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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服務團隊暨活動介紹 

一、 活動名稱 

「E童享受美好生活」－新北市立圖書館寒假系列活動 

分為針對兒童之活動：E童動手做 

以及針對銀髮族之活動：E同銀接新世代 

 

二、 活動目的 

隨著時代日新月異，接收資訊的方式也大不相同。現代孩童人手一台智慧型，卻很少真

正自己動手做過玩具；現代科技進步神速，樂齡族也想貼近兒孫們的流行。透過自己動

手做童玩以及教導銀髮族做電子資源利用教學，讓他們不但能從學習中得到樂趣，也與

世界流行趨勢接軌。 

 

三、 活動時間 

E童動手做：民國 103 年 2月 15日(六) 

E同銀接新世代：民國 103年 2月 16日(日)。 

 

四、 活動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二樓多功能視聽室(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號)。 

 

五、 活動對象 

E童動手做：國小一到四年級學童，20人為限 

E同銀接新世代：年滿 55歲以上的樂齡族，20人為限 

 

六、 活動團隊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立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二)指導老師：林麗娟老師、彭于萍老師 

(三)執行團隊：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第八屆愛閱服務隊 

隊長：溫宜琳 

隊員：邱芸芸、陳思羽、鍾志妘、陳佳莉、張之逸、陸怡靖、葉庭均、繆宜芳、王昫

元、彭瀚霆、林家瀠、陳政威，共 13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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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籌備工作 

一、 活動期程 

 

二、 組織分工 

隊長(温宜琳)─總籌、活動企劃、聯絡各單位、召開籌備會議 

教學(葉庭均)─教材統整 

文書(繆宜芳)─會議記錄、簽到表、通訊錄 

美宣(王昫元)─活動海報、團隊名牌 

三、 籌備會議 

 

第一次籌備會議 

活動名稱：第八屆愛閱服務隊   會議日期時間：2013 年 11月 21日 

會議地點：LE503 紀錄:溫宜琳 

紀要： 

  ●出席紀錄 

    實到：温宜琳、陳思羽、邱芸芸、葉庭均、繆宜芳、王昫元 

    未到：鍾志妘、李昀昇 

 

  ●會議內容(討論對於本次出隊的想法) 

    活動： 

            1.新北市圖這次的主題為美好生活(美食、旅遊等等)。 

            2.時間會訂在 1/18(六)或者是 2/15、2/16兩天。 

            3.針對族群為銀髮族或者是媽媽。 

            4.使用平板或者是電腦教學，如何規畫行程、訂房、使用 APP 等等。 

    

          時間 

工作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招募志工       

評估服務需求       

傳單報名表海報製作       

課程規劃       

教材製作       

教育訓練       

活動宣傳及報名       

活動執行       

檢討及成果報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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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提醒、注意事項 

            1.下週四 12:15一樣在 LE503。 

            2.下次開會要提出具體想法，像是教什麼、課程內容要有什麼。 

            3.之後會有教育訓練，地點時間另行公布。 

            4.新任文書：繆宜芳；新任美宣：王昫元；新任教學：葉庭均。 

 

 

 

第二次籌備會議 

活動名稱:第八屆愛閱服務隊 會議日期時間:2013年 11月 28日 

會議地點:LE503 紀錄:繆宜芳 

紀要: 

   ●出席紀錄: 

      實到:温宜琳、陳思羽、邱芸芸、陳佳莉、葉庭均、張之逸、陸怡靖、繆  宜

芳、王昫元 

      未到:彭翰霆 

 

    ●內容(討論服務主題): 

      新北市圖希望在規劃一至兩場小朋友的活動:早上—銀髮族，下午—小朋友 

      銀髮族 

      主題 

1. 生活類電子書、輔大推廣部或救國團課程資訊(庭均、之逸、思羽) 

2. 農委會線上食譜&當季食材(昫元、宜芳、芸芸、志妘) 

3. 捷運周邊美食景點&打卡拍照上傳(佳莉、家瀠、怡靖、翰霆) 

      小朋友 

      主題 

1. 會跳的青蛙—色紙、麥克筆 

2. 沙畫—雙面膠、白紙、彩色砂子、剪刀、籃子(盆子) 

 

   

 

 

