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不斷甸 
緬甸青少年教育與社區發展計畫 

 
一、 計畫故事 

緬甸(Myanmar)為東南亞第二大國，世界上

第 40 大的國家。本是英屬印度的一部份，後來

成為英直屬殖民地，直到 1948 年宣佈獨立。全

民皆信仰佛教，人稱緬甸為「僧侶之國」，並稱

第一大城仰光(Yangon)為「金塔之都」，文化與

風土民情上，充滿濃厚的宗教色彩，是個彷彿被

時光凍結的國度，佛教古國中留有農業社會的樸

實。 

計畫地點位於 Yangon 北部約 630 公里處東

枝縣(Pindaya)附近的Mine Li Village。在緬甸的基

礎教育中，共分為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僧侶學校等，均屬於國家認證合格的基礎教育；本次計畫服

務的學校，為 Mine Li Village 社區由僧侶設置的學校為主，學校共有 26 位教師，學生由幼稚園到 11 年

級，共 441 位學生。學校隸屬八大自治區的 Danu 自治區，由於地處偏鄉、教育資源不足、教學設備

簡易、加上交通運輸不易抵達，社區教育委員會希望能透過教育改變下一代，為下一代青年提供更多

發展的機會，故邀請緬甸 COM 組織規劃青少年發展計畫，希望透過 COM 組織在青年培力成功的經

驗，導入國際志工帶來不同世界觀點、不同國家發展經驗，以拓展當地青少年的視野，也改變其對未

來發展的想法。 

 

同時學校教師也希望透過國際志工、體育活動安排（學校缺乏體育師資，故特別希望國際志工協

助在足球、籃球、排球、藤球等面向能教導當地學生學習正確運動規則）來刺激當地學生的學習興趣，

並在國際教育上，讓孩童認識不同的國家文化。故學校教育部分，將依據學校教師及當地社區教育委

員會對青少年未來發展的期待，規劃三個面向，包含臺灣文化介紹（認識臺灣、臺灣文化、宗教信仰

等）、體育活動安排，及青少年發展課程如青少年衛教(生理期衛教)、性別平等、旅遊觀光簡易中英文

與青少年職涯發展等，協助當地青少年認識自己、對於未來發展有更多元想像及對臺灣文化等有深入

的瞭解。 



 
此外，社區教育委員會也希望志工能與社區有更多的互動，讓當地居民有機會深入認識臺灣，特

別臺灣教育制度、社會與經濟發展經驗、城市發展規劃、國際青年獎學金機會、有機農業等面向交流；

故計畫也將安排志工與社區居民分享臺灣發展經驗及參與社區農作，依據季節性不同，可參與如稻米

或玉米採收與播種等體驗，瞭解緬甸傳統農業與社區生活。 
 

二、 梯次列表  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09 日(一)止，額滿即不受理！ 
鑑於春節期間機未滿，自即日起報名的伙伴，請同步提供您的有效護照電子檔，協會人員將會進行

機票訂票作業；有機位，則正式受理名額；若沒有機位，協會將全額退款，您的權益不會受損喔。 

梯次 時間 人數 主題 費用 
臺西 

培訓日期 

出團前 

彩排日期 

COM01 
1/31-2/10， 

11 天 
20 

青少年教育及

社區發展 

NTD29,864 元+ 

實際機票費用 
線上補課 

12/28(六)13:00 至

12/29(日)12:00 

01/30(四)13:00 至

01/31(五)團隊一起

前往機場 

*臺西團隊培訓及彩排對於服務籌備的完整性十分重要，若時間無法配合請勿報名！ 

**彩排：地點將於臺西培訓時公告！ 

 

三、 計畫內容 
【活動主辦單位】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VYA Taiwan) 

【國際合作組織】Charity-Oriented Myanmar (COM Myanmar) 

