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家‧溫馨情」—新住民子女服務學習暨文化交流活動  

交流緣起： 

    為增進新住民子女自我認同，提升新

住民子女國際視野，深化新住民子女發展

優勢，增進多元文化核心素養，並透過服

務學習的歷程、參觀歷史文化古蹟、參訪

經營有成的台商企業，規劃辦理本次「越

南家‧溫馨情—新住民子女服務學習暨文

化交流活動」。 

     Gia Sang國小，位於越南北部太原

市，離河內市 87公里處，學校約百名師

生，這裡民風純樸，是個 33萬人口的都

市。服務學習訂於暑假，依照國小學童的

作息生活，安排二日的服務學習--「台越

心服務學習營隊」，課程針對越南小朋友

設計，以活潑的團康活動拉開序幕，課程

有「華語越語對對碰」、「華語兒歌教

唱」、「我的家鄉拼圖闖關」、「動物圖

像繪本故事」、「環保戲劇愛地球」、

「綜合發表會」…等，吸引 20位越南當

地小朋友的興趣，希望能為小朋友留下難

忘的暑假回憶，以及完成一場成功的國際

交流活動！ 

    讀萬里路，行萬卷書，繼上一期馬來

西亞國際交流專刊之後，小編再次推出越

南志工服務國際交流專刊，一方面將我們

可愛的南商大朋友所讀的“外國書”透過

文字與照片分享給大家，二方面也期待還 

沒讀過的，找機會去翻翻看吧！(圖館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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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越南，目錄： 

    本次文化服務學習活動，以越南的河內、太原、寧平，這三個城市為活動範圍。在河內市，

我們規劃參訪越南文化地標景點；在太原市，我們進行服務學習營隊；在寧平省，我們參觀世界

文化遺產，目次如下： 

第一章： 

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越南航空抵達河內國際機場→用餐→河內越南民族學博

物館(Vietnam museum of ethnology)→下龍灣→晚餐→越南國寶水上木偶戲，

住宿：下龍灣        

第二章： 

下龍灣→自然景點(鬥雞石、鐘乳石洞)→用餐→往太原市→晚餐→營隊行前討

論會議，住宿：越南太原市  

第三章： 

Gia Sang國小台越心服務學習營隊，場地布置→學童報到、相見歡、破冰活動→華語越語對對碰

→用餐午休→拼圖家鄉闖關→帶動唱教學→學童放學→檢討會議→晚餐，住宿：太原市。 

第四章： 

Gia Sang國小台越心服務學習營隊，場地布置→學童報到、華語兒歌教唱→動

物繪本說故事→用餐午休→環保戲劇愛地球→綜合成果發表會→溫馨時間、珍

重再見→場地復原→晚餐，驅車返回河內，住宿：河內市。 

第五章： 

集合→台商企業參訪(洋華光電企業河內廠參訪) →用餐→文化古蹟(文廟)→歷

史古蹟(還劍湖)→歷史古蹟(河內大教堂) →城市文化巡禮(三十六條古街)、晚

餐，住宿：河內市。 

第六章： 

集合→陸龍灣長安生態保護區→用餐→陸龍灣自然景觀、寧平碧洞→返回河內

→晚餐，住宿：河內市。 

第七章： 

集合→胡志明故居→越南國家河內大學參訪→用餐→鎮國寺、西湖、一柱廟→

河內機場→抵達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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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能記得那天,夜深人靜、月黑風高的夜晚。我剛從圖書館睜開眼,旁邊已經沒人在睡覺,大家都在漱洗

