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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讓世界轉動 兒少公益行動 

成果表格 

團隊名稱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靜心小學詩背 Show-Love Hunter】 (詩背 Show 取自英文 Special) 

團隊成員 

唐瑀恩(女)-四年義班 

鄭宇哲(男)-四年信班 

何英綺(女)-四年忠班 

何定倫(男)-二年信班 

蘇芳禾(女)-五年信班 

計劃名稱 尋找失落的愛-Love Hunter  

指導老師 張夢澤、林秀穎 

S－See The World  

 

● 「北漂」的東南亞人     

 

               每到週末，台北車站的周邊、大街小巷

的街頭，充斥著許多陌生的東南亞面孔，這

些在台灣目前社會中從事大部份基層勞力、

看護工作的勞動人口（外勞）自政府政策開

放工作機會至今已超過 30 餘年，而在

2014 年，外籍人士在台工作的勞動人口總

數首度超過台灣原住民總人口數。這些「北

漂」的勞工，承擔台灣人不願意或無法完成的工作，例如勞力密集的漁

業、建築業及工作時間長且不固定的看護工作。其中，目前女性外勞人口

約 37 萬人，大多從事居家照護老年人或在醫療場所照顧中重症病患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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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當這些女性外勞在台灣工作期間若意外懷孕，他們往往會選擇

逃逸以避免相關的法令及賠償問題。但在他們成為「失聯外勞」期間若生

下小孩，這些小孩則會成為無國籍的寶寶，不能受到台灣的醫療及社會福

利的照顧。這些嬰幼兒的生存與健康及失聯勞工父母的生活環境都成了目

前社會中的隱憂，據報導，這些失聯外勞加上初生嬰兒的人數逐年增加，

除了造成台灣社會的新問題之外，媽媽生產前未做過任何健檢、產檢，生

產時未能及時找到合法的醫療機構以及初生嬰兒健康檢查等等，這些移工

媽媽們必須承擔相當大的風險。有鑒於此，基於「人道精神、愛無國

界」，位在台北市文山區的關愛之家遂成立婦幼部，照顧這些無家可歸、

暫無依靠的移工媽媽及無國籍寶寶。 

 

● 愛心無限，資源有限 

 

               截至目前，關愛之家收容的無國籍寶寶人數約為 160 人，並且平均每

個月增加 10 位初生寶寶。光是 2018 年花在醫療、生活、教育、照顧人

力的費用就高達 2400 萬。在我們親自前往關愛之家並與創辦人楊婕妤女

士進行訪談後得知位在關愛之家附近的萬芳醫院也是他們的「大債主」，

因此他們每個月繳交 10 萬元的醫療費，若有多餘捐款，就會多給付，但

如果遇到經濟上較困頓、金流不穩的時候，也只能繼續拖欠醫療費了。另

外，因為有許多的嬰幼兒需要照護，每天所消耗的奶粉、尿布、濕紙巾等

生活用品數量也是相當可觀，因此他們也希望能夠藉由社會大眾的力量、

社群、網路的宣傳，幫助這群在國界上的流浪者得以暫時有一個安身立命

之處。 

 

● 團隊決定幫助什麼問題？為什麼？ 

 

              「日行一善」每個人都知道，「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我們也都

懂，但是一旦「口號」未能化作「行動」，一切的品格教育也不過是空談

而已。在檢視目前所擁有的資源、能力之後，我們決定參與「有獎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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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不依靠家中的經濟資源或父母親所給的零用錢，將我們在學校所習

得的知識化為比賽的能力，並在得獎之後將獎金全數捐至關愛之家，真正

靠我們自己的力量為關愛之家盡一份心力。如果五位小學生都能發願為社

會盡一份心力，並將希望的種子埋在我們所熱愛的土地上，讓我們作為別

人生命中的燭光，用生命影響生命，那麼我們就能更加期許台灣的社會更

加有愛。 

 

T－Think   

● 想想如何幫助這個問題？ 

 

             在 2018 年暑假，經由國語日報刊登的消息，靜心小學五位來自不同年

齡的五位小尖兵，組成詩歌朗誦隊「詩背 Show」(取自英文 Special)，一

同參與 2018 全國兒童創意朗詩大賽，想透過朗詩拿下大獎，將獎金捐給

需要幫助的「關愛之家」。即使賽後，我們也持續推動公益，幫助這一群

無國籍寶寶跟您我一樣有一個幸福的童年。 

 

