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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元月，群英行腳 ~ 大專「英」樂

夏令營（群英行腳）團隊成立，招兵買馬成立

群英傳習指導教授群，本著「每個孩子都應該

享有做中學與遊戲中學習的機會」匯集志於關

懷臺灣偏鄉弱勢區域的中小學英語文教師，一

同培育經過本計畫甄選出的群英行腳志工，群

英人因此而誕生。一方面旨在豐富偏鄉學生的

暑期生活，調節學生的英語文學習方式，鍛鍊

口語表達，提升學習的興趣和動機。另一方面，

為鼓勵年輕學子親身體驗城鄉教學資源及環境

差異，提供英語文教學教師與大專志工知能平

臺，結識優秀教學夥伴，並以自身創意或所學

專長，參與行腳服務，活絡志工們課程熟悉及

增加同課異備的靈活度，促使自己的英語文教

學能力更加精進，在推動英語文學習興趣的過

程中讓自身瞭解偏鄉，引導更多年輕人下鄉真

正體驗偏鄉教學生活，用雙腳行走偏鄉，用雙

眼觀察並尊重當地文化，用雙手寫下深耕在地

的營隊課程。志工哥哥姊姊們並非初任教師，

不見得來自英語教學相關科系，也不一定曾經

跟偏鄉孩子們共處過，不過他們均能站在孩子

的高度思考，透過英語營隊教學，陪著孩子們

一起努力、歡笑、悲傷，漸漸瞭解偏鄉服務要

帶的不是同情心，而是同理心。 

群英人大手牽小手慢慢匯集一堂，透過傳

習指導教授以正面的能量與營隊學校夥伴交流，

一起規劃並評估營隊課程。傳習指導教授及營

隊學校教師合作，共同討論在地化課程的基礎

模式，提前讓志工了解學生背景及學校周邊環

境，讓在地課程的知識與情意建立無縫接軌，

不但給予學生不同的刺激引起外在學習動機，

更連帶啟發內在學習動機，熟悉教學內容卻又

不失樂趣，以中文切入的課程，雖不能立即達

成英語聽說讀寫的學習成效，但在營隊中學習

與自己貼近的語文內容不僅大量產生信心及興

趣，又給了學生正式課程努力接續的出發點。

而要在營隊結束後延續著學習熱誠不是畫下休

止符，還必須由營隊學校課程輔導教師共同努

力。若能長期與在校英語文教師配合，先將外

在動機提升，再來轉化成內在學習動機，應可

達成，同時也希望學生能在營隊結束之後，持

續於正式課程中表現出享受、快樂、熱情、及

不焦慮的學習反應。 

群英行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很容易看

出營隊課程如何與學校及社區產生連結，傳習

指導教授群 4 年的教與學歷程結集至今，已慢

慢建立教師專業支持系統以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本計畫除了培育及帶領大專志工偏鄉英語營隊

