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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讓世界轉動 兒少公益行動 

成果表格 

團隊名稱 Hi-Hi 世界小兵團 

團隊成員 
陳忞禾、蕭詠珊、沈函萱、李安起、黃迎甄、王品潔、李品

瑄、賴奕晴、童妍臻、張佑昇、呂芸鎵、黃于禎 

計劃名稱 ６６ 

指導老師 林雅芳 

S－See The World  

 看見世界！搜集資訊，發現全球有哪問題？ 

 團隊決定幫助什麼問題？為什麼？  

大家好！我們是北園國小第四代小兵天團，我們是一群熱愛自然，也願意

為世界變更美好，盡一份心力的小朋友們！ 

打開電視機，除了熱門的宮鬥劇和韓劇外，我們發現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

更重要的事正在發生！例如和豬豬有關的非洲豬瘟可能入侵台灣，如果真的發

生了，可能會造成數百萬頭豬被殺死；例如垃圾越來越多，會造成焚化爐負荷

不了，而很多人的隨地亂丟垃圾，除了造成環境不衛生，也甚至因此造成海洋

垃圾變多，海洋生物以為垃圾是食物，把它吃掉，讓很多的海洋生物因為飢餓

而死亡；因為要建立發電場，使得桃園的觀新藻礁必須被破壞，這結果造成熱

鬧豐富的生態圈可能因此消失，雖然我們的生活或許會因此變得更舒適了，但

持續開發，繼續破壞生物棲地，最後也可能使動物瀕臨絕種，到最後，我們人

類也會無法生存，因此滅亡；世界各地有很多因為貧窮與剝削而衍生的問題，

例如童工的存在，也讓人覺得很悲傷，因為人和人之間不能互相尊重，就有了

階級問題、性別歧視和霸凌等等問題，也讓人覺得難過。 

在這些數不清的問題之中，這次我們小兵想挑戰貧窮的問題，貧窮是世界

各地都有的問題，也是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消除

貧窮。貧窮是什麼呢？是沒錢吃飯嗎？還是沒錢買東西？我們都知道貧窮會產

生死亡、犯罪、營養不良等等的問題。因為貧窮，有些小朋友可能會無法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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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因為貧窮，小朋友可能只能去當童工或接受父母安排的童婚，也有可能被

瞧不起！而因為貧窮，小朋友也有可能骨瘦如柴、生不如死，甚至必須吃下壞

掉的食物，變得更不健康。貧窮使流浪者無家可回，又有人會偷流浪者的東

西，而且還很有可能被以暴力來對待，甚至造成惡性循環，可能還有人假裝殘

疾，利用別人的同情心討錢。 

和貧窮有關的問題很多，但我們小兵覺得貧窮其實可以分成金錢上的貧

窮、健康上的貧窮和心理上的貧窮，就像破壞環境也是一種貧窮，叫做公德心

貧窮，是心理和健康貧窮的綜合表現。雖然我們小兵無法解決所有的貧窮問

題，但我們可以想想看有什麼方法，讓人減少貧窮的感覺！ 

 

 

 

 

 

 

 

 

 

 

 

T－Think  

 想想如何幫助這個問題？ 

 討論如何幫忙這個問題？   

小兵們開會討論：如果我們是貧窮的人，我們會做什麼事情來改變現狀? 

我們討論的結果是：我們會希望別人關心我們，並讓自己不再那麼貧窮！

我們化身為醫生，幫貧窮開了三張藥單： 

 

珍惜現有的！ 

創造沒有的！ 

改變貧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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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們在新聞報導上看到美國很多科技新貴在家裡後院養雞，連微軟