【計畫日期】2020 年 1 月 30 日（四）至 2 月 09 日（日） 

【活動地點】Pindaya township, Taunggyi District, Shan State, Myanmar 

【服務內容：社區參與及交流】 

1、 參與及體驗當地農作，依季節可能參與稻米或玉米採收及栽種，實際依社區為主。 

2、 當地教育委員會希望志工多分享有關臺灣教育制度、社會及經濟發展經驗、城市發展規劃、社區

發展、對國際青年獎助學金提供機會、臺灣有機農業運作，及臺灣稻米栽種經驗等交流。 

3、 工作內容與時程會根據天氣情況與當地實際狀況有所調整；部分文化交流時間可能規劃在晚上時

段。 



【服務內容：教育工作坊】 

1、 青少年發展專題：9-10 年級（14-16 歲）學生。包含青少年衛教、性別平等、生涯規劃、觀光旅

遊實用中英文。 

2、 臺灣文化專題：建議 6-10 年級為主。包含臺灣文化、宗教信仰、認識臺灣等。 

3、 體育活動：建議 3-6 年級為主。以足球、排球、藤球為主，籃球為輔。目前學校共有足球六顆、

排球兩顆、籃球一顆，但無足球網、排球網及籃球設備。 
 
四、 收退費說明 

愛不斷甸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取消退費 

NTD 29,864 NTD 17,500-20,000 依據取消時間點， 

而有不同之收退費。 總金額：NTD 47,364-49,864 

第一階段費用包含： 

(1) 國際工作營會員註冊費：包含志

工計畫註冊費用、國際聯繫行

政。 

(2) 行前培訓費用：包含課程訓練講

師費、教材費、排練驗收、行前

培訓食宿費。 

(3) 個人保險：投保南山人壽 GSOTA

海外旅遊平安險，內容包含：

400 萬海外旅遊意外險、40 萬醫

療險、5 萬美金緊急醫療險。 

(4) 服務國家簽證：緬甸 eVisa 電子

簽證費用。 

(5) 計畫費用：包含營隊期間食宿、

當地機場至服務社區來回交通、

CBT 一日生態旅遊、茵萊湖一日

文化探索、自治區入園費。 

第二階段費用包含： 

臺北至緬甸仰光經濟艙來回

機票及國內線一段黑河到仰

光：約 NTD12,000-18,000

元，依旅行社實際報價繳

費。 

[機票款付費規範] 

(1) 團費繳交一律採現金匯款

方式；由於協會並無長期

對外募款，故無提供公益

組織刷卡付費。 

(2) 刷卡消費飛航險的部分，

協會已為團員投保【南山

人壽 GSOTA 旅遊平安

險】，請大家不用擔心。 

錄取通知後一週內需完成團費

匯款，匯款後取消者，將影響

本會行政工作與團隊運作，故

依不同取消參與時間點，而有

不同之收退費： 

(1) 錄取通知後 3 週內取消：收取

行政手續費用新臺幣 2,000 元

及已發生之費用。 

(2) 錄取通知後 5 週內取消：收取

行政手續費用新臺幣 4,000 元

及已發生之費用。 

(3) 錄取通知後 5 週以上取消：收

取行政手續費用新臺幣 8,000

元及已發生之費用。 

(4) 已發生費用：如培訓費用、簽

證費、機票訂位金、機票取消

手續費，通常為機票票價的

20-30%，依航空公司規定而不

同。 (例：依規定宿霧太平洋

航空團體機位經確認開票後，

因個人因素取消，無法退款。） 

以上個人費用尚不包括：兩天兩夜行前培訓個人交通費用、新辦護

照費用、國際服務期間如果因飛機延誤需要額外的過夜旅館、Trip 

after project 餐費、交通費及個人購物之消費。 

 
  



