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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跨文化交流營隊 
 

讓孩子到部落 fun 寒假，讓爸媽輕鬆放風！！ 

 

屏東素來以觀光聞名，除了墾丁、小琉球，相信您

一定也聽聞過德文部落，但您與您的小朋友對部落

的文化了解嗎？還是每次都只是路過，跑去霧台神

山吃愛玉？！ 

 

彩色盤教育基金會今年寒假特別推出了「四天三夜

跨文化交流營隊活動」。這一次讓爸爸媽媽好好休

息！換我們來陪小朋友一起活動，也讓爸爸媽媽有

機會看見自己的孩子，在您的照顧下，長出了多少

獨立的本事，可以照顧自己。 

 

本場營隊活動除了能體驗最在地的部落文化生活、學習與山林共生的智慧外，我們也邀請了

大專國際生一起來參與活動，進行文化交流，讓您的孩子不用出國就能來場跨文化的學習之

旅。另外，活動更安排了兩位專業的心理師全程參與，陪同孩子在活動中探索認識自我。超

值又多元的學習歷程，除了可以豐富小朋友的學習視野，還可以讓您稍稍緩解一下壓力、喘

息一下喔！ 

 

活動名額有限，不容錯過！！ 

              趕緊動動手指，幫家中的小朋友報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彩色盤教育基金會 

合辦單位：國際扶輪 3510 地區屏東縣第三分區屏東東區扶輪社 

                                           屏東南區扶輪社 

                                           屏東西區扶輪社 

                                           屏東百和扶輪社 

                                           屏東和平扶輪社 

                                           屏東溫馨扶輪社 

活動日期：2022 年 1 月 24 日(週一)下午二時至 1 月 27 日(週四)下午四時，共計四天三夜。  

活動地點：地磨兒國小德文分校、德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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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 