第三次籌備會議 

活動名稱:第八屆愛閱服務隊 會議日期時間:2013年 12月 12日 

會議地點:LE503 紀錄:繆宜芳 

紀要: 

   ●出席紀錄:  

     實到:温宜琳、陳思羽、邱芸芸、陳佳莉、家瀠、昀昇、志妘、葉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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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逸、陸怡靖、繆宜芳、王昫元、陳政威 

     未到: 彭翰霆 

   ●內容(教材第二次確認、動手初步做) 

     1.獎品提供: 

               樂靈活動—放大片 

               小朋友—拼圖 

 

     2.信義線周邊美食教材二次確認 

     3.生活類電子書教材二次確認 

     4.農委會&線上食譜教材二次確認 

     5.摺青蛙→一人帶兩個小孩,每個人都要會摺 

    ●提醒 

     1.12/19(四)教育訓練 LE305(教材排版) 

     2.12/26(四)教材最終確認 

     3.動手做:做教案，內容再詳細一點 

 

 

第四次籌備會議 

活動名稱:第八屆愛閱服務隊 會議日期時間:2014年 1月 2日 

會議地點:LE506 紀錄:繆宜芳 

紀要: 

   ●出席紀錄:  

     實到:温宜琳、陳思羽、邱芸芸、陳佳莉、林家瀠、李昀昇、鍾志妘、葉

庭均、張之逸、陸怡靖、繆宜芳、王昫元、陳政威、彭翰霆 

    ●內容(總驗): 

      一.動手做教學 

      (1)青蛙 

      (2)沙畫 

      二.銀髮族 

      (1)生活類電子書、輔大推廣部&救國團課程資訊、FB打卡上傳 

      (2)農委會線上食譜&當季 

      (3)捷運周邊美食景點 

    ●提醒 

      2/11輔大彩排，結束後至圖書館 

      2/14直接至圖書館彩排 

      無法到者須在寒假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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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訓練 

第一次教育訓練 

開會時間：103年 12 月 19 日(四) 12：15~13：30 

開會地點：文開樓 5A 

與會人員：温宜琳、陳思羽、邱芸芸、陳佳莉、林家瀠、李昀昇、鍾志妘、葉庭均、

張之逸、陸怡靖、繆宜芳、王昫元、陳政威、彭翰霆 

討論事項暨會議記錄： 

1.課程時間掌控練習 

2.word排版教學 

3.平板教學 

 

 

 

 

五、 討論平台：雲端硬碟 

含公告、工作分配、會議記錄、訊息交流及上傳課程檔案等功能 

(需有權限才能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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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成果 

一、 動手做童玩 

活動以帶動小朋友做童玩的方式呈現。 

1. 會跳的青蛙 

準備用具：色紙 麥克筆 

2. 砂畫 

準備用具：白紙(圖畫紙)、鹽巴、粉筆、小杯子、雙面膠、鉛筆、橡皮擦 

二、 樂齡族電子資源教學利用 

以課程講解搭配電子平板的方式呈現，各式主題分別如下： 

1. 教育類資源：平板使用教學、輔大推廣部 or救國團課程資訊 

2. 生活類線上資源：農委會線上食譜以及當季食材、食譜類電子書等等 

3. 旅遊與美食：以信義線捷運為主軸，分別介紹如何使用電子資源找尋捷運周邊美食、

景點以及各地當地節日活動介紹等等。 

 

一、 活動流程 

 

時間 103年 02月 15日 103 年 02月 16日 

8:30-9:30 彩排、布置、事前準備 彩排、布置、事前準備 

9:30-9:40 開場 開場 

9:40-10:20 會跳的青蛙 
平板課程教學 

10:20-12:00 砂畫 

12:00-12:30 場複、檢討會 場複、檢討會 

 

 

 

 

 

 

 

 

 

 



 8 

二、 實施情形 

 

 

毛毛姊姊仔細的講解 

小朋友們都認真的在聽 

哥哥姊姊們一步一步的

幫助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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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很用心在 

作砂畫呢 

哇！我做了兩隻青蛙 

 

 

看我把它黏黏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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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做的砂畫 

是天燈的造型喔！ 

愛閱的大家 

和老師、館員、助教們

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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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的為銀髮族們 