服務外，促進群英行腳志工師資培育群的合作，

及充實輔導志工們教學專業成長之支援系統，

亦是計畫執行後的另外兩個預期外成效，這群

志工是否可以成為未來國民中、小學英語課程

教學人員是個未知數，但現階段可知，這幾年

志工服務篳路藍縷所帶給偏鄉孩子的經驗，希

望這些不同層次的生命感動，是他們未來的探

照燈。我們的課程不是從「自以為好的」或想

要「傳遞」的英語文知識出發，反而是從「共

同分享」與「在地參與」的角度回饋孩子們。

在偏鄉教育現場，群英人從經歷了一次次的教

學衝擊中，不斷思考也不斷反省，慢慢摸索出

一套屬於自己團隊的教學方式和堅定的服務理

念。 

這過程，可比河水注入汪洋，群英人宛如

水滴有緣結集成一個個泉源，漸漸形成各方流

水，耦合加入了這行列或從地表滲透進河道，

時而沉積，時而斷流，時而強烈沖刷，時而緩

緩流動，只為累積向群英大海奔馳的能量。志

工多為都市成長的孩子，而群英的營隊課程又

以「在地化」為主要內容，因此志工、傳習指

導教授與營隊學校課程輔導老師的課程討論，

需排除適合都市學生而非偏鄉學生的教學設計，

這來來回回對教案的修改，對大專志工團隊也

許衝擊太大，使得大專志工的教學信心不增反

減，但這也是個團隊成長必經之路，所幸各團

隊的志工藉由課程的引導凝聚彼此的力量，並

大大的提升了團隊間的合作精神，也因觀摩其

他團隊演示的教學精華，增加了自身的教學能

力，在地化的融入更能滿足營隊學校校本或是

特色課程的需要，當然課程留在營隊學校加深

加廣使用率也就提高，課程承傳也是群英行腳

的精神之一。 

群英行腳非常感謝各地群英人這些日子以

來的全力支持與協助，偏鄉教育不是志工能取

而代之的，本計畫團隊一步一腳印，串聯志工，

傳習指導教授，與營隊學校教師創造精彩的課

程，推動了做中學的在地英語文活動，雖然僅

僅一周的營隊，但卻是花了半年時間堆疊每一

分每一秒的翻轉機會，希望經由靠近、分享、

陪伴跟跨越的歷程，讓營隊學校學生嘗試了英

語文另一種激動，志工們的志工「熱」與志工

「樂」，也就是計畫中大專「英」樂的來源，

這些自然形成的偏鄉英語文學習火花，是留在

營隊學校最好的火種。雖然「英」樂看起來是

群英行腳營隊課程模組的概念，但卻亦是引導

營隊學校英語文教師繼續翻轉課程的另外一個

契機，未來營隊學校老師間是否能形成如營隊

志工彼此的交流分享和支持的氣氛也是關鍵，

教育一定得靠團隊力量，群英行腳希望能網羅

更多的營隊學校英語文教師擔任傳習指導教授，

串聯更多的偏鄉教育熱情，讓「英」樂的學習

螺旋梯留在每個偏鄉學校。 

群英行腳，有您真好! 

The special bond we share… 

Heart to heart! 

嚴愛群副教授   

英國諾丁罕大學英語文研

究博士，現任東華大學英

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自英國回臺灣後，為了

找尋一個跟就學很像的地

方，於是決定到花蓮繼續

鄉間的研究生活，與服務偏鄉的教育，在這塊

臺灣美麗的淨土上扎根，經過了幾年的努力，

漸漸有了成果，於是，隨手寫下群英行腳的點

點滴滴，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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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筋經 

漫漫談群英 行腳偏鄉趣 

英美語文學系   嚴愛群副教授 

★學生為了寫報告，如果「少量引用」他人的著作，是符合著作權法中合理使用的規定， 

只要註明出處，就不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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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本校師生預約或當場借用，詳洽圖書館 1F 服務檯，服務電話(03)863‐2838★      工本費新台幣 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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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現在的壞事，趕走未來的好事》 

