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雙溪國小的路上，窗外的景色從城市的高樓叢林到鄉間的田野山林，遠景可以看到一整片綠油油的山林，還有一條典型台

灣夏季的荒溪型河川。有別於都市的喧囂與繁華，這裡的環境使人有種放鬆的感覺。不過，幾分鐘後等待我的是截然不同的

體會與震撼。

走在小學的走廊上，還未進入教室進行英語教學的志工服務，只見一位小朋友活蹦亂跳的過來與我們互動。不得不說，這些

三四年級的小朋友們還真難應付，光維持秩序就花了不少時間，更別說教學過程中，他們淘氣的舉動與各式各樣的問題了。

我過往沒有對小朋友的教學經驗，又必須面對這些極為調皮的孩子，這次的英語志工教學服務著實讓我吃盡了苦頭。即便過

程充滿艱辛，我們還是成功達成使命，陪伴這些孩子度過英語教學與混沌吵雜的午後。回程車上，回想起我的求學經驗，比

起這些偏鄉的學生，我實在是幸運很多，有良好且優質的資源與學習環境。再回頭看看這些孩子，他們地處偏遠、沒有都市

裡優質的設備、下課後也缺乏輔導師資。也許種種的環境與差異之下，導致這些孩子較為躁動的性格，不過可以看出他們都

是充滿可塑性的璞玉，只是缺乏琢磨罷了。

這次的英語志工服務，帶給我各方面不小的衝擊，確實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能為較為偏鄉的學童服務，付出一份小

小的心力，帶給了我成就感與充實感。非常開心能夠參與這次的英語志工服務。

Storage　Howard Tang

雙溪國小英語課後輔導班服務心得

第一次參加英語教學志工，短暫的兩周，心路歷程卻有如洗了場「三溫暖」，先苦後回甘。第一周服務前，懷抱理想要教會孩

子們指定範圍內的發音、單字、句型，也利用周末想了教案；同時，為了豐富小朋友對職業詞彙的認識，印了哈利王子、川

普、陳偉殷、NBA籃球員柯瑞、蔡依林等名人照片當輔助教材，希望讓課程更活潑有趣。萬萬沒想到，光是進入正課前就花了

一半時間在維持秩序、調停孩子們的爭吵，或要求孩子坐回位子上，震撼教育就此開展。進入句型練習時，孩子們認識的幾乎

只有蔡依林，更開始大喊其他名人「他長得好奇怪」、「好醜」等，令我們哭笑不得，設想好的教學方式完全被打亂。服務結

束後，坦白說心情有些受挫，兩節課下來，喉嚨啞了、也沒有成就感，一度萌生「下周請假好了」的念頭。

後來反覆思考，也與搭檔Bill討論，第二周調整改變自己的心態，學科知識傳授固然重要，然而，志工的言行舉止，更可能對

孩子產生一輩子影響，我們能帶給孩子的很有限，應盡可能用正向的言行舉止來引導他們。在教學方式上，我們走下講台，不

再離孩子們遠遠的，改在教室中間圍成一個圓圈，當天先帶孩子們認識班級秩序的相關英語片語，後來用「老師說」

（Simon Says）的遊戲，讓孩子們熟悉老師常用的指令，活動中孩子不只笑容多了，而

且透過遊戲指令的引導，更守秩序。接下來進階版的活動中，我們讓每個孩子都有

上台的機會，過程中，他們羞澀地走上台，不僅有機會開口多說英文、

練習英文聽力，也練習上台面對同學講話。課程進入尾聲時，搭檔

Bill貼心地教孩子們擁抱的英文單字，當他說出「Bill says, Hug 

Claire.」，孩子們一一上前排隊給我溫暖的擁抱，連平時最不受控

的孩子也是，當下真的既開心又感動，返內湖的車程中，忍不住和同

梯次的夥伴們分享，話匣子都停不下來。

這次志工服務經驗中，我不敢說自己帶給了孩子什麼，但很確信的

是，孩子們教會了我保持彈性，並且相信堅持下去就能把工作完

成，從中享受嘗試的樂趣。

SLA　Claire Liu

小朋友寫給志工夥伴的感謝卡

小朋友認真聆聽

志工夥伴與小朋友開心合影

期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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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和國小英語課後輔導班服務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英語志工教學的活動，雖然教學的內容題材簡單，以融入情境的生活會

