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105-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計畫名稱 國際夥伴學習中心方案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執行單位 社科院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計畫說明 

一. 夥伴中心行政及人事支出： 

本中心業務費(概括文具費、印刷費、郵費、電話費、公關費等)、行政

雜支、人事費皆由外界捐款指定本中心專款專用。 

預計募款金額：250,000 

二. 菲律賓 Navotas 短期教育計畫： 

時間：每年寒假 

地點：菲律賓馬尼拉大都會區 Navotas。 

社區名稱 Navotas 市的 Tres, Bagong Silang 社區。 

受服務對象：當地幼稚園 4-6 歲孩童，受服務學生 150 人。 

計畫目標： 

a.透過持續國際化跨文化的經驗，與「跨文化專題研究」課程結合，增

進大學生的個人成長及跨文化的素養。 

b.藉由大學、NGO 的夥伴關係，支持 PPF 在 Navotas 貧民區推廣學

前教育。 

執行方式： 

c.短期教育計劃籌備、志工招募、行前訓練、相關課程設計。 

d.計劃在菲律賓Navotas市的兩個社區的幼稚園執行為期二週的配合教

學。 

預計募款金額：60,000 

三. 柬埔寨短期教育計劃： 

時間：每年暑假 

地點：柬埔寨 Sisophon 

參與人員：輔仁大學社會系及社工系學生及系友、大陸中山大學學生、

柬埔寨金邊皇家大學社會系學生。 



受服務對象：柬埔寨小學生，受服務人數 300 人。 

計畫目標： 

1. 藉由參與夥伴學習方案讓大學學生為了未來踏入社會做準備。 

2. 可讓參與此國際夥伴學習計劃的大學生，藉由跨文化的理解、關懷

與實踐培養學生成為未來優良的社會工作助人者及老師。在與經濟及

教育均弱勢的柬埔寨學生互動的同時，讓參與的台灣學生有機會去自

省及了解自我。 

3. 促進台灣、大陸與柬埔寨大學生間的相互了解。 

4. 提供機會讓台灣大學生及大陸大學生透過與在經濟和教育上較為弱

勢的柬埔寨學生間有所互動，藉由省視這些經驗，增加對自我的了解。 

藉由短期教育計劃，能提供給柬埔寨學生更多接觸外界訊息的機會及

體驗多元化的教學法。 

執行方式： 

1. 教育訓練、籌備經費、設計課程。 

2. 執行期：執行三週的英語教學計畫，對象為柬埔寨國小學生。 

預計募款金額：60,000 元 

四. 兩岸四校跨文化專題研究發表 

時間：每年 4、5 月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台灣輔仁大學 

參與人員：兩岸四校修習跨文化研究專題同學。 

為持續鼓勵大學生在跨文化跨學科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本中心再

度組織規劃此兩岸四校的跨文化專題研究的發表會，活動地點為廣州

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及台灣輔仁大學，如此一來，能使四校學生都有機

會體驗當地不同文化。 

預計募款金額：60,000 元 

五. 企業體驗學習方案 

時間：每年暑假 

地點：1.上海美爾爽服裝有限公司(2 人/月) 

2.台北英泰廣告公司(1 人/月) 

參與人員資格：社會社工系三年級、碩士班對國際體驗學習有興趣者。 

    此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經由海外各地系友廣博而成功的學經歷，提供

兩系學生相關的體驗學習的機會，以指引並協助在校學生確立未來的專

業發展目標。 

預計募款金額：20,000 元 



募款期程 ■永續型     □專案型 募款目標 新台幣 450,000 元/每年 

計畫預期效益 

菲律賓 Navotas 短期教育計畫： 

1. 善用「跨文化專題研究」課堂學習的理論，引領學生在跨文化的脈絡下

進行教育方案，培養獨立思考的學習機會。 

2. 可讓參與此國際夥伴學習計劃的大學生，藉由跨文化的理解、關懷與實

踐，培養學生成為未來具有國際觀的公民。 

3. 提供機會讓台灣大學生及大陸大學生合作進行教育方案過程中，彼此交

流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4. 透過與在經濟上較為弱勢的菲律賓人有所互動，藉由審視這些經驗，增

