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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 2012 年開始，清華大學啟動了以文化歷史調查與保存工服務工作為主的

國際志工團。這樣的志工團是全台唯一以人類學式田野調查為方法，以人文關懷

為出發點，以科技為工具，以文化歷史保存為目的的國際志工團。我們選擇了位

於東南亞中心位置的馬來西亞為據點，展望東南亞。 

 

    我們從台灣出發，帶著台灣豐富的人文內涵，配合當地文化歷史特色，以豐

厚人類文化歷史為帄臺，觸動文化與科技的跨域整合，促進科技融入文創養份，

並借力此科技與人文結合的新趣味；將協助建立地方文化歷史資訊網絡，豐富地

方文化內容，深化服務機能，提供具互動性與個別性的網站創新服務，加入人文

養分，促進跨領域文化創意產業在當地的發展。 

 

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文化與歷史保存服務工作即將邁入第六個年頭。我們以自

己在學校裡的專業知識為本，在課業之外，更進行長達八個月的培訓。每週的例

行會議與培訓，讓我們努力裝備自己，以便為服務績效創造最大的價值。2017

年的暑假，13 位來自不同科系的清華大學的優秀學生，將帶著熱情與創意、專

業知識與對生命的熱誠前往馬來西亞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漁村十八丁，協助當地

社區保存文化、記錄歷史。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更會帶著這樣的經驗與成長，

繼續在台灣與世界上的其他角落，種下更多可能。 

 

歷史如鏡，十八丁豐富的文化軌跡不亞於當年的台灣，如何能就此抹去？十

八丁(Sepetang)，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太帄市的水陸交界。一個世紀以前，這裡

是馬來半島西海岸最早開闢的商港。19世紀，太帄的錫礦業開始起飛，由於十

八丁鄰近太帄的策略性地理位置，英殖民政府從印度載運大批勞工抵達此地建設

大馬史上第一條鐵路，從太帄直達十八丁。但如今，場景不再，從過去繁華的港

口，，逐漸沒落轉型成傳統漁村。1980 年代錫礦價格崩潰之後，當地的經濟一

落千丈，就業機會移向大都市，當地的青壯年口也為了找工作而到了大都市。家

鄉的故事不再被人傳頌、歷史隨時間洪流淹沒，這一切，看在當地耆老與居民的

眼裡，真是萬分感傷。 

 

身在台灣，經常必須思索自身國際的角色，經濟、文化等等都是課題，身為

大學生，在面對這些的同時，我們把握機會，走進社區服務。協助社區做保存、

發現更多歷史與本質，並反思現代與過去的關係。 

  

一樣是文化的重要集散地，十八丁與台灣，兩個地方的人們，都需要更多

的機會與嘗詴，知道自己有能力承接過去，留下來發揚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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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服務之初 

一、緣起 

    2012 年，清華大學組織了第一屆的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希望透過服務與

交流讓更多人來認識務邊（Gopeng），我們在當地規劃了 CCC 計畫(Chinese Culture 

Conservation)，為激起當地住民的文化認同而作了務邊文史典藏計畫，並屢次登

上當地民間報紙，成功的完成第一年的國際志工服務。我們在當地進行了三年的

計畫，協助出版了當地第一本社區歷史紀錄書籍《重拾歷史的記憶·務邊華人先

賢的故事》。 

 

     2015 年到 2016 年，我們轉移據點，前往同樣位於霹靂州的實兆遠墾場博

物館，停留三十天，通過以往的志工經驗，結合當地的文化保存現狀，繼續推動

文史典藏計畫。 

 

    2017 年，將是我們下一個里程碑，帶著過往兩個據點的經驗，我們前往十

八丁漁村，期盼能夠採集更多地區新的故事，讓社區文化營造在馬來西亞的各個

地方紮根。期盼當地能夠如同務邊一樣，讓社區文化營造成為居民的日常，深入

生活當中，讓當地居民都願意參與。     

 

    五年來的經驗的累積，使得我們在實行文化保存及舉辦活動的能力也大為提

升。五年來，社區營造與文史保存的工作已經漸漸得到民眾和馬來西亞民間單位

的注意，在各地皆開始看到大大小小的社區組織在醞釀，在各地培養在地人才！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一直以來期許自己要到當地去散播社區營造的理

念，打造更多的社區文化中心，五年來，我們很榮幸，我們為馬來西亞帶來了改

變的機會！ 

  

二、得獎紀錄與肯定 

1. 2014 年從全國 200 多團隊中，脫穎而出，獲得 103 年青發署全國績優團隊服

務創新獎，讓我們更鞭策自己莫忘初衷，持續努力，發揮青年的影響力！ 

2. 2016 年再次獲得 105 年教育部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佳行獎！ 

3. 我們的紀錄片《童玩阿伯》，榮獲 2016 年僑委會金僑獎銅獎！ 

4. 我們的紀錄片《曠野的吶喊：實兆遠墾場博物館的故事》，榮獲 2016 年海華

文教基金會「蹲點僑世界」第二名！ 

5. 2016 年獲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暨財團法人華碩文教基金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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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目的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的宗旨，為協助十八丁當地歷史保存與推動當地文

化認同。在此大方向下分為四大目的：深入當地歷史與文化、凝聚當地社區意識、

推動當地社區發展、傳遞台灣青年志工理念。並以前五年學長姐的經驗與傳承，

繼續籌辦今年的國際志工服務計畫。 

 

 

三、時間、地點與合作單位 

時間：2017 年 7 月 5 日至 2017 年 8 月 3 日(共 30 天) 

地點：馬來西亞霹靂州太帄市十八丁 

合作單位：十八丁漁村 

 

 

 

四、服務需求評估 

服務需求評估，主要考量到以下兩個面向： 

1. 需求狀況： 

    由於前幾年已在馬來西亞的實兆遠地區收集了相當多的故事，所以今年決定

轉往下一個地點──十八丁，與當地人進行溝通互動，瞭解當地的社區文化營造

現狀，收集目前文化歷史典藏及社區文化典藏所存在的問題。當地長期需要文化

歷史的工作者，到小學進行文化與歷史教育，到社區去收集故事的志工。 

2.為什麼由我們提供服務？ 

    身為清華大學的學生，本身對社會、文化的認識，相較於社會上的其他企業

團體或是民間組織，有較多的資源與機會認識。學期中的多次讀書會討論、台灣

實地社區訪查也是身為學生較容易進行的行前準備工作。同時我們已經有過多次

在馬來西亞華人社區幫助當地居民進行社區營造的經驗，再加上清華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的討論與研究風氣亦是國內大學裡數一數二。因此，對於文物保存、社區

營造的相關工作，我們有信心能付出時間與心力，兼顧當地需求與自身成長，得

到良好的成果。 

2016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 

與合作單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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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OGO簡介 

 