一、本次活動預計招收小朋友 10 位，小朋友須國小五年級以上，國中三年級以下，不限性

別。 

二、活動內容：  

1. 午茶時光：認識部落咖啡產業、傳統作物小米 

海拔 900 公尺的德文村出產的咖啡，在日治時期是進貢日本天皇的聖品，當時還曾獲得

世界咖啡競賽銀牌獎。地磨兒國小德文分校也特別開設「咖啡學」課程，教導咖啡知

識、讓小朋友動手去殼、手炒咖啡豆。我們將體驗挑豆、炒豆、手沖咖啡，並使用部落

傳統作物親手製作小米甜甜圈，以及編織與探究對原住民具有特殊意義的花環頭飾。 

2. 山林走讀：認識石板屋、石板遺跡環境整理。 

孩子能親眼親手接觸使用中的石板屋，瞭解部落族人在石板屋中的生活日常，我們也將

帶領孩子一同探尋部落先人生活過的石板屋舊址，並動手參與整理，彷彿考古般，讓孩

子在蔓草中，一點點挖掘部落的歷史與先人生活的軌跡。 

3. 向獵人學習：說獵人的故事、獵人陷阱製作體驗、射箭體驗。 

獵人的故事，不只英勇。我們希望孩子除

了能聽到打獵的故事與體驗相關技能外，

更希望孩子能聽到，那些英勇的故事、新

奇的陷阱機關與令人興奮的射箭活動背

後，為了生存、生活而發展出來的技藝與

智慧，就像為了孩子的成長，努力工作的

爸媽一樣！ 

4. 跟著獵人 VUVU搭獵寮。 

打獵是傳統生活重要的一部分，獵寮更是

族人交換山林資訊的場所，也是在打獵過程中安頓身心之所。孩子將有機會參與搭建獵

寮的體驗。這裡不是學校的美勞課，所以用的不是冰棒棍、美工刀與白膠，我們將體驗

的是現地採收的竹子，變成可供獵人休憩的獵寮的搭建過程，充分展現生活智慧的工藝

技術。我們希望孩子看見的是「如何為自己的生活解決問題的能力」。 

5. VuVu 的一畝田：翻土、種植、採集、製作趕鳥器、地瓜甜湯。  

除了打獵，農作也是重要的食物來源，同時跟打獵一樣，與傳統祭儀文化息息相關。孩

子在這裡會經驗的，將不是家裡陽台上或院子裡的種植盆栽，而是在腳踏的實地裡、全

身的勞動中，體驗「有耕耘、有收穫」的具體意義，以及如何捍衛自己的努力、為自己

的努力創造最大的價值。 

6. 文化分享交流：與國際生分享交流、對話。 

原民部落的孩子、非原民文化背景的孩子，以及無法預期會是什麼文化背景的國際學

生，這樣的組成、四天三夜的生活與交流，孩子會有怎樣的文化體驗呢？我們對此保持

開放，但依然貪心希望，孩子能在這樣的經驗中，體會到「包容、尊重與欣賞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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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圍著營火聊聊天：與心理師說說心裡話。 

「沒有經過反思的體驗，只是活動而已。」因此我們很重視在營隊的活動體驗後，與孩

子進行「引導反思」的部分，這是體驗教育最重要的精神。雖然活動有預設好的目的希

望孩子能夠獲得，但我們同時尊重孩子在過程中其他意外的聯想與好奇，我們在引導反

思的討論中，要扮演的不是滿足孩子所有解答的百科全書，而是推動孩子繼續思考、整

理自己經驗的發問者，這也就是為何，我們安排了一位擅長與孩子一起說故事的諮商心

理師，以及一位深諳兒童發展與深度心理學的臨床心理師，來帶領這個引導反思的對

話。兩位資深的心理師將發揮其專長，陪伴孩子四天三夜。 

※【加碼優惠】 

兩位心理師為了能帶領對孩子最有收穫的引導反思，營隊的四天三夜全程都會陪同孩子

一起生活與學習，觀察每個孩子的體驗狀況，作為引導反思的參考，也因此會對您的孩

子有更多個別的發現，這是很難得的一種的時間密度，用來「瞭解一個孩子」。因此我

們提供家長以下優惠的服務：若您好奇您的孩子在營隊四天三夜中，在專業的心理師眼

裡呈現出怎樣的性格特質與行動方式，會不會有您從來沒發現的部分。您可以在報名表

單處點選「活動回饋線上諮詢」一欄，我們將在活動結束後，與您聯絡安排一次 50 分

鐘的線上視訊諮詢會議，加價優惠 1000 元，所得部分扣除行政費用後，將全數回捐彩

色盤教育基金會繼續投入教育事業，這是兩位心理師為了身為家長的您，與為了基金會

永續發展的一份心意。 

● 重要提醒： 

1、 這個諮詢是「對您的孩子在四天三夜的活動中的表現來給予家長回饋，並接受相關的諮

詢與提問，並「不是心理諮商」、「不是心理治療」，如果您期待的是「心理諮商」與

「心理治療」，請另尋適當的機構資源。 

2、 與您進行本服務的心理師，將由基金會協助安排上述兩位心理師的其中一位。進行方式

為視訊會議（使用軟體另行通知），提供服務的心理師一位，家長的部分，可以一人到

多人，回饋對象僅限「參與本次營隊的孩子本人」，且「原則上 50 分鐘僅針對一個孩子

進行討論」，若您家裡有兩個以上的孩子參與本活動，並且都希望能與心理師進行回饋

討論，請分開為孩子個別加購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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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時程表：活動將視天候或實際情況調整順序，但所有行程都會讓學員參與到。 

 
第  一  天 
 ( 1 / 24 ) 

第  二  天 
 ( 1 / 25 ) 

第  三  天 
 ( 1 / 26 ) 

第  四  天 
 ( 1 / 27 )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7:00~08:00  梳洗與早餐 

08:00~12:00  
山林走讀 

認識石板屋、石
板遺跡環境整理 

山林走讀 
觀望山步道、獵
寮前置作業 

成果發表討
論及準備 

12:00~13:00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獵人便當 

午餐時間 

13:30~14:00 報到 向獵人學習 
獵人陷阱製作、

射箭體驗 向獵人學習 
跟著獵人 VUVU

搭獵寮 

發表場地 
場佈 

14:30~15:30 
成員及環境認
識、活動說明 

成果發表 

15:30~17:30 

午茶時光 
部落傳產咖啡、

小米、花環編織
體驗 

VuVu 的一畝田 
翻土、種植、採
集、製作趕鳥器 

結業式 
珍重再見 

17:30~18:30 文化交流分享  

18:30~19:30 
晚餐時間 

大鍋搖搖飯、野炊 
 

19:30~21:00 圍著營火聊聊天  

21:00~ 自由時間  

 

