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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梦想与社会实践计划  

2020– 2021 年度服務報告選篇 7 

 

 

 

 

 

 

2021 年暑期活動   

根與翼‧青年有為‧青年夢想與社會實踐計畫  

 

受惠人數： 546    服務人次： 1,407  

 

 

今年暑期，在根與翼支持下， 8 隊助學生和志願者實踐「青年有為‧夢想和社會實

踐計畫」。  

為什麼要推動「青年有為‧青年夢想與社會實踐計畫」？  

經過 10 多年的陪伴和成長服務，土房子大多數助學生已進入大學階段。鼓勵青年

人敢想、敢夢，從社會實踐中了解社會、通過行動實現自我價值，以滿足自尊和自我

實現的需求，是這一階段希望與年青人共同成長的目標。  

「青年有為」計畫包括夢想計畫和社會實踐兩種方式，旨在培養青年人善用餘暇，

進行有意義的活動，透視社會，探索生命意義，肯定自我價值。  

於是，經過兩輪的宣傳，共計有 19 名助學生報名參與。 4 月和 6 月進行線上培訓，

選出 8 個計畫後，參加者各自尋找隊友，最後共有 40 名志願者一起成就「青年有為」。 

 

合作夥伴﹕根與翼  

統籌職員：阿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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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梦想与社会实践计划  

目標  

1.  生命意義的探索：通過深度思考和追問，增進自我認知和自我認同。  

2.  公民責任意識與行動：看到個人與他人生命的意義與責任，相互連接與支持。  

3.  鄉土情懷：通過社會實現或個人夢想回歸鄉土，建立與鄉土的聯結。  

4.  自然生態：在自然環境中感受靈性部分，促進身、心、社、靈健全人格發展。  

 

 

活動內容  

團隊  內容  
活動成效和反思  

蝴蝶樂園  

自然藝術課  

雲南魯甸火德紅村  

 

28/7– 1/8/2021  

10– 14 歲少年   

30 人  

 

自然教育、  

自然手工 DIY、  

素質拓展遊戲  

第一天﹕製作手工動物  

第二天﹕我的樹  

第三天﹕秘密花園  

第四天：生態圈和  

       布娃娃製作  

第五天：蒙眼毛毛蟲  

5 天課程，每天都進行體驗自然活

動和利用自然素材進行手工藝創

作，孩子們都很喜歡和投入其中，

礙於年齡所限，在分享和反思時，

他們能表達出愛護和珍惜自然，但

在具體生活習慣和行動中難以衡

量。不過，這不是課程的主要目的，

能跟孩子們共同享受身處自然的樂

趣和進行手藝創作，便足夠了，至

於孩子們是否如他們所說所寫般能

作出保護自然的行動，屬於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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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夢計畫  

多元智慧課  

四川省馬邊彝族  

自治縣民主鄉  

油房村村公所  

 

4– 8/7/2021 

10– 14 歲少年  

15 人  

英語課堂、  

手工創作、  

石頭畫創作、  

腦力大比拼  

第一天﹕繪畫人生  

第二天﹕腦力大比拼  

第三天﹕手工創作課  

第四天﹕石頭畫、  

       活動總結  

利用假期，陪伴山區留守兒童、豐

富孩子的課外生活、啟迪和傾聽留

守兒童的夢想、增強孩子對英語的

興趣，鍛煉志願者的社會實踐能力

和鄉土情懷。  

 

 

關愛兒童  

積極成長課  

 

四川省涼山州  

美姑縣典補鄉  

三啟村  

 

23– 29/7/2021 

10– 14 歲少年  

32 人  

 

