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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度服務報告–選篇 5（附志願者感想）  

 

 

 

 

 

燃亮號．四川流動教室  

受惠人次： 3,895 

 

燃亮號流動服務車，定期及定點為偏遠山區學童進行義教。此服務

自 2011 年開始，曾服務四川金堂縣、祟州市、江油市及樂山市等地區。

今年度的服務對象是雅安市蘆山縣雙石小學 110 名住宿生。  

 

我們除了為孩子開辦興趣課程之外，重點是推行品德教育及成長小組

活動，協助孩子的身心健全發展。  

 

 此外，我們每次均順道探訪當地長者，送上關懷及祝福。  

 

合作夥伴：成都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大昌行集團  

負責職員：羅超  

 

 

服務內容  

1.  學生興趣課程  

包括音樂欣賞、舞蹈藝術、手工創作、話劇表演、地理常識及外語學

習等。平均每週開展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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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育課程  

取材自土房子 SMART Kids 優秀學生成長課程，內容包括認識自我、尊

老愛幼、尊敬師長、互敬互愛、以誠相待、謹慎交友、學會感恩等。

平均每週開展 2 節。  

 

3.  成長小組  

因應學生日常的表現而設計相關的活動，包括﹕情景劇．品性成長、

歡樂童心．放飛夢想、互助互愛、建立信任與合作、團結與協作、寬

容與接納等，以協助學生身心發展。平均每週開展 4 節。  

 

4.  學生集體活動  

   在節假日為學生開展集體活動，包括攤位遊戲、體育競賽、戶外拓展

遊戲等。  

 

5.  長者探訪  

   每週定期探訪雙石鎮長者，除閒話家常之外，還會一起做小手工，贈

送日常生活用品；也為他們量度血壓，為患風濕病長者提供精油按摩

護理，為行動不便的長者提供坐便器、拐杖。平均每月探訪 20 名長者。 

此外，也為長者開展小組活動。  

 

 

服務成效  

   燃亮號主要在雅安雙石小學為 110 名住宿生提供服務，豐富學生的課

餘生活，引導學生善用課餘時間。  

興趣課程讓學生培養興趣，激發潛能，開拓眼界。  

德育課程及成長小組相輔相成，協助他們認識自己、糾正壞習慣、培

養高尚人格情操、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觀。   

石鳳村長者服務備受歡迎，三年來的持續採訪令大家很熟絡，長者很

願意跟我們談心事，也很踴躍參加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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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  

    未來一年，燃亮號將繼續為雅安雙石小學學生服務。我們會按學生日

常待人處事的態度，設計相關活動內容以作鼓勵、提醒或教導。在協調志

願者團隊方面，希望組織一群長期及穩定的隊伍，讓服務能持續之時，和

孩子及長者更易相處。  

 

每月服務簡述  

2015 04  

1.  興趣課程 12 節，小組活動 4 節，共有 160 人次參與。  

2.  探訪圍塔村及石鳳村 28 名長者。  

 

 

 

2015 05  

408 人次參與：  

1.  成長小組：情景劇．品性成長、歡樂童心．放飛夢想  

2.  興趣課程（音樂、美術、地理及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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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6  

205 人次參與：  

1.  以團隊建設為主題的小組活動，讓學生學習約束自己及尊重他人。  

2.  以自我認知為主題的德育課，包括認識真我、接納自己以及做個好人。 

3.  興趣課（硬筆書法、手工造船、剪紙拼圖、舞蹈、畫畫）。  

 

另探訪 26 名長者，聊天之餘一起完成立體拼圖，剪紙等手工，並贈送牙

膏及香皂等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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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7  

涼山州普格縣義教  

  義教為期 15 天，內容包括語文、數學、美術、英語、音樂、舞蹈、體

育、實驗及高年級功課輔導，我們採用在快樂中學習、在遊戲中學習及在

自由中學習的教學模式，引發學生尋找學習興趣，感到當中喜樂而自發追

求學問。  

  義教服務由彝族大學生義志願者帶領，活動的成功加上當地宗族的讚賞

及支持，大大加強他們繼續服務同族弱勢社群的動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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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8  

涼山州德昌縣義教  

  為期 6 天的支教內容包括語文課、趣味數學課、英語課、音樂課、科學

課、體育課、美術課以及手工課。平均每天有 52 名學生參與，共計服務

312 人次。  

  對於銅廠小學的孩子來說，參加義教活動是難能可貴的，他們熱中參與

所有課堂，樂在其中。  

 

 

 

 

 

 

 

 

 

 

 

 

 

 

2015 09  

新學年開始，「燃亮號」重返雙石小學。  

104 人次參與：  

1.  新的興趣課程，包括少兒五子棋、音樂天空、地理世界，讓孩子接觸更

多新事物。  

2.  以互助互愛、建立信任與合作為主題的成長小組。  

另探訪 23 名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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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0  

335 人次參與：  

1.  攤位遊戲及萬聖節活動。  

2.  興趣課（橡皮泥，立體拼圖，繪畫）。  

3.  以團結與協作、寬容與接納為主題的小組活動。  

 