講解每一個步驟 

大家都很認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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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都很認真地在跟著

操作呢 

一步一步都用圖來講解 

很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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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認真聽課，大家也都

會抄筆記喔 

與大家的大合照！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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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日誌 

 

 2/15(六) 

這一天，是新加入隊員們的第一次服務，愛閱服務隊的活動在小朋友們的熱情下展開

了。十點三十開始，陸陸續續有小朋友們前來報到，也有以前曾經參與過活動的小朋友再

度來參與，真是令人感到開心。 

開場完，便開始第一個課程-做青蛙。在做青蛙時，小朋友都很配合台上姊姊的講解，

一步一步的操作，只是因為場地的限制，有些小朋友會看不清楚動作，這時隊員們就到小

朋友的旁邊看他們有沒有需要幫忙。而第二個課程是-做沙畫。因為小朋友非常喜歡磨砂

子，因此有時會沒有注意台上姐姐的步驟，因此下次我們會再思考把會讓小朋友感興趣的

道具後來再發。小朋友對於沙畫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在身邊隊員們與台上姐姐的合作下，

小朋友們順利的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最後我們發下了由新北市立圖書館所準備的小禮物，

小朋友們都說學到東西又拿到禮物非常開心呢！這天的活動便劃下句點。 

因為在課程一結束時，忘了發回饋單，因此我們便立刻去發給還在館內的小朋友寫，

幸好大家都很高興地填寫。回收完我們就吃午飯以及開檢討會。隊上新進的隊員們，因為

是第一次服務，還不太熟悉，但希望大家都可以一同進步，並且繼續加油！但在小朋友的

熱情回應之下，大家仍是非常開心與有所收穫。 

 

 2/16(日) 

  帶著昨天的經驗，我們繼續努力展開今天的活動。這天是教銀髮族學習平板，我

們在每位大哥大姊的面前擺上由仁寶電腦所提供的平板，並開始從操作指導起，台上的隊

員解說完，便由大哥大姐開始自己嘗試，其餘隊員也在旁邊隨時協助。接著介紹了等公車

app、facebook打卡、終身學習的方法、圖書館的電子資源、農委會的網站、食譜 app、

捷運信義線、台灣節慶景點等資訊。 

在 app下載與 facebook 打卡的部分，因為網路問題，沒辦法當場練習，因此我們下

次會再想另外的方法解決。而銀髮族們很認真地學習著平板的使用，並且在活動後提出了

一些像是 line、自學等相關問題。我們因此得知還有許多我們沒有想到的課程，以及他

們的需求。在檢討會上，大家都提出了許多建議，未來再辦相關活動時，我們將會更加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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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支結算 

收入：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新北市立圖書館 
講師費 

$2400 
 

學生自籌 $1476  

小    計 $3876  

 

支出：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印刷費 $896 海報、名牌、簽到單等 

活動道具 $2000 鹽巴、麥克筆、圖畫紙、粉筆等 

誤餐費 $980 $70 x 14 人=$980 

小    計 $3876  

 

 

活動總收入 活動總支出 結    存 說    明 

$3876 $38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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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檢討建議 

