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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背景 

概述 

貴州省從江縣是國家扶貧的工作重點縣。自 2018 年起，澳門特區政府與從江縣簽署多

份協議，從援建、幫扶資金、教育、會展及經貿等多方面幫扶從江縣發展，脫離貧困，

稱為“精準扶貧”。 

澳門大學曹光彪書院義教團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成立。從 2018年 12 月起，書院義教

團每年冬夏兩次，到從江縣貫洞鎮幹團村南端之幹團小學作長期義教（該校已於 2019

年遷往附近新校舍，並更名為“幹團美娥小學”）。 

2020年 12 月的義教活動，得到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基金資助，並由澳門青年圓

夢協會主辦，負責義教團前期培訓工作。 

這次是義教團第四次到該小學義教，團員全部是曹光彪書院學生，當中大部分參加了

三次以上的義教（見附錄：義教團資料）。 

目的 

此項長期計劃目的是，針對“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參考資料[1])中提出的

政策方向與目標，特別在增強家國情懷、提升社會參與、和增強綜合能力方面，力求

讓參與的大學生有顯著提升： 

1.增強家國情懷 - 團員在實踐中親身了解祖國，在行動中體現家國情懷。他們通

過義教，接觸侗族苗族小朋友，親臨侗寨認識少數民族及其文化和風土人情，也把

澳門的歷史文化和現況，介紹給當地小朋友，拉近澳門和祖國的距離。 

2.提升社會參與 - 每位團員從前期準備到義教，付出了大量時間。他們透過活動

教學方法及遊戲，幫助大山裏的孩子認識世界，增加生活常識以及培養生活好習慣

和同理心。特別是對留守兒童，義教團團員更帶給他們許多陪伴和愛心，也充分體

現了書院“服務擔當”的核心價值。 

3.增強綜合能力 - 團員在計劃實施的整個過程，得到多方面的鍛鍊，在服務奉獻

及體驗學習的過程中不斷成長。前期準備教案、試教、規劃，後期準備物資以及貫

穿其中的人際交往、小組合作和溝通，也是書院社群教育努力提升的軟實力。 

前期準備 

聯繫工作 

在計劃經費獲批後，即通過澳門中聯辦，跟從江縣扶貧辦聯絡澳門辦公室聯繫，擬定

大致行程計劃，發出公函。同時，澳門青年圓夢協會也跟高等教育基金協調，落實資

助細節。義教團團長則與學校聯繫，了解學校現況，規劃教學方案，和落實行程細節。 

教學規劃 

每一期義教後，義教團都跟當地校長老師作總結，評估成效，並擬定下次的工作重點。 

2019年搬到新校舍後，幹團美娥小學增加了一批主科老師，但音樂、美術、體育方面

的師資仍然缺乏，所以在本次義教，他們希望在該三方面下工夫。為此，義教團這次

分成三個小組，準備音樂、美術、體育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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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義教團也參考之前經驗，實行班主任制，目的是與小朋友建立更密切聯繫，帶

給他們歸屬感。班主任在課堂之外時間，如早讀、眼保健操、課間操都需與所負責班

級在一起，並為小朋友提供幫助。 

義教總結 
下圖是四天義教的課表，覆蓋三四年級共四個班，每天上 12節課（圖中黃色底色），

另外早讀（20分鐘）覆蓋全部 11個班。 

 

教學內容 

下面是三組教案的大致內容： 

1.音樂組：學習拍子和節奏，運用沙錘、手勢舞（聽我說謝謝你） 

2.美術組：剪紙轉元旦賀卡 

3.體育組：籃球、速度梯、團體遊戲、S型折返跑、躲避球 

早讀內容包括： 

一年級 

 卫生知识：互动（平时习惯，于疫情之前作对比）、洗手的正确方法、抗击疫

情的简单方法（影片引导） 

 成语故事：拔苗助长（做事不能急于求成），贫僧远行（做事坚持到底） 

 拼音、偏旁部首口诀(游戏形式) 