的創辦人--比爾蓋茲也是，我們很好奇，為什麼這麼有錢的人們要養雞呢？於

是我們上網去讀文章，比爾蓋茲曾經說過，如果自己每天只有 2 美元的生活費

用，他會做甚麼？他會去養雞。比爾蓋茲的想法是：養雞可以改變很多窮人的

現狀，可以改變貧窮。我們發現，這樣的想法，不就和我們現在要做的計畫相

符了嗎？如果我們也來養雞，會是什麼樣子呢？我們有辦法用養雞來幫助更多

的人嗎？雞有辦法讓人變富足嗎？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們該怎麼開始呢？！ 

在台灣，我們也聽到食二糧的

故事，讓我們覺得很感動！食二糧

創辦人--楊環靜小姐的故事相信大

家都有所耳聞，她的想法是，很多

老人是孤獨寂寞的，如果讓老人們

養母雞，母雞可以陪伴老人，也可

以生蛋提供老人營養，老人們的生

活會更快樂。養雞的過程，雞獲得

更友善的對待，而老人也得到更健

康的陪伴！ 

突然，我們發現： 

 

雞就是我們改變世界，改變貧窮的鑰匙啊！ 

 

正好，迎甄小兵山上阿嬤的家也在養雞，如果我們要養雞，就不愁沒有

雞的來源，我們覺得小兵水生池旁邊的空地正是最適合的地方，在小兵學長姐

們幾年的努力下，我們已經有一個生態豐富的水生池和小兵花園，對我們來

說，每天將水生池整理得很乾淨，抓福壽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做完也很

有成就感，最近的福壽螺大減，讓我們超級開心的，當然，我們無法讓所有的

福壽螺直接消失，但盡力而為，只要能減少福壽螺數量，對我們而言就是一種

鼓勵。老師跟我們說，貧窮是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友善的生態環境就是我們

小兵最大的資源！我們小兵珍惜這些資源！而我們也要把這些資源傳給下一代

小兵！所以如果我們在小兵水生池旁邊建雞舍，不只小兵水生池附近的生態會

變得更豐富，而且我們在整理雞舍的同時，也可以一併整理水生池及菜園，也

可以為未來小兵們做示範，真是一舉多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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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創造沒有的資源外，我們可以如何珍惜現有的資源呢？在閱讀天

下雜誌 657 期「誰讓台灣回收神話幻滅！」主題後，我們發現許多資源在分

類被回收後，卻仍有可能被當成垃圾送進焚化爐，而且，也會有國家把他們的

垃圾送來台灣，讓我們的資源回收工作變得更加辛苦，為此，除了在生活中直

接減少製造垃圾外，讓回收的資源能馬上找到其他用途，或許也是我們能為地

球盡一份心力的地方！ 

學校彩虹階梯下的資源回收室就是小兵最好的尋寶地啦！尋寶的結果，

我們將腦筋動到小朋友早上在早餐店買來的牛奶玻璃瓶上！環境資訊中心網站

上資料（https://e-info.org.tw/node/34137）指出：回收 1 支啤酒玻璃瓶約

可節省 0.8 度的電！但很多玻璃瓶可能在回收過程中毀損，且回收商可能不

收，如果我們能在資源回收前進行攔截玻璃，讓它們有新的生命，那會比把它

們送到資源回收廠，面對未知的命運更好吧！根據以上的想法，我們決定： 

1.創造沒有的資源--養雞：小兵的想法是，校內有空地，有菜園，養雞可以幫

忙除蟲，也可以當校園寵物，讓每天上學變得更有趣，有一天當雞生蛋了，我

們可以獲得更多的雞，或從雞蛋獲得更多的營養，或把雞蛋賣了賺飼料錢！ 

2.珍惜現有的資源--手作：小兵花園有很多香草植物、多肉植物，我們可以運

用它們葉子繁殖或阡插繁殖的特性，繁殖更多的多肉植物，再結合麻繩和瓶子

的藝術創作，賦予玻璃瓶及多肉植物新生命。 

3.改變貧窮的情況--傳遞幸福：用我們賺得的費用幫助其他國家的人習得一技

之長，讓他們以後能靠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與家人。 
 

小兵終極目標 

我們希望我們的行動 

能幫助世界上其他貧窮的人，也能讓地球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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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ction 