另探訪 19 名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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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1  

  服務團隊分析及討論活動內容及成效之後，決定繼續開展益智小組，德

育小組和手工小組。德育小組為 10 名目標學生而設；手工小組專為低年

級的學生設計，是他們的興趣所在，也可提高其動手能力和創造力；而益

智小組是高年級男生最喜歡參與的，可引發學生想像力並培養其自發學習

的精神。  

  參與上述活動的學生為 190 人次。  

 

  另探訪了 14 名長者，贈送福袋，測量血壓，一起製作泡菜；並為獨居

行動不便的長者清潔房間。  

 

 

 

 

2015 12  

210 人次參與益智小組，德育小組和手工小組活動。  

長者探訪共計 4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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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2 及 2016 03  

  學校春節假期，所有住宿生回家過年，這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其中兩星

期進行。 307 人次參與德育小組、益智小組及手工小組活動。  

 

  兩月共探訪 55 名長者。  

 

2016 01  

1 名兒童接受輔導。  

80 人次參與益智小組、手工小組和舞蹈小組。  

探訪 10 名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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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次統計  

    項目  

日期  

兒童服務  長者服務  志願者服務  

成長課程  成長小組  集體活動  個案探訪   

2015 04 112 48 -  28 10 

2015 05 245 104 59 23 10 

2015 06 113 92 -  26 10 

2015 07 1140 - 210 -  15 

2015 08 236 - 76 -  10 

2015 09 56 48  19 10 

2015 10 145 112 78 19 10 

2015 11 -  134 56 14 5 

2015 12 -  210 -  40 3 

2016 01 -  80 -  10 3 

2016 03 -  307 -  55 2 

受惠總人次 :  3,895      志願者總人次： 88 

 

 

 

 

附件  

志願者感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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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亮號雅安實習感想                        西南民族大學李揚想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五天實習就過去了，離開總是不捨的。在這五

天裡，有歡笑、有緊張、有激動、有反思。我享受每一次的實習，它總會

帶給我不同的東西，讓我看到不一樣的自己，讓我收穫頗多。  

來之前，超哥和我們說過這邊的孩子比較頑皮，有些高年級的學生會

拉幫結派，欺負小同學，無視老師等等。心裡面還是有點退縮，我擔心自

己會處理不來這些問題，有一天我遇到 Lydia，她告訴我要以平常心去對

待，孩子的本質都是好的，只是需要一些引導。於是我由原來的忐忑變為

平靜。我做好準備迎接孩子。這次實習我是小組組長，心裡還是挺有壓力

的，很希望自己能夠帶領好自己的團隊，給服務對象帶去最好的服務。  

在這五天的實習中，老人服務這一塊自己是比較熟悉的，我會用自己

以前所習得的知識去做服務，但每一次不同的帶領人會帶給我新的知識。

對於村中拍照事件，我們很容易以感情去衡量，但金斌教給了我們看待事

情的其他角度，希望自己以後的工作中能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成長興趣課我們有很大的失誤，孩子的數量一天天減少，課程沒有吸

引力，沒有很多的創造空間，孩子漸漸不喜歡了。另外，我自己也有很大

的問題，以前我總覺得自己上課還不錯，孩子也很歡樂，會積極回答問題，

但到現在我才發現，他們的回答熱情，僅僅是因為你是老師，他們對老師

這個身份本來就會有這些反應，又或者是他們本來就想上課，是因為他們

希望自己在課程中學習到知識。因此，我需要反思，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自己究竟是不是僅僅在完成工作，而沒有考慮孩子們的需要。這次的實

習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兒童服務的定位：陪孩子一起成長。  

在實習中，除了自我的成長部分，還有一個角色是小組長，我需要帶

領這個團隊，團隊中的問題需要去處理。一開始，我對於組員的不著調感

到很心累，但從第一天實習開始，我改變自己的心態，這對於我是一個挑

戰，作為組長就應該去處理各種問題，在這個過程我也可以去學習如何處

理。直到實習結束，我深深地感受到組員的不著調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學習

空間，而且由於這些情況的存在使得我們在共同探討的過程中又激發了別

的想法，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感謝這次的實習，感謝這些孩子，感謝金斌和各個組員，這個過程讓

我很享受，很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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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亮號雅安服務感想                          西南民族大學吳蝶  

 

    這是第二次過去蘆山，每次去都會有很深的感受，認識了新朋友，收

穫很多的成長。  

    每天的行程安排很充實，上午的老人探訪，下午的小組活動以及晚上

的課程。對於老人探訪，有的東西比上次的感受更加深刻，第一次過去廬

山只做老人服務，但是由於是第一次接觸，沒有多大感觸，因為還沒有真

的瞭解。這次的老人探訪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每一個接觸的老人給我的印

象都特別深刻，一是能從他們身上感受到陪伴服務的力量，每個老人都給

與慢慢的信任，都對志願者（哪怕是從沒見過面的我們）很熱情，很信任。

二是從他們身上感受到對生命的一種渴望，就算病情加重，他們想到的並

不是死亡，不是拖累，而是想方設法來治好疾病，不再受累。三是對生命

的感悟，生命很短暫，伴隨著生老病死，一輩子就過去了。我們無法預知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們好好地珍惜現在這一刻，不辜負就好。  