   「清梅足馬」意味著清華大學的我們將帶著我們志願服務的心前往馬來西亞；

而圖片中的小樹苗在前五年學長姐的默默耕耘下，已漸漸長大，今年將吸收新注

入的養分，從原本的四片葉子上，長出了一朵花苞，這朵花苞不僅代表今年馬團

六班，更表示 2017 年的馬團將傳承文史典藏的精神，為保存社區與地方珍貴歷

史文物與社區營造的使命而努力，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在將來綻放成一朵美麗的

花。 

   「愛在大馬」意味著馬團六班站在馬團前五屆的肩膀上，繼續將我們的愛、

熱忱與用心，投注在支持與協助當地社區營造的服務上。今年我們除了沿襲去年

的活動，讓許多社區營造的計畫在當地慢慢發酵，受到當地人的認同，還會以實

地走訪記錄的方式，瞭解當地居民生活與需求。相信在歷屆馬團成員一滴滴汗水

的澆灌與一步步嚴密紮實的服務計畫下，我們的理念將在當地茁壯紮根。 

 

    「Love in MalaYsia」即「愛在大馬」，MY 是取自 MalaYsia 的縮寫，象徵著我

們將當地人的故事放在我們的心中(your story, MY heart)，希望藉由我們的志工服

務，讓當地的居民對故鄉更有認同感，更透過我們的眼睛，將馬來西亞美麗的故

事分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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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服務籌畫 

一、計畫內容架構圖 

 

 

 

 

 

 

 

 

 

 

 

 

 

 

 

 

 

 

 

1. 社區文史訪查計畫 

a. 訪查當地村落瞭解其文化 

b. 建立居民在十八丁歷史脈絡 

2.數位影像製作工作坊 

a. 錄製數位影像製作教學影片 

b. 培養社區影像記錄人才 

 

 

4. 青苗計畫 

a. 進入小學，為小學生傳遞

文化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b. 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培

養對社區的認識。 

a.  

5. 小樹計畫 

a. 進入中學，為中學生傳遞歷

史保存與文化的重要性。 

b. 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培養

社區的認同。 

7. 十八丁文化歷史嘉年華會暨書籍出版計畫 

a. 青苗計畫成果發表 

b. 文史典藏成果展 

c. 社區文化歷史書籍出版 

3. 「小人物大夢想」紀錄片拍攝計

畫 

a. 透過訪查尋找訪問對象 

b. 影片會於特展中展出 

社區文化營造與數位文史典藏 

6. 人文生活地圖繪製計畫 

a. 實際走訪社區，邀請社區民

眾一起來為社區設計人文生活

地圖。 

8. 地方文化歷史協作帄台 

a. 將文史放在公開的網路帄台上，

提供大家參考 

b. 把翻轉教室帶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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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地服務內容 

 1. 文史訪查計畫： 

 

    為了深入了解十八丁，將利用三周的時間讓志工分組進行實地觀察與探訪，

了解社區的日常生活面貌，以主題式訪談蒐集當地人的故事。透過當地人的口述，

梳理出存在於記憶之中的地方歷史，也記錄下當代社區的發展及特色，協助保存

地方文化。志工團十三人，每人撰寫四篇文章，兩篇深入且紮實的報導/民族誌，

兩篇非正式文章，例如遊記、見聞、觀光導覽用等，每篇字數約 1500 字以上，

並附上相關照片。最後整理文章，集結成冊出版，再配合為期兩天的文史特展活

動，將訪查成果在當地展出，邀請當地人一同參與。這個計畫，希望除了能讓外

界認識這個地方，也期待喚醒當地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關注，讓這些資料能夠

提供在地社區營造行動長期使用與參考。  

 

 2. 數位影像製作工作坊：  

 

    影像製作工作坊的計畫主要是以約十堂五分鐘的數位影像教學影片，進行影

像製作的學習課程，其中包含了基礎拍攝、剪輯等影像製作的基礎教學。藉由此

課程計畫，除了讓我們自己志工團的成員能在從事文史紀錄的過程中學習更好的

文史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外，也希望能透過培育社區的影像人才，讓他們能用自己

的雙手製作屬於他們的紀錄片，去分享他們眼中的十八丁，並且將此技術傳承下

去。 

 

 3. 「小人物大夢想」紀錄片拍攝計畫： 

 

    在當地進行文史訪查中尋找具有豐富生命歷程或對家鄉抱有熱切關懷的當

地人，將其故事拍攝成影片紀錄存檔，讓當地居民能夠透過最直接的影像衝擊，

瞭解自己的家鄉，期望以不同於文字的形式達到更有效的傳遞。我們計畫拍攝共

五部片，每部片長約 5~8 分鐘，一片即為一位主角的故事，希望能夠透過這些影

片中人物的觀點，詴圖在當地居民中引起共鳴，以達到對社區的認同感及進一步

的社區共同營造。 

 

 4. 青苗計畫： 

 

    十八丁的孩子就是十八丁文化的青苗。青苗計畫透過課程活動形式，將文化

呈現給當地的孩子，讓他們看見自己的歷史故事，也啟發他們對於社區營造的理

念。課程的安排有性帄課程、文化課程、實驗闖關、國際筆友和工作坊，透過這

些活動讓孩子們更認識自己的居住環境，進而產生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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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樹計畫： 

 

    小樹工作坊將延續青苗計畫的理念，針對當地年紀稍長的中學生，但為顧及

學生考詴壓力繁重，我們選擇以較輕鬆的一日營隊形式，活動時間從早上八點到

下午五點共計九個小時，利用遊戲和課程等互動呈現十八丁的文化，也讓他們瞭

解自己家鄉的歷史故事並促進環境保育之概念，傳遞文化保存與環境維護的相關

觀念。本計畫著重的目標不僅是認識，更希望借助一系列活動刺激中學生們的反

思，進而成為家鄉文化保存的一分力量。 

 

 6. 人文生活地圖繪製計畫： 

 

    本計畫期望透過繪製十八丁的生活地圖，藉由當地人的協助將十八丁的樣貌

立體呈現，而該地居民也能透過我們的雙眼發覺周遭的美好，進而重新認識自己

身處的環境，對其產生更多重視，喚醒越來越多人的文化認同，最終希望當地居

民能自發性的投入繪製家鄉的生活地圖，讓生活地圖成為永遠的現在進行式。而

第一年想先以觀光地圖為目標，結合當地人視角來呈現我們所繪製的地圖。 

 

 7. 十八丁文化歷史嘉年華會暨書籍出版計畫： 

 

    我們將會在十八丁服務的尾聲，進行為期兩天的文化歷史特展，這個特展將

提供當地居民一段相聚的時刻。透過文史紀錄、照片牆、紀錄片的成果展示，居

民可以一起回味專屬於十八丁當地的歷史與文化；居民將有機會在活動中繪出各

自心中對於地方社區的想像，連結當地人們的心，亦使其發揮無限的創造力；此

外，我們亦在展場設置了台灣民俗童玩區，使當地居民除了深入體認自身文化外，

也提供了他們一個與台灣交流的媒介，期待能因此互相帶來好的影響。 

 