話，進行英語教學及童謠教唱，但仍是會令人感到緊張，隨著課程進行，台下小朋友們活

潑的反應與熱情的回應，也讓我暫時忘卻緊張，同時也融入課程當中…，教學過程雖說只

有短短3個小時，卻也讓我感到有種小小的成就感呢，此外透過這次參加的志工活動，也

讓我認識許多有志一同的新夥伴，希望這麼有意義的活動，能夠一直持續進行下去。

Power　Miho Chen

當英語志工最大的挑戰，是讓小朋友們進入學習的氛圍，還記得有次上課的時候，有一部分

的小朋友，對我們精心準備的課程活動顯得意興闌珊，後來授課的志工伙伴突然有個想法，找上

課程裡其中一位小朋友上台來當小老師，並透過這位小老師來帶動其他的同學，原本自己在玩的小朋

友，也開始與志工老師互動；而另兩位志工們，也成功加入小朋友的分組中，從中鼓勵並傾聽小朋友的問題，很順利的，課堂

活動就上了軌道！

感覺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我透過與其他志工夥伴的交流，多了不少特別的經驗，例如和不同部門的同事一起合作的機會，或

是向其他經驗豐富的志工夥伴們，學習指導小朋友上課的技巧或是與小朋友玩成一片的小撇步，真的是獲益良多的志工體驗！

PID　Katja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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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科技與錦和國小配合英語志工課後輔導活動，在志工們的熱情接力努力下，已進

行了4個學年度的教學，每個學期不只看著小朋友們在課業上的成長茁壯，也讓公司

落實在地化的服務精神，相信會一直持續的努力下去，也非常感謝各位志工同仁們投

入的心血與付出！

如您對英語志工有興趣，誠摯邀請您一起加入志工活動，讓我們共同陪伴學童們，在

英語學習的路上持續前進！

～～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

期末大合照 志工夥伴與小組互動

小朋友認真上課學習 期未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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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 SBG & 天使花園
　　　　　　　   校外教學宜蘭米蠟之旅

很開心能參與這次天使花園校外教學志工活動，在短短八小時的服務過程裡，我在

天使們的身上學到了很多，他們對於任何人、事、物都那麼的單純無憂與快樂。

當我們付出愛與關懷時，他們也用盡一切的愛與我們相伴。一整天的活動相陪之

下，志工們也因此有所學習成長，很謝謝這群天使們的陪伴與歡笑，也謝謝第一社

福老師們一路上的悉心提醒與協助，我想這會成為永生難忘的一天。

MEC　Vicky Kao

感謝公司舉辦天使花園校外教學，讓我第一次參與公司的志工活動，在參加此次活

動前，我對於這群天使們並不是很了解，但是經過此次的活動，隨著陪伴他們的同

時，了解到他們是一群需要被照顧跟關心的大朋友，一整天下來，陪伴他們一起

製作風車、彩色筆與蠟筆的過程中，不只有滿滿的體驗，更讓我有許多不同的感

觸，希望未來還能再參加如此有收獲的志工活動。

MEC　Kevin Ke

志工陪伴做台灣造型的蠟筆

志工陪伴做風車

歡樂大合照

出發前大合照

2018年6月7日，由光寶科技MEC SBG、光寶文教基金會、信義社區大學的志工

們，陪伴第一社福基金會的天使們前往宜蘭一米特美食館和蠟藝蠟筆城堡進行校外教

學活動，過程中透過光寶志工一對一的陪伴，讓這群天使們體驗郊遊的樂趣，並經由

彼此的合作闖過一關又一關的蠟藝活動，一同渡過溫馨歡樂的一天！

C O V E R  S T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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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報名這次天使花園校外教學活動後，就一直很期待這天的到來，活動行前說明會時，光寶文教基金