● 討論如何幫忙這個問題？ 

 

行動策略 

 

1.組織團隊 : 來自不同班級與年級的同學，組成【詩背 SHOW】為愛朗詩公益 

小尖兵團隊，報名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與國語日報舉辦的"媽媽 

教我的詩"參賽，期盼奪獎，拚獎金做公益。 

 

2.進行選詩 : 由教師選擇深具意義的詩篇 Maya Angelou 的作品 “Life doesn’t  

                       frighten me“，教導孩子重視校園霸凌議題，被霸凌者的痛苦。 

 

3.練習拍攝 : 教師帶領孩子透過不斷朗誦與戲劇練習，感受被霸凌者的痛苦， 

並進行影片拍攝上傳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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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賽獲獎 : 由主辦單位(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國語日報)通知 2019/1/5 赴頒 

獎典禮受獎，由前總統馬英九先生予以勉勵。 

 

5.關愛送暖 : 頒獎典禮後，立刻將獎金送至關愛之家，分享這一份愛的恩典。 

 

6.愛在蔓延 : 繼續在校內推動“愛心奶瓶“，透過號召響應零錢捐，幫助關愛之 

家。並寫信號召名人，一同加入公益行動行列。 

 

A－Action 

 

● 分工合作 

 

一、教師組- 張夢澤老師、林秀穎老師 

 

      1.議題融入：學生在校園中經常會遇到與霸凌有關的事件，無論自己是當 

事人或是旁觀者，都應該對這樣的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以 

期可以保護自己也捍衛正義。（張夢澤老師、林秀穎老師） 

      2.教學素材：新聞、故事、詩體。選擇以「英文詩體」呈現霸凌相關議 

題，張老師負責教導學生肢體詮釋，林老師負責解釋英 

文內容、訓練語調、發音。（張夢澤老師、林秀穎老師） 

      3.查詢國小組校外競賽訊息。選擇「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舉辦之「媽媽

教我的詩」參與競賽。（張夢澤老師） 

      4.分組練習、彩排、拍攝參賽影片。（張夢澤老師、林秀穎老師） 

      5.聯絡關愛之家進行參訪、捐助。（林秀穎老師） 

      6.聯繫學生家長、告知活動內容、比賽結果等。（張夢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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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組- 唐瑀恩、鄭宇哲、蘇芳禾、何英綺、何定倫 

 

      1.練習朗詩技巧 : 透過反覆練習，將老師指定詩作反覆精熟。 

 

      2.配合影片拍攝 :配合拍攝，詮釋被霸凌者的痛苦。 

 

      3.上傳網路與同學分享 : 上傳網路邀請同學分享。 

 

      4.關愛之家送暖 : 得獎後將獎金全數捐贈關愛之家，關懷無國籍寶寶。 

 

      5.推動愛心奶瓶零錢捐 : 回靜心小學推動奶瓶零錢捐，持續關懷關愛之家孩

童，於校內發動各班發動愛心捐款活動。 

 

三、行動組-家長參與  

 

      1.陪孩子練習詩作 

 

      2.拍攝活動紀錄照片 

 

      3.協助孩子了解關愛之家與推動愛心奶瓶零錢捐 

 

● 實際行動 

                                   

 

校園持續推動，號召同學與名人響應 

得獎關愛送暖，捐獎金做公益 

錄影參賽宣傳，網路分享號召 

進行朗詩排練，全心投入準備 

選取動人詩篇，為反霸凌宣導 

組織團隊報名，參加朗詩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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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ain 

 

● 有什麼收穫？ 

 

張夢澤老師〜 

 

        當一群來自不同班級與年紀的孩子，起心動念

想透過比賽賺獎金捐助社會弱勢團體，身為老師與

母親的我感到十分欣慰。當 2018 創意兒童朗詩大

賽主辦單位宣布「詩背 SHOW」是英文團體組第三

名時，孩子臉上不是沒有拿到第一名的遺憾，而是

得到獎金可以幫助別人的喜悅，就連年紀最小二年

級的何定倫，都知道努力的過程遠比結果重要，而我們真正的目的是為

社會上的弱勢，盡一份心力。孩子的表現讓我們感到驕傲。當孩子前往

關愛之家抱著這一群需要關愛的孩子，我們看到了不同的生命經驗，了

解他們的生活狀況與需求，更能反思自己還能為社會做點什麼。我們相

信孩子們明白了「施比受更有福」這句話。而「偉大始於渺小」，我們

每一個人只要願意投身公益，都可以以小小的力量點燃別人的生命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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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穎老師〜 