 8. 地方文化歷史協作帄台建置計畫： 

 

    為了推廣多元的數位典藏內容及資料庫，促進當地大眾盡可能運用數位典藏

成果，我們計畫將為當地現有的歷史資料進行數位化，將文字、圖文、影像、聲

音等文本資料數位化後，以網站帄台呈現。主要目的是將當地社區歷史資料進行

整理並展示，提供社會大眾瀏覽、學習、研究、典藏之用，達到提升文化資源的

共享。此外，將文史放在公開的網路帄台上，提供大家參考。將我們錄製的影像

製作教學影片放到網路上，更在當地進行實際教學，把翻轉教室帶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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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地服務時程 

四、服務詳細日程表： 

日期 行程 

第一週：文史訪查、青苗計畫、小樹計畫前置預備 

7 / 5 抵達十八丁 

7 / 6 ~ 7 /9 社區故事訪談場地勘查、實地訪查 

第二週：文史訪查、青苗計畫、小樹計畫執行期 

7 / 10 ~ 7 / 15 小鎮人物訪查與紀錄 

7 / 16~17 青苗計畫活動、小樹計畫活動 

第三週：文史訪查、記錄片拍攝、影像工作坊執行期 

7 / 18 ~ 7 / 24 人物訪查與紀錄、記錄片拍攝 

第四週：特展準備 

7 / 25 ~ 7 / 29 準備文化歷史特展 

7 / 30~ 7 / 31 舉辦文化歷史特展 

第五週：馬來西亞志願服務經驗交流 

8/1 在吉隆玻舉辦志願服務交流座談、宣導台灣青年志工理念 

8 / 3 自吉隆坡返台 

 7 月 

抵達十八丁        

文史訪查計畫        

青苗計畫        

小樹計畫        

數位青少年影

像製作工作坊 

       

紀錄片        

人文生活地圖        

文化歷史特展

準備與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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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團隊成員介紹 

 

我們是 12+3 的超級組合！十三位來自清大各科系的學生，實踐跨領域、跨

科系、跨地域的學習實踐，我們在工作中培養默契，互相溝通，找出對當地最適

合的服務方式。領隊暨指導老師是來自馬來西亞的王麗蘭老師，除了提供在地觀

點，也作為台灣和馬來西亞之間的橋樑。副領隊方庭于和史冀儒，將分別負責人

生活地圖和紀錄片的培訓。今年的團隊，是十五位最優秀、最有熱誠的青年！ 

 

 

 

 

 

 

 

 

 

 

 指導老師/領隊：王麗蘭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 

 現職： 

  台灣大學印尼語講師 

  政治大學外文中心馬來文 /印尼文講師 

  外交部印尼語/馬來語講師 

  國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指導老師 

 語言專長： 

  中文、英文、馬來文、廣東話、福建話 

 

 

    清華大學的國際志工團，因為有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而變得不一樣。曾經清華大學被喻為是文

化的沙漠，經過多年的努力，今天清華大學的學生們，也已經有能力到海外去協助其他地區的人們，

紀錄他們的歷史、寫下他們的故事，支持他們長年來努力想要傳承下去的文化寶藏。我非常榮幸和

這一群充滿夢想和熱血的青年一起努力，為自己、為清華大學、也為台灣寫下不一樣的熱血故事！ 

 

 

 

 

 

 

 

 

 

 

 

 副領隊：史冀儒 

 經歷：記錄片導演、企劃、剪輯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2015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副領隊暨攝影師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閩南語 

    今天的生活，就是明天的歷史。如果我們要想像五十年前的光景，可能我們只能用照片來回憶，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用影像來記錄下一個五十年。我相信影像的力量，也相信影像是保存歷史影像最

好的方法。記錄片是為了記錄生活、記錄歷史、記錄一個年代。今天，我有這個機會到馬來西亞的

小鎮去，為當地人記錄他們的故事，這是我回饋社會的方式，這是我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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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領隊：方庭于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就讀科系：經濟系三年級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內湖校友會前副會長  

       清大經濟 19 級迎新宿營美宣股長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總務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閩南語 

 

 

 

 

    一直以來我好像都不是很瞭解自己，對自己的家鄉，生長的地方都是。總覺得往往越貼

近我們的，我們越是看不見。後來加入了馬團，有機會去到當地，告訴他們其實自己的文化

與歷史都是值得被說出來、被記錄的。因此今年選擇繼續踏上這趟旅程，希望能讓更多當地

人瞭解自己的根並且認同自己的身分。我相信每個人都是有故事的，而這故事在將來也會成

為歷史的一部分，而且當地的人們也會受到我們的影響，開始記錄自己的生活，也就達成了

真正意義上的傳承了。 

 

 

 

 

 

 

 

 

 

 

 

  

 團長：卓思良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化學系大二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清華大學第二十八屆化學營 

  排球校隊 

 語言專長:中文，閩南語 

 

    國際志工算是人生中夢想之一，剛好清華大學能夠提供這個機會給我完成夢想。主要是

想走出舒適圈看看外面的世界，因為長期把重心放在球隊生活，生活有些枯燥乏味，想做點

不一樣的事情。 

    馬團做的文史工作讓我覺得很有趣，雖然我不擅長在文字寫作方面，但我很喜歡去看別

人所撰寫的地方故事。我每次看完都會「哦~原來還有我們不知道的一面」，都讓我想更深入

地聊解他的故事。因此，我不只要做那位閱讀者，而是想給大家一篇以我角度去撰寫的好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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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團長：陳智培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人社院學士班大四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班芝花劇團社員 

世界民族舞蹈社 美宣股長 

清大轉學生聯誼會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閩南語 

 

 

 

 

    想參加馬來西亞志工團是因為馬團跟其他的志工團很不一樣，並不會將志工的角色想像

為一個施予者，而是讓志工與當地的互動更加動態，我們不是只提供給當地物質性的援助，

而是一群收集故事的人，讓當地人與外界的人能夠看見馬來西亞華人的故事與處境。身為正

在學習人類學的學徒，我希望能夠藉由這次馬來西亞志工團的活動，讓我去到與我成長環境

有所落差的異地，學習如何用寬容與好奇的眼光來看待馬來西亞、與當地人建立友好的關

係、紀錄屬於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 

 

 

 

 

 

 

 

 副團長：鄧名勛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理學院學士班三年級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理學院學士班系學會活動股員 

       理學院學士班系學會總務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閩南語 

 

 

 

 

報名之前，總覺得我的大學生活帄淡無奇，成績帄帄，對於社團的參與也興趣缺缺。但

心中卻又不甘，不想白白虛度這四年光陰，而在意外之下就找到了國際志工團這個活動。 

     參加說明會後，聽到上屆馬團的成果發表便深深地被吸引：著重於社區營造和當地歷

史文化保存，讓我覺得能夠聽到很多奇聞軼事，也能和當地人分享來自台灣的我的故事。前

往服務的地點也是考量因素之一，這次前往地點是個小漁村，同是漁村長大的我，希望能在

這次的服務中，不僅幫助了別人，旅程結束後也能想想自己能為自己的家鄉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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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關:陳信佑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大二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藍天社社員 

