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計畫摘要（可參考「填寫參考範例」電子檔） 

      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中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申請學校/單位名稱 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中學 

活動名稱 遨遊世界~科技閱讀 

活動性質(可複選) 

■學生學習活動□教師職能課程 

   ■職業試探營■社團入校服務學習□開放大學課程 

   □開設實務證照課程□在地特色課程■英語學習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 

活動開始日期 2016/03/07 

活動結束日期 2016/06/13 

活動天數 10 

活動時數 40小時 

活動內容簡介 閱讀，是可以深遠的影響一個人的！ 

透過不同的人所經歷的不同的事物，進而看到不同的面相與

世界，從身旁的資源開始著手搜查，書籍安排從品格教育開

始、自我挑戰、世界的認識與可能、自我目標設定、國家文

化的發展與延伸，一同去世界旅行… 

閱讀結合科技，閱讀的打開了不同的世界，引領閱讀者到達

書中的世界，透過網路將書中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結合，激

發學子的創意力與執行力。 

參加對象 介壽國中七至九年級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50 人次：500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介壽國中 場館：電腦教室、音樂教室 

參與單位(大專校院 

/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元智大學 系所社團：新世紀領袖培育計
畫團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介壽國中 

大專校院提供人力資源 老師人數：1 大專生人數：7 

預估經費 100,000 

活動聯絡人 王傳媺 

聯絡電話 3822315#310 

郵件信箱 mp6a8@yahoo.com.tw 

學校/單位首頁 http://www.jsjh.tyc.edu.tw/ 

 



附件二：實施計畫（可參考「填寫參考範例」電子檔） 

 

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中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 實施計畫 

 

一、依據：桃園市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透過網路科技的進步，曾對學子對於網路的認識與使用，在網路世界中判斷資料的正確性

以及可靠性。結合閱讀培養，養成閱讀習慣，透過電子書籍、網路文章、書籍名著、報章

雜誌，透過多元化的閱讀方式，讓學子從中培養閱讀的習慣。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中學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七年級~九年級學生、50人 

五、活動性質：學生學習活動、職業試探營、社團入校服務學習、英語學習 

六、辦理方式： 

 從團隊的相互認識開始，對於課程的規劃、學生之間的信賴、相會認識對方。對於自己擁有

的資源在哪裡、可以怎麼使用，帶領學生進入到另一個書的世界裡面。從明信片的方式開始進行，

透過書籍讓學生了解到這個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故事，結合

交換生的合作，讓大專生分享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故事…也透過書籍一起來帶領，讓學生從書籍

看看世界，再透過大專生的分享來真實的感受一下…後續發展到文化交流、從節慶、食物看到不

同世界的文化，最後給予自己一個目標的設定、認識自己。 

 

 



七、活動流程(課程表)：  

日期 課 程 主 題 時間及活動內容 課程提綱 備註 

3/07 始業式 

17:00~21:00 

課程介紹與規劃、團隊組織

認識 

認識學校環境、學期課程介紹

與規劃、團隊組織認識、培養

團隊默契，課輔教學。 

相互認識 

↓ 

資源收集 

↓ 

目標設定 

認識世界 

↓ 

文化交流 

↓ 

夢想 

 