 

        從看到文字稿到口語呈現，再從口語呈現到

情感投入，孩子們用他們所理解的意境詮釋這一

首「黑人被霸凌」的詩～Life doesn’t frighten 

me。在這群孩子們所處的生活環境之中，一切生

活所需都有父母親安排、照顧，他們並不真正的

感覺到自己所享受的一切有多少的幸福。然而，

就在他們到訪關愛之家後，他們眼見這麼多的孩子都是集中在一處，

由 10 幾個大人照顧 170 多個孩子，當下給予他們的震撼是很大的！

他們可以在詩中大聲的說出「Life doesn’t frighten me at all」乃是

因為生活中的無憂無慮不足以讓他們驚恐擔憂，而當眼前真的出現了

那麼小的孩子、一雙雙要他們擁抱的小手時，才真正理解自己手心裡

到底擁有多少幸福。 

 

              「善良」除了是本性、是天性外，我認為還要透過教育的力量來「教

導」，給予孩子機會去幫助他人，並藉由自己親身的體驗給予別人關懷 

及支持的力量，他們在未來就能夠成為更有社會責任的公民，而這一份推

己及人的愛與溫柔，才是我們在品格教育中要教導孩子的核心價值。 

 

唐瑀恩同學〜 

 

        說到公益小尖兵，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靜心

中學林文芸，她是靜心中小學的傑出校友，也是

我最敬佩的學姊。曾獲保德信菁英志工獎，更在

第四屆和第五屆「愛讓世界轉動」公益徵選中獲

得最高榮譽優等獎。她發起將書送予偏鄉部落，

協助兒童學習，更時常號召同學發起義賣關懷弱

勢。她曾送給我一本郝廣才先生的書「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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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勉勵我，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愛的小種子，只要我們願意播種，

就能長出大樹，為他人擋雨、乘涼，帶來一絲溫暖和希望。文芸學

姊一直是學校內公益活動的先鋒。自學姊畢業後，我們更要把學姊

對待他人的細膩與溫柔用愛的力量傳遞下去。這次為愛朗詩讓我學

習到，貢獻我的所學，散發我正向能量，獲得獎金可以幫助關愛之

家小朋友，是無比快樂的事。雖然我現在還沒有上班工作賺錢，無

法捐助更多，但是我們凝聚了一份愛的力量，就為了這個美好的目

的，我們一定會持續努力，積極參與各項賽事，為愛發聲。 

 

何英綺同學〜 

 

        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媽媽教我的詩」英文

朗詩比賽，在比賽的過程中真的很辛苦，老師教

我們要詮釋那首英文詩的意境，想像自己是被霸

凌的小孩。比賽之後，我們獲得了全國第三名，

而且也得到了一筆獎金。在我們討論獎金的運用

之後，大家決定把這一筆獎金捐到關愛之家。在

還沒有到過關愛之家以前，我真的沒有想過有那

麼多的小小孩還有出生不久的寶寶需要人的照顧，更難以想像在我的

生活環境裡有過著那樣辛苦的人。我很開心能藉由比賽得到獎金去幫

助別人！接下來，我還會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靠自己的能力爭取到

最多的獎金，這樣我就可以大聲的說： 

「我是靠自己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 日後再持續進行時，怎麼做會更好？ 

1【自我精進】拚獎金做公益 ， 透過專長參賽，拚獎金，幫助關愛之家。 

2【號召校園】發動校內愛心奶瓶零錢捐 ，幫助關愛之家。 

3【號召名人】寄出愛的白皮書與邀請信函，號召名人一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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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 Record 

 

● 行動紀錄 

2018/10/25 – 靜心小學詩背 Show 正式成軍 

2018/10/26 – 靜心小學詩背 Show 第一次排練 

2018/10/30 – 靜心小學詩背 Show 第二次排練 

2018/11/02 – 正式錄影參賽作品’Life doesn’t frighten me’ 