 思想品德：守纪律、听讲话（合作演示或放影片） 

二年级 

 疫情 PPT/绘本：疫情期间做好卫生防护如戴口罩、影片 

 阿德巴不要生气：同学相处相亲相爱，不要随便生气 

 品德教育：故事类似阿德巴的故事 

 全球暖化：如何节能环保（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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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三百首/格林童话/弟子规/一千零一夜视频 

三年级 

 关于急救：如何处理意外状况如烧伤、晒伤、昆虫咬伤、口鼻出血、昆虫等异

物入耳、轻微擦伤等简单不需太多物资的自救（清水/肥皂水）（两天） 

 食品健康：识别标签（保质期/最佳食用期）、分辯塑料等级如是否可以重复使

用、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在适合温度下保存等（两天） 

 烟酒的成分与危害 

四年级 

 贵州常见昆虫 有害昆虫/有益昆虫 

 品德教育：时钟国王故事-管理时间 

 介绍女性名人事迹-阿加莎/居里夫人，性别平等 

 画世界地图（地理知识）-简单几何三角形 

 澳门节日/文化 

五/六年级 

 介绍疫情 来历/影响 

 介绍职业-专业 

 中国近十年十大值得纪念的体育创纪录 

 《去旅行》 法国书籍-介绍地理知识（中国除云贵川其他省份） 

 小比赛（融合语文数学地理/常识） 

另外，根據學校代課需要，也臨時增加了一下教學短片，包括：藍色海洋，澳大和書

院介紹，英語字母歌和故事等。 

“黔東南地區教育的一大短板是英語，我們學校從三年級才上英語課。師資缺乏，基

礎差。”陸建榮校長講道。針對這個情況，義教團用英文兒歌，短片等教字母和單詞，

並把一些簡單詞語融入教學和活動中。例如 Eyes on me, Eyes on you（眼睛看我，

眼睛看你），既可以控制課堂秩序，也練習短句。 

學生反應 

三個組的課都十分受歡迎，其中體育課有多個比賽形式的項目，更令小朋友嚮往。 

有個別老師因為要外出參與扶貧工作，臨時找了義教團代課。我們也利用代課機會，

把介紹澳門大學和書院的短片播放給六年級同學看。他們都表示真心喜歡，每個短片

都看了兩三遍。還有學生說希望到澳門上大學。 

這次也舉辦了傳統的寫信活動，共收到約三百封手寫給哥哥姐姐的信，義教團也為每

位小朋友寫祝福心意卡。期待他們在成長的路上，樹立理想，建立自信。 

哥哥姐姐離開學校那一天，不少小朋友依依不捨，含著淚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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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評估 

學校校長老師一致認為，義教項目對他們幫助很大。教務主任徐老師說。“澳門大學

的哥哥姐姐，用活動教學，比我們靈活。”例如美術課講顏色混合時，把學生分成幾

個小組，每組分發顏料讓小朋友動手做實驗，讓他們印象更深刻。本地老師的課堂教

學比較傳統，而且不可能照顧到每個學生，也沒有人手安排小組活動。“你們上課時，

我們老師都旁聽，從中學到新的方法。” 

義教最後一天，陸建榮校長、楊副校長和義教團正副團長做了總結。陸校長覺得可以

把音樂課中關於感恩的手勢歌向全校推廣，讓小朋友多學會感恩。他也同意多在低年

級普及英文，降低他們將來學習英語的門檻。 

臨別時，陸校長更被小朋友的真情流露深深感動著。他寫道： 

“看见孩子们流泪告别，此时此刻我内心也激动万分。祝全体哥哥

姐姐一路顺风，明年我们再见！” 

政府支持 

義教最後一天，從江縣常委、統戰部部長趙靈芝和扶貧辦人員專程來為義教團打氣。

趙部長表示，雖然 2020 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未來的工作將集中在提高教學質量，提