加自省機會及對自我的了解。 

柬埔寨短期教育計畫： 

1. 國際夥伴學習方案讓參與的大學生：提昇其跨文化的素養；增進學生自

我認識；發展自我的機會；學習適應的能力及培養責任感。 

2. 透過短期教育計劃，成員們能學會如何以最少的資源將任務達成。學生

們透過參與跨文化之夥伴學習計畫，可作為預備他們進入社會的最好學

習。 

3. 在為當地居民方面，計劃預期成效為期藉由短期教育計劃，能提供給柬

埔寨學生更多接觸外界訊會及體驗多元化的教學法。 

兩岸四校跨文化專題研究發表： 

1. 跨文化的學術發表，能提供兩岸學生理念溝通交流的平台。 

2. 讓學生能在準備論文及參與研討會的過程中，口語表達及學術寫作的能

力都能提升。 

3. 讓兩岸大學生對彼此的社會、人文及價值觀有更進一步地理解。 

 

  



 

104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執行成效 

1、(2015 年 8 月)「企業體驗學習」： 

選派社會系學生赴系友負責的台北英泰公司，在系友督導下，

作為期一個月的企業體驗。 

2、(2015 年 8 月)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主辦的柬埔寨短期教育方案： 

自 2007 年開始，至今已經邁入第九屆了。2015 年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是方案宣傳及成員召募時期，輔大與廣州中山大學兩

校共計十名學生。指導老師分別為本中心的兩位主任－羅四維

教授與王大修副教授。領隊則是由陳輝立教授及周筱娟擔任。

團隊組成：周筱娟－負責 Kbal Spean Schoo；陳輝立老師－負

責 Prohout School，五位輔仁大學及九位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組

成團隊負責英語教育方案；另有兩位輔仁大學社工系負責社工

參與方案，共赴：柬埔寨北方的 Banteay Meanchey Province 之

Sisophon 區，並在當地天主教會 Fr. Rajat 的安排與協助下，與

柬埔寨當地 10 位大學生協同教學，參加方案課程的小學生人數

總計為 350 位學生左右。三週教育方案的行程表，皆是由本中

心與柬埔寨當地合作單位 St. Francis Xavier's Catholic Church, 

Svay Sisophon 負責協調此方案的負責人 Rajat Hassapurti ( Fr. 

Rajat )預先共同協調擬定的。 

3、(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5 月)「共教共學計畫」： 

由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羅四維教授於廣州中山大學開課，進

行跨學科領域的師生建立社會網絡。 

4、(2016 年 2 月菲律賓教育方案： 

本中心從 2009 年寒假起，連續六年主辦的菲律賓教育方案： 

帶領師生赴當地執行短期教育方案。參與的大學生在此教育方

案是以協助者的角色協助菲律賓 Navotas 貧民區的當地幼稚園

老師進行為期兩週的教學活動；並且藉由團隊住宿在當地家庭

－Navotas 團隊居住在當地寄宿家庭，體驗當地居民的食衣住行

等面向。讓參與的師生都在實際的體驗中，學習到對生命及生

活的新的態度。教育方案請到菲律賓籍的陳輝立老師擔任指導

老師，本中心秘書周筱娟－負責團隊行程規畫以及 Bagong 

Silang 區幼稚園教學；陳輝立老師－負責中學組以及 Quintos



區幼稚園教學，五位輔仁大學及八位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組成

團隊，共赴：馬尼拉大都會區的 Navotas 市貧民區在當地的非

政府組織所成立的幼稚園以及中學課後輔導班進行協同教學，

參加方案課程的學生人數總計為 85 位學生左右。 

5、2016 年 4 月「兩岸三校共教共學計劃」： 

本中心自 2009 初開始著手規劃以「夥伴學習」模式作為主軸，

並結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區域與發展學系以及廣州中山大

學翻譯學院的必修或選修課的課程合作方案：「兩岸三校共教

共學計劃」。並在 101 學年開始，更邀請了中央研究院楊文山

教授、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王大修教授、輔仁大學胡克威教授、

元智大學李俊豪教授，四位教授以學年的方式，於廣州中山大

學翻譯學院開課，培養中大學生跨文化研究能力，並與輔大、

元智及國北教大學生分別研究。 

6、(2016 年 5 月)為持續鼓勵兩岸大學生在跨文化跨學科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本中心再度組織規劃此跨文化專題研究的發表會，

並延續去年的研討會經驗，持續將研究發表分為兩階段呈現，

地點分別於 2016/5/7~2015/5/12 至輔仁大學；透過兩岸師生交

流，爾後再於廣州中山大學發表研究結果。這樣的研究呈現，

更切切實實的提供兩岸學生一個雙向的理念溝通平台，更使台

灣與大陸的學生都有機會體驗彼此不同的社會文化。 

7、(2016 年 7 月)「企業體驗學習」：選派社會系學生赴系友負責

的台北英泰公司以及美爾爽服裝有限公司(上海)，在系友督導

下，作為期一個月的企業體驗。 

104 學年度募款金額 139,201 元 

聯絡人：林靖傑     分機：2700     單位主管：羅四維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