席，對此我感到萬分抱歉與自責。

更擔心活動開始後，會因我不清楚活動流程、注意事項或其他，而使

我們中年級組無章大亂。但三周順利落幕，靠的是我最棒的同事們，

以及乖巧的活動主角：中年級的孩子們。 

我的同事中有一兩位有較多的教學經驗，但和其他大一同學一樣，

他們也沒有參加過史懷哲計畫的經驗，再加上超級迷糊的我常常沒理

解清楚狀況。但也因此，我們中年級組常常以開會及討論形式釐清狀

況及做決策。而且我們同事間相處非常融洽自在、沒有學姐學妹間的

壓力，會議時每個人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並且得到回饋的意見。 

我們班上的上課方式，主要採取「遊戲中學習」。依照我們自身

的經驗，國小時我們最喜歡將我們的暑假浪費在玩樂上，若是要我每

天依舊早起去學校上課，會是多不願意阿！所以我們組員們心照不宣

的，在設計教案時就融入許多教材結合遊戲。同時我們也採用個人表

現集點賽以及小組連坐賽掌控秩序。如此課堂間孩子們各個都踴躍發

表。並且常常捨不得下課，覺得玩得意猶未盡。 

我們八位中年級同事中，有六位都是大一升大二、尚無很多經驗

的新手老師。所以在七月七號第一天放學後，我們的組員就提出「寫

回饋」的想法：就是在每堂課結束後，給上課的老師一些回饋，關於

她的課堂的優缺點。雖然是採自願制，但每位同事都會仔細觀看或聆

聽每堂課，並給予非常實際同時也很溫暖的回饋意見。這一封封的「情

書」改善了第一天大家待在教室後方不知道做什麼的窘境，同時讓我

們學習到自己缺乏、同事所擁有教學上的優點，竟也讓彼此更親近了！

而真的很感謝組員們，當課程及遊戲需要人手幫忙，無論是要湊人數



到偶數、需要幫忙示範遊戲規則、或需要幫忙看顧孩子們的安全等等

的時候，除了事先約好要幫忙的人，其他的同事也會很樂意或自願來

幫忙。相信透過遊戲，也讓所有老師都跟孩子變得親近。 

同事中的兩位學姐，在跟孩子相見歡開始，便與他們保持一定原

則的距離，算是我們之間「扮黑臉」的辛苦老師。第二周時發現孩子

在和我們熟悉後開始變得沒有規矩，學姐說了一句讓我們印象深刻的

道理：「先嚴後寬，人感其恩；先寬後嚴，人怨其酷。」回想自己的

學習歷程，也有一兩位這樣的老師，都是最讓我們尊敬愛戴的。這次

幸好有多位老師一起帶領這個小班級，否則一開始就希望孩子多多回

應我們的課程而對他們極為親切的菜鳥我們很有可能完全鎮不住充

滿活力的孩子們的秩序。 

這短短三周，我們了解了每個孩子不同的個性，來自不一樣家庭

背景的他們，表現出哪樣的舉動、說出那樣的話，背後都有他們的原

因與故事：任性的女孩家裡允許她睡過頭就不來上課，缺席了半個星

期，然而她還是在最後一天回到班上，並且已經把成果發表戲劇的台

詞記得爛熟，完成她和大家的約定。過度活潑的男孩，在決定戲劇角

色時猜拳猜輸而失去飾演喜歡角色的機會後，以眼淚表示抗議，我們

教他不可以用哭來面對不如意的事，他的眼淚很快地便止住了，再次

展現了笑顏，但對於他這樣不成熟的解決事情方法，我們感到訝異，

後來知道了男孩家中有輕微的家暴狀況，而他活潑的個性掩蓋了那些

傷痛，事後我們更加使這個男孩經常露出可愛的笑靨。聰明的甜美女

孩，課業表現極出色，唯獨對英語很沒有自信，一問發現家中電腦沒

有網路，學習資源比同學少一些，但她愛去圖書館借書，上英文課時

的專注也是他人無法相比的，最後一天前來觀賞成果發表會的女孩母

親在被我們告知女兒的優異表現後對我們說，要她願意、喜愛讀書、

考進好的公立學校才會讓她繼續讀下去。聰穎、懂事、成熟、擔任班

長的男孩，其實嘗詴孤單一人，在家沒有人陪伴，活動最後一天的同



樂會，播放我們製作的影片時第一個落淚的是他，影片結束後自己坐

在位子上又偷偷的掉了幾次淚，這位感性的男孩，還持續和我聯絡著，

這幾天他又告訴我，他只要坐在房間裡、讀著老師們寫給他的卡片便

會覺得：「好想回到那三個禮拜的日子喔！」他說，他喜歡那種大家

再一起的感覺，回憶這三周他只想得到各式各樣的快樂、沒有討厭的

回憶。這些可愛又人心疼的孩子，讓我們多希望我們不只是他們十五

天的老師，而是能夠陪伴他們茁壯成更棒的人的人，或至少創造了能

夠給予他們成長時精神上的力量的回憶。 

這三周，謝謝所有夥伴，這些時光同時也會是我自己生命中的一大力

量。 

十分有人氣的一張照片：戲劇排練前的發聲練習，孩子認真的神情 

 