黃雁鈴  圖資服務組

人生似乎很常遇到壞事，但其實總會有件好事在某處等著，

懂得不讓壞事趕走好事，也是跟過去的自己對話，告訴他，你終

於鼓起勇氣往更好的自己邁進。面對人生冷不防的襲擊，高壓的

工作、無解的關係、卡住的生活、混沌的未來、抱怨的職場……，

你可以正面迎擊，並告訴自己：唯有把眼前的壞事清出去，好事

才可能湧進來！ 

「若把生活視為一條道路，路上遇到的困難，其實是種摩擦

力。」遇到困難別轉身就逃，終有一天，你會發現這些過去的不

愉快，並不是負面的摩擦力，而是推著你不斷向前的最大動力。

「別花時間去喜歡討厭你的人，他們不會因為你的努力，就

停止消耗你；卻會因為你的難過，增加他們所施的力。」努力去

成為自己會喜歡成為的人，開心活在美好的當下，期待更好的明

天。  

三浦將著，孫蓉

萍譯， 

今周刊出版， 

本館索書號： 

176.74/1327/2017 

《黃金好習慣，一個就夠》 

日本心理教練的習慣養成術

本書作者告訴你，養成習慣會失敗，一切只是因為：「你太

拚了。」 

作者是曾指導過日本奧運代表隊員、企業大老闆、企業主管

的心理教練。透過心理教練的手法，導出習慣背後真正的目的，

找到一種開關的習慣，所有壞習慣都會跟著改變。改變，不需要

汗流浹背，只要從一個簡單的好習慣開始。養成習慣分四個階

段，只要善用潛意識，不靠意志力也能輕鬆養成習慣。 

本書列舉實際案例與各種研究，證明以上絕非虛言，並告訴

你什麼習慣才能讓你更聰明、發掘潛能、提升自己的表現，而習

慣的力量超乎你的想像。養成好的習慣甚至可以增強腦力，提升

大腦的功能。開始養成一個好習慣，就像打開內心的「開關」，

它將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從身體、工作、心理、溝通的四個

面向找到好習慣，改變自己。 

當代華文刊物中最具影響力的人文雜誌

聯合文學知識庫 

林玉珠      採訪編目組 

 

 

艾爾文著． 

方智出版， 

本館索書號： 

191.9/4410/2017 

連線方式：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料庫→聯

合文學知識庫 (限校園網域使用，欲於校區外使用請先

登入圖書館入口網) 

【聯合文學知識庫】將過往《聯合文學》雜誌第 1

期(1984 年 11 月)～374 期(2015 年 12 月)的紙本內

容，進行全面數位化與加值利用。透過數位化我們可以

依刊期瀏覽每一期完整的內容，或透過分類瀏覽查看

雜誌某一特定專欄的文章，以及經由關鍵字查找文章

內容出現的特定字詞或人物，在文章查詢和研究上，可

以獲得相當便利的協助。 

《聯合文學》雜誌內容涵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創

作、世界文藝思潮、中外報導文學、文學批評、書評、

藝術賞鑑等，除傳承中國文學的命脈，同時也薈萃世界

各國最新文學思潮，而其秉持「文學不應只是少數文學

人口的奢侈品，而應是全民生活的必需品」的理念，出

版了 20 多年的文學類雜誌，保持一貫的風格，維持文

學的本色，所彙集的優秀文學作品、文壇訊息、臺灣作

家及文學和發表年輕作家的作品，對閱讀者而言，是一

份可以輕鬆閱讀，徜徉文字幻境的小小天地。 

※ 使用事項：因著作保護之故，此資料庫僅提供文章

列印功能，無法提供下載全文檔案。 

 

 

 

 

 

 

 走入 Library~查找資源 So Easy~ 
9 月，校園中瀰漫著歡欣鼓舞迎接甫入大學的新鮮人的氛圍，圖資

中心也用力展開雙手，歡迎新鮮人的到來!在大學生活中如何利用圖書

館的各項資源、習得查找資訊、檢索資訊、分析資訊、利用資訊是很重

要的基本能力，所以我們安排了系列活動，歡迎大家來到圖書館尋找大

學生最重要的寶藏。 

圖書館資源探索課程 

時間：09/26 (二)至 09/28(四)每日上午 10:00 與下午 14:00 各 1 場。

地點：圖書館一樓電腦講習室 

活動內容：指導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使用、常用資源講習、電子資

源使用、如何在校外使用資料庫(約 1.5 小時)。 

報名網頁：http://labs.ndhu.edu.tw/j.php?v=293。 

師生預約圖書館資源利用專屬課程 

師生 5 人以上，歡迎預約課程，內容包括圖書館利用、電子資源使

用、常用資料庫檢索、文獻全文查找、校外使用電子資源等，講習地點

及時間長短依師生需求辦理。 

【活動獎勵】 

S 幸運獎：大一新鮮人全程參與活動者，於每一場次活動結束後

立即抽出 5 名參加扭蛋機活動，獎品包括：圖書禮券 200 元、旅行後背

包、精美鋼珠對筆、旅行用盥洗包、運動水壼…等)。 

S互動獎：鼓勵參與者在各課程中的互動，贈送精美小禮品。 

【活動洽詢】 

圖資服務組 陳昱佐先生(校內分機 2824) 陸佩琪小姐(校內分機 2825)。

開學了! 圖書館推廣校園閱讀風氣，迎接大學新鮮人，特

別將 2017 年有關人際關係、健康知識、文學及藝術等各類主

題新書，藉由書展讓同學認識圖書館多元的館藏資源，上百本

新書，等著您們的青睞，歡迎入館借閱。 

展出時間：106.09.18(一)~106.10.18(三) 

展出地點：圖書館一樓大廰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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