五、 我要報名 
【報名資格】 

1、 認同計畫，願意挑戰簡單生活，對於青少年教育及海外社區發展有興趣之伙伴。 

2、 高中以上，不限科系，不論是學生族、社會青年族，還是精力旺盛長青族，只要對本計畫服務議

題有非做不可的熱情，期待為在地社區有所貢獻，想嘗試國際志工，那就是我們要的人啦！ 
 
【參與義務】 

1、 參與行前籌備會，分組協助各項行前籌備工作。 

2、 活動期間配合領隊安排，一律團體行動。 

3、 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需繳交 1-2 篇參與心得，不限字數與形式。 
 
【報名流程】6 個步驟與我們一起快樂做志工 

 
1、 資料閱讀：參與志工計畫請務必詳細閱讀各計畫簡章，確認自己與家人都了解計畫內容及生活條

件後，選擇適合自己的計畫與時間，才提出申請！ 

2、 報名表填寫：請填寫線上報名表 https://reurl.cc/L1day4。協會收到報名表後，將透過您所填寫的

報名資料進行審核，必要時則搭配電話面談，來確定錄取的計畫；倘若計畫名額已滿，將協調優

先轉團。資料審核程序約需 2-3 個工作天。 

3、 團費匯款及 Email 護照電子檔：資料審核通過後，協會將 Email 寄送錄取通知，請志工於收到錄

取通知後七天內完成第一期團費繳交（費用依各計畫不同）及護照電子檔繳交，即確認名額，逾

期將不保留錄取資格。 

團費繳交一律採現金匯款方式，由於協會並無長期對外募款，故無提供公益組織刷卡付費，感謝

https://reurl.cc/L1day4


大家的配合。 

4、 取消參與保障：參與說明會後，如欲退出計畫，請於三天內以 Email 提出退款申請，協會將扣除

轉帳手續費後，全額退款。逾期提出退費申請，則依照協會收退費規則辦法，扣除部分款項後退

費。 

5、 參與培訓：所有計畫於雲林縣臺西鄉舉辦兩天兩夜團隊行前培訓工作坊，請志工務必參與。培訓

期間食宿已包含在團費，但志工另需自付到培訓地點的來回交通費用。 

6、 第二期機票款繳交：協會將於 12 月底起通知各計畫的來回機票票價，並請團員於一週內完成現

金匯款，票價依旅行社實際報價收取。 

[機票款付費規範] 

(1) 團費繳交一律採現金匯款方式；由於協會並無長期對外募款，故無提供公益組織刷卡付費。 

(2) 刷卡消費飛航險的部分，協會已為團員投保【南山人壽 GSOTA 旅遊平安險】，請大家不用擔

心。 
 
【活動聯絡人】 

國際工作營 團隊服務計畫工作小組 

蘇峻霖執行秘書 / 陳鋇涵執行秘書 

Tel：02-23654907 / Fax：02-23690547 

Email：尼斯緬 vbank@vya.org.tw / 柬菲日 volunteer@vya.org.tw 

  

mailto:volunteer@vya.org.tw
mailto:volunteer@vya.org.tw


六、 緬甸生活安排 
1、 食：在社區或團隊一起準備三餐，主要為米飯、蔬菜、炸魚等

道地料理。一般社區一週僅吃一次肉，以蔬食為主，茹素伙伴

也請事先告知領隊。飲用水為過濾水，天氣炎熱請記得時時補

充水分，以免中暑喔！PS.緬甸飲食偏辣，不吃辣伙伴，建議可

以開始嘗試微辣口感唷。 

2、 衣：氣候屬於熱帶季風氣候，夏季悶熱多雨，平均溫度 18-35

℃，白天炎熱晚上涼爽，注意早晚溫差。雨具與薄外套是必備

工具！衣服請勿穿著細肩帶、無袖、短褲、熱褲等。請大家準備 T-shirt、有領短袖上衣或薄長袖

之衣服，褲子或裙子請過膝或七分褲。 

3、 住：住宿環境為男女分房，將提供枕頭、床單、蚊帳。當地有地下水或蓄水塔，可做為清潔用水
供盥洗及洗衣服。但懸掛衣服需特別注意，曬衣空間的上層掛上衣，內衣及褲子則懸掛在下層空