竹苗會活動長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台語一點點 

 

 

 

 

 

 

帄常都是一直在讀書，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聽到國際志工後覺得不但可以學習到很多

一般人不會學到的東西，又可以幫助別人，而且還可以體驗外國文化，就覺得是一件很有意

義的事情，再加上自己也覺得做志工是件開心的事情，毅然決然地就下定決心要成為國際志

工的一員。 

 期許可以認識很多與自己不同年紀及在各方面都不同的人，也希望可以增進一下自己對

於寫文章的能力，最後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會攝影及拍照的人。 

 

 

 

 

 

 

 公關：李孟芸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大二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熱舞社社員 

       當代舞蹈社社員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大致聽得懂台語 

 

 

 

  

 

    在台灣，無論是家人或者是社會上的資源，我都是處於被動接受的狀態，如同被保護得

很好的溫室花朵一般。而進入志工這個環境，我們必須學習如何給予，學會如何憑藉著自己

的力氣去做好每一件事情。馬團的主軸在於文化保存，用文字紀錄下我們在當地的所見所

聞，走出台灣這個框架，看見不同的世界、文化與生活。緣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世界這

麼大，要彼此相遇是何其困難的事情，在當地遇見的每一件事都是因為彼此在當下激起了不

一樣的火花，期許自己能在馬來西亞遇見不同的人，也遇見與以往不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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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關：吳夢喬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科管院學士班大二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TICO清華國際社群 財務長 

  清華鼓坊 社員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粵語（母語） 

 

    最初想要加入馬團是出於對「文化保存」議題的熱衷。我認為，文化這兩個字的定義婦

孺皆知，然而它的存在卻沒有真正引起人們的重視。文化開啟了人類對於美的感知，但當它

一點一點的流失時，人們往往很難察覺，直到某一天真的蕩然無存時，大家才發現事情的可

怕。因此，我們絕不能等到無力回天時才懊惱悔恨，現在，就是文化保存的最好時刻！這也

是我們馬團成立最重要的意義之一。馬團提供了一個帄臺，讓共同關注文化議題的我們組成

一個更有效率的團體，我希望能夠在未來一年的活動中，除了保護文化外，也收穫文化的美。 

 

 

 

 

 

 

 

 

 

 

 

 公關:黃筱翎 

 就讀學校: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經濟系大一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景美女中自然科學研究社 教學長 

 語言專長:中文 

 

    會加入志工團跟爸爸參加獅子會會去服務弱勢族群有很大的關係，不管是在哪方面需要

我，我希望這個世界因為有我的存在而有些改變。我會用盡我的全力去幫助別人，同時希望

在我服務的同時我可以找到更多自我，知道自己擁有的與該珍惜的，透過幫助他人可以讓我

更懂得知足，並且希望透過參加志工團能認識與自己興趣相同的人，也可以在服務當地認識

和自己契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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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股：馮維祥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物理所博二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大學時期擔任系學會學術組組長 

 語言專長：中文/台語/英文 

 

    從大學開始一直到研究所，我把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物理和數學上，雖然自己樂在其中，

後來漸漸發覺少了一些什麼。漸漸發覺儘管物理能夠描述大部分自然界的現象，但是如果不

踏出這既定的思維模式，很難對自己和這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加入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是

我給我自己探索另一種可能性的機會，因為馬團是一個偏向人文方面的志工團隊，有別於其

他給予物資方面援助的志工團。馬團不僅讓當地居民瞭解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也讓志工們跟

當地居民有深度交流的機會，這種影響有文化傳承的意義且長遠的。 

 

 

 

 

 

 

 

 

 媒體 ：李育萱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英語教學系大四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竹風國樂社 總務 

   「漁光誰來午餐」偏鄉教學計劃負責人 

    交大火舞社 音樂長 

 語言專長：中文 / 英文 

 

 

 

    能夠加入馬來西亞志工團對我來說是一次特別幸運的經驗。大三時曾因學校課程前往金

門田野調查，用文字、繪本、以及紀錄片等形式去紀錄與呈現這座島嶼的風情百態。而這些

作品不僅展現了人與人甚至是人與文化之間的印記與感動。這堂課也讓我對於田野調查去觀

察和紀錄地方的歷史文化脈絡產生發生大的興趣。 

    因此，今年能成為國際志工，並且能將自己所學的專業與知識，應用在紀錄、訪查和保

存十八丁的每一個遇到的故事與畫面，對我來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自我挑戰和自我探索。 

    期許能在接下來的活動中有不少的收穫，並在不遠的將來能有機會與能力回饋自己的家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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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陳詵穎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經濟學系一年級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紅十字會志工 

救國團志工 

清大熱舞社社員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閩南語 

 

 

 

 

    之所以會想加入馬團，是因為我本身很喜歡文史紀錄相關的活動，畢竟，記憶與生命是

短暫的，但是文字卻能亙古不變。另外，並不是只有力量足以改變世界走向的事件才叫「歷

史」，世上的每個角落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而這次很慶幸有機會到馬來西亞盡自己的一份心

力，為當地人記錄下屬於他們的故事，讓他們感受到這片土地所傳達的溫度，也期待自己能

透過這次的志工經驗，拓展國際視野，累積更多美好的生命體驗。 

 

  總務：王又卉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科系/年級：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四年級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清華大學跆拳道社總務 

清華電台新聞部長 

南洋姊妹劇團 

 語言專長：中文 

 

 

一直以來總是認為，與其說「志工」是提供服務，不如說是向他人學習，在互動的過程

中，除了認識到不同的面孔與話語，也看到了自己未知的一面，這是只有在不同文化接觸時

才會產生的反省與成長。隨著參與經驗增加，也開始反問自己：「除了學習者的身分以外，是

不是還有不同可能?」自己有改變他人的可能性或許難以想像，卻是不斷出現的課題。期許自

己在這次接觸中，能夠更加瞭解當地文化，也能夠盡自己的力量回饋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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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黃靖嵐 

 就讀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就讀科系：化學系一年級 

 社團暨志工經驗簡介： 

師大附中生命科學研習社 教學長 

  清華紫荊大使 社員 

 語言專長：中文、英文、閩南語 

 

之所以想當國際志工，是期許自己能走出舒適圈，到陌生國度開開眼界，並以微薄之力對他

人提供幫助。馬來西亞有別於其他國家的部分在於：它是一個在經濟教育發展上相對進步的國家，

當前最需要的是偏向弱勢的文化保存，一想到可以用筆下的文字，對於一個地方造成改變，就讓

我這個小小的大學生充滿熱忱與動力。    

    每次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和不同的人進行接觸與交流，常能激發出更多創意的想法與火花，

期待自己能獲得許多關於當地文化的知識與感動，並經由文字不斷保存下去。 

 

 