 分工合作 

因為小兵們多才多藝，所以有時要

集會還真湊不齊人呀！有人要去管樂

團、有人要去排球校隊、有人要去直笛

隊......。在一次排除萬難的小兵會議之

中，我們決定每個小兵都要盡可能在自

己很忙的時間中撥出時間來進行任務，所以早自修、午休、打掃時間和放學之

後到五點的時間都有可能看到小兵在校園裡跑來跑去的身影。我們還用週三放

學後的下午留在學校學麻繩編織，甚至，我們也用暑假、週六週日及中秋連假

來學校蓋雞舍，總之，我們善用時間，無所不在！ 

養雞是另一個大考驗，因為以前養植物，主要是澆水及捉蟲，可以配合

小兵有空的時間，但雞不同，要養牠們，讓牠們開心的活著，我們必須有責任

感。邁入 2019 的四天連假，是我們第一次和阿雞們分開這麼久，我們小兵也

排了輪值表，每天上、下午都有不同的小兵來看阿雞們是否又打翻水盆了，補

充飼料，天氣好時讓阿雞出來晒太陽，努力地在照顧阿雞們，有時連陪小兵來

的媽媽們也跟著打掃雞舍呀！寒假時我們也排班來照顧阿雞們，接下來過年的

時候我們小兵也會努力地照顧阿雞們，雖然想到大家都在家裡過年而我們小兵

卻要到學校顧雞，不過在學校和阿雞們培養感情也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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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行動 

小兵行動計畫架構圖如下： 

 

 

 

 

 

 

 

 

 

 

 

 

 

 

 

 

 

小兵行動內容說明如下： 

阿雞來報到

不簡單
雞舍

一起去
接雞

阿雞好
朋友

手作小達人

肉肉好
朋友

麻繩好
好玩

愛心總
動員

創造資源計畫 珍惜資源計畫 

搶救貧窮方程式 

改變貧窮一起來．幸福 ONE BY ONE 

結合世界展望會的生計發展計畫， 

我們想幫助其他國家的人民有機會學習一技之長， 

也幫助他們改善貧窮的情況，讓幸福的能量傳遞給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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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雞來報到～ 

1.不簡單雞舍 

8 月的時候，我們啟動蓋雞舍計畫，看似簡單就可以蓋好的雞舍，其實蓋

起來一點都不容易，我們花了 3 個多月才完成！雖然過程失敗了好幾次，但在

品潔爸爸、司機叔叔、工友叔叔、美主老師和雅芳主任的指導，與小兵的同心

協力下，做出雞舍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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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我們把雞舍蓋得太窄又太高，像燈塔一樣，讓雞完全沒有活動空

間，所以經過討論後，我們忍痛把蓋了兩個星期的雞舍拆掉。第二次是因為雞

舍底座的輪子沒有固定好，結果輪子壞掉了，所以必須從地基開始重蓋。第三

次我們學乖了，請來了一位超級厲害的木工師傅，也就是品潔的爸爸，教我們

蓋雞舍，雖然木工爸爸皺起眉頭看著我們沒有章法的半成屋，跟我們說蓋房子

首重是架構，要先用木條將結構架構出等等……，但他還是很好心的幫我們第

三次拆掉雞舍，重新調整雞舍的架構。我們在星期六日的時候也來蓋雞舍，所

以進度變快了！ 

11 月，挑高的雞舍終於蓋好了！疑！怎麼看起來真像一間雜貨店 XD，

我們小兵以後就推著這間雜貨店到處賣蛋好了！我們興致勃勃想把雞舍推到水

生池旁，但是在運送的過程，因為一直卡到水溝蓋，不然就是卡進坑坑巴巴的

草地裡，連輪子也差點再次壞掉，我們被主任痛斥一頓，也學到一次教訓，原

來連搬運都處處是學問，特別是雞舍那麼重，只要一個輪子卡住，想再移動都

要大費周章，之後我們研究出另外一條路線，過程中雖然輪子還是不時卡住，

但這次我們終於成功將雞舍推到水生池旁！ 

雞接回來前幾天，週末下午小兵加班幫忙塗防水漆，最後小兵衣服上都是

防水漆，媽媽們快昏倒了，但雞舍終於大功告成！ 

 

 

 

 

 

 

 

 

 

搬運雞舍、為雞舍塗防水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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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起去接雞 