中,大家身旁的氛圍,是不用言語就能感受到的雀躍。坐上遊覽車後,大 家漸漸的闔上眼睛,但我卻從踏上遊覽車的

那一刻,就開始感受不到真實感,心裡一直質問自 己：這真的是真的嗎?我真的在前往越南的路上?我等等要做飛機

了,不會有東西忘了 吧!?緊張感十足,導致周圍的大家都睡著了,我卻等到了天空的魚肚都露出來了,卻仍舊 沒有

睡意,直至過了海關,那份緊張感才消逝,不過接踵而來的是興奮感、新奇感,首次坐飛 機,就連耳鳴都覺得新奇,雖

然很痛就是了。 

下了飛機,才體會到越南太陽的熱情,在某個荷葉田田的路旁下車,本來是帶著斗笠下

去準備逛逛,但大雨卻來的讓我們措手不及,剛下車就上車了,只能匆匆拍了幾張照片。越

南的天氣不像台灣,台灣要下雨時可能會先飄個兩滴雨再逐漸變大,越南不是,越南是直接

下起滂沱大雨,毫無預警的。在越南,若沒有隨身帶著斗笠或雨傘,那就要做好可能淋得落

湯雞下場的準備,前往越南的前一陣子,有聽說越南的天氣是熱、乾還有悶,本來我是不信

的,直到踏上越南這片土地後才深切體會到。 

我們在出訪越南前,為了第三日學校交流的行程,每個人都盡上了全力,就是為了讓那

天能夠順利進行到結束,想當然爾,前一晚,是既緊張又雀躍不已。一開始為了自我介

紹,費了我們這 組三人很多的心力,幸好先前的準備和當天越南老師的應援,我們組

和小朋友總算建立了不錯 的友誼了。而當天和小朋友互動,最讓我有印象的是有一

刻他們講了好多好多的話,但我連一個字都沒聽懂,愣頭愣腦的,小朋友卻都笑的好沒

心沒肺,現在想起她們的笑顏,臉上就不由自主的就彎起了嘴角。為了和他們順利溝

通,學了好多越南語,可是真的在和他們溝通的當下,也不記得的差不多了,只知道必

須讓她們了解我的意思,慌張的比劃手腳,她們似懂非懂的樣子,現在想起來,就想哈哈大笑。 

後來發生了一些小插曲,我們有些人在該午休時沒有午休,結交了一位當地和我們同歲的女孩子,大家一起玩

吹泡泡,吹泡泡的友情就這麼建立起來了,只能說 17歲的大家都童心未泯呀!哈哈!另外,廁所讓我印象也非常的深

刻,它不像我們是沖式的馬桶,它必須勺水沖掉,我想,在台灣已經不見這樣到廁所了,這個廁所的門上還 蹲著一隻

睡著的蟾蜍,真的很觸目驚心,令人無法忘卻,同時卻也感到很新奇。 

    當這次的旅程結束,腳飛離這片土地時,不捨,不願結束,希望旅程再長一點是 一定的,不過,雖說不捨,但我知

道,每趟旅行有始必有終,希望未來還能夠再次踏上這片土 地,再次吃到春捲和河粉,再次遇上豆腐隊的小小隊員們

和通過這次教育旅行所遇見的所有人。我心底清楚,為了此次的教育旅行,不管是檯面上或是檯面下奔波的人非常

多,真的很感 謝,有他們的努力,才使我們得以成功去到越南,然後收穫滿載的回到台灣 Cảm ơn。(貿三丙吳憶薇) 

        

     我們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先到學校的圖書館過夜準備隔天早凌晨前往台中機場，大家都在討論自己行李箱裡

準備了什麼，心情十分雀躍跟期待，時間一到大家就都準備睡覺養精蓄銳，不過我因為太興奮睡不太著覺，幸好

我沒有很累所以就滑滑手機打發時間。很快的就到了我們要出發的時間，我們也跟台灣的導遊見到第一次面，她

是一個很棒又很可愛的導遊，我們也很幸運能被她帶到。 

    一到達機場我們就馬上去 check in 然後大家都很順利的過關也很順利地上飛機也很順利的抵達越南，這應該 



 

是我第六次來越南，感覺很熟悉但又很陌生，熟悉的是又踏上越南這塊土地了，陌

生的是因為我媽媽是南越人所以都在南越從來都沒有來過北越，不過我都喜歡這趟

旅程。 

    我們去當地的小學服務學習，那天剛踏進學校門口校長就很熱情的歡迎我們，

然後小朋友們也很有禮貌地跟我們打招呼，當地的政府官員也來表達關心跟謝意，我們也贈送他們一些台灣的伴

手禮，我們教這些小朋友一些台灣的帶動唱，他們雖然聽不懂，但慶幸的是還有肢體語言，一樣可以跳得很開

心，不過令我驚訝的是，他們睡覺的時候是把桌子翻開來然後躺在上面睡，雖然他們都睡得很好，不過我還是很

擔心桌子的堅固度是否可以承受得住。下午我們準備了很多闖關活動跟他們一起玩，不過還是因為語言的問題讓

我們在說明遊戲規則的時候有點吃力，所幸小朋友們理解能力都蠻厲害的，在我們一邊比手畫腳一邊用簡單的越

語溝通時，小朋友們一樣玩得很開心。在要離開前我們還準備了台灣的珍珠奶茶跟

糖果給學校的老師們跟小朋友品嚐，果然大家都很喜歡珍珠奶茶，只能說越南的小

朋友真的很可愛。 

        在這次的越南國際交流旅行中我認識了很多朋友，也跟越南的小朋友共同

製造了許多美好的回憶，還跟著越南領隊阿明哥哥參觀了那邊的古廟跟胡志明博物

館，才發現原來越南還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事。 (應二甲陳姵禎) 

     

    前一天傍晚，我對接下來的旅行，興奮得睡不著覺，一直翻來覆去，直到了往台中機場的路途上才睡著。 

來到機場時，還遇到了外國人身分的機長，長得非常帥氣，使我們這些大多都是女生的團體為之瘋狂，最後還

和機長空姐們一起合照。 

剛下飛機過了海關，就開車前往餐廳，途中我發現越南其實還有很多未開發的地區，而且城市裡隨處可見花草

樹木，不過他們的車輛是混合騎的，沒有特別分機車道與汽車道，所以每次過馬路都要特別的小心。 

吃起越南道地的午餐，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雞肉河粉了，清淡的口感，辣椒與檸檬的搭配，微辣又酸甜，美味

至極。 

下午的行程是去看擁有千年歷史的水上木偶戲，燈光乍現，歌聲與木偶一出，訴說著當地的風土民情，整場下

來實在精彩。 

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了著名的景點—下龍灣，坐著船看著眼前的風景，和吃著海鮮料理，與朋友做伴聊天玩