閱讀會、歌唱比賽、

演講比賽、分享會、

感恩活動  

第一天﹕見面會、閱讀會  

第二天﹕課業輔導  

第三天﹕素質拓展遊戲  

第四天﹕體育課  

第五天﹕感恩活動、  

       分發衣物  

第六天﹕知識改變命運  

第七天﹕歌唱、演講和  

       分享會  

解開農村孩子在生活和學習上的困

惑；拓展他們的興趣愛好，了解多

元化的知識；用志願者的親身經歷

告訴孩子要有一顆走出大山的心，

要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培養志願者

團結合作、勇於面對困難的社會實

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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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繪夢計畫  

 

四川省樂山市  

馬邊縣民主鄉  

油房村  

 

15– 29/7/2021 

20 幅牆畫  

通過繪畫美化家鄉，從

另外一個角度理解家鄉，

把傳統文化用繪畫方式展

現牆上，給常年在外的人

多一些家鄉記憶，也給留

守兒童和空巢老人感受到

家鄉的樂趣。  

 

村民認為當代大學生回村做一些事

是很有意義的，對社工的專業也有

了理解，改變了一些對大學生的偏

見。  

得到家人和牆面主人的肯定，來往

的村民也表示這樣的活動讓村裡多

了些風景。  

在烈日下面一直畫畫，來往的村民

都 有 目 共 睹 ， 都 說 現 在 的 孩 子 嬌

氣，但我在大太陽下堅持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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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天星  

健康成長課  

涼山州美姑縣  

典補鄉  

土房子書則圖書室  

 

15– 21/7/2021 

10– 14 歲少年  

32 人  

 

五防教育、課外補習  

第一天﹕開營儀式、  

五防教育之防校園暴力。  

第二天﹕閱讀課、補課、

五防教育之防拐賣、  

觀看電影《益騎少年》。  

第三天﹕古詩學習、  

五防安全教育之防意外、

音樂課。  

第四天﹕補課、  

五防安全教育之防災害、  

手工折紙課。  

第五天﹕作文課、  

五防安全教育之防性侵、  

第六天﹕朗誦課、演講。  

第七天﹕道別分享會、  

志願者回饋、測試。  

 

每天設有五防課程，以投影片、視

頻、加深對五防的認識，懂得如何

保護自己，學習並演練突發情況下

的自救。  

因孩子們數學成績普遍較低，所以

針對年級不同進行知識梳理，耗時

但確保每道題都明白其做法，懂得

舉一反三。  

不僅補習語文、數學及英語，其他

多元課程也一直開展，豐富孩子的

知識，鍛煉自我表達能力，例如演

講課堂，主動站上前分享自己的東

西很難，志願者的不斷肯定，鼓勵

他們踏出第一步，他們也在不斷努

力下突破自我。  

在課間不是各玩各，也經常與孩子

們開玩笑，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

放學後，陪伴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

程，途中也會察覺他們很多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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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陽計畫  

科學＋藝術課  

 

四川省涼山州  

西昌市安哈鎮  

洛古坡鄉  

 

10– 15/7/2021 

10-14 歲少年  

20 人  

 

地理小課堂、  

美術鑒賞、  

互動遊戲、  

安全知識小課堂、  

剪紙藝術、  

作業輔導  

第一天﹕破冰遊戲、有夢

大聲說、作業輔導、我愛

唱歌。  

第二天﹕地理小課堂、互

動遊戲、作業輔導、我愛

唱歌。  

第三天﹕美術鑒賞、歌頌

祖國、作業輔導、我愛唱

歌。  

第 四 天 ﹕ 安 全 知 識 小 課

堂、剪紙藝術、作業輔導、

唱歌。  

第五天﹕黨史小課堂、折

紙 /泥 塑 手 工 課 、 作 業 輔

導、唱歌。  

第六天﹕總結會議、互動

遊戲、家訪  

關愛山村小孩，助力心靈成長。  

增擴孩子見識，輔助孩子學習。  

關愛留守兒童，看望空巢老人。  

弘揚紅色文化，傳承紅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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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火支教  

五防教育、課外

補習  

四川省涼山州  

美姑縣典補鄉  

土房子書則圖書室  

 