會的執行長和我們分享了基金會辦理的理念，而基金會的小美老師以及HR的永霖也和我們介紹天使花園

這個項目，並詳細說明每位大朋友的狀況，看見他們對於這群大朋友的個性、喜好、背景、特殊狀況如數

家珍，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關心照護這些大朋友們的，也認識到光寶長期在社會公益上的執著與用心。

活動當天在信義國中門口集合，一早就有夥伴先行到達，並分享著服務的經驗，感覺得出來已經有幾位

夥伴是識途老馬了。而第一次出行的夥伴也難掩緊張興奮的心情，熟記著小美老師之前對自己陪伴大朋

友的介紹和注意事項，伴隨這複雜的情緒我們便開始今天陪伴大朋友的旅程。這次的出行我並沒有特定

的陪伴及服務對象，而是被分配到支援組，隨時協助其他需要幫忙的夥伴，也因此讓我有更多機會去接

觸和認識不同的大朋友，就在光寶志工與大朋友兩兩上車後，來到了大朋友最興奮的KTV時間，一路上大

家唱得喜樂盡興，甚至有些大朋友點的高難度歌曲，連我們都望其項背呢！

本次旅程的首站來到了「一米特創藝美食館」，這是個有趣的參觀試吃行程，首先我們和大朋友在創意龍舟前共同合影，

接著一起試吃不會滴水的果凍、試用天然手工皂，看似平淡而簡單的行程，大朋友卻玩得相當盡興，我感覺到原來快樂

可以是如此簡單的一件事，也理解到當我們很單純地回到小朋友的心境，就能得到童真時單純的樂趣。享用過豐盛的午餐

後，就進入大朋友最熱切期盼的景點「蠟筆城堡」，這一路上已經有好幾位大朋友此起彼落興奮地說著「我要畫畫！」，

在蠟筆城堡裡，我們要陪伴著大朋友完成幾項任務，分別是做紙風車、做彩色筆、做台灣造型的蠟筆等。在做風車的過程

中，總算圓了幾位大朋友畫畫的願望，我們協助他們做出一組又一組的風車，每一組都各自做出十分富有自己風格美美的

風車；而在彩色筆的製作的過程中，則是要協助大朋友用槌子敲打彩色筆頭，這樣的流程除了大朋友覺得新奇外，我們也

算是開了眼界；最後製作的彩色台灣則是最令人興奮的環節，因為要把各種色彩的蠟筆粉碎，放入台灣形狀的模具裡，加

壓後做出各種色彩的台灣，其中有一位一路上都酷酷且不太說話的大朋友，興奮得拿著自己加壓出來的彩色台灣，向我們

個別介紹分享，喜悅笑容溢於言表。來到相互表演的時間，反而是大朋友的熱情帶動著我們，看到許多平常比較內斂的志

工同仁們，在大朋友的帶動下，多了超乎平時的裝扮，一起開心的跳著海藻舞，為蠟筆城堡的快樂行程劃下句點。

返程路上，彼此都依依不捨，連走路的速度都逐漸變慢了，也期待下次有機會能夠再次相聚，非常感謝有這次出遊的機

會，雖說只是一日的志工活動，但在其中的體驗和收獲卻十分豐富，雖然我們在這一天做的並不是很多，但是大朋友回饋

給我們的卻是滿滿的感謝，讓我體會到只要時時有個感恩的心，即便所擁有的很少，生活還是會充滿喜樂，天使花園校外

教學這項活動實在很棒，期待以後能夠再次參與。

CORP　Joseph Sun

志工陪伴做彩色筆

變裝跳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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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Zong Ze Wu