耍拍照，享受美麗的景色，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之後來到鐘乳石洞，感受到裡面的潮濕悶熱，卻無法阻止我繼續

探索的慾望，不斷的往裡走，看到各個形狀奇特的鐘乳石，一種無法言喻的感受。     

第三天我們整裝待發，朝著太原的國小前進，這一天心裡非常的忐忑又興奮，忐忑

是因為害怕我們所安排的活動不知能否順利的進行，興奮則是因為即將要見到越

南的小朋友。整天下來真是又開心又累啊，圓滿的度過了這一天。唱跳環節雖然一

開始小朋友都不知道我們在跳什麼，但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教他們，就算語言上的不

通，但是一樣也可以用肢體呈現，而且還有導遊幫我們翻譯，小朋友的反應也很踴

躍。闖關活動時，真的是沒想到他們的理解力很好，只要有耐心的說明、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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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就能很順利的進行。快樂的一天，結束時還非常的依依不捨的不想說再見。 

新的一天，我們來到了胡志明故居，這裡的建築風格瀰漫著法國的風情，導遊不斷的提醒要感受越南的浪漫，這一

棟棟樓是黃色的，彷彿像是全新的，遠看有種童話般的氣息。博物館中擺放很多以前人生活的物品，裡面介紹了許多種

族，和他們特有的文化。下一個行程來到了文廟，祈求考試的順利，也充分地感受到了其實越南與我們有很多相同之處。 

 這天我們坐車環遊三十六條古街，旁邊則是美麗的西湖，販賣各色貨品的街道，而且並不是雜亂無章的，我發現他

有經過規劃，像是有美食街、服飾街、玩具街，更有生活雜貨街。這裡實在太多

條街道，我們只逛了一小部分。晚上安排了一場印象秀，結合了水上、燈光、花

草樹木與真人的一場表演，加上樂器與歌者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美麗。 

最後一天，來到了陸龍灣，我們坐著小船，觸碰著微溫的河水，一路划著進

入了好幾個山洞，暗暗的洞穴，彷彿置身盜墓小說中，途中還來到了一間沿著山

洞而建的寺廟，而後返回小船上，划著划著到碼頭了，我們的越南之旅也告一段

落了，即將離開這一片土地，滿滿的不捨，恨不得多待片刻。 

晚上是我們在這享用的最後一頓晚餐，這次很特別，不是吃平常辦桌的菜餚，而是越南特有的火鍋，湯底酸甜可口，

一碗接著一碗，加上新鮮的蛤蠣、魷魚、蝦與魚，還有新鮮的蔬菜，至今我仍無法忘懷那時的美味。 

返程，想念家裡的溫暖，但同時也不捨越南這片熱情的土地。搭上飛機，揮手道別。坐在前往學校的遊覽車上，大

家開心的唱歌，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快樂的，我們享受著最後的時光，這珍貴的回憶，我永遠也無法忘懷。(資二甲張慈玲) 

 

    這次的越南校外參訪，讓我了解了許多和台灣不同的文化及風情民俗。到了當地，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道路上

不管有沒有行人或者是車輛，都一定會先按喇叭，我估計每隔一分鐘內一定都會有喇叭聲響。第一天我們去參觀了當

地的傳統的表演-水上木偶戲，真的很佩服那些表演人員，他們整天都一直泡在水裡面工作，當天還體驗到了當地的美

食文化。 

    第二天，去到了越南當地最具著名的景點-下龍灣，那裡有由石灰岩形成的島嶼，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名字叫鬥雞石的島嶼，它很像是兩隻雞面對面吵架，所以人們稱他為鬥雞石，之後

到了其中的一座小島嶼，去看了鐘乳石。 

    第三天，我們到了太原市當地的小學，去帶了當地的小朋友們玩團

康，途中我們很努力的克服語言障礙，用英語跟我們這組的小朋友溝通，讓他們知道我們現在在

討論什麼、在做什麼，在這過程中也讓他們了解到台灣當地的文化和飲食習慣，我跟毓琤還在當

地小學煮珍珠奶茶給他們當作結業禮物送他們，雖然過程中有遇到許多困難，像是我們的爐灶只

有一個，但每一種材料都要煮超過二十分鐘左右，所以我們就要一直等前一個東西煮完才能煮第

二樣物品，不能同時做很多事情，而我們時間上的分配也很困難，因為要趕在結業前做出三十幾

杯的珍珠奶茶，導致我跟毓琤有點對我們這組的小朋友們很抱歉，因為我們一直花時間在顧珍珠奶茶，變成他們又要

去適應新的隊輔去帶他們。可是最後當我們看到所有的小朋友們拿到珍珠奶茶臉上帶著幸福的表情時，就覺得今天的

辛苦都值得了。 第四天，我們去胡志明市陵園看了衛兵交接，之後幾天還去看了越南著名的地標。我很謝謝所有老

師，安排了這次的校外探訪的行程，讓我去看了跟台灣不一樣人文風景，瞭解當地的生活。  (觀三乙許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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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像是我心中的桃花源，讓人流連忘返。 