今年的 12 月很不一樣，因為我們終於做好所有的前置作業，準備迎接我

們的雞客人！ 

阿雞們其實 10 月就從南投的山上來到嘉義，但因為雞舍還沒蓋好，只能

讓牠們先住在奕晴家，奕晴家有個大空間的雞園，充滿生氣的雞到處跑來跑

去，讓我們大吃一驚！奕晴大舅向我們介紹金雞、火雞以及土雞等等，也讓我

們看得眼花撩亂，最後終於看到我們的雞客人，我們發現 4 隻阿雞和一隻大火

雞擠在一個小小的籠子裡，看起來好可憐，之後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奕晴家的雞

從以前就自由的跑來跑去，所以攻擊性很強，如果把 4 隻溫馴的阿雞和牠們關

在一起，一定會被欺負、啄死，所以奕晴大舅只能把牠們隔離。但因為沒有適

合的籠子裝雞，所以我們是用紙箱裝雞(紙包雞)，再帶回學校養呢！想來就覺

得不可思議。 

在帶雞回來的路上，我們也看到路旁養雞場的蛋雞，牠們一直被關在很小

的空間，我們不禁想著，雞真的應該被關在狹小的籠子，每天只能做的事就是

吃、生蛋和睡覺嗎？牠們是生命？還是生產雞肉和雞蛋的機器呢？雞也應該是

要自己的雞權！等到阿雞們適應小兵雞舍後，我們會讓牠們自由自在的在校園

中到處探索著！就像奕晴家能自由奔跑的土雞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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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雞好朋友 

       阿雞來了，我們的責任就更大

了，每天都要抽空去看牠們，心情不

好的時候看牠們也算是一種舒壓！我

們的阿雞們可是各有特色--珍珠雞

「高康」尾巴高昂但最近被熱心叔叔

診斷有皮膚病；珍珠雞「勇敢」有軟

腳症但最乖，全校的小朋友都愛她；

烏骨雞「野獸」永遠搞不清楚自己在

哪個時區，一直亂叫，特別喜歡在傍

晚大叫，換算時間，是美國的清晨呀！所以我們都叫他「美國雞」；只有烏骨

雞「美女」是正常的，但她命運有點悲慘，一下子掉到水生池，一下子被蒼蠅

板黏到，還有人虎視眈眈要把她冬令進補，有阿姨建議我們把她改平凡一點的

名字，或許這樣命運會比較好。 

       在養阿雞的過程當中，我們遇到很多之前沒想到的問題，例如蒼蠅滿天

飛、雞大便隨處可見、小孩拿菜打阿雞(一開始)……，雖然很辛苦，不過隨著

雞客人的到來，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不平凡，原本早上打掃校園完就可以好好

的休息，但現在不只不能休息，還要到雞舍幫忙清大便，換水、裝飼料......幫

他們清理家園。有時候不只要清理牠們的家，還要把他們在玩的草皮上的便便

也一起清乾淨，也要幫有軟腳症的勇敢阿雞做復健，雖然很辛苦，不過我們卻

以此為樂，因為可以看到這四隻雞健康的長大的過程，讓我們很開心。我們小

兵會秉持著小兵精神，努力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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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舍的日常生活-養雞學問大 

 

阿雞小故事 1：便便大作戰 

阿雞來了以後，我們第一個要面對的事情就是

[雞便便]!!!雞便便最麻煩的地方就是，雞大便有時候

會濕濕黏黏的，很不好處理！這時候，就要拿出我們

的祕密武器了！木屑！木屑可以吸收大便的水分，讓

大便乾成一塊一塊的，比較好處理！而且可以減少雞

舍會有的臭味喔！ 

 