一、 設備環境  

這次事先沒有到場勘查，導致早上前置時光排桌椅就花了太多時間。還有臨時發現缺連

接投影機的線材以及投影機無法清楚對焦。雖然以前有提供但不代表每次的負責人都會

知道在哪。建議下次還是要先進行到場勘查並確認所有東西都知道在哪。另外雖然這次

人數只有收 20人，但兩場活動都發現二樓多媒體視聽室還是太小，像 E童動手做第一排

的的小朋友會無法看清楚 ppt，建議下次改至另外場地。 

二、 工作人員及事先準備 

(機動)人手不足，還有新人在面對小朋友以及銀髮族時積極度以及隨機應變能力還是不

夠。人員調度上應該還要再做調整，發現一位隊員最多只能服務兩位學員，還有靠內側

的銀髮族無法被顧及到。另外在面對小朋友時不可以有偏心的情況發生。銀髮族教材建

議放在桌面，不然位置不一學員會找不到。 

三、 活動以及課程期間 

會讓小朋友感興趣的東西先別發(像是粉筆還有鹽巴)，不然會造成活動中小朋友分心，容

易拖到活動的時間。活動結束後忘記發問卷，下次可以在結束時說寫完問卷才可以拿禮物，

比較不容易遺漏且發禮物才有秩序。禮物方面是要有報名的小朋友才給禮物，建議在發禮

物前可先清算本次參與的小朋友人數，好確認禮物數量是否足夠發給臨時參與的學員。 

四、 教材 

教材方面本次學員有建議可增加 LINE、QRCODE等社交及實用 APP，讓他們可以與家人互

動。有學員詢問教材是否可寄至 E-mail，建議 ptt中可以增加教導如何進到愛閱網站下

載教材以及如何使用 plat商店下載遊戲。學員大多需要在家自學，希望下次能夠針對自

學網站或資源等多種管道進行課程。教材部分建議可以加上頁碼，講解時容易瞭解進行

到何處。 

五、 網站維護以及粉絲專頁經營 

學員有希望能夠多點管道以得知何時辦理活動，建議網站維護要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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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一、 活動心得 

 

圖資四 温宜琳 

這是我第四年的愛閱，也是最後一場愛閱的活動了。從大一開始到現在也經過了四個年頭，

每次活動都會看到一些曾經來參加過的人，當然也有很多新面孔。每次看到以前來過的人，就

會覺得欣慰，覺得大家還是很喜歡我們的活動的。而遇到新面孔，總是希望我們這短短的幾個

小時能夠影響他們，只要一點點的影響，只要能夠種下種子，就能讓他們有開花結果的可能。

這次嘗試了新的做法─帶著他們做童玩，從中學習如何從圖書館找資料；還有教導銀髮族如何

使用 3C平板。有位銀髮族說，只有在這裡才有人耐心的教導，不然在家裡孩孫都不願意手把

手的教。其實這樣聽到，心底有點酸酸的，我也不常回家，不知道爸媽在家裡是否也對這些產

品苦惱搖頭，有沒有人耐心的教他們呢？想想這也是我們活動的精神之一吧，要將參與活動成

員當成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父母，希望往後的學弟妹們也可以秉持著愛閱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加油!! 

 

圖資三 陳思羽 

0215 E童動手做 

    E童動手做配合新北市圖「美好生活」的活動主題，我們帶小朋友摺紙和做沙畫，不同於

以往，這次的活動內容沒有那麼的學術性，也比較動態，較能夠吸引小朋友的興趣和他們的注

意力。在往後的出隊中或許我們可以考慮結合以往的活動形式和這一次動手做的部分，讓每一

位小朋友在學習新知中得以更快樂也更有學習的心。而現在也有越來越多家長對於我們的服務

感到有興趣和好奇，會想知道我們日後還會舉辦怎麼樣的活動，聽到有這麼好的反應和回饋真

的十分感動，希望往後每一次服務隊出隊服務都可以讓參加的小朋友收穫滿滿! 

0216 e同迎接新世代 

    加入服務隊後，愛閱第二次在新北市圖總館舉辦銀髮族的平板教學活動，有了上一次的經

驗及參考依據後，這一次出隊我們比較能夠了解參與者他們想要學的是甚麼、想要知道的東西

有甚麼。在準備教材的過程中，我們改變了以往的內容，融入多一點的平板基本功能操作方式

及 app下載方式和實用 app 介紹等等，讓參與者在回家後也可以找到自己想使用的 app進行操

作。活動中我們感受到參與者的認真及對我們的感謝和回饋，而這也是每一次出隊帶給我們最

大的原動力和提升的機會，是十分可貴的經驗。 

 

圖資三 邱芸芸 

此次愛閱的活動是算是和以往我所參加過的形式不同，第一天是一童動手做，也是我第一

次開場，承接以往學長姐的經驗，我努力的與小朋友們互動，一開始站上台時很惶恐，但後來

也漸漸放鬆，更為自然的和他們一起迎接當天活動。看著小朋友們參與活動時認真的神情，讓

我也感到非常開心，也很有收穫。 

第二次天是 E同銀接新世代，是我第一次參與銀髮族的活動。心情除了有緊張還有些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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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我所負責的是講解新北市立圖書館的電子資源與農委會的網路資源介紹，講解的時間掌