間。另外，因社區周圍蚊蟲較多，請記得個人防蟲準備！當地如廁以清水沖洗為主，不使用衛生

紙，團員務必自行攜帶衛生紙，以免用時方恨少。 

4、 行：搭乘台北前往仰光(Yangon)機場的班機後，往返機場由當地組織安排接機至市區巴士站，接著

搭乘約 10 個小時的夜間冷氣公路巴士前往 Pindaya 後將有接駁車至僧侶學校。 

5、 通訊：服務社區在偏鄉地區，訊號不穩，且無網路，建議以傳簡訊代替國際電話聯繫。出團期間，
VYA 會協助寄送三封平安簡訊給志工家人，寄送時間點為：志工平安抵達社區，服務期中以及歸

國前一天。如有其他聯繫事項，可聯繫 VYA臺北辦公室，VYA 將協助轉達給帶團領隊喔。 

6、 安全：志工安全是 VYA 最重視的事，國際合作組織 COM 為緬甸在地登記立案組織。緬甸社會風

氣良善，在地社區居民友善，服務社區皆有事前安全評估。出團期間有正副領隊、帶隊老師及當

地聯絡人，全程隨團確認志工安全。請志工遵守團體行動，並注意個人財物保管。 

7、 健康：服務地區非疫區，不需要特別打疫苗，但志工可自行詢問家庭醫生或旅遊門診。由於當地
料理口味偏重與辣，建議攜帶腸胃藥以備不時之需，如志工個人有特殊狀況，也請記得準備藥品，

並告知隨團老師。 

8、 語言：官方語言為緬文語、英語。 

9、 生活分工：學習服務彼此，共同完成團隊生活事務：備餐、洗碗、垃圾整理、清洗廁所等工作！ 

10、 注意要點： 

(1) 尊重與遵守當地文化，全國各地皆有佛塔與寺廟，請務必脫鞋後入內。 

(2) 緬甸貨幣為「Kyats」，外幣現金在當地無法使用；信用卡並不普及，只有部分市區店家可以

接受。建議攜帶乾淨無明顯皺褶的美元至機場兌換個人花費需要的總額。 
  



【行程參考】每天服務時段依個別計畫調整，以下行程規劃參考：預計搭乘中華航空 

日期 早上 8:30-12:00 下午 13:00-17:00 晚上 

第一天 
抵達 Yangon Airport 

預計搭乘華航 CI7915, 0700-
0945AM 

COM 辦公室計畫說明 Yangon 夜間巴士往
Pindaya 

第二天 Danu 自治區抵達 Pindaya 社區導覽與學校拜訪 課程準備 

第三天 主題式教學(體育活動) 
Sharing session or teaching 

主題式教學(臺灣文化) 
Sharing session or teaching 

Exchange Workshop 
心得分享 

第四天 
社區服務與交流 

Helping in Farm or cultural 
exchange 

社區服務與交流 
Helping in Farm or cultural 

exchange 
Free time 

第五天 Free Day-CBT trekking and tea or coffee experience CBT 社區生態旅遊討論 

第六天 主題式教學(體育活動) 
Sharing session or teaching 

主題式教學(青少年專題)  
Sharing session or teaching 

Exchange Workshop 
心得分享 

第七天 
社區服務與交流 

Helping in Farm or cultural 
exchange 

主題式教學(臺灣文化) 
Sharing session or teaching 

Culture Night 

第八天 主題式教學(體育活動) 
Sharing session or teaching 

主題式教學(青少年專題) 
Sharing session or teaching 

歡送會 

期末評估 

第九天 Free day 文化探索 Inle 自治區：遊覽茵萊湖 Inle Lake Inle Lake 過夜 

第十天 

長途巴士到仰光：Trip after project 

仰光半日遊（自費行程）， 

建議行程大金寺、當地特色餐廳 

住宿青旅 

第十一天 
Leave for Airport at 0750AM 

返台桃園機場，預計搭乘華航 CI7916, 1045-1620PM 
 

每日作息(暫定)：早餐 07:00、午餐 12:00、晚餐 18:00 

所有行程會依照當地社區實際狀況規劃，皆有微調的空間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