2014 服務照片： 

 

我們的生活其實就

是我們的工作，然

而，工作給我們的，

不一定是壓力、枯

燥，因為慢走在新

村及務邊鎮上時，

隨時有人問候你從

哪裡來的，或者關

心你熟不熟悉地域、

會不會講馬來文，或者會不會受騙。在這些談話的過程，成員們會趁機開始和

遇見的每位村民聊天、瞭解他們自身的歷史，甚至大一點範圍的，會談到當地

的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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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務分工 

 

 

 

  

 

領隊 
馬來西亞志工團整體規畫

指導，讀書會指導老師。 

副團長 

領導團隊、規劃各項活動進

度、更新行事曆、訂定會議時

間、掌握進度 

預算控制、會議定餐點、保管

收據、器材清單與管理 

團長 

副團長 

文書 

公關宣傳 

媒體 

志工團 logo 製作、企劃書封

面封底製作、宣傳圖製作、生

活地圖創作與繪畫 

統籌企劃書、志工服務行程規

畫與活動安排、馬來西亞志工

團活動規劃、志工週負責人 

粉絲團與部落格建立和管

理、志工團資料整理、保管、

影像及照片管理與建檔 

協助團長、做會議記

錄、蒐集志工相關資

料、更新資訊、讀書

會負責人 

協助團長、統籌

公關股、建立文

檔與照片、拍攝

紀錄片 

 

總務 

媒體開發與聯繫、統籌廠商開

發、志工團整體形象建立、文

案設計與發想、收集傳達義賣

資訊、管理捐款箱 

 



2017 國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 

18 

Your story My heart 清梅足馬愛在大馬 

參、培訓規劃 

時間 內容 

2016.11.18 徵選團員  

2017.12.03-04 

 

志工培訓營 

(1)黃弘傑講師：企劃書撰寫 

(2)蔡禮安講師：攝影課程 

(3)夏超凡講師：國際工作 

(4)陳建松講師：服務法  

(5)王景民講師：團隊帶領合作 

(6)結訓頒獎 

培訓營課程以五大主題為出發點，分別是

團隊合作、志工經驗、攝影與影像紀錄技

巧、企劃書撰寫、志願服務法規，經過兩

天的課程，除了對籌備計畫更有願景，也

引發我們重新思考志工的意義、志工服務

的精神與志工服務的價值。培訓營雖然僅

有兩天短短的時光，卻像塊海綿一樣學到

很多東西，對於志工服務的內涵有了更多

的認識。 

2017.03.04- 

2017.05.31 

共十二場的讀書會 

 

在十二次的讀書會中閱讀的書籍包含馬來

西亞當地歷史、政治與社會等內容，使我

們更瞭解當地基礎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知

識，再藉由社區營造與解讀空間形式的知

識讓我們能夠更謹慎地融入當地已存在的

空間政治性，並找尋恰當的協助當地的方

法，此次讀書會另增加了探討國際化趨勢

與台灣社區營造經驗的書籍，期望能在前

往馬來西亞前，認知其國際定位並參考台

灣社造成功經驗。我們於每週開一次讀書

會，並在一次次的討論中，經由討論與溝

通瞭解彼此對一個個主題的看法，再探討

其大主題下的背後意義，實則在談論與閱

讀的過程中，讓我們有更足夠的知識與工

具完成此次志工服務，提供更切和當地的

服務。 

2017.06.06 參與青發署志工行前培訓  

2017.06.27-28 田野調查培訓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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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與物資 

一、經費預算 

科目 摘要用途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小計 說明 

1.交通費 來回機票 人 15 9,500 142,500  桃園、吉隆玻來

回 

 在台交通費 趟 2 8,000 16,000  台灣機場接送

交通 

 馬來西亞當地交通 趟 26 5,000 130,000  當地每日從住

宿至服務地

點、拜會參訪地

點、機場等需 20

人座車輛交通

接送 

 入境簽證 人 15 700 10,500 299,000  

2.當地印刷費 服務計畫簡介折頁 張 600 25 15,000  服務計畫簡介

折頁 

 文史成果出版 式 2000 150 300,000  社區營造成果 

 青苗計畫手冊 本 200 20 4,000   

 小樹計畫手冊 本 100 40 4,000   

 生活地圖 份 1000 35 35,000   

 特展:橡皮圖章 個 5 500 2,500   

 特展:活動邀請卡 份 30 50 1,500   

 特展:DM 張 500 10 5,000   

 特展:展覽海報 張 30 300 9,000   

 一頁版企畫書 張 100 2 200   

 完整版企畫書 份 50 80 4,000   

 成果報告書 本 50 300 15,000   

 名片 人 15 200 3,000   

 當地活動布條 條 2 2,000 4,000   

 特展看板 個 5 500 2,500 404,700  

4.運費與郵資 國際海運費 趟 2 8,000 16,000  將募來的書寄

到服務單位的

圖書館 

 郵資 式 40 25 1,000 17,000 郵寄企劃書 

5.文具用品 紙張 箱 1 2,000 2,000   

( 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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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筆 盒 3 200 600   

 麥克筆 盒 6 300 1,800   

 護貝膠模 張 500 4 2,000 6,400  

6.美宣類 合作單位紀念品 份 10 250 2,500   

 布條 條 1 2,000 2,000 4,500 出團前宣傳、成

果發表布幕 

7.生活費 馬來西亞住宿 天 30 4,000 120,000   

 馬來西亞膳食 天 30 3,500 105,000   

 馬來西亞生活用品 天 30 250 7,500 232,500  

8.疾病預防與

保險 

抗瘧疾藥物 人 15 250 3,750   

 防蚊用品 盒 5 200 1,000   

 旅遊帄安保險 人 16 2,000 32,000 36,750  

9.通訊費用 馬來西亞手機易付

卡 

組 16 650 10,400  在當地聯繫時

使用 

 馬來西亞行動網路

費 

組 4 2,500 10,000 20,400 上傳檔，報帄安

等使用 

10.器材租金及

雜支與耗材費

用 

攝影器材租金 組 30 6,000 180,000   

 隨身硬碟 顆 10 2,000 20,000 200,000 方便攜帶活動

資料，並儲存團

內資料，以做傳

承 

 預算數總額    $1,22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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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資募集清單 

 

 

 

 

 

 

 

 

 

 

 

 

 

 

所需物資 數量 說明 

錄音筆 10 台 2GB 以上，續電力 4 小時以上 

外接硬碟 8 台 1T 以上，供影片等資料存檔使用 

書籍 300 本 捐贈當地圖書館 

各式文具 300 份 小學生生活營使用 

 

 

 

 

 

 

團長：卓思良  asd030508@gmail.com 

副團：鄧名勛  chane850411@gmail.com 

      陳智培  s9001927910060@gmail.com 

公關：陳信佑  terrychen8641@gmail.com 

 郵寄物資：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清華大學課外活動組卓思良先生收 

請註明：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 

親送物資：團長卓思良 電話：0910293547 電子郵件：asd030508@gmail.com 

  