在下龍灣上，乘著小船，環繞四周，巨大的島，像一個個巨大的石像，奇形怪狀，每個灰黑色上都攀著一層綠

色的樹，褐色的根深深扎著岩層，深淺不一的綠，映在藍色的海上，熠熠發光，島像是

守護著越南沿岸的守護神，古老而莊嚴，我坐在船上，搖搖晃晃的打盹，藍色的水，划

過，飄著淡淡的鹹味，乘著微風，手上拿著一杯咖啡，嘴裡塞著一塊綠豆糕，把自己的

心放著、放在船上的板凳之間、放在海之間，把自己變成一座島。 

    在太原家尚國小，我活回了 9歲，那個喜歡玩又對任

何事抱著好奇的自己，一齊跳舞，一齊做天燈，即使不懂語言，我們仍從怯怯縮縮，到

笑滿開懷，一起玩泡泡水中，好像又能從泡泡水中的泡泡看到從前的自己，有的小孩含

蓄、有的小孩活潑、有的是一種說不出的老成、有的小孩就愛搶第一，喜、怒、哀、樂

全表現在臉上，很純真，直到了中午小孩們到教室裡休息、睡覺，我們則繼續把闖關活

動準備好，也順便休息，坐在樹下，我們圍成了一圈，聽著導遊為我們講解越南的文

化、吃著一盤龍眼，深深感覺著越南，時間到了，小孩醒了，我們開始玩了大地遊戲，像大跳繩、折報紙和湯匙乒

乓…等，繼續玩著扮小孩的遊戲。 

    末了，把最後的獎品準備好，是從台灣親手做的鳳梨酥和當天煮的珍珠奶茶，接著閉幕典禮開始了，看著副校

長把一個個帶著滿滿祝福的禮物頒給每個小孩，心中不言而喻的滿足感升起，直至最高，啊…我們度過了一個開心

的一天。直至最後我們要上車離開了學校，回頭望著是一群可愛、純真的小孩們對著我們揮手，真的不捨呀。這一

天真的過的太快了。 

    上了飛機回到了台灣，才恍然從夢中清醒，台灣到了，我的故鄉，而越南，就是我的夢鄉吧! (貿三丙陳縈璇) 

 

回憶當時的越南之旅，首先就是美食了。 

我們到了一家中越式餐廳，吃了道地的雞肉河粉，有著滑順的口感，配上 Q彈的雞

肉，真的是人間美味！然後有一道我覺得很特別的料理--甘蔗蝦腿，形狀是雞腿，但

肉是用蝦肉做的，跟獅子頭很像，蝦肉的口感比較軟，然後骨頭的地方是甘蔗，吃完

還可以順便啃，接著先到飯店，晚上看水上木偶戲，舞台中間是主要表演的地方，左

邊是幫忙木偶配音的演員，右邊則是彈奏古典樂器的樂團，用木偶表演一小段故事，

有拿火把，也有會噴水的木偶，印象最深刻的是八仙女一起跳舞，隨著音樂節奏變換隊形，很生動也很精彩，結束

時，在裡面操縱木偶的演員居然只有四五個人，而且是在水裡操縱那麼多個木偶，真的很辛苦。 

第二天去下龍灣搭船，在海上有各種造型奇特的石頭，像兩隻雞在爭吵的鬥雞石，轉另一個方向就變成一條大

魚，還有其他的石頭可以任由自己想像，真的很有趣，接著船靠岸，去逛著名的天宮洞，就是所謂的鐘乳石洞，裡

面因為潮濕，所以有點悶，覺得裡面的天花板像沙漠那種凹凸的感覺，還夾藏著某種生物的化石，還有鐘乳石佇立

在洞口，像關公又像觀音的造型，陽光就從背後灑下來，特別耀眼，接著下午準備去爬可以俯瞰整個下龍灣風景的

英雄島，聽導遊說有四百階要爬，為了觀覽漂亮的風景，還是決定去爬，中途休息的地方也可以欣賞風景，休息完

繼續往上，終於到達目的地，先來欣賞一波下龍灣的風景，那藍藍的海和各式各樣的小島，雖然很累但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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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去國小做志工服務，我們準備了很久所以既期待又緊張，但怕語言不通，會很尷尬或是冷場，但其實根

本不需要擔心，那裡的小朋友很乖也很配合，而且很活潑也很熱情，加上有導遊及老師幫忙翻譯，所以我們的活動

都進行得很順利，而且我們把一些台灣的天燈、鳳梨酥等帶給他們，希望能讓他們能更認識台灣。 

    第四天去參觀胡志明故居，建築非常漂亮雅觀，到處都是綠油油的草地，而且範圍很大，感覺好像走不完，接

著去一柱廟，進去就聽到有人在念經的聲音，還有很多虔誠的教徒，接著去博物館，裡面介紹越南五十三個民族的

生活及服飾，還有傳統文化特色，真的是大開眼界。 

    第五天因為吃壞肚子身體不適，所以早上很期待的三十六條古街並沒有去，但晚上有去看河內印象秀，他們是

在戶外表演，而且是在一個超大的湖泊上面表演，利用影像燈光和演員一起演出，也是講述各

種故事，然後結合當地農村生活和水上木偶戲，非常驚艷，印象最深刻的，是四位吹著不同古

典樂器的女子，原本是用影像的方式呈現，結果是從簾子後面跑出真人來，非常神奇!  