3– 10/8/2021 

10– 14 歲少年  

32 人  

 

 

每一天的課程除了基礎的

語文、數學補習班外，還

安排了五防的專題教育，

提高孩子的基礎素質和增

加常識。  

七天的相處和教學中，志願者通過

自己的努力逐漸接近小組的目標，

在專題課程的教學中雖然有不足，

但是都能夠用清晰的語言和新穎的

授課方式，提高孩子的學習興趣，

更深層次了解五防內容，提高防範

意識。  

每一天的課程都能做到寬鬆有度、

勞逸結合，在學習課本知識的同時

能夠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質，培養健

康的心理。也有充足的時間留給志

願者和服務對象交流。  

在五防教育的專題課程中，孩子能

夠學習到新的內容，引發思考，一

定程度上能夠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逐夢之鷹  

社區調查研究  

喜德縣光明鎮  

彝欣社區  

 

19– 25/8/2021 

385 名被訪者  

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光

明鎮彝欣社區居民耕地流

轉意願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聚焦鄉村產業發展。旨在協助彝欣

社區盤活資源「興產業」。以隨機

抽 取 的 434 戶 居 民 為 調 查 研 究 對

象，通過觀察、訪談等實證研究法，

深入了解該社區居民耕地的使用現

狀、流轉情況以及流轉意願，並分

析居民耕地流轉意願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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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調研報告，向政府反映民意。  

團隊全部成員都是喜德縣當地的在

校大學生，通過實踐調查的方式，

了解家鄉近幾年的發展和變化，同

時引導他們回饋家鄉。  

 

 

 

 

志願者分享文章  

 

在沒有具體開始牆繪前，完全不知道牆繪的難度。最開始也只是在網上找視頻學

習，像平時專業課都是在電腦和紙上畫畫，那種落實到具體中的感覺無法描述，但這

樣的機會彌足珍貴。第一次刷牆的時候是覺得有趣，但是牆面很不平整，要想把很多

洞眼和縫隙刷的均勻一點就要費點時間，手都酸了還沒刷完第一層，到後面刷其他牆

的時候，就感覺不難了，並且越來越有成就感。這個暑假我曬黑了很多，儘管買了防

曬的東西，但還是黑得像個男生一樣，但我覺得曬黑也是對我努力的證明。這個暑假

最大的收穫就是「萬事開頭難」，只要不放棄去用心，總會有收穫的，或大或小，都

是我人生中精彩的體驗。（余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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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多的是帶他們一起參與，看到他們的條件，在學習上還是有很多的欠缺，

比如路途遙遠、學習不夠集中、學生缺乏學習意識。但在此次活動的參與度來看，還

是很好的，希望山上的孩子能夠有更多的機會與外界交流，在學習上得到更多的進步，

生活越來越好！（吉吉馬里）  

 

對於孩子的成長需要有耐心，更考驗我們的細心。對於農村的孩子，家長的教育

更多的是讓孩子好好學習，沒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孩子的興趣愛好拓展上面。所以可

能有一些家長不能很好的走進孩子的內心，去聆聽他們最真實的想法。因為我們有她

們相同的成長經歷，所以我們對孩子的成長更多了一份耐心、一種視角和一種角色。

（烏魯艱桑）  

 

和小朋友的相處，我改變了很多，和小孩子溝通要在他們的角度去解決問題，對

我來說還挺難的，我是一個急性子的人，在這次活動中，受到小朋友的喜愛，我就覺

得做事的方法很重要。我們傳授的知識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教會他們團隊合作，還有

就是多去開發自己的潛能，我們什麼時候改變都不遲，只要我們願意。（余婷婷）  

 