2017 國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 

22 

Your story My heart 清梅足馬愛在大馬 

三、贊助與回饋方案 

本團為志工服務，經費方面除了成員會 

自行負擔部份團費外，仍有缺額和物資，需 

要徵求熱心的社會大眾與企業支持。如果您 

有意願贊助我們的計畫，以下為我們的贊助 

方案： 

 

 

贊助方式與流程 

 
 

 

 

 

 

 

 

 

 

 

 

 

 

 

 

 

 

  

決定贊助金

額與物資 

匯款至帳戶 

寄送物資 

收到贊助後 

與貴單位聯絡 

確認 

等候感謝信與

成果發表書 

聯絡我們 

團長：卓思良 

電話：0910293547 

信箱：asd030508@gmail.com  

 

副團長：鄧名勛 

電話：0955608028 

信箱：chane850411@gmail.com 

 

公關：陳信佑 

電話：0978135092 

信箱：terrychen864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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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贊助物資給我們…… 

 

 

郵寄物資： 

 

 

 

親送物資： 

 

 

 

匯款帳戶（可節稅）： 

 

 

 

匯款帳戶（不可節稅）： 

 

 

 

地址： 

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課外活動組 

卓思良 先生收 

請註明：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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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卓思良 

電話：0910293547 

信箱：asd030508@gmail.com 

t

c

g

s

l

e

t

i

t

i

a

@

g

m

a

i

l

.

c

o

m 帳號：台銀新竹分行（代碼 004）015036-070041 

戶名：國立清華大學 401 專戶（請註明給馬來西亞團） 

帳號：清華大學郵局（代碼 700）00610210597600 

戶名：國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陳詩穎 

因為您的支持，我們會更努力地在當地傳達大家的愛心 

因為您的支持，我們會更努力地在當地傳達大家的愛 

如欲贊助資金給我們…… 

請註明您的單位、地址、聯絡人全名及電話， 

以便於收到捐款後，開立捐款收據並寄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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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方案 
 
              

             贊助金額 

回饋方案 

 

 

8 萬以上 

 

5 萬 

 

3 萬 

 

1 萬 

 

1 萬以下 

穿企業文化衫幫助宣傳、 

義賣中擺出企業廣告牌 

或其他配合宣傳措施 

★     

學校記者會致謝、   

媒體採訪 
★ ★    

海外活動宣傳布條、 

活動手冊附上 logo 
★ ★ ★   

紀錄影片之感謝名

單、印 logo 在宣傳品

（如：海報、小型宣傳

單、  成果發表書等） 

★ ★ ★ ★  

馬來西亞

團網站、

臉書附上

logo及鏈

接 

第一層 ★     

第二層  ★    

第三層   ★   

致贈自製明信片及祝

福感謝卡 
★ ★ ★ ★ ★ 

 媒體採訪 

在有記者(電子媒體、帄面媒體、電台)採訪時會提及並感謝該贊助單位 

 活動手冊 

我們在馬來西亞會舉辦發表會，將會印製手冊於當地宣傳 

 馬來西亞團網站、臉書附上 logo 及聯結 

第一層製第三層分別是在網站由上至下，我們會依情形再調整 logo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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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宣傳 
 

1.  網路宣傳 

目的： 

    使粉絲專頁增加曝光度，以期增加小額募款金額。透過粉絲團按讚的人數以

及臉書即時性的動態資訊，讓人注意到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透過粉絲團頁面，

連結到清大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的網站，使大家能更進一步地瞭解相關資訊。網

路宣傳的宗旨即張貼志工團活動或是與志工團相關的時事，讓人注意所有資訊，

持續關注。 

執行方式： 

 官方網站：該網站由負責團員定期更新，並提供充分的志工團資訊。網站中

呈列出歷屆馬來西亞志工團的成果，並以精美的圖片及有趣的解說來吸引目

光，以增加爭取贊助的機會。 

 Facebook 粉絲團：粉絲團從 2012 年 4 月成立至今，已經多達 1100 人關注。

預計於 2016 年 3 月開始 PO 團員介紹照片、老師推薦、名人推薦等，不定

期發表志工團活動照，並附上相關文字解說，以達到宣傳馬來西亞國際志工

團的目的，使關注人士更瞭解志工團的規劃及進度。 

2.    名人宣傳 

目的：藉由邀請名人拍攝短篇鼓勵影片及贊助，為志工團宣傳以增加粉絲專頁及

網站的曝光度。宣傳短片於出團行前記者會上發表，不僅為志工團與藝人

建立良好形象，並期許有額外的募款收入。 

執行方式： 

 邀請知名作家、網路名人及來自馬來西亞的藝人朋友們為志工團拍攝 30 秒

的鼓勵短片，並貼文於臉書粉絲專頁中。 

 投稿報社專欄或請報社於專欄中張貼介紹志工團活動的文章，以增加曝光

度。 

3.  其他媒體管道宣傳(廣播、電視、報章等) 

目的：提供更多管道宣傳志工團訊息，以新聞稿的方式，介紹企劃內容。 

執行方式： 

 接洽廣播電台、新聞台、新聞報章等，報導志工團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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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歷史與延續 

一、服務歷史與執行成果 

過去幾次，透過每一年到當地的志工服務，我們從經驗中學習更加能夠協助

當地的作法並逐年改進，以求更符合務邊及實兆遠當地的需要，再以更加具體的

方式幫助他們，加深當地民眾對於社區營造意識的建立，讓務邊及實兆遠多元繽

紛的各種族群文化與歷史可以藉由書寫被記錄與保持下來。看見務邊及實兆遠的

美麗蛻變後，今年我們即將走入一個全新的地區，十八丁，我們期許自己不斷充

實自我更發展新的創意和做法，同時吸取過去的養份，讓這社區營造的小苗，在

馬來西亞的各處靜靜卻優雅地茁壯。 

 

2012 年第一屆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 

 當地環境評估，與拉曼大學建立合作交流 

 於文明華小舉行環保一日營 

 訪談昔日錫礦礦工，瞭解務邊過去的產業模式和歷史背景 

 訪談務邊福建會館，瞭解當地文化與民情 

 協助務邊文物館與博物館升級設備與管理方式 

 

2013 年第二屆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 

 馬來西亞華人文史典藏計畫 

 【懷古新意特展】整理務邊懷古樓文物，數位化處理文物照片與文字，

舉辦古文物特展，協助建立文物導覽資料。 

 【青苗生活地圖】邀請當地學生共同繪製務邊青年生活地圖，找尋自己

對於所居住環境的情感連結，並舉行古蹟走訪踩街活動。 

 【百年宗教文化數位典藏計畫】在務邊當地七間廟孙進行田野調查，透

過口述歷史的方式採訪當地耆老，紀錄馬來西亞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及

海外移民野史。 

 馬來西亞原住民族縮減數位落差計畫 

 【原民部落探勘計畫】組成探訪團隊前往原住民部落，實際瞭解關懷、

與他們討論未來雙方互相合作的方向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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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三屆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 