    第六天去陸龍灣小舟遊船，風景美的心曠神怡，群山環繞，空氣非常舒服，而且進入洞穴

的時候很好玩，要低頭才能過去，水也很清澈，能看到小魚在游泳，總之就是山與河編織而成

的景色，非常迷人，會想再去一次的地方，越南。 (廣二甲何儷湘) 

    這一次的越南志工服務旅程，對我來說意義還滿重大的，我的第一次出國是獻給了這次，在出國的前幾天父母

親還是一直千叮萬囑地說著，東西要記得帶、到了越南傳一下簡訊報一下平安、去那裡時吃東西要節制、錢包要保

管好、護照也要看好......說很多，真的真的全部東西都要給家人先看過之後，家人才放心帶我去學校過夜，隔天

一早我們便直接搭遊覽車去台中的清泉崗機場上機了。 

    坐了差不多三個小時的飛機終於到了越南的河內機場，那時來機場接我們的是一個叫阿明哥的導遊，大家托著

自己沉重的行李慢慢的走上專車，把行李放好之後就開始我們的越南之旅，這幾天的行程最讓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應

該是帶越南當地小朋友的時刻吧！，跟他們互動時剛開始大家大多數是害羞的，只是跟他們混熟之後就真的很不一

樣了，他們不會因為你是不一樣的人或國籍而不去接近你，反而卻是用原本最真實的心態和笑容和跟你度過這一

天，雖然我們語言之間有著一條隔閡在，時常會有一些溝通不好的時候，可是我們還是會盡全力的用一些肢體動

作，或是簡單的英文來跟他們溝通，也很感謝那時的阿明哥跟范老師的翻譯，孩子們有時會因為我們說出來的話語

或是我們做了一些搞笑的事情，而笑了出來，那時候的笑容讓我心裡是開心的而跟著他們一起笑著，在跟越南小孩

子玩的時候，我們也有準備一些泡泡水或是一些人體彩繪的小道具，原本在台灣準備時還怕當地的小孩子對這一些

不怎麼感興趣，只是到現場時小孩卻因為這一些泡泡水或彩繪人體的東西而欣喜落狂的

玩了起來，跟著小孩子們笑、跟著小孩子們玩，那時覺得我好像回到我以前天真無邪無

憂無慮的時間一樣，讓我很想跟著他們繼續的玩鬧下去，只是時間是無情的，快樂的時

光還是會過去，我只能拿起我手上的手機把小朋友玩樂的時光、最天真的笑容一張張的

紀錄起來，深怕我漏掉了或忘記了這快樂的時光。到了要跟小孩子道別的時間，雖然我

們大家都是精疲力盡的帶完了這一天，可是心情上還是會有點依依不捨的感情，雖然才

認識他們一天而已，卻讓我感覺到他們溫馨跟熱情，好像我真的是他們的姐姐一樣，讓我有很不一樣寶貴的體驗。      

    在越南時，我們還是會去當地有名的景點參訪，像是去下龍灣欣賞在地的鬥雞石跟鐘乳石、鎮國寺、一柱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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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平碧洞、河內大教堂、......參訪了很多，也在品目繁多的三十六條古街看到了琳瑯滿目的飾品

或是衣服......雖然眼界大開、收穫滿滿，可是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第三天的帶越南小孩的那段時

光，真的美好。 (廣三甲莊佩馨) 

 

    從一知道有這個活動開始，就很期待去越南的日子。 

    夜宿圖書館當天，甚至沒睡到什麼覺。隔天當飛機慢慢停止，為這七天的教育旅行揭開序幕。 

    第一天的水上木偶戲，那些操偶師需站在竹簾後面的水裏，利用竹竿與細線操縱木偶，使木偶能做出跳躍、

划船、翻滾等動作，他們需長期浸泡在水中，不畏辛苦，只為表演給觀眾看，叫人

佩服。下龍灣，是一處親臨才能體會大自然美景的地方；坐船時導遊沿途解說這一

個個矗立在海上的奇岩異石分別像什麼，也提到在這個群島中竟然有著接近兩千個

的小島嶼，蔚為壯觀。到達其中一個島上，我們還爬了一座高山，縱使膝蓋覺得疲

憊不堪仍然想與大家一同登頂見識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果不其然登上亭後，美景

盡收眼底，在這個當下我的心境感到無比遼闊。 

    第三天就是我們最最最重要的日子啦！我們為了這個，做超多準備的，就連前一天及當天早上還不忘詢問越

文老師，到了學校，看到小朋友都在那邊站好了，心裡想說:恩!真的要來了，就算不行也要硬著頭皮上了！雖然

我們的語言不大通，但是大家都很開心，那天很累，卻很好玩，很謝謝他們給了我們這次機會服務學習，我們還

有準備小禮物要給他們，有鳳梨酥、珍珠奶茶、糖果，希望他們會記得我們。 

    接下來幾天都在河內市區度過，在這邊也體會到越南的特色，就是車子三不五時就會叭一

下，另外，特別的是晚上去了戶外看河內印象秀，融合了當地的農村生活及水上木偶戲，真的

無比華麗、壯觀。 

    很高興有這個活動，互不認識的大家，透過行前會議，都慢慢熟悉起來了，本來以為出國時會很尷尬，結果

相處起來都超級融洽的，很開心有這個緣分認識大家，還能一起出國體驗越南的民俗風情。 (資二甲郭姿廷) 