升學生水平。 

從脫貧到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教育扶貧，從新一代著手，讓他們養成好的生活

習慣和品德，認識大山以外的世界。 

成效評估 

根據團員的反思報告（見附錄“團員反思報告”）和在義教活動中對整個團隊的觀察，

這項長期項目的三個目的，都得到充分實現。 

1.增強家國情懷 - 團員踏足貴州鄉鎮，實地認識當地文化。通過義教，與當地小

朋友和老師建立了深厚感情，進一步鞏固了他們長期為當地小朋友服務的信心。 

2.提升社會參與 - 團員通過義教，以生命影響生命。通過陪伴小朋友，了解他們

的成長、家庭和生活環境，提升了對社會的認識和參與。 

3.增強綜合能力 - 團隊的每一位團員，在整個項目過程，建立了真摯的友情，他

們互相幫助，在溝通能力、團隊合作等方面都有進步。團長和副團長，從初期團隊

建立，組織例會，準備教案，試教，接著安排行程，購買物資，和在行程中處理各

種突發事情。他們經過實戰考驗，組織和領導能力都得到巨大提升。 

作為書院全人教育的重要項目，長期參與義教的學生，更有持續的進步。正如一位資

深團員寫道： 

“每一次義教都让我觉得是給自己的一次洗禮，他們純真的笑容和不捨的淚花，都

將長久的留存在我的心中，作為我以後前進的動力” 

後續計劃 

義教團的一些骨幹成員，明年將會畢業。下學期義教團將招募新團員，進行培訓。希

望 2021年疫情穩定，能再次在 6月和 12月為貴州小朋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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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讓義教理念和愛心傳播到澳門社區，四次義教的照片選、小朋友的信和手

工作品，將於 2021年 3月 16至 28日，在塔石青少年展藝館展出，並邀請澳門學校組

織學生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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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這次行程跟過往類似，坐高鐵到從江，住在附近的貫洞鎮，每天乘麵包車到學校。 

回程時，從江到珠海的高鐵經過桂林，在桂林做文化參觀，傍晚和晚上進行團隊總結/

分享，並選舉新一屆副團長，第二天回澳門。 

日期 行程 備註 

12 月 20日 從澳門入境珠海，高鐵珠海至從江 住貫洞鎮 

12 月 21日 全天在幹團美娥小學義教，晚上團隊總結 住貫洞鎮 

12 月 22日 全天在幹團美娥小學義教，晚上團隊總結 住貫洞鎮 

12 月 23日 全天在幹團美娥小學義教，晚上團隊總結 住貫洞鎮 

12 月 24日 全天在幹團美娥小學義教，晚上往桂林 住桂林 

12 月 25日 文化參觀，團隊總結/分享，選舉新一屆副團長 住桂林 

12 月 26日 高鐵桂林至珠海，回澳門  

 

受高等教育基金資助的開支項，包括往返高鐵、當地交通、住宿、當地餐費。這些與

受資助項相關的明細，列出在附件“開支明細”。受高教基金資助的開支，相關單據

在附件“2020-12澳門青年圓夢協會 從江義教單據”中列出。 

請注意的是,行程中遇到各種情況，很難取得統一的正式收據，特別是鄉鎮小店或個體

戶，只能以手寫收據和付款截圖佐證。 

下面列出附上收據種類： 

收據規格 說明 

紙本打印發票 正規打印發票。 注意： 有個別單位另外收發票手續費，該費用

歸入“物資雜費”，屬於參加者承擔費用，不在單據列表。 

紙本定額發票 定額票據 

紙本報銷憑證 高鐵票憑證 

紙本手寫收據 鄉鎮街道小店沒有開發票系統，唯有以手寫收據代替，並附上付

款賬單截圖或微信支付憑證截圖 

電子發票 城市和網上大型企業使用電子發票。電子文件下載後，已經插入

單據列表中打印出來 

微信支付憑證截圖 作為手寫收據佐證 

付款賬單截圖 作為手寫收據佐證 

 

 

  



澳門青年圓夢協會            貴州從江義教服務學習計劃 - 總結報告(2020) 