 社區文化營造與數位文史典藏計畫 

 【文物館與懷古樓文物數位典藏計畫】整理務邊懷古樓文物，數位化處

理文物照片與文字，建立文物標籤卡與多語言影音導覽系統。 

 【新村訪查計畫】藉由前進華人新村並與其訪談瞭解其文化與歷史脈絡，

更與文物數位典藏計畫進行資料校正與補充。 

      

 【青苗計畫】延續舉行孩童的一日營以期深耕文史保存的概念，並邀請

父母們參與親子廚房與工作坊等活動進行文化交流。邀請當地孩童與我

們分享喜愛的地點，跳脫觀光景點而找出更具地方特色的私藏。 

 【生活地圖】邀請當地學生共同繪製務邊青年生活地圖，背面介紹當地

古蹟與當地美食讓人更瞭解當地特色。 

 【古蹟巡禮計畫】舉行古蹟巡禮踩街活動，讓當地人與其他地區來參與

的遊客都能更加認識務邊這個地方，與其擁有的歷史建築與文化。 

 【文化歷史特展】在服務的最後舉辦特展，讓珍貴的歷史文化除了可被

保存與記憶外，也能讓更多人分享與認識這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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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四屆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 

 社區文化營造與數位文史典藏計畫 

 【文物館與文物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化處理文物照片與文字，建立文物

標籤卡與多語言影音導覽系統。 

 【新村訪查計畫】藉由前進華人新村並與其訪談瞭解其文化與歷史脈絡，

更與文物數位典藏計畫進行資料校正與補充。 

 【青苗計畫】延續舉行孩童的一日營以期深耕文史保存的概念，並邀請

父母們參與親子廚房與工作坊等活動進行文化交流。邀請當地孩童與我

們分享喜愛的地點，跳脫觀光景點而找出更具地方特色的私藏。 

 【生活地圖】邀請當地學生共同繪製務邊青年生活地圖，背面介紹當地

古蹟與當地美食讓人更瞭解當地特色。 

 【古蹟巡禮計畫】舉行古蹟巡禮踩街活動，讓當地人與其他地區來參與

的遊客都能更加認識務邊這個地方，與其擁有的歷史建築與文化。 

 【文化歷史特展】在服務的最後舉辦特展，讓珍貴的歷史文化除了可被

保存與記憶外，也能讓更多人分享與認識這些研究成果。 

2016 年第五屆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 

 社區文化營造與數位文史典藏計畫 

 【墾場博物館文史訪查計畫】實地走訪實兆遠當地的墾場博物館，並以

數位典藏和拍攝紀錄片的方式，記錄這群基督徒從中國沿海遷徙而來打

拼的歷史。 

 【青少年影像製作工作坊】招募馬來西亞當地青少年，進行一些關於拍

攝紀錄片的學習課程，希望能培育社區的影像人才，讓他們能用自己的

雙手製作屬於他們的紀錄片，去分享他們眼中的實兆遠。 

 【青苗計畫】延續舉行孩童的一日營以期深耕文史保存的概念，並邀請

父母們參與親子廚房與工作坊等活動進行文化交流。邀請當地孩童與我

們分享喜愛的地點，跳脫觀光景點而找出更具地方特色的私藏。 

 【生活地圖】邀請當地學生共同繪製務邊青年生活地圖，背面介紹當地

古蹟與當地美食讓人更瞭解當地特色。 

 【紀錄片】尋找具有豐富生命歷程或對家鄉抱有熱切關懷的當地人，將

其故事拍攝成影片紀錄存檔，讓當地居民能夠透過最直接的影像衝擊，

瞭解自己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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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歷史特展】在服務的最後舉辦特展，讓珍貴的歷史文化除了可被

保存與記憶外，也能讓更多人分享與認識這些研究成果。 

 【帶一本看不懂的書回台灣】與清華水木書院合作，響應張正的活動，

將二手的馬來西亞雜誌、書籍發送到在台馬來西亞人手中。 

二、延續與預計目標 

2017 年第六屆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即將啟程） 

 馬來西亞社區文化營造與數位文史典藏計畫： 

 【社區文史訪查計畫】 

 【青苗計畫】 

 【小樹計畫】 

 【數位影像製作工作坊】 

 【人文生活地圖繪製計畫】 

 【十八丁文化歷史嘉年華會暨書籍出版計畫】 

 【地方文化歷史協作帄台建置計畫】 

2017 預計達成目標： 

 【文史訪查】 

在十八丁附近小鎮進行田野訪查，收集歷史、宗教信仰、傳統產業、人物故

事、社團組織、教育等方面的口述歷史，至少 50 則故事。回國後，將集結

成書，編輯成一本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書籍，並於各項校內及校外成果展中

展出。 

身為台灣青年志工，帶著浪遊慢走的方式、體驗當地人生活。這種以人類學

式的田野調查方法，即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當地人的日常生

活與小鎮記憶，藉以協助鎮民尋回對小鎮的歷史記憶、重塑他們的往昔生活，

進而提升對小鎮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也增加外人對當地小鎮的認識。 

 【數位影像製作工作坊】 

影像製作工作坊的計畫主要是以約十堂五分鐘的數位影像教學影片，進行影

像製作的學習課程，其中包含了基礎拍攝、剪輯等影像製作的基礎教學。藉

由此課程計畫，除了讓我們自己志工團的成員能在從事文史紀錄的過程中學

習更好的文史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外，也希望能透過培育社區的影像人才，讓

他們能用自己的雙手製作屬於他們的紀錄片，去分享他們眼中的十八丁，並

且將此技術傳承下去。 

 【青苗計畫】 

在當地舉辦為期一天的地方文化認識生活營，我們將與當地學校合作，透過

舉辦生活營、實驗闖關和工作坊等方式，與居民交流使學員更瞭解身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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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員藉由分享和手作的過程發現自身文化的獨特，並學習表達自己的想