阿雞小故事 2：水盆、飼料盆大學問 

阿雞的力氣很大，自從阿雞一直

把水盆和飼料盆打翻之後，小兵們就

開始著急了，因為這樣如果小兵沒有

每節課來檢查，阿雞們可能會餓肚

子！所以我們開始想怎麼樣水才不會

翻倒、飼料怎樣才不會被打翻和浪費

掉。後來我們想到用養雞場用的特殊

造型飼料桶和水球桶，才解決這個問

題，我們發現老祖先們養雞的智慧真

阿雞們在適應新家後，我們嘗試開門要讓牠們出來，但沒想到阿雞們居然不敢出門！還

要我們把牠們抓出來，練習好幾個星期，才會在我們打開門後自動出來，這時，小兵才

能好好整理雞舍，讓阿雞在陽光下曬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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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不簡單，值得我們好好學習！我們用這些工具後，雞推不動盆子，飼料也

可以幾天再補充一次，這樣子就解決雞把飼料和水打翻的問題了~ 

 

阿雞小故事 3：蒼蠅！    

自從阿雞們來到校園後，蒼蠅大大

就跟來到了校園裡......之後我們就上演一

齣戲，叫：''蒼蠅  蒼蠅  亂亂飛'' 。 

為了應急，主任幫我們買蒼蠅板黏蒼

蠅。可是買蒼蠅板後，我們發現阿雞們

常常黏到蒼蠅板上，有一次美女黏上三

塊蒼蠅板，我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把

美女身上黏膠去除，然後又幫美女洗

澡，真是一次''美女落膠記''，雖然蒼蠅有減少，不過還是不能掉以輕心，因為

我們如果沒有認真去清(蒼蠅)的話，我們學校就會變成蒼蠅樂園。 

後來，我們也上網去找到防蒼蠅的植物，那就是芳香萬壽菊及食蟲植物—

捕蠅草，沒想到，多了這些植物，我們也雞舍也變得更漂亮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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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雞小故 4：有雞蝨 

就在我們以為雞已經沒有事情時，有人發現了一個大災難，是雞蝨啊！我

們小兵上網努力扒文，終於找到了一個解決雞蝨大魔王的好方法！那就是[沙

浴]，為了執行去除雞蝨大作戰，我們在地上挖了一個大洞，而我們第一隻白

老鼠，就是勇敢阿雞啦，有一種邪教團體獻祭的感覺，可是這次的計畫.....大失

敗啊！因為沒有半隻阿雞後來對那個大洞賞光，願意自動跳進去做沙浴，反而

是草地另一邊出現很多小坑，是阿雞們自己挖要做沙浴的。最後的結果是主任

叫我們把大坑填平，不然有人會跌倒！ 

小兵心得：那我們那麼辛苦是為了什麼呀！...... 

阿雞小故事 5：小兵狂想曲~網紅雞~ 

       一面打掃雞舍，腦筋也一面動，我們未來打算錄製影片，我們要訪問阿

雞，拿著一支麥克風，靠近雞的嘴巴．．．．．． 

 

 小兵：請問野獸阿雞，這些聰明的美女小兵將你們照顧得怎麼樣？ 

 野獸阿雞：咕咕咕。 

 翻譯兵（一個小兵代替阿雞翻譯牠的咕咕咕）：她們將我們照顧得很好。 
 

 小兵：那再請問野獸阿雞，你會給她們打幾分？ 

 野獸阿雞：咕咕咕。 

 翻譯兵（一個小兵代替阿雞翻譯牠的咕咕咕）：100 分 
 

 導演：卡、結束。 
 

 觀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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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一月底，阿雞們開始生蛋了，整個寒假生了五顆蛋！開學後，又陸續的下

3 顆蛋，小兵與貧窮的作戰計畫，邁出成功的第一步！ 

 

 

 

 

 

 

 

 

 

 

 

 

 

 

 

 

 

 

 

我們養了阿雞後才知

道，烏骨雞的蛋只有一

般蛋的一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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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小達人～ 

1.肉肉好朋友 

自從主任從家裡搬一大堆多肉植物來小兵花園之後，小兵花園變得更加多

彩多姿，除了一株株繁殖的香草植物之外，那些多肉植物也吸引了不少同學的

目光。多肉植物是一種能讓人看了心情很好的植物，有些也可以淨化空氣品

質，淨化空氣品質之後，生物呼吸的空氣就變健康，變健康之後好像就解決了

健康貧窮的問題。 

但想了那麼多，如何讓多肉植物變更多，還是要實際去做比較重要，所以

我們當天就前往園藝店購買種植多肉要用的土壤，但是因為小兵人數太多，所

以只有幾個人能和主任一起去採買。 

 