8 

附錄 

義教團資料 

義教團組織包括團長一名，副團長一或二名。現任團長退任後，第一副團長自動晉升

為團長。每次義教最後一天的總結會之後，舉行選舉，從現有團員中選出新的副團長。 

義教團每學年在書院招募新團員，隨即開展團隊建立和培訓活動。訓練後就開始每週

例會，由團長主持，團員則輪流做記錄，和輪流帶領暖身活動。 

義教團員同時參與一個教學組和一個功能組： 

 教學組：按所需學科分組 

 功能組：環境設計，攝影，物資 

下面列出義教團團員，及參與義教的次數（連本次）。 

義教“義名” 姓名 學院，專業 義教次數 

小白姐姐 戶圓蓓 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 4 

企鵝姐姐 鄧瀅 社會科學院，傳播學 3 

兔子姐姐 李素蘭 教育學院，小學教育 4 

小灰姐姐 鄭詩敏 教育學院，小學教育 4 

呱呱哥哥 王振奡然 工商管理學院，國際綜合度假村專業 4 

小豬姐姐 梁詠欣 教育學院，小學教育 4 

小黑哥哥 繆敏立 人文學院，中文專業 4 

蘋果姐姐 甘倩彤 教育學院，英語教育專業 3 

葡萄姐姐 楊紫馨 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學 3 

小羊姐姐 何曉琪 教育學院，學前教育 3 

生菜哥哥 林健華 社會科學學院，政府與公共行政專業 2 

柚子姐姐 陸柔柔 人文學院，葡語系 2 

苦瓜哥哥 陳遠亮 科技學院，計算機科學 2 

柴犬姐姐 郭敏婷 教育學院，英語教育 2 

彩虹姐姐 楊邑寧 人文學院，英語研究專業 1 

八寶姐姐 寧宇航 工商管理學院，國際商業專業 1 

草莓姐姐 曹薇 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 1 

小鹿姐姐 邢以成 科技學院，土木工程專業 1 

西瓜姐姐 冉芸嘉 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 1 

 

團隊守則 

1. 作小朋友之榜樣，保持澳門大學學生之形象。 

2. 無煙無酒無粗口。 

3. 準時出席集合地點。 

4. 不作誇張打扮。 

5. 不與小朋友作親密接觸。 

6. 不輕易對小朋友作承諾。 

7. 自稱「哥哥」、「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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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義教期間不能留下任何通訊方式予小朋友。義教結束後，可留電郵作通訊方式。 

9. 義教期間需穿著書院限量珍藏版風衣，並戴上名牌。 

10.全程需團體活動，晚上不私自外出。若需購買物品，在知會院長或團長之條件

下，至少兩人共行（其中一人需有可通訊電話或網絡）。 

11.盡力配合團隊安排。 

課堂規則 

1. 舉手回答問題 

2. 不可隨意走動，去廁所要舉手報告 

3. 要尊重老師 

4. 低年班：小眼睛，看老師；高年班：eyes on me, eyes on you 

5. 上課時不可吃東西 

團員反思報告 

每次義教行程末尾，義教團都會做總結，團員也寫反思報告，內容包括： 

 義教的收獲  

 在前期準備教案及試教階段，需要改進的地方  

 對團隊建立的優化方法  

 對未來團隊的期望 

從團員的反思和分享中可見，透過是次義教活動，團員在多方面有所收獲。其中不少

團員分享的感想和感悟，均與是次計劃的目標相呼應。 

參與義教的團員踏足貴州，除了實地認識和瞭解當地文化外，也把澳門的文化和現狀

帶到了當地，與孩子分享。不少觀看了澳門、書院影片的孩子都表示希望長大後能到

澳門看看。也有「一個活潑好動的小女孩，在和義教團姐姐聊天的過程中說，過很想

去澳門大學找她」。 

除了前期與教學和活動相關的準備外，義教過程也是學生自我成長，學習以生命影響

生命，提升社會參與的過程。不少團員都提到，「我是真的感受到了我們對於小朋友

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人，那一刻讓我有了堅持下去的信念」、「在這一期我聽到有學生