Storage　Michelle Chuang

7月14日這天舉辦了一場公益籃球賽活動，是由我們光寶科技Storage SBG和第一社福的成員共

同參與，這種結合運動和公益性質的活動十分吸引我，所以我當初義不容辭的就報名參加了！

當天的活動很豐富，有和第一社福大朋友們一起切磋的五打五全場籃球比賽，以及混合雙方

人員的對抗賽，還有邀請全部參與者一起進行的投籃加分賽。熱身的時候，看著他們興奮的

眼神，想必是迫不急待的想要跟我們一較高下，而我們扮演的是一日籃球志工的角色，目的

不在贏球，而是要陪伴大朋友們，一起享受比賽的過程和運動的樂趣。

雖然這些大朋友們可能身手不如我們靈活，但每個動作卻是相當積極且紮實到位，不論是想要抄

截的拚勁，或者是投籃時專注的眼神，都讓我看到他們對這場比賽的企圖心，而這次的比賽結果是

由他們獲勝，我想這樣的結局是皆大歡喜，我們既達到充分的運動，而他們也渡過了快樂的一天！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公司的公益活動，同時也是第一次接觸第一社福的大朋友們，在活動一開始時我先是感到十分震驚，但

是經由這個活動我有了不一樣的體悟。也許他們不善言詞，所以才不發一語地走到你面前和你握手；也許他們在乎輸贏，

所以先惡狠狠的瞪你一眼但轉身就忘記；也許我們認為所作所為是在給予幫助，但事實上卻是他們讓我們重新了解怎麼看

待自己的生命。能夠參與此次公益籃球賽，讓我感到萬分幸運，儘管當時只是因為自己熱愛運動而報名，但真正參與之

後，才深刻體會到這個活動不只對第一社福的大朋友們，同時也對我們充滿了意義。

比賽過程當中，我們拋開了所有熟知的籃球規則，刻意放慢了腳步，不用透過衝撞想獲得勝利，當我

看見大朋友們的表情因為喜悅而用力地皺在一起，一股巨大的感動油然而生，不禁想著習慣了生活

的緊湊，使我們對於自己擁有的一切事物都感到麻木，使我們不常聆聽微小的聲音，也無法為一件

小事展開笑靨，並且萌生了時常不夠滿足或是認為付出就應該要有相對回報的想法，直到看見這群

比我們更在意小事、更用力在活著的大朋友們，才頓時明白什麼是知足常樂的真諦。

開心大合照

活動開球

加分投籃賽集合暖身操

志工活動行前說明

Storage SBG健樂關懷盃
 籃球友誼賽活動心得

C O V E R  S T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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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　Andrew Tseng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公司舉辦的公益籃球賽，而本次活動我也帶著我兩個孩子來

參加，但是這次參與的身分卻與上次有所不同，上次的我是開開心心的擔任籃球志

工，而這次的我卻是擔任志工夥伴們主要的聯繫窗口，除了通知流程的確認外，

還需進行志工與主管們的通知，也因為負責的事情不太一樣，所以感覺到有一點

點小小的成長。

當天到了現場，公司的球員、啦啦隊與眷屬都已經到達，而第一社福的大朋友及

社工們也都陸續抵達，並開始賽前的練習。活動流程及形式跟上次並沒有相差太

多，都是包含了籃球全場對抗及球員的混合對抗。但是在活動過程中，不得不說有

些第一社福的大朋友投籃準度著實抓住我的目光，幾位都擁有著極高的命中率，而公

司的志工球員們也都有共識，就是比賽過程中意思到就好，要好好陪這群大朋友打一場

籃球賽，並讓比賽結果雙方都能滿意，因此球賽當然是由第一社福的大朋友們獲勝啦！

活動結束前，由公司致贈比賽獎金給第一社福的大朋友們，在這過程中我與照顧大朋友的社工們有

了交流，她們說從大朋友的笑容可以得知，在這短短的兩小時間，社福大朋友是十分開心的，因為有我們盡心的陪他們打

球，聽到這心中也湧上了一股暖意，原來我們在進行如此有意義的事情。回想起來，當天有這麼多人一起完成了一場籃球

賽，這次看到的大朋友們跟上回看到都一樣沒有改變，還是那麼的單純無憂，每個動作與反應都那麼的自然。而看到社工

們，他們的工作是陪伴這群大朋友們生活，毋庸置疑是一種服務與付出，他們與我們共同的愛心又延續了一年，希望能夠

讓這樣的愛一直延續下去。

加分投籃賽

光寶 & 第一大朋友一起跳舞

光寶 vs 第一球賽

光寶捐贈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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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溫風至，因循小暑來。竹喧先覺雨，山暗已聞雷。戶牖深青靄，階庭長綠苔。」本次虎山生態導覽活動正好是24