法和經驗，使孩子們能更深入認識自己所居住的土地，並激發孩子們多元思

考的能力，培養對家鄉的歸屬感與愛惜土地的精神。 

 【小樹計畫】 

舉辦為期一天的地方文化認識生活營，預計招收 60 位中學生參與。在當地，

我們會進行漁業文化和環保概念的相關課程，以及可讓學員們動手製作釣具

及環保小物的 DIY實作，希望能讓當地青年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能對自己

的家鄉文化有多一分地了解，並期待能讓當地青少年注重環保議題，進一步

以實際作為改善環境現況，培養對家鄉的認同感與愛惜土地的精神。 

 【小人物大夢想紀錄片拍攝計畫】 

拍攝 5部人物紀錄片，希望能以最接近當地居民真實的感受將故事記載起來，

以最直接的視覺影像達到最有效的傳遞，同時希望能夠透過這些影片中人物

的生活態度在當地居民中起到渲染與認同的作用，讓居民對於這個共同居住

許久的社區與鄰居產生最基礎的認同感，而後才能放眼於未來，著手更進一

步且較實體面的社區營造。 

 【人文生活地圖繪製計畫】 

     繪製一份當地觀光地圖，提供青苗計畫、小樹計畫時以及日後社區活動推 

     廣時所使用。期望能透過我們的行動使當地發現家鄉的美好並增進其認同 

     感與文化認同，最終希望能與當地青年(中學生、大學生)合作或當地居民自 

     發性的推廣，使他們參與地方手繪地圖的製作，透過有創意的表現，使得 

     他們重新認識自己生長的地方。 

 【十八丁文化歷史嘉年華會】 

舉辦兩天的地方文化歷史特展，展出 30 幾天來台灣青年志工在當地協助進

行的社區營造的活動，例如文史訪查的紀錄、story of malaysia 照片牆的展示、

青苗計畫及小樹計畫的作品、生活地圖的繪製、紀錄片的播映，預計吸引

800 人次來參加這次的地方文化歷史藝術特展。透過這類社區文化營造的成

果展示，提供一個帄臺讓當地人擁有展示自己文化與歷史的機會。除此之外，

還輔以動態展，例如漫走社區、搓愛玉、國際筆友等活動，使當地居民在被

東觀賞我們社區營造的成果之餘，也能主動的參與以加深印象。同時，也讓

來自不同社區、地方的人士看到社區營造的方式，以此為模式做參考。 

 【地方文化歷史協作帄台建置計畫】 

為了推廣多元的數位典藏內容及資料庫，促進當地大眾盡可能運用數位典藏

成果，我們計畫將為當地現有的歷史資料進行數位化，將文字、圖文、影像、

聲音等文本資料數位化後，以網站帄台呈現。主要目的是將當地社區歷史資

料進行整理並展示，提供社會大眾瀏覽、學習、研究、典藏之用，達到升文

化資源的共享。此外，將我們錄製的影像製作教學影片放到網路上，更在當

地進行實際教學，把翻轉教室帶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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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報導 

一、2016 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相關報導列表 

編號 日期 標題 來源 

1 2016/7/19 台清大志工團戲劇 實兆遠 60學生戲說家鄉  星洲日報  

2 2016/7/27  不讓古早童玩消失 限遠進賦廢木新生命  星洲日報  

3 2016/7/29  實兆遠福州墾場博愛館嘉年華 愛玉搓搓樂

明後日約你  

星洲日報  

4 2016/7/29  夫妻合璧 製福清餅 星洲日報  

5 2016/7/31  打造甘文閤文化藝術街 廖克民號召居民同

心協力  

星洲日報  

6 2016/7/31  甘文閤主路 打造福州街  星洲日報  

7 2016/7/31  台清大志工團 祖基咖啡爐 飄陘 60 年  星洲日報  

8 2016/7/31  流水麵線 好玩又好吃  星洲日報  

1.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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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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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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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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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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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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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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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6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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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 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相關報導列表 

編號 日期 標題 來源 

1 2015 / 08 / 15 參觀福州麵線、光餅製作過程  台大學生讚人情味濃 星洲日報 

2 2015 / 08 / 18 清華志工培育青苗  80 小朋友添新知 中國報 

3 2015 / 08 / 18 台清華大學志工團聯辦 青苗生活營 80 人參加 星洲日報 

4 2015 / 08 / 22 台志工團與福州團體交流 瞭解實兆遠發展史 星洲日報 

5 2015 / 08 / 25 小小樹快長大培訓營 清華大學生分享新聞採訪 中國報 

6 2015 / 08 / 25 台清大志工團培訓營  60 中學生學習採訪 星洲日報 

7 2015 / 08 / 25 社區口述歷史營 教導民眾保存歷史 星洲日報 

8 2015 / 08 / 27 聽。見實兆遠博物館嘉年華 30 日起與志工同樂 星洲日報 

9 2015 / 08 / 29 店名源自美麗錯誤 三友齋餅家古早味濃 星洲日報 

10 2015 / 08 / 30 「聽。見實兆遠」博物館嘉年華 搓愛玉好好玩 星洲日報 

11 2015 / 08 / 30 小人物‧大故事 3 紀錄片認識實兆遠 星洲日報 

12 2015 / 08 / 30 聽見實兆遠老店家：光餅 福州傳統美食 凝聚張家情 星洲日報 

13 2015 / 08 / 31 聽。見實兆遠博物館嘉年華 重現百年生活面貌 星洲日報 

14 2015 / 09 / 04 社區營與文史典藏計畫 台志工團完成任務 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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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項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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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項目 2 

 

四、2015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項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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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5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項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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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4 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報導內容：項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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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獲獎與獲補助紀錄 

1.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榮幸獲得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肯定，於「103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裡，從 200 多個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服務創

新獎」。這個獎項是對我們團隊的最佳肯定！

 

 

 教育部青發署獎狀 馬來西亞務邊拉灣古打華小學致贈 

之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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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年再次獲得 105 年教育部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佳行獎！ 

 

 

 

 

 

 

 

 

 

 

 

 

 

 

 

 

 

 

 

 

2. 我們的微紀錄片《童玩阿伯》，榮獲 2016 年僑委會金僑獎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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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的微紀錄片《曠野的吶喊：實兆遠墾場博物館的故事》，榮獲 2016 年

海華文教基金會「蹲點僑世界」第二名！ 

 

 

 

5. 2016 年獲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暨財團法人華碩文教基金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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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2016清大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紀錄片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WZEGyA7w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CGyhBhXx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CGyhBhXx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dVBf7Oy_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AZdEwfLm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TqEY6ka4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6ioXz--X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O4W_rj5y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RamTeX1v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g5eIIto8 

    二、2016 清大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團員心得分享 

 總務：方庭于 

Youtube 搜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_團員心聲(庭于)】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RRkjTfVGU 

 

 美宣：葉渝禎 

Youtube 搜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_團員心聲(渝禎)】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bu-WdSERc 

    三、2015 清大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紀錄片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Mksl-5fj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q3C_xA7OY  

四、2014 清大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團員心得分享 

 團長：吳佑鎮 

Youtube 搜尋：【清大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團員分享（佑鎮）】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dNTYAkVkLI 

 

 活動：林揚哲 

Youtube 搜尋：【清大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團員分享（揚哲）】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e_9Lm8F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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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關：陳溫茹 

Youtube 搜尋：【清大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團員分享（溫茹）】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0Wb0XsdLVA 

五、2013 清大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紀錄片 

 Youtube 搜尋：【清華大學國際志工馬來西亞團_計畫簡介】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yfMEru19U&feature=youtu.be 

 

六、Facebook 粉絲團 

 搜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malaysia.volunteer?fref=ts 

 

七、網站 

 連結方式：國立清華大學首頁 ->行政單位 ->課外活動指導組 

->服務學習中心-國際志工 ->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 

 網址：http://nthu-malaysia-volunteer.weebly.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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