         

    很高興能與大家一同參與這個教育旅行的活動，也很開心能看到大家為了同一件事認真努力的樣子。 

    在參加這個活動前原本跟大家都不熟悉，經過營前會議、一連串的準備活動、到在

越南的一個禮拜，我發現大家都像好朋友一樣，更別說因為年齡差異而有隔閡；真心覺

得自己很幸運，這是個非常特別的緣份。 

    因為這次去越南要送給當地小朋友的小禮物是鳳梨酥，因此我們還去參加了鳳梨酥

工廠，看從製作鳳梨酥到一塊塊的鳳梨酥交到每個客人手上，大家臉上的那份喜悅更是令人感動。但鳳梨酥真的

不好做，還記得我們第一批做的幾乎都爆餡，真的很難過，所幸我們後來做的還算成功而且真的很好吃。 

    在越南的旅程中，了解當地的文化，參觀當地的特色，儘管交通混亂，滿街響不停的喇叭聲也算是為整個行

程更增添了不同的氣息。「回台灣後，妳會想念這裡的喇叭聲」現在回想起領隊的話，還真的開始這麼認為了。 

    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每個人露出最真誠的笑容，還有在國小服務學習時孩子們最單純的臉龐，這世界上如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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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天使，那麼我也一定見過他們，因為對我來說，他們的一切都如天使般純真善良。他

們的熱情深深感染一切的氛圍，讓原本緊張不安的我都覺得卸下重擔，就像與朋友一般與

孩子們互動。還記得我們的孩子們一開始還有點怕生，小隊輔每個人使出渾身解數吸引孩

子們的目光，也想盡一切辦法跟孩子有互動終於慢慢的燃起一點點火花。我下午負責製作

珍珠奶茶，因此必須和孩子們分開，當下真的覺得很不捨，所以過程中常常跑去看我們的

小組員進行的怎麼樣了、有沒有喝水、有沒有不舒服。 

     儘管這一天如此疲憊，要是再重來一次，我依然會選擇參加，並且更認真籌劃一切活動，不讓這一切留下任

何遺憾。 

    而這次的參訪活動更在我的人生中留下美好的回憶，一個無可取代的美好時光。 (觀三乙 張毓琤) 

   

        首先，十分感謝學校和教育部友情贊助，能夠給予我們這次機會，讓我們回到家鄉參訪並且和當地小學

進行服務學習， 心中真的充滿感謝，也藉由這次機會 讓我更認識了越南當地的文化風情和人民的生活模式。 

    在旅行開始前，大家一起努力的準備了這次營隊要和小朋友們交流服務學習的各種活動 ，一場成功的營隊事

前必須花很多時間和心力去準備，從一開始的籌備到討論決策、實作規劃、動唱排練、闖關討論、隊旗隊牌製作

等…… 雖然當天很累，但很幸運的和大家一起，也非常感謝所有老師的協助與幫忙， 這次營隊真的是很特別的

人生經驗， 相信這一定會成為我腦海中最最美好、永生最最難忘的回憶！ 

    還記得初次見面，當地小朋友們都十分有禮貌的和我們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打招呼，心裡頭早已融化了，也

對於小朋友們青澀稚嫩的可愛模樣留下了深刻印象。 

    活動當天真的是中文英文越文相互參雜，硬著頭皮也是上了， 雖然和小朋友們來自不同地方，語言不通無法

順利溝通，但他們都是暖心小天使，總是給我最暖心的微笑，這比什麼

都來的重要，而這也讓我明白，即使彼此語言不通，微笑，是最好的溝

通管道。 結束活動後，小朋友們往校門口走去，都依依不捨和我們道

別，我相信有緣我們一定能夠再見面。 

    第一天我們就到了北越下龍灣，真的非常漂亮， 看到了鬥雞石、鐘

乳石等，景色十分壯麗，雖然做了很久的車程才抵達，但還在船上體驗

海鮮風味大餐真的值得。之後還去了胡志明故居、鎮國寺、 一柱廟、 三十六條古

街、 還劍湖、河內大教堂、陸龍灣等等…… 

    而我們這趟旅行，在越南許多歷史悠久的古蹟和景點留下了許多我們的足跡 ，是

快樂的，是幸福的，是開心的，我相信這次越南行能夠帶給我們深刻又美好的回憶，

而這份回憶， 我將永存腦海、永遠記得。 (商二甲黃彩彤) 

 

    在這次的旅行中，很感謝自己有這個機會能與大家一起前往越南旅行。在旅行的一開始，用這輩子最興奮地

心情搭了飛機，因為距離上次搭飛機已經是六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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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越南的第一站是先前往下龍灣，下龍灣這個地方一直是被許多人知道的越南知名景點。實際上我們真正遊