節氣的小暑，又稱六月節，這首唐代詩人元稹的作品「小暑六月節」， 通透的表現出這個節令的特色。在這樣一個夏

季氣候變化多端的節令，我們將伴隨著自然步道協會生態導覽老師的腳步登上虎山擔任志工，雖然空氣是炙熱的，但心

情是愉悅的。雖然說是擔任志工，但主要工作是維持導覽的秩序及定點的導覽，在活動過程中的所見所聞著實令我吸收

不少平常難以接觸的常識，從奉天宮的人文廟史，一直到虎山沿路動植物的特色，讓我了解到身邊有如此多的精彩生物

和我們居住在一起，但我們卻不曾去認識牠們，經由參與這次活動真的是讓我收穫滿滿。

Power Conv.  Brian Lo

日麗風和，碧空萬里，初夏的季節稍嫌酷熱，但卻不減熱愛山林的信義社大學員及社區民眾親近大自然的熱情，而公司

本著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積極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本次接受導覽的民眾和我們光寶志工，是藉

由生活周遭的「山」來做為學習場域，達到身心靈健康和山林知識的取得，進而培養出生態保護的觀念。過程中，自然

步道協會專業導覽老師，秉著豐沛山野知識及傳統風俗民情，提供給我們一堂環境教育的豐富課程。而我們在與大自然

共處過程中，也有感於對環境知識的不足，因此會更積極參與生態導覽的共學活動，就如同自然步道協會所提倡的理念

「不強調走進深山荒野，而是鼓勵民眾利用社區中的綠地或小山丘來體驗自然、認識自然」。

Power Conv.　Benson Hu

虎山生態導覽志工活動參與心得

志工分享白千層

第三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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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充滿科技便利的都市中，能夠參與由公司發起的虎山生態導覽志工活

動，遠離3C產品並走進大自然，了解人文生態是一件十分可貴的事情。我

們從奉天宮旁的登山樓梯正式揭開這次的虎山生態導覽之旅，活動過程

中聽著老師沿途導覽與介紹，學習到許多以前課本沒有教的故事，從

日治時代帶來的文物樹木，一路講到現在的101，最後我們爬到虎山

最高的140平台，並了解到它的命名是因為高度為海拔138公尺經

四捨五入後才叫140平台，爬完之後發現，挑戰虎山的難度真的不

高，是一條適合大眾的親子步道，最後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加入

生態導覽志工的行列來體驗大自然。

MEC　Chuck Po Chen

今日天晴，藍天白雲，風光明媚，跟著信義社大鄭呈祥老師，來趟虎山踏青遊，了解虎山生態環境之旅。奉天宮，座落於

「瑠公國中」旁，而虎山登山口於宮廟右邊。奉天宮非慈佑宮，慈佑宮主神為媽祖，奉天宮主神為玉皇大帝，每年大年初九

為天公生日，各地信徒紛紛前來祝壽，並祈求合家平安，諸事大吉。宮廟內每一磚一瓦，雕樑畫棟在老師講解下，才明白故

事典故，充滿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跟著老師走進虎山親山步道中，來到日治时期舊稱「日本洞」的龍山洞，外觀是個大片岩石，看起來很不起眼，在日治時期，