其中包含一小

時的英文時間 

3/14 遠方的一封信 
17:00~21:00 

明信片介紹及創作 

了解明信片的由來及明信片的

寫作意涵。 

3/21 世界旅行 

17:00~21:00 

書籍:我在地球旅行：眭澔平

的世界小學堂 

交換生介紹 

書籍的帶領，請交換生分享自

己的國家及對台灣的感受。 

3/28 Postcrossing 
17:00~21:00 

明信片的撰寫及計畫的說明 

透過此網計畫，人們可以和來

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換明信片。 

4/11 世界旅行 

17:00~21:00 

書籍:我在地球旅行：眭澔平

的世界小學堂 

交換生介紹 

書籍的帶領，請交換生分享自

己的國家及對台灣的感受。 

4/25 文化素養 

17:00~21:00 

書籍:有關文化的 100個素

養 

創作屬於自己部落的明信片 

結合中國節慶看外國文化、從

文化看到不同的世界、從世界

看到自己的不同、課輔教學。 

利用明信片讓其他人認識我的

家。 

5/09 網路世界 
17:00~21:00 

網路資料大搜查 

分組執行任務，透過不同的任

務於網路上收查相關資料，依

據查詢內容製作簡報。 

5/23 Postcrossing 
17:00~21:00 

明信片的撰寫及計畫的說明 

透過此網計畫，人們可以和來

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換明信片。 

6/16 
挑戰自己 

認識自己 

17:00~21:00 

書籍:零下40度的勇氣 

從書籍中的主角去學習認識他

人，從中了解自己的興趣，開

啟未知世界的認識、課輔教學。 

6/13 書報雜誌 
17:00~21:00 

五月天、想飛的十五歲 

從文字的角度欣賞樂團、其他

年輕人的想法、自己的想法與

夢想、課輔教學。 

備註：1.上課計 10次，每次 3小時(需扣除 1小時英文時間)，總計 30小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4%BF%A1%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4%BF%A1%E7%89%87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05年 3月 07日至 6月 13日、介壽國中音樂教室、電腦教室。 

九、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傅美琴 綜理營隊事務 

學務主任 王傳媺 執行與聯繫實施計畫相關活動 

訓育組長 張育誠 協助執行與聯繫實施計畫相關活動 

教學組長 郭嘉琳 規畫課程與教學活動 

出納組長 莊淑珍 協助經費的運用與核銷 

講師 
新世紀領袖培育計畫

團隊 

課程教案準備及執行 

十、其他：  

十一、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十二、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市府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三、本案奉 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中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5年 3月 7日（星期一）~105 年 6月 13日（星期一） 

活動名稱：遨遊世界~科技閱讀 

  

小朋友分享自己的繪畫故事 再生紙製作 

 
 

製作天氣瓶 製作天氣瓶 

 

 



上山心得 

黃思婷 

    轉眼間，這一學期又過了，「介」我「元」夢計畫也悄悄地進入尾聲。想起

每一次要上山前，我們五個人會在校門口集合，每一次計程車阿伯總是熱情地來

載我們，我們在車上有說有笑，討論每一次上山要教給小朋友的課程和活動，真

的很感謝有這幾位夥伴陪伴我一起上山，一起完成這個計畫，從我們的工作經驗

分享、職業介紹、手做 DIY冰淇淋，到最後一次我們在山上開心的烤肉著、回憶

起這一學期的點點滴滴。 

    每一次上山舍監總是熱情地招待我們，如果我們有需要的地方，他也總是第

一個協助我們的人，而我們上山總是能感受這群介壽的孩子熱情、純真的個性和

活潑的笑容，也許大部分的孩子不愛讀書，但他們在其他方面，像是射箭、畫畫、

唱歌… …等等，卻有著不一樣的專注眼神，我們總跟他們說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最重要，要做個有理想和夢想的人，但別忘了現在的本分是學生，要做對的事。