                         （https://www.readapoem.com.tw/Vote/Detail/320） 

2018/11/03 – 正式參賽 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18 兒童創意朗詩大賽」 

2019/01/05 – 2018 兒童創意朗詩大賽頒獎典禮-英語團體組第三名 

                         （https://www.readapoem.com.tw/News/Detail/123） 

2019/01/05 – 前往關愛之家捐贈獎金，關懷送暖。 

2019/01/07 – 台灣公益新聞網報導 

                         （https://www.anews.com.tw/archives/6547） 

2019/01/09 – 號召校內同學一起響應關愛之家愛心奶瓶零錢捐 

2019/01/26 – 將靜心小學四年義班捐款送至關愛之家，響應活動。 

2019/01/28 – 正式參賽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全國小學生公益行動競賽」 

2019/01/31 – 正式參賽 金車文教基金會「愛讓世界轉動 兒少公益行動」 

                         （https://youtu.be/hyBcTxTaJ18） 

2019/02/08 – 製作愛的白皮書，寫信邀請郭台銘先生與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https://youtu.be/uLEKdohdefQ ） 

2019/02/11 – 107 學年度下學期在校內推動關愛之家’愛心奶瓶’零錢捐活動 

                         （https://youtu.be/MsTJTUaQRjc ） 

2019/02/26 – 國語日報報導靜心小學詩背 Show 團隊 

                                  

 

https://www.readapoem.com.tw/Vote/Detail/320
https://www.readapoem.com.tw/News/Detail/123
https://www.anews.com.tw/archives/6547
https://youtu.be/hyBcTxTaJ18
https://youtu.be/uLEKdohdefQ
https://youtu.be/MsTJTUaQR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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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影片、社群分享 

一、【照片記錄】 

 

 

 

 

 

 

 

 

       (詩背 SHOW 朗詩參賽排練過程 1)                  (詩背 SHOW 朗詩參賽排練過程 2) 

 

 

 

 

 

 

 

 

(2018 全國兒童創意朗詩大賽英文組第三名)                   (前總統馬英九 先生勉勵) 

 

 

 

 

 

 

 

(朗詩大賽獎金全數捐給關愛之家)                    (關愛之家創辦人 楊婕妤小姐接受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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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之家感謝狀)                                                   (愛的抱抱 1) 

 

            
                       (愛的抱抱 2)                              (張夢澤老師)              (林秀穎老師) 

 

 

 

 

 

 

 

                           (持續於靜心小學推動愛心奶瓶零錢捐，幫助無國籍寶寶) 

 

         

(各班持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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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片連結】 (活動緣起、參賽過程、獎金送暖、未來展望) 

 

107 學年度 靜心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 為愛朗詩 [詩背 SHOW] Love Hunter 拚獎金，做公益 

第一集 為愛朗詩 公益行動 https://youtu.be/FgdmsTPvM44 

第二集 號召名人 一起行動  https://youtu.be/uLEKdohdefQ  

第三集 愛心小樹 開花結果  https://youtu.be/MsTJTUaQRjc  

  
 (分享活動緣起與辛苦練習歷程，展現獲獎決心，以及對未來期許。) 

 

           

(製作愛的白皮書、寫卡片給前總統馬英九先生與郭台銘先生邀請一同參與) 

 

https://youtu.be/FgdmsTPvM44
https://youtu.be/uLEKdohdefQ
https://youtu.be/MsTJTUaQR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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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愛的白皮書) 

 

三、【網路分享】(媒體報導、網路分享) 

https://www.anews.com.tw/archives/6547 (2019/01/07 台灣公益新聞網報導) 

 

 

 

 

 

 

 

 

 

 

 

 

 

(臉書分享得獎喜悅)                                                 (臉書分享愛與關懷) 

https://www.anews.com.tw/archives/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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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分享公益新聞網報導) 

 

 

 

 

 

 

 

 

 

 

                            (2019/02/26 國語日報報導) 

 

 

第一集 為愛朗詩 公益行動 https://youtu.be/FgdmsTPvM44 

第二集 號召名人 一起行動  https://youtu.be/uLEKdohdefQ  

第三集 愛心小樹 開花結果  https://youtu.be/MsTJTUaQRjc  

 

 

 

https://youtu.be/uLEKdohdefQ
https://youtu.be/MsTJTUaQRj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