玩下龍灣已是第二天了，我們搭著船、乘著海風、欣賞著沿海的風景，陽光很舒服不會刺眼，並且也看到傳說中的

特別石頭--鬥雞石!於是我們也在船上直接啟動網美式拍照法，大家都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當然，令我最感動的是

第三天到國小服務學習。 

很難想像語言不通的人一群人要怎麼溝通，可是我們做到了。即使存在著語言隔閡但也絲毫不減少任何熱情

呢!小孩子們都很聽話很乖也很好動，就連當地老師也跟著一起玩樂起來。我們分享許

多關於臺灣的特色給他們，還給了他們臺灣最著名的飲料--珍珠奶茶。 

這次的服務學習中，雖與小朋友胡言亂語，但我們學習到不少越南話，小朋友們也在

與我們玩樂過程中，認識到了臺灣的一些特色以及哥哥姐姐帶給他們的熱情，這份熱

情強烈到甚至有些人不想回台灣呢。這個服務學習，將會成為我人生中最感動回憶之

一。 

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在河內的印象秀。印象秀是近年來剛興起的東西，大多數人應該只知道水上木偶秀，但相

對木偶秀，印象秀更是精彩到了極致。雖然是炎熱夏日的夜晚，坐在室外欣賞一個

小時的秀我也覺得值得。這表演敘述了越南傳統的習俗，人們在麼時候做了甚麼，

年齡到了該做些甚麼。而它的燈光、道具、音效搭配的恰到好處，人物、背景出場

方式都讓人捉摸不透，更別說是整體感覺，簡直就是精華中的精華。這是最令人賞

心悅目的一場秀，之後我們來到越南的三十六條古街，每條街都賣著不同種類的東

西，至於到底有沒有三十六條街是個未知數，但因為每一條街都有它專賣的商品和

特色，其實根本沒時間徹底逛完，覺得有點可惜 

相隔許久又來到越南玩，我覺得很感激，尤其是與學校的同學、老師們一起而不是自己的家人，這種機會很難

得，這輩子大概也就只有這個機會能與大家一起出來玩，還結交了一群新的朋友，真好。在每個年齡所體悟到的事

物都不同，這次回到越南又是不一樣的領悟，小時候的印象有許多都改變了。很謝謝學校給了我們這個機會能再次

回到越南，這次旅行中長了許多知識也比別人多了海外志工服務的經驗，就在今年熾熱的夏天，這趟旅行在我人生

中留下最美好的足跡。 (應二甲 林紋琪) 

 

第一次出國，看著興奮的同學，老實說我的心情很忐忑，老是擔心這擔心那，整理行李也沒辦法好好冷靜，

一直覺得東西沒帶齊，現在看當時的自己真的很好笑，不知在緊張什麼，反正我就這麼帶著焦躁的情緒上飛機了。 

    說不興奮是騙人的，兩個小時的航班，就這麼看著窗外的雲層，離開地表

的感覺，很不真實，但最後還是抵不過生理疲憊睡著了，可惜了窗外的美景。 

    不知不覺到了目的地，踩到實地觸感，看著機場來往的旅客，真的想讓我

大喊:「越南，我來了！」我第二個故鄉，非凡的意義。 

    不由得鬆了一口氣，終於能好好給自己一個假期了。 

    喧囂的鬧市、寧靜的海風、陡峭的山脈、平緩的湖面，跟認知上的越南落差極大，本以為會有髒亂的街道、鬧

事的人民、落後的生活水準，結果大相逕庭，還以為來錯地方，這樣也好，可以放寬心去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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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好像低估異鄉的威力，不幸的我第二天中暑了!竟比台灣還熱，我的天啊!爬個山也可以中暑，導致於我

這幾天一直呈現病懨懨的狀態，做甚麼事都提不起勁，到服務學習那天才好一點。 

    服務學習，就是到當地國小舉辦交流活動，但礙於語言的關係，大多時候只能比手畫腳，整體來說還是很有趣

的，有時看著小朋友玩耍，真的會笑到肚子抽筋，準備了許多活動跟小朋友互動，一整天下來，真是累得跟狗一

樣，小朋友還是很有活力的樣子，瞬間覺得自己老了，體力都比不上。小朋友滿足的笑容，總算讓我們的準備有了

回報，這樣就夠了! 

    接下來幾天就是，遊湖、參觀古蹟、划船等......中途雖說有小意外，不過大

家都玩得挺開心的，不過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晚上出去逛街這件事，越南治安不

好，所以不能單獨出去，大家就約一約出去了。晚上的街道真的有點可怕，冷冷清

清的，不像大馬路車水馬龍，最讓我無語的是，越南的紅綠燈根本就是擺飾用，過

個馬路都要戰戰兢兢的，深怕一個不小心就要客死他鄉，就像導遊說的:「過馬路

要浪漫的過…….」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體會所謂越南人的，浪漫。 

    開心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還記得去看了一場水上真人表演秀，坐在戶外兩個小時雖然很悶熱煩躁，汗水就