四、食宿與活動費用：  

1. 活動每位小朋友 6,500 元，屏東縣的小朋友此次活動補助 2,000 元；外縣市小朋友此次

活動補助 1,000 元；小朋友可以自行到德文分校報到者，再優惠 500 元。 

相關收費整理如下： 

居住地點 交通 活動回饋線上諮詢 活動收費(單位：元) 

屏東縣 

自行前往 

A 想加價 

心理師線上諮詢 
6,500-2,000-500+1,000=5,000 

B 沒意願 6,500-2,000-500=4,000 

需要接送 

C 想加價 

心理師線上諮詢 
6,500-2,000+1,000=5,500 

D 沒意願 6,500-2,0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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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縣市 

自行前往 

E 想加價 

心理師線上諮詢 
6,500-1,000-500+1,000=6,000 

F 沒意願 6,500-1,000-500=5,000 

需要接送 

G 想加價 

心理師線上諮詢 
6,500-1,000+1,000=6,500 

H 沒意願 6,500-1,000=5,500 

2. 活動當日請在 14：00 前自行到達地磨兒國小德文分校報到。 

3. 以上活動全程辦理保險。 

4. 其他未竟事項，報名後詳載於行前通知。 

四、匯款帳戶:  

銀行：第一銀行 / 屏東分行 (銀行代號 007) 

帳號：74150895381 

戶名：財團法人彩色盤教育基金會 

※ 完成線上報名後，請於三天內匯款，並立即前往【彩色盤教育基金會 FB 粉絲 專頁或

掃描 QR Cord 進入粉專】私訊告知您匯款末 5 碼，我們會回覆已確認匯款並報名成

功。 

【報名須知與相關說明】 

1. 活動報名滿額即為報名截止。 

2.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內容異動之權利。 

3. 完成報名表格後，48 小時內您會收到我們的報名成功通知。 

4. 安全是我們最珍視的原則，每位報名者均投保意外險新台幣貳佰萬元整(含意外醫療險

貳拾萬元)。 

5. 營隊開始前一週家長將會收到行前通知，及須填寫防疫出國旅遊調查表。  

6. 營隊活動期間所拍攝之活動影音與照片，主辦單位有無償使用之權利，學員於活動期間

完成之圖文創作，若無提出特別聲明，亦同意主辦單位於網路、平面文宣等媒體公開使

用。 

7. 最後報名截止時間為開課日期前七日，如提前額滿即刻停收。  

8. 如遇天災、疫情警戒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順利開課，則全額退費。 

9. 此活動戶外行程，活動地點主要為山林環境，請自備防蚊與防曬用品。 

10. 食宿皆在德文分校，以地板教室打地鋪或露營方式安排住宿，請家長自行準備睡袋及環

保餐具。 

【退費辦法】 

1. 報名後至開課前十五日，可全額退費。 

2. 報名後至開課前十四日至前八日，退費 70%。 

3. 營隊開課前七日起(含營隊報到日及課程中途)取消，恕不接受退費。  

4. 候補學員待有名額釋出，並接獲我們通知，再匯款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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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排入候補】如已經額滿，需要排候補，歡迎在彩色盤教育基金會粉專 Messenger 預

約，主旨請註明 排候補，留下家長大名、電話。謝謝！ 

【貼心提醒】本營隊並非靜態性質，四天三夜須留宿。如有氣喘、心肺相關疾病、精神官能

耗弱、肢體受傷等，請先與醫師討論後，再決定報名。 

六、我要報名：  

請掃描左列 QR-Code，進入報名表填寫資料，並匯款完成，方為報名成功。 

七、對活動有任何問題可洽： 

1. 彩色盤教育基金會 Messenger 提問 

2. 財團法人彩色盤教育基金會 陳先生 

電話：08-7323204  

電子信箱：a0938823362@gmail.com  

 

 

 

 
 
 
 
 
 

 
      活動報名條碼               基金會臉書條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