握與速度，都還是我必須再加強的部分！而陪伴在他們身邊輔助，也是新的體驗，希望這也是

讓他們有所收穫的一個活動。 

 

圖資三 林家瀠  

很高興有機會可以參加系上的愛閱服務隊，服務小朋友和樂齡族為對象，教導小朋友動手

作以及年長者的 3C產品讓他們也可以跟家人用智慧型手機或者平板來情感交流。第一次參加

服務隊很緊張，雖然我是一旁幫忙解決有疑惑的小朋友和年長者，難免會擔心他們不懂或者我

的解答不是他們要的，但這些疑慮都在結束之後完全解開，他們順利完成作品和對平板的使用

有了更大的前進，看見大家收穫滿載就打從心底感到興奮，活動可以圓滿結束都是歷經一串的

開會、練習、檢討，大家都很努力在這個活動上付出，辛苦了！ 

 

圖資二 鍾志妘  

這次針對小朋友的活動為動手做，活動與以往比起來較為活潑，更能吸引小朋友的注

意力，我想藉由這樣的活動可以更吸引小朋友來使用館藏資源。與他們一起動手做讓我也

想到小時候我也是這樣喜歡自己動手做東西，還會自己找書來看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另一個針對樂齡族的平板教學活動，參加者都相當認真好學，努力想在短短幾小時內

就熟悉平板電腦的操作，看到他們讓我想到我的媽媽，我在家有時也會教她使用這些科技

產品。時代一直都在進步，他們也希望可以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益處同時也可以拉近與子

孫們的距離。 

 

圖資二 陳佳莉 

從規劃教材內容、製作教材內容到上台與大家一同分享的時刻，其中經歷過一學期的開會

討論，密集的驗收以及學姊們的指導，從中了解對於各個族群的體認以及如何製作一個適合各

個年齡族群的教材，什麼樣的課程內容是大家所想要的，館方需要什麼、讀者需要什麼，從各

種層面來看，了解之間的共通性及差異性。 

兒童活動以及銀髮族的活動，學習是一條長遠的路，活到老、學到老，我們不斷地在精進

自己的學問，藉由教學的過程中，我們也學到如何去表達、如何讓大家理解，訓練我們口語表

達的能力。 

 

圖資一 葉庭均  

因為以前從未參加過這種帶小孩、老人性質的志工服務，所以當初加入愛閱時，其實是抱

持著一種來看看的心態。但在一次次開會討論中，從無到有的種個過程感覺很奇妙，決定主題、

製作教材還有不斷演練改善教學等，兩個活動就這樣形成了。服務的兩天，帶小孩摺青蛙、做

沙畫；和老人聊天…其實這些都比想像中要容易，看到他們的笑容後會有一股成就感，內心也

會跟著一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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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一 陸怡靖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愛閱服務隊的活動，經過兩天的活動後，我覺得學習到很多。第一天和

小朋友互動，本來很緊張，怕小朋友在活動過程中不好控制，但是我發現他們都很認真的在聽

台上的同學講解，而且也很乖巧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讓我覺得這次來參加活動的小朋友都很

優秀，過程中遇到他們不會的地方也會主動請教我們，而且也很專注地完成作品，看到他們的

作品我很驚訝，因為大家都做得很漂亮，雖然我們設計的勞作沒有很複雜，但是他們都很滿足

完成作品，我發現小朋友都回很認真地聽我們的話，很認真的學習。第二天教銀髮族使用平板

電腦，他們都很認真的聽講和作筆記，也會請教我們很多問題，他們都很努力地想要學會新事

物，跟上潮流，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而且有些銀髮族還會詢問我們教材以外的東西，真的很

認真。經過這次活動真是讓我大開眼界，看到小朋友和銀髮族都認真的學習。而我覺得我除了

學到如何和他們相處外，我在準備的部分還需再加強，應該要再複習要教學的東西，對教材更

加熟悉。 

 

圖資一 張之逸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服務隊,也是我第一次擔任講師,高中時有位老師要我們把握每次上

台的經驗,做為未來職場上的練習,尤其是我非常不擅長上台報告,因此這次決定挑戰一下,真

的比想像中的緊張艱難,一開始並沒有很在意,直到被學姊訓了一頓(我是這麼覺得啦),才學到

一些說話的方式,很謝謝學姊當時的教誨(真的),上台前一個禮拜就在家拼命的練習,希望能在

台上有好的表現,但現實並不是如此,講完之後很沮喪,感覺沒有一個人在聽我講話,真的是一

團亂,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呀!也許是我現在功力不夠吧!希望有一天也能跟學姊們一樣對談如

流! 

