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微客盟際志文活動簡意

集結微小力量﹒就能為這個世界帶來正向能量

對你而言﹒人生中最特別的旅 程是什瘦?

貧困的大地、落後的社區部第加上孩童們一雙雙純真明亮的眼睛和觀臉的笑容

過去靠著電視和網路上的文字神遊其中

現在我們將走進他們當中

讓原本是平行線的人們﹒開始有7交集

這不只是一趟奇妙的旅 行﹒也可以是對自己心靈的沉澱

更能夠陪伴偏遠地方的貧困孩子﹒同時也找到7志同道合的一生好友!

帶著愛心一起到被遺忘的角草書﹒讓溫暖 的陽光照亮彼此的笑容，成為更有意義的假期

招募對象|
15歲以上之精力學生族、老師憂心、族、活力上班族、企業團體、經驗單富還休族

簡單的行為.對於孩子們卻是相當重要的﹒

語富不是溝通的唯一管道﹒里誠的擁抱與陪

伴能穿透語宮室鐘內心﹒跟孩子們一起克服

諾盲障礙﹒用畫畫直接的行動來表達愛與感動

除7協助主要科目及各種藝能課程進行之外﹒

透過美術、音樂、科學、體育等各項主題活動

的設計﹒讓各個國家的孩子們在成長學習中體

驗到不同的文他與刺激

依服務接點需求，參與

設計畫ll.例:蓋廁所﹒續孩子們擁

有乾淨如廁環境、道離病菌;建立

校舍，讓孩子們在院內能安心、生活;

建造有機農場、猶舍﹒議院方能靠

這些產品的收入維持孩子們每日生

活所需

帶進視力保健、急救

常織等衛教相關觀念﹒讓據點

吸岐且聽他成符合在地落實的

實施方針﹒針對他們自己發想

過而產生的概念，再從旁協助

計畫執行區

數書vt富翁彎彎亨輩子..畫畫畫草草草.嘻嘻、 量撞撞撞車 受教育和繳費的總嘻嘻
E糊當揖�峙，鼎的'"僻靜渺繭，抖峙，攝制峭枷帥峙扭鴨

當地人家，對談中能更

體會當地需求﹒7解特殊背

景及歷史脈絡;透過送餐﹒

拜訪偏鄉的獨居長輩﹒定期

關心其健康狀況﹒給予熱情

與溫暖

磁意多



服務對象!更多服務據點介紹請參閱微客宮網

在一個被稱為獨爾摩沙的美麗踴度﹒卻在角港中
隱藏著許多社會問題﹒農村隨著青壯年外出工作
的緣故﹒爾{弋教養、外籍二代及軍親的問題越趨
嚴重，許多孩童的家庭.在這樣的成長過程影響
下破碎不爆﹒孩子們喪失7對生活及學習的興趣﹒
整日在外遊蕩﹒需要多一點的關愛﹒讓他們重新
看到人性的溫暖

服務內容:協助教學、營隊帶領、家訪調資

經歷數十年戰爭和極端政權﹒昔日微笑高棉面
臨7史無前例的大倒退﹒如今重獲和平的東埔
饗﹒為生存和貧窮奮戰﹒義務教育形同虛設﹒
孩子們到學校﹒老師卻因政府發不出工資而停
課那些對於成長和脫貧的渴望﹒總是得不到適
當的重視與自應

服務內容:協助中英文教學、家訪調查

天堂背後的另一個故事

每年飽受颱凰摧殘的海島村落﹒固地處鑄造.加上
壯了們為7謀生而遠離家鄉﹒家園重建的工作一董
停在原地﹒扶持教育工作己迫在眉樹......

服務內容:協助公衛教育、中英文教學、河堤建設

種姓制度下造成的貧富懸殊﹒每天都發生在印度的街
頭上﹒光怪陸離的貧民窟生活﹒彷彿夫擎的邊上就緊
挨著地獄﹒低下階層的孩子遭遇不平等待過﹒卻仍必
須每天工作超過14小時般像詛咒的世代傳襲﹒永遠
無法脫離

服務內容:協助英文教學、家訪調查、關懷童工

位在喜為拉雅山麓中的小國﹒素來以千年的古蹟與
壯麗的群峰吸引無數的登山喜聞風而至但在綿延不
緝的群山當中﹒郤住著一群貧窮失學的孩子

服務內容:協助英文教學、家訪調查、體驗征服群
山樂趣

泰緬邊界黨有金三角之稱﹒過去是看舅大本營﹒
毒品交易頻繁直接的迫害當地居民﹒村民f.iX7
吸毒者、販毒者的不計其數﹒隨著當地戒護村
成立﹒宗教力量慢慢幫助許多人成功效看﹒但
當過去創傷尚在撫平當中﹒孩子們的教育學習
與文他認同又成7另一個簡題﹒地處偏遠的泰
國北部山區﹒只有貧瘡資源﹒兒童教育問題遂
成隱憂

服務內容:協助中文教育、家訪調查

秘書總...f護亨輩子讀書處書畫薄..食物、 量臨重重‘ 繁華麗膏，也繳費的單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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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微愛發聾|國標志工現場直擊特展/博覽會

微客召集全球志工歸隊﹒世界上的微小角落都留下微客志工夥伴們的足跡

以往微害國際志工博覽會都是選定菜一假日下午和大家相見

從今年起將擴大為三天的展覽方式﹒透過更多元且全面 的方或呈現

特展中結合沙龍篇座、影片呈現、攝影展分享、互動遊臘、各摺美食品唱、志工面 對商務詢等

將微客據點服務現況真實地呈現在大家面 前

這是微客志工們歷經汗流淚賞的炎夏與冷測的冬季蔓延回來的愛

在全台傳遞給也希援付諸己力的你!