在為期 7 天的支教服務中，每個志願者都很用心對待每一個孩子，也得到了較好的

回饋。在團隊中教學中也有許多需要不斷改善提升的，課程設計中應更有創意更豐富，

用一些孩子感興趣的點子來包裹原本枯燥的理論知識，這樣更利於孩子接受；志願者

本身的知識能力有待加強，團隊之間默契溝通應加強；課程和玩耍中都要關注到每一

名孩子的狀態，在不經意間對他們的肯定往往是最有效的。（鍾莉）  

 

雖然活動短短六天，但是每一個參與暖陽計畫的同學都很認真地準備每一節課的

內容，充分考慮到每一個可能會影響活動順利進行以及每一名參與人員安全的因素。

在這短短的六天時間裡，我們感受到小朋友對知識的渴望，以及他們對未來的美好憧

憬，也讓我們更加堅定要好好學習科學知識回饋社會的心，我們亦會在以後的時光裡

做更多的志願活動，我們始終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羅小英）  

 

從此次問卷調查中可以得知，彝欣社區的村民雖然生活水準提高了，但是他們很

怕未來沒有糧食。調查報告顯示多數村民的地已經撂荒兩三年，有些人因為旅途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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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都搬離了老家就無人居住，於是野豬氾濫，使得居民無法種植糧食。村民們也

沒有穩定的收入，僅僅靠打工掙來的幾百一千元來維持生活，以前在老家的時候土地

非常多，最少都有二、三十畝，他們不辭辛苦，任勞任怨，每天伴隨著公雞起床，伴

著月亮而歸。即使那樣的生活很辛苦，但他們習慣了這種生活。  

他們對土地流轉的意願也非常強烈，樸實的村民不想把土地撂荒，但是他們的現

居住地離老家非常的遙遠。孩子們的教育水準也越來越高，從前比大過年豬，看誰家

的大，後來比誰家收穫的糧食多，現在比誰家孩子的成績好。也許這也是一種文化進

步。村民也有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每個孩子都有公平的受教育機會，時代在走，思想

也在跟著走。（爾古伍機莫）  

 

志願者名單  

團隊名稱  隊員名稱  學校 /專業  

彝火支教  

王瑞  重慶商務職業學院 /電腦網路技術  

周鈺涵  樂山師範學院 /社區管理與服務  

依火伍機  西昌學院 /農學  

加巴拉則  宜賓學院 /英語  

鄭玉玲  樂山師範學院 /社會工作  

程欣雨  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 /社會工作  

滿天星  

鐘莉  樂山師範學院 /社區管理與服務  

的日石則  樂山師範學院 /社區管理與服務  

鄧明強  志翔職業技術學校 /新能源汽修  

立牛拉枝  達州職業技術學院 /醫學影像檢查技術  

曲別田烏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 /金融管理  

鷹心彝意  

邱阿萍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901 

羅夢婷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901 

馬海小林莫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901 

羅世芳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901 

阿洛克龍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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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永平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901 

烏魯艱桑  西南民族大學 /中藥學（彝藥） 1901 

逐夢之鷹  

勒格木果  西華師範大學 /政治學理論  

江華  四川音樂學院 /公共事業管理  

吉多克的莫  西華師範大學 /化學  

爾古伍機莫  西華師範大學 /化學  

勒格伍甲  西華師範大學 /英語翻譯  

馬海學英  西南民族大學 /國際漢語  

繪夢計畫  余婷婷  四川航太職業技術學院  

野狼團隊  

曲別田烏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金融管理  

立牛拉枝  達州職業技術學院醫學影像檢查技術  

楊亞玲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金融管理  

吉吾日伍  西華大學金融科技  

羅遠航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互聯網金融  

陳行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互聯網金融  

暖陽計畫  

楊爾呷  西南石油大學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李雯  西南石油大學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蔣靜雯  西南石油大學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李蔓  西南石油大學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張園  西南石油大學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張加晴  西南石油大學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阿都五幾  西南石油大學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朝夢青年團  
陳彩瑛  四川財經職業學院電子商務  

余婷婷  四川航太職業技術學院數位媒體應用技術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