像瀑布一樣，極度想衝回飯店洗澡，不過表演很精采，真人搭配水上木偶以及燈光秀，又是一個難忘的夜晚。 

    雖一開始諸多的不習慣，在過完幾天後，卻覺得自己快變成越南人了，骨子流的那一半血，有一種奇異的陌生

的熟悉感。離開前一晚，竟是捨不得，都快被同化了，有機會的話，希望來個自由行。 

    再見了，越南。 (餐三甲蔡佩岑) 

       

    這次的旅行是我第一次自己跟著別人一起出國，所以我帶著緊張的心出國。 

當飛機抵達越南上空時，就能明顯發現很多很多的田地，非常壯觀，也保有很多原有的自然生態，下飛機之後，吸

著莫名有著越南風味的空氣開始了旅程。 

    第一天，我們從機場前往下龍灣，位於越南東北部的地方，伴隨著路上美麗的自然田野一邊前往越南國寶水上

木偶戲，他是一種文藝表演，如同字面上，是在水上操縱木偶，有 1000年的歷史，伴隨著音樂有如布袋戲，雖然聽

不懂，但是非常精彩。 

    第二天，我們前往下龍灣的天宮洞，有著非常美麗的鬥雞石以及鐘乳石，我第一次見過，非常壯觀，登上約有

400階的階梯，非常的累，遠遠超過每天在學校要走五樓才能到教室。 

    第三天，我們到了我們要服務的小學，那邊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都非常熱情的跟著

我們一起跳舞、玩遊戲，而且學生們非常厲害，有得竟然可以用英文來對話，因為那個

學生，我們減少了很多溝通上的不方便，更誇張的是還有人會說中文，真的是讓我讚嘆

不已，想起我國小時還只會母語呢。 

    第四天，我們的飯店已經固定下來，所以非常方便晚上出來逛街，夜晚的越南非常

熱鬧，有著不輸台灣的繁華，每次逛街，都會看著自己不熟悉的貨幣數字，想著換算新台幣多少都會搞很久呢，當

天也拜訪了越南原住民博物館，雖然我怎麼看這些古物都長一樣，可能是我不會欣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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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我們到了三十六條古街，它有如台南的安平老街，只是伴隨著越南的風味，以及單純而儉樸的裝潢，

彷彿自身於以前而身歷其鏡，之後拜訪了位於古街一處的河內大教堂，外觀非常帥氣，外型有點像某部動漫的 H

型教堂，晚上的時候，伴隨著燈光，有如進入夢境一樣，無法自拔。 

        第六天，續下龍灣之後我們來到了陸龍灣，石灰岩地型，群山環繞、生態保養田園風光、寧靜鄉村景

色，更有生生不息的河水蜿蜒其中，我們乘著小舟，一位老太太用她強而有力的雙手滑著舟，帶著我們四人一組

一同前進，我們滑進洞穴，非常狹小，沒有任何人工改造而使其保有絕對的自然景象嘆為觀止。 

    第七天，旅途接近尾聲早上拖著沉重而不想離開的心情，趴起身子試圖黏在床上，

彷彿這樣做，就能延續美好的回憶，當坐上遊覽車，有如上了離別的小船，消失在遙遠

飯店的盡頭，坐上飛機告別了導遊告別了下龍灣，告別了越南，我們來到了台灣的上

空，窗外有如景色電視般結束了美好的旅程，成為了我一生的回憶。 (商二甲林文雄) 

 

 

    還未到此地。興奮感卻提前襲來，使我輾轉反側、徹夜未眠。踏上了這塊領土，說不上是初來乍到，卻也是

熟悉又陌生，熟悉於不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國家，陌生於是沒到過的城市。去的地方都是些受歡迎的觀光景點，其

實都是大大的開心和小小的失望，他們風景是真的美得深得我心，可是因為去的都是美美的風景區，感受不到當

地方的文化，我就有點小失望，和我的期待有些落差。  

    講到越南的觀光景點，你會想到什麼？這個答案百分之八十都會回答下龍灣，沒錯，

我們就是去人潮眾多的下龍灣，不得不說，人潮是真的多，多到能直接分析哪國的觀光客

比較多，哪國比較少，好，這些都不是重點心得，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重點。  

    踏到船上，我們即將前進美麗的目的地--下龍灣，澈綠的海洋、蔚藍的天空、一座座

高聳的石灰岩，在眼前呈現，多麼的震撼人心，還未見過如此天然的實物，親眼所見比照

片上看到的好，這就是我出去玩很少拍照的原因，即使有影像卻再也沒有那個感覺了，只

能下次再去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龍灣某一個島上的觀景台，上去觀景台前要先爬

一個很高又很陡的階梯，那個階梯是真的恐怖，下階梯的時候整個腳軟到很難走路，

沒去過真的沒辦法體驗到那有多麼的嚇人，有機會大家一定要親自去一次，看我這樣

說，必定也無法感受，而且，那麼壯觀的美景總要親眼看到才能體會到他的美麗，除

了下龍灣，越南還有很多美景，例如陸龍灣、教堂、寺廟等，而且不只有北部的風

景，我認為中、南部的風景也是值得一探究竟的，有機會我還想再去越南的其他地

方，看看不一樣的風景。 (資二甲鄭妙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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