時 間 I 2019. 4 . 19 (五卜4.21(自}

地 點 | 台北剝皮寮

時 間 I 2019.10.4(五卜10.6(日}

地 點 | 台北剝皮寮禽走

微星發聾|國際志工全台越過抄龍講座

在草原上聽聽星星呢楠、在廣場上嬉戲追逐、在教室裡吟唱詩歌…

夕陽將怠工與孩子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

意工與孩子對彼此的想念也長長的

美好的回憶放心中可以總細品味

{旦與大家分事就能讓這份愛一宣傳遞下去

時 間 I 2019年3月起全年度

地 點 I :il;中南青年般舍及展演空間

時 間 I 2019. 3 . 13 (三) 19:00-21:00 

地 點 | 台站甸回Anemos Café I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11-1號2F捷連南京復興站1號/8號出口

時 間 I 2019. 3 . 15 (五)的:00-21:00

地 點 | 花蓮璞石咖啡館 |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8號

跨 間 I 2019. 3 . 24 (日) 14:00-16:00 

地 點 | 台中Stray Birds漂鳥實旅 |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201號7F

持 間 I 2019. 4 . 20 (六)、 4.21(日) 14:00-16:00 

地 點 | 台北 剝皮寮國際志工宣擊特展 | 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41號捷還龍山寺站3號出口

*場次持續新增中﹒詳情?合微審官網I/FB粉絲劃Waker微客海外國際志工交流站

秘書F總{&tJf遺書輩子吾吾E草書畫軍漪"t嘻嘻、 賀信敏、 勢教育和繳費的總"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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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梯隊i實際梯隊以微客官網公告為主

系統'ifi;入淺i量給制達11

& 

也隊教1-2億R 蜜語
錢寄電車隊主紡車聶哥哥總聽

*國際志工報名系統全菌更新系統智慧他﹒報名成功即入選﹒登入會員可查看所有過去/進行中的活動﹒立直可查詢活動最新 動態!

*梯隊報名講於期限內完成繳費﹒未繳費者名額將釋出

*上傳資料如家長同意書書、護照影本、台胞誼影本等

*出隊前1-2個月領隊主動聯繫各隊員﹒告知教學餐館、行李打包、簽證辦理等事室里﹒並召集隊員進行龍備會員單

*出隊後微客發予中英對照志工誼明，申請方式為服務絃東海週內線上繳交心得﹒經領隊審核即可取得﹒心得不限形式﹒文字、影片、

ppt、創作歌曲、繪畫等皆可

*費用合機票、當地交通J住宿、服務據點膳食、保檢{台灣梯隊-200萬意外身故及20萬意外醫療;其他梯隊-4∞萬意外身故、 40萬意外

醫療、40萬突發疾病} 、黃T(排汗衫} 、李環、稅金及當地服務行政支出﹒ 超支不是部份由微客負擔﹒若有餘額則轉為當地服務費用

*費用不包含護照辦理、簽證申請、居住地至集合地之交i霞、教案所需教具及服務接點外的其餘值人消費

中文

英文

臺灣

泰國

新疆及
童車族固族

葵律賓

東塘里

尼泊爾

印度

智富客總lIt軍費u輩子..畫畫畫享清食物、 量態輩輩‘ 發敘1層單B被安街串單純
E附當時晶晶峙，熱心，晶宮僻靜如捕，抖峙，甜啊啊扭時帥品柚鴨

頭勢家庭、原住�孩童

北部山區華人後裔

哈薩克車長、高�1ì藍、間族

孤兒/校還



參考書籍

捐款單|

《陪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 朱永祥著!木馬文化出版

在農村裡沒有像城市中的寓樓大廈阻隔7彼此的關像﹒我們和改子們在一望無際的草

原、農地、山巒、田野裡奔馳、玩耍、談天、說笑﹒就好像這個世界的一切紛擅﹒都

可以因為一個孩子的笑容彷彿不存在7-陪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是生命中最美好的

精光﹒也是我認為這是全世界上無可比擬最美麗的風景……

《沒有答案的故翟》 朱永祥著i木馬文化出版

我們的一生似乎德是在想方設法地透過比較、競寧、

打敗對方來窮得自己想要擁有的一切﹒在我們的眼中

只有r自己」 ﹒卻忘7人和人之間從最起初時，原本

就應該存在的彼此給予和分享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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