 

 

 



頒獎典禮 

成果發表戲劇：最佳女主角白雪公主雅慧 

 



我與我們的班長家豪 

中年級老師們寫給孩子的卡片 

 

 

 



大家最愛的可愛大合照 

  



史懷哲高年級學年主任心得 

 

文/王寧 

 

    這是我第二次參與史懷哲計畫，去年的我，是初生之犢的小大一，

面對8個三四年級的小朋友，感覺誠惶誠恐，卻從三個禮拜的磨練中，

學到許多教學以及班級經營的技巧，因此，今年的史懷哲計畫，我接

下高年級年級主任的任務，希望能和整個高年級教學團隊，激盪出最

美麗的火花。 

    在決定了負責的年級之後，我一直很擔心高年級的學生，會不會

有叛逆、不願服從老師的情形出現，而其他組員也有這樣的擔憂。因

此，我們在服務開始之前，就針對班上的獎懲制度進行過多次的討論，

最後也研擬出一套完整的辦法：每位小朋友都有一張「榮譽集點卡」，

好的表現可以換來印章點數，反之，不好的表現則會被扣點。 

 

 

 

 

 

 

 

 

 

 



榮譽集點卡也用來搭配黑板上的按讚風雲榜使用，老師上課時，

可以依據學生的表現給予讚點，黏貼於風雲榜上，等到下課時再統一

換算成印章點數。 

 

     而為了讓一些比較害羞，或是表現較不突出的小朋友也能夠得

到點數，我們也設計了三點制度，只要小朋友有來上課，並且沒有不

良行為，就可以在放學時得到三點的獎勵，此舉也可以鼓勵小朋友不

要任意請假。 



    此外，我們也設計了卓越卡，只要在榮譽集點卡上集滿 30點的，

就可以兌換一張卓越卡，一張卓越卡可以在每個禮拜五兌換一張抽獎

卷，小朋友可以從抽到的禮物中選擇一樣最想要的。 

 

小朋友手裡拿著卓越卡準備抽獎 

    結業式那天，我們會舉辦禮物競標活動，學生可以利用三週累積

的卓越卡，來競標不同的禮物，這個活動非常有趣，小朋友都玩得不

亦樂乎！ 

  

 

 

 

 

小朋友舉手競標 

 

 

 

 



因為有了獎懲制度的規劃，所以高年級三週下來的班級秩序大致

上都能維持良好，沒有屢勸不聽或是和老師頂嘴的狀況發生，這也讓

我理解到共同建立規範的重要性。 

    雖然高年級只有四位老師，六個學生，大家在工作分配和教學時

數上會比較辛苦，但是我很慶幸本班的小朋友都能夠和老師相處融洽，

他們不斷地表明非常喜歡上課的心情，讓我們覺得很欣慰，也感到更

有動力！然而，我們班上有一位比較害羞內向的學生，在課堂上多半

不敢主動回答問題，被老師指定回答時也顯得非常侷促不安，但我們

觀察之後發現，他並不是學習能力不好，只是因為個性比較內向、沒

有自信，所以不敢發言。因此，我們在學校時會多給他鼓勵，和他對

談，更感動的是同學們都會主動幫忙他，並沒有出現排擠的現象，因

此後來的兩週他也能更融入、適應了。 

    另一個高年級老師遇到的難題是學生對於數學課的反彈。由於數

學老師一開始是採取較傳統式的教法，以觀念的建立和題目演算為主，

並且希望幫他們銜接六年級的課程，然而小朋友反應老師的教學內容

太難、不好玩，所以在第二週時開始浮現不想算數學的態度。對此，

高年級老師也召開會議，針對數學科的難題進行討論，最後我們決定

請數學老師稍微改變教法，並對學生曉以大義，說明史懷哲計畫的宗

旨和服務目標，並不在於好玩而是要給他們充足、豐富的學習內容，

因此之後數學課的上課情形也有得到改善。 

    雖然高年級只有四位老師，但是我們彼此之間的溝通和合作情況

都很良好，我們也希望帶給他們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因此在課程

安排上除了主科國、英、數之外，也兼顧了美勞、自然科學、體育、

表演與藝術、家政等科目，此外，為了結業式的表演，學生與老師都

非常用心地練習與排演，雖然在過程中很嚴格，但是小朋友最後都說

自己表演得很棒、很滿意，這就是給彼此最大的鼓勵了。 



 

高年級結業式表演 

    分離之前，小朋友說，有我們四位老師感到很幸福。我想，在高

年級下台一鞠躬時，每位老師與學生都是收穫滿滿，感恩滿滿，謝謝

所有的學生以及合作的夥伴，還有師培中心及教育部所給予的協助及

督導，讓高年級度過既知性又感性的三個禮拜，時間會流逝，然而回

憶可以一輩子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