日本人統治別人同時，也害怕自己地盤不保，於是在山裡大岩石下挖山洞，保護自己在信義區偌大兵工廠，而目前洞穴已是當

地居民泡茶、聊天與乘涼休閒的好去處。再往上走進入眼簾的是小小高樓101，彷彿一推就倒，真難得這麼親近101。步道中

偶遇獨角仙求偶季，蠟光樹上成雙成對的獨角仙在傳宗接代，完成終身大事。公獨角仙在交配後2-3天後，會自然死亡，母獨

角仙則會找一個安全土堆產卵。

步道中除了耳熟能詳的101日景外，小動物、花草都別有一番滋味。沿階梯向上，一路不絶於耳的蟬鳴聲，以及可以提煉精

油、消炎、抗菌、提神的千層樹，其樹葉經過搓揉，陣陣散發精油味香氣，可逼退蚊子打擾。一路上說說笑笑經過虎山最高峰

後逐步下山，在依依不捨下，跟大家一一道別，完成虎山生態教學。

很感謝老師的辛苦解說，上了一堂戶外踏青課。在解說下，才了解原來信義區，並非只是經濟蛋黃區，還有其它意想不到的生

態故事正在安靜中上演。在熱閙城市喧囂中，保持生態和平，才能帶來一方淨土，你能相信嗎？信義區也有後花園！

Power Conv.　Nicole YI Tsai

毛毛蟲 構樹的果實獨角仙交配

志工與導覽老師合影

第一隊大合照 第二隊大合照第三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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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文教基金會 第五屆暑期兒童夏令營
「2018 勇闖情緒島─腦的EQ美學奇幻之旅」活動紀實

文：光寶文教基金會

遊戲不只是遊戲

小腦袋大學問，今年的夏令營我們帶領孩子認識與自己最親密的大腦，透過遊戲、手作練習及多媒材藝術，從中理解大腦

的構造，進而學習辨識自己的情緒，並適切表達自己的情緒，更進一步照顧好自己的情緒，藉此提昇自我察覺，自我照顧

的能力。此外，我們也介紹了「腸是第二個大腦」，當食物進入腸胃，是如何影響大腦，以及如何吃對的食物，使身心靈

更加健康，融合食育傳遞正確的飲食觀念。讓孩子在情緒島的「腦的EQ美學奇幻之旅」，獲得有別於以往的感受及收穫。

遊戲主題1：認識大腦皮質之跳房子遊戲
傳統的遊戲是大腦開發的最佳運動，在每一次的投擲與跳躍、懊惱與讚嘆中，都需要大腦各個區域同時發揮功能，在共享

樂趣的同時也考驗身體的協調與平衡，藉此增進感覺統合能力。另外，透過遊戲幫助孩子放鬆身心，從中累積自信心和成

就感，也促進孩子與他人遊戲互動的能力，在此過程不斷體驗到修正錯誤、累積失敗經驗和忍受挫折等寶貴的學習歷程。

遊戲主題2：邊緣系統選邊站＆邊緣系統捏捏看
透過影片讓孩子認識情緒的中樞「邊緣系統」，進而藉由「邊緣系統選邊站」遊戲，扮演邊緣系統的其中一個角色，透過

對於生活事件的判斷，了解日常發生的反應是哪些邊緣系統在運作。最後，透過手作的方式，讓孩子能用紙黏土為自己的

邊緣系統透明片填上色彩，體驗平時少有的觸感及視覺刺激，不僅更加了解邊緣系統的功能與位置，同時也做出獨一無二

的成品，創造美學的新體驗。

遊戲主題3：誰是大富翁－腦科學與食育大富翁
「耶！我抽到知識卡！」、「這個表情我真的要做嗎？！」孩子的笑語此起彼落，整間教室充滿大大小小的驚呼聲，這是

本次夏令營最受歡迎的活動。透過大富翁的遊戲方式，讓原本課堂上平淡的大腦知識，瞬間都活了起來。腦科學大富翁，

融入大腦皮質及邊緣系統，讓孩子在遊戲的過程中再次複習，當孩子走到情緒臉譜的時候，需要做出一樣的表情，並分享

該情緒的生活經驗，我們發現許多孩子難過與緊張的情緒，幾乎都是來自於「考試考不好怕被爸爸媽媽罵」，可見不論什

麼年代，考試仍是孩子的壓力來源，不過行動密碼的回答，相信他們都已經學會如何因應這些壓力及情緒了呢！

除了頭殼內的大腦之外，我們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腦—腸子，透過影片「你有第二個大腦」以及繪本，讓孩子們初步認識