這學期陪伴的住宿生有時候人數會加或減少，但我希望有了我們的陪伴，每一位

小孩都能感受到溫暖，也多了幾位大哥哥大姐姐可以當作傾聽的對象，有時候會

感受到小孩對我們的熱情，也有時候感覺到他們對我們的冷漠，但我覺得陪伴這

件事就是需要長時間來經營的，從玩具圖書館協會的協助到今年我們自己接下這

個活動，相信大家都是對這群孩子有著期望、希望我們的陪伴傳給他們，也希望

未來每一位小孩都能在自己喜歡的領域上發光發熱。 

上山心得 

傅宣榕 

在這一學期的過程中，更加熟悉小朋友了，慢慢的也知道帶給他們怎麼樣的課程，

他們會比較有興趣。 

在上一學期中，我們帶給他們較多的分享，像是有趣的事或是些知識性的分享，

但卻忽略了他們上課一整天了，放學的時間並不想再坐著聽課了，於是這學期我

們真的想破頭，開發些新的課程，像是天氣瓶的製作、不用冰箱就能自製冰淇淋

及再生紙的製作等。在這些課程中，發現有許多的小朋友更積極參與了！而經由

好玩的實驗能帶給他們科學知識及環保的意識，讓他們自己動手體驗，更能讓他

們印象深刻。 

在這陪伴教學的過程中，看到孩子有所成長，很滿足，也很感謝他們願意給我們

機會，在這過程中，我們也跟孩子們一起成長了！每次的陪伴，課程分享，我們

都需要在事前先做好準備，一路上會遇到瓶頸，會想破頭也沒靈感，但都跟夥伴

們一起走過來了，很謝謝夥伴們！ 

上山心得 

謝宜晏 

一開始加入介我元夢這個計畫其實沒有抱太多的想法，但是隨著一次次的上山陪

伴，我發現我們與小朋友之間有著比我想像中還要更深厚的情感連結。每一次的

長途車程，總是左搖右晃一路肚子疼上山，但是在踏到介壽國中土地的那剎那，



一種欣喜的感覺就填滿了胸口，就像有股神奇的能量從體內冒出來一樣。 

 看見它們或迎上前的笑顏、或埋頭做自己正在努力的事，都能感受到屬於原

住民小朋友特有的熱情與屬於他們相處的方式，他們會很直接地拉著我們叫我們

大哥哥大姊姊，或是一個人靜靜地抱著吉他待在角落，沉浸在屬於自己的世界中，

這些也都是身在平地的小孩較少有的行為。我們總是汲汲營營的追求紙上的分數

及課業表現，卻少有與大自然相處及鑽研自己真正喜歡的事；然而介壽國中的小

朋友讓我看見了不一樣的可能。他們在夏夜晚上會有螢火蟲出現的天然環境中學

習，不是埋著頭拚了命地寫考卷，卻是畫畫或玩音樂，即使他們學業表現沒有平

地的小朋友來的出色，我卻覺得這是最適合他們的學習方式。 

 我們能做的就是鼓勵他們往自己喜歡的道路前進，帶給他們課堂外的激發，

希望他們能夠對自己夠有自信，將來能夠勇敢地面對各種挑戰。從他們的身上我

也學到很多，原來在他們看似樂觀開朗的笑顏背後，其實有顆不是那麼堅強的心。

在國中這個年紀，就要離家住在學校，這是我無法想像的生活。他們是這麼的獨

立到令人有點心疼，看著他們就像看著自己的弟弟妹妹一般，有種不捨的感覺。

我無法深入當地與他們生活，無法了解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只希望我們的

上山，能夠帶給他們些許幫助，作為一個朋友的角色，陪伴他們成長，讓他們瞭

解除了家人與老師，還有一群大哥哥大姊姊願意聽他們說說話、一起研究課業。 

 半個學期就這樣結束了，比想像中的還要快上許多，雖然每次都絞盡腦汁想

要帶給他們什麼不一樣的學習經驗，但現在回想起來一切都非常值得。參加介我

元夢這個計畫豐富了我的經驗，也帶給我內心一些衝擊和反思，到底我們認為對

他們好的東西他們就真的需要嗎？我想這是一個需要好好釐清並深入思考的問

題，希望在下一次的服務中，我們能夠帶給他們更實質的幫助。 

上山心得 

唐為廉 

沒有想到時間過得這麼快，一年的時間這麼快就過去了。剛開學時大概是某一個

說明會結束後，看著許多人坐在後方討論著事情。因為好奇因此加入了話題，原

來他們在討論介壽國中的服務計畫。當時被邀請加入，原本只是最簡單的開始，

並沒有思考很多什麼是服務的意義，只是上到介壽國中幫忙大家。第一次上山的

經驗其實很特別，他們就像過去國中時期被學校老師都討厭的同學，因為他們不

喜歡念書、不愛上課，有種回到過去的感覺。也深深感受到雖然同樣年紀但是平

地小孩和山上小孩一樣有著很大的差異。一週週的上山，我開始思考著我們該改

變他們嗎？我們帶來的課程是不是不適合他們？甚至有了放棄的念頭。過去沒有

執行過這麼長的服務計畫，但我體會到就算是長期的志工服務，可能對當地的幫

助都是微小的，或是這小小的影響力種子早已種在孩子們的心中，但短期可能看

不出成效。 

 很感謝在這一年當中幫助過完成計畫的每一個人，沒有這些人的幫助，今天

這個計畫就不會如此完善，依然不善感性的我。但我知道這個回憶會是人生中很

特別並且難忘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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