主動走過來問，可不可以跟他們聊心事，心裏覺得很感動。心靈陪伴真的很重要」、

「彷彿就像他們的哥哥姐姐一樣陪伴著他們長大，他們也同樣陪伴我們成長，見證了

我們義教團的成長。我想，可以看著小孩子們健康快樂的成長，看著他們從有不好的

行為慢慢改正，這就是義教的意義」。以及，「有幸能看到小朋友的成長，在看到小

朋友成長的過程中，我也在共同成長」。 

多數團員表示，除了陪伴孩子成長外，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也得到提升。義教團是一

個讓人溫暖和安心的團隊。不少就讀教育專業的學生提到自身教學素養提高，以及更

堅定了自己當老師的決心。其他一些非教育專業的團員也說，自己除了收獲了友誼外，

其他方面也得到鍛鍊。「在整個旅程，不得不說一班好團友，我要感謝每一個成員，

在義教團，我還收穫了一份真摯的友情」。「我本身其實是不太擅長美術的，但為了

對小朋友們負責，和我的搭檔們一起準備課程 PPT 和手工所需的材料的過程也讓我願

意開始動手操作」、「這次義教經歷讓我學到了很多，課堂上需要維持紀律和控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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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小朋友們表現不太好的時候需要我們用不會傷害到他們的方式提出問題並引導他

們改正，還有遇到突發問題時的應變能力等等」。以及「最大的收穫便是在與他人認

識相處交流的過程中，可以更加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學會了更多的與不同人

交往的方式。」 

最後，透過團員的分享，可見團員都以開放和接納的態度，反思和檢討計劃中的不足

和需要改進的地方，為以後更好地開展計劃打下堅實的基礎。 

 

幹團美娥小學資料 

過去幾年，從江地區政府把幹團村對面開闢為移民村。移民主要來自從江縣西部山區

易地搬遷戶，很多是苗族家庭。移民村需要有一所小學，當地政府在移民村旁邊建一

所新校舍，並把原來在幹團村口的幹團小學，全體遷移到新校園，稱為“幹團美娥小

學”，隸屬從江縣城關三小。 

新校舍是由澳門政府和企業資助建成，可以容納 500學生，包括住宿生。新學生來自

學校旁邊的新移民村和其他村落。新校舍是貫洞鎮少有的完全符合國家標準的小學，

包括標準運動場，教學樓，綜合樓，實驗樓等。（見參考資料[2]） 

除了校舍硬件，更重要是教學“軟件”，包括師資、學生管理、和教學方法，這些都

需要逐步提高。原有的老師，基本上是當地大專畢業的侗族老師，專科老師（如英語、

音樂、體育等）尤其缺乏。 

2020年 12 月，幹團美娥小學共有 11個班，437 學生。學生的分佈如下： 

年級 人數 班數 

一年級 92 2 

二年級 90 2 

三年級 72 2 

四年級 63 2 

五年級 53 1 

六年級 67 2 

 

原本在舊校舍的學前班，已搬遷至新校區附近的新幼兒園，那邊共有 242 個學生，大

中小各兩個班，共 6個班。 

新校舍雖然硬件相對充足，但按照當地師生比例，固定的老師只有 22 人。老師除了教

學，也有其他任務。例如由地區政府安排到村寨扶貧家訪，所以校長和主任也常要代

課。 

參考資料 

1. 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 http://www.dsej.gov.mo/youthpolicy/download.html 

2. 澳媒體採訪團探訪兩澳援建教育項目-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0-

11/20/content_14763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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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義教團與校長老師合照（旗幟展示資助單位：高等教育基金） 

 

校園裡由義教團學生設計的巨型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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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小組項目 

 

美術課顏色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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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課 

 

英語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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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的喜悅 

 

廣場抓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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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給哥哥姐姐 

 

從江縣常委趙靈芝（前左四）和扶貧辦人員專程來為義教團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