   下午的小組，晚上的課程，大家都做得不錯，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

而且是一大堆。首先是自己要反思，小組或是課程都是按照我們的想法，

都是“我覺得”，但是沒有考慮到孩子的感受，主要原因還是對兒童、對

青少年這一塊不瞭解，不能站在他們的角度來開展他們想要的服務。這是

我們小組以及課程內容涉及上出現的很嚴重的問題，以至於每晚會議總是

很多問題提出來，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很差，而是我們能學到更多，從而

得到更多的成長。我們這個團隊是一個組合型的，所以我們也需要相互磨

合和學習，過程中可能有爭吵，但是也有很多歡笑，到最後我們已經為一

個整體了，我們在過程中成長很多。就像我們跟振華的相處，有無語的時

候，但也因此收穫了很多快樂。還有很多一起奮鬥的小夥伴，認識到大家

很開心，每個人身上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就像石布說的「陪他們成長」，

那麼在相處過程中，我們也是一起成長的。  

雖然現在還沒有在那裡一直堅持的勇氣，但是還是希望以後有能夠有

機會再去蘆山，看望老人，陪孩子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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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亮號支教服務感悟                          西南民族大學幹蕾  

 

來雅安支教的六天時間裡，每天的時間都被安排的滿滿的，很忙碌也

很充實，我真的收穫了很多。雖然之前去馬邊支教過，也有在這裡做過老

人探訪，但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服務對象，不同的團隊成員，都會帶給

我不一樣的東西。  

每做一次老人探訪，我都會有一種無奈感。山裡的老人不像城裡的老

人，他們沒有退休工資，社保什麼的也很少，無論你年輕的時候是多麼的

能幹，多麼的風光，老了之後都一樣，要依附著自己的子女生活。子女孝

順，你可能就過的好一點，子女不孝順，你就過的淒慘一點。我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有 7 個子女但是年老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照顧的夫妻。有時候，

子女並不在多少，孝順就好。同樣，那位爺爺也說了一句讓我沉思很久的

話。大致意思是這樣的：你們今天到我們這裡來看望我們，陪我們聊天說

笑，關心我們的健康，但是你們有多久沒有陪自己的爺爺奶奶坐下來像這

樣聊過天了。我自己家裡有兩個老人，奶奶和外婆，但是我每次回家都是

簡單的招呼後就沒有其他更深入的聊天了，我就去做自己的事情，有時她

們在我面前多說幾句，我還會表現出很不耐煩的樣子。我連自己家裡的老

人都沒有照顧好，我又有什麼資格來探訪別的老人呢？我真的覺得自己做

的不好。爺爺也叮囑我們一定要孝順父母，不然就是沒良心，我知道他是

說給自己聽，自己的孩子沒有孝順自己，孩子沒有良心，但是也是說給我

們聽，我們 90 後的孩子，多為獨生子女，有多少人願意主動為他人著想，

或多或少都有點自私。我覺得回家之後真的要做很多改變，首先要做一個

孝順的孩子，關心奶奶外婆和父母，少讓他們操心。  

這裡的孩子所有不良的表現都可以歸結為缺愛和青春期的叛逆。低年

級的孩子都是特別乖的，調皮搗蛋的基本都是六年級的學生。他們即將步

入初中，是小學裡的大哥大姐，也處於童年向青少年的過度時期，比較叛

逆，情緒多變。父母要麼就是出去打工，把孩子交給爺爺奶奶，要麼就是

自身文化低，不知道怎麼教育孩子以及向孩子表達愛。使得學生表現出抽

煙、喝酒、早戀、打架、成立幫派組織等問題。我們的一個工作重點就是

要關心孩子，陪伴孩子，教會孩子一些重要的知識。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

有人在乎的，自己的存在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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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小組工作的效果都很好，他們玩的很開心，同時還明白了團結合

作的重要性。德育課程和興趣課程也受到了學生的青睞，一天比一天人

多，這都是對我們活動的肯定。但是，我們一直都在糾結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是要做他們喜歡的活動，還是做他們需要的活動。如果是做他們喜歡

而不是需要的活動，那麼保證了參與度和樂趣，但是他們學到的東西可能

不會很多，如果是做他們需要的而不是喜歡的，參加活動的人會很少，但

他們能學到更多東西。其中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知識才是他們需要的。幾

天的時間太少了，學生存在的問題太多了，我們真的能力有限，幫助不了

他們多少。不過我們是真的關心他們的。  

總的來說，此次支教活動我自身的成長多於我帶給學生或者老人的東

西。希望自己多學習點知識，在做志願服務的路上越走越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