 

 

 

 

 

買完土壤之後我們就開始動工啦，首先，我們把大棵多肉植物搬出小盆，

因為如果沒有換盆子的話，多肉就會長不好，而且，在種植的過程中我們發

現，並不是摘下多肉葉子就能繁殖，過多的水或過少的水都會讓小苗長不好，

這時我們才了解到，原來種多肉植物也是一門學問，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

看著大多數的多肉植物越長越好，我們真是開心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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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麻繩好好玩       

        每個星期三下午放學後，主任請手作老師來教我們做環保作品，我們開

始我們的手作計畫，色彩繽紛的麻繩是我們的小幫手，學妹們負責裝飾玻璃

瓶，學姐則學習將麻繩製作成水壼袋，過程中有一點點小失敗，但大家越做越

有心得，我們發現動手時只要靜下心來，就可以做出美麗的作品，但有時放鬆

一下聊聊天不知不覺能做出不一樣的作品呢！每個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經過

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學姊們的水壺袋做了好幾個，學妹們也將所有的玻璃杯都

裝飾好、做好了，成就感溢於言表！ 

  

 

 

 

 

 

 

 

 

 

 

 

 

 

 

 

 

 

3.愛心總動員 

我們從 9 月就開始開會討論，討論我們今年的團隊名稱，為了什麼而養

雞，如何不傷害環境，但又能讓我們幫助其他人……。但在我們把繁殖的多肉

植物組盆（看起來美麗極了），而色彩繽紛的麻繩瓶子，我們在裡面種入黃金

葛後，我們找到了答案，這些綠意盎然的植物，擺在家中的任何一個位置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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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賞心悅目，又都是空氣清新的小幫手，更重要的是，廢棄玻璃瓶有了新生

命，我們決定將這些綠色新生命傳遞給更多人們！ 

 

 

 

 

 

 

 

 

 

 

 

 

        10 月時老師去美國時帶我們的空瓶子作品去展覽，雖然作品沒有賣出

去，但是很多外國人覺得我們做的事情很有意義，在接下來 11 月的社區園遊

會上，綠意盎然的瓶子全部都賣了出去，賺了三千多元，讓我們很開心，畢竟

這一個個生命瓶都是用我們的愛心所創造出來的，也是愛地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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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ONE BY ONE～ 

現在我們的手上有 3285 元，我們打算捐給世界展望會，原本我們想要幫

助亞美尼亞、波士尼亞和羅馬尼亞的貧窮家庭度過嚴冬，但到了世界展望會，

我們才發現這一個計畫已經結束，而且仔細想想，古人說過：「給他們魚，不

如教他們釣魚。」就像小兵在養雞的過程中，遇到好多好多的問題，每當遇到

問題，我們有時也找不到能幫我們解決問題的人，只能靠網路自行摸索，或根

據老人家的經驗法則。我們決定要幫助和養雞有關的【生計發展】計畫，將我

們的錢捐給瓜地馬拉的家庭，幫助當地的居民學習養雞的知識和方法，還有怎

樣整理雞舍，等他們都學會了，不只有機會開商店，甚至還可以去教更多的

人，也可以脫離貧窮。小兵計畫，成功！ 

 

 

 

 

 

 

 

 

小兵心得 

       貧窮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有，不管是美國還是非洲......這些地方都有，我

們不能看人家貧困(貧窮)，就欺負人家，我們也不要因為自己富有(富裕)，就

嘲笑別人！ 

 

貧窮和富有就像是在獨木舟上的兩個人， 

只要沒有達到平衡，後果就不堪設想！ 

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減少別人貧窮的同時， 

也讓我們心裡變得更富裕， 

減少金錢貧窮、心理貧窮和健康貧窮， 

就從珍惜所擁有的資源， 

               創造新的意義開始！……奕晴小兵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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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ain 