 

圖資一 繆宜芳 

一開始會參加愛閱服務隊就是因為自己還蠻喜歡小朋友的，然後這次有機會參加這次寒假

的服務隊覺得很高興，看到兩天的活動順利結束也讓自己有滿滿的成就感，在第一天看著小朋

友們對我喊著妙妙姊姊，問我怎麼摺、怎麼做、下一步是什麼?那時就只想要幫每個小朋友，

所以很努力地在教大家，看到小朋友們摺完自己的青蛙時那開心的表情，就覺得自己有著他們

2倍的快樂，那種感覺真好。還有第二天看著那些阿姨努力地想學會怎麼使用平板，就像我在

家想教會爸媽使用 3C產品的感覺，好特別的經驗，雖然兩天都站了快一個早上，但過程中完

全不會覺得累，反而有樂在其中的感覺，這兩天下來都覺得自己心情很好，有幫助別人，也有

讓自己上台教學，要如何教才能讓銀髮族更清楚如何操作…等，自己真的也得到了不少。謝謝

有這次的機會能讓我體驗，希望下次也能繼續去服務。 

 

圖資一 王昫元 

這是第一次參加愛閱服務隊，我擔任美宣的工作，還有食譜 APP的講師。第一天教小朋友

動手做，每當完成一個作品，看見他們臉上的笑容就覺得十分窩心可愛。第二天我擔任講師，

當講師很新鮮有趣，但也很緊張，看著銀髮族老先生老太太們專注的眼神，可以感受到他們的

好學和熱情。而看著自己畫的海報和名牌被貼出來，覺得十分有成就感。這次出隊發現自己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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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需要向學長姐學習的地方，我會更加努力！也很開心這次可以參加愛閱服務隊。 

 

圖資一 陳政威 

這次參加了愛閱服務隊, 對自己是一個新的考驗, 這次的小朋友我覺得比我回嘉義參加

的返鄉服務隊還要乖多了, 看到他們的沙畫真的覺得小孩子的創意無限的; 這是第一次教老

人如何使用電腦, 原本對這個有恐懼感, 會怕教得不好可能會被罵還是被碎碎念之類, 但實

際參加才發現老人們人都很好, 也都很好學, 之前聽說他們會寫筆記, 我還以為是學姊開玩

笑,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真的!!!!這次的經驗我覺得很寶貴, 下次如果可以我還想要再出一份

心力去讓活動變得更好。 

 

圖資一 彭瀚霆 

在這個冷颼颼的星期六，我竟然早上 7點就起床，因為今天要去新北市圖書館舉辦愛閱的

活動，今天是跟小朋友一起動手做小青蛙還有沙畫。一開始小朋友都陸續到來，害羞的我們還

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小朋友聊天，其實孩子們的童言童語很好聊，他們會跟你說他們的一切，真

的很可愛。在摺青蛙的時候，有問題就馬上問我們這些大哥哥大姊姊，毫不吝嗇地把問題提出，

我們也很熱心的教導他們。在做沙畫時，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的想法，畫了許多你意想不到的

創意，甚至有小朋友畫了我的名牌"咖啡哥哥"，超級可愛。 一整個早上跟小朋友的相處，感

覺自己又回到孩童時代無憂無慮的生活。 

而隔天，是教銀髮族使用 3C產品。一開始以為老人家會比較難溝通，殊不知他們都很好

學，有問題就發問，我們也會很熱心地教他們如何使用。其實最好教的就是銀髮族，因為他們

不會像小孩子一樣失控，而且好學心很重，這是身為學生的我們該學習的，學習主動發問。很

高興幫助了學員解決他們的問題，幫助別人解決問題是件很開心的事。 

經過了這兩天，不只是他們在我們身上學習，我反而覺得在他們身上學到更多，幫助別人

的快樂。 

 

 

 

 

 

 

 

 

 

二、 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