 有什麼收穫？ 

 于禎：參加小兵後讓我知道，原來這世界上還有許多比我們痛苦的人！ 

 安起：自從 3 年級參加小兵以來，我發現助人是有多麼快樂，而且不只是

助人，我還幫助過鳥呢！我救起的是一隻為了覓食而掉進塑膠袋的綠繡眼

呢！ 

 妍臻：加入小兵讓我感到無限的可能!(OvO)自從參加小兵後，我才發現有

時候可能中午不能睡覺。但雖然不能睡覺，不過我們每天看到阿雞，心裡

就會被融化。有時候上課會很容易打瞌睡，不過我們很努力，所以打瞌

睡，算什麼!努力才是小兵真正的動力！ 

 奕晴：加入小兵以後，雖然有時候不能去校隊練習，而且放假有時也要來

幫忙，但過程是快樂的！這報告真的花了我們很多時間(整整三天寒假大家

開一個檔案共作)，而且還有人為了報告抱病來，雖然我們只是小孩，但一

個不起眼的力量集合起來還是有用的!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認同我們的想法! 

 迎甄：當初參加小兵就是因為可以幫助其他人，雖然有時候要犧牲一些休

息時間，不過我覺得很值得。 

 品潔：加入小兵之後，我才知道人生不只有玩，也要辦正事，不然會遭天

打雷劈！ 

 忞禾：我從 3 年級時就加入小兵，雖然我很忙，中午必須上管樂課，所以

有很多時候無法參與小兵的集會或團體行動，有時候我必須訂正功課，讓

我很自責自己為什麼要這麼粗心，因為自己的粗心而要讓別人更忙，不過

我那些可愛的學妹從來沒有怨言，很樂意連我的份一起做，有時我種的菜

沒有澆水，學妹也會幫我澆，現在我的菜長得很好，可以歸功於學妹【拍

拍手]。自從加入小兵後，我的生活更加充實，而且【有始有終】才是小兵

應有的精神，做完我們的工作，都讓我很有成就感！ 

 品瑄：從開始計畫，建造雞舍，到照顧阿雞，我在小兵團隊裡學到分工合

作，尊重生命，還有許多課本上學不到的知識。所以擔任小兵是我覺得最

驕傲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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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再持續進行時，怎麼做會更好？ 

1.我們可以和主任討論怎樣可以讓每個人都有時間可以休息，例如:可以安排哪 

一個人，什麼時候去照顧雞，星期一、二、三、四、五誰來照顧，這樣就不

會有糾紛了。（主任回答：再看看！           全體:主任......！OmQ） 

但如果我們每天來做的話，跟雞的感情又更深厚了，也可以增加我們的信任

度，所以大家一起討論，一定可以有很好的意見，所以......還是一起討論好

了！ 

2.小兵可以在適當的時間成為雞舍導覽員，向其他學生或班級介紹阿雞、環境

及照顧的方法！ 

3.拒絕浪費，資源無所不在，別人眼中的廢棄物，可能是另一個人眼中的黃

金，我們應該減少一次性消費，這樣就會減少產生廢棄物。從源頭做起，會

比產生廢棄物後再來處理來得容易！ 

4.忞禾的爸爸跟我們說，未來如果有小雞孵出來，是否能送他一對？他也想在

家中的院子養雞，我們突然發現，原來阿雞們的蛋除了可以提供營養外，我

們也能孵育更多的小阿雞們，送給需要的人，並帶給更多人幸福的感覺呀！ 

5.最近阿雞們一直有生病的現象，我們覺得雞舍的保暖要再加強，還有木屑要

更常換，如果我們在雞舍外圍再種一些菜，讓雞吃，雞的營養會比較好，也

比較不會一直拉肚子......。 

另外我們一起祝阿雞們                                           

                                      新年快樂 

                                                             天天開心 

小兵全體敬上! 

 E－E Record 

 行動紀錄 

 照片、影片、社群分享：

https://www.facebook.com/linyanfan2001/?ref=bookmarks 

 

 可自行增加頁數及篇幅 

 成果繳件時間：2019年 1 月 31日（四）23：59前，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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