腸腦的重要性，除了消化及吸收，腸子也影響著我們的情緒、慾望與心理。「食育大富翁」將各大類食物的消化時間融入

遊戲中，間接讓孩子認知各類食物的營養價值，並以小組競賽的方式更進一步加強記憶。

大合照-內湖

手指操 食育大富翁跳房子遊戲

C O V E R  S T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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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主題4：專注力之手腦操練
手指操藉由不同動作的順序變化，刺激到我們的大腦，提高腦部功能，活化額葉與顳葉，更能抓住孩子們的注意力。手指

操在光學繪圖的實驗中得知，超乎預期地可以大範圍運用腦部，訓練手眼協調，提高腦部功能。在現今物質豐富、人手一

支手機的世代下，如何彌補生活中較少的手作經驗、只特定使用某幾隻手指在滑手機的人們，在忙碌之中也能抽空幾分鐘

活化自己的大腦！

除了遊戲活動之外，也有基金會擅長的多媒材創作，透過情緒詩創作，讓孩子學習創作自己的情緒詩，形容出自己的心情

狀態，且能透過欣賞別人的作品，看見每個人對情緒解讀的不同。而我們也在活動中帶孩子認識情緒的反應路徑，透過情

境舉例，讓孩子試著思考遇到相似的負面情緒時，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來面對，孩子在行動輪盤上寫下面對負面情緒自己會

採用的行動方式，帶領孩子利用紙陀螺在行動輪盤轉出自己因應情緒的專屬行動。

結語：感恩、期盼與回禮

2018腦的EQ美學奇幻之旅，認識大腦外更期盼孩子們多認識自己，從「心」出發，從覺察自己到學習如何自我調節情

緒，辨識自己的情緒，讓自己成為情緒的主人不被負面情緒所主導，營造健康幸福的人際交往！透過營隊中的多元手作活

動，訓練孩子們肌肉感官協調外，更期盼孩子們都能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執行能力，順利迎接未來的每一件事物！培養每

一位腦科學小天使，讓更多人認識自己，營造幸福的社會！

本文特別感謝2018實習生：師大吳家蓉、吳怡霆、阮媛翎、鄭捷元、輔大林欣恬、黃佳平、慈濟蘇祐萱。

很高興在這裡分享孩子參加夏令營的心得，往年寒暑假都是送孩子去安親班，公司辦了這個活動，孩子多了一個好去處，這已

是第二次參加公司籌辦的夏令營活動，雖然為期三天很短暫，但活動內容很充實，連兩年參加夏令營都感覺孩子收獲滿滿。

孩子在這次的夏令營認識了大腦的構造及禪繞畫，也學到了如何分析情緒的起浮、紙陀螺的折法，更交了許多新朋友，增

進了人際關係的學習，自我EQ管理更好了，畫畫也有進步，感覺也更獨立，每天下課接到她時，都迫不及待的與我分享今

日做了那些活動和點心吃些什麼，而且非常喜歡夏令營準備的點心呢！

因為本次活動，孩子與我有更多的話題，也讓我們的親子關係加溫，真心覺得這是個超棒的活動，終於到了活動的最後一天，看

著孩子依依不捨的跟大家道別，問了孩子明年還想不想參加啊？她很堅定的回答說明年還要再來，看來將成為固定班底了。

文：MEC　張筑媗家長心得回饋

大合照-中和

大合照-新竹

小朋友認真完成的作品牆

邊緣系統選邊站

10



海廢回收再生與海洋生態衝擊減緩
文：Corp　曾福裕

在6月13日舉辦的綠色設計專題分享，是為光寶倡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14（SDG14）的

系列活動中的第一場活動，目的為響應共同減少海洋廢棄物及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之國際議

題，會議中特別邀請台灣塑膠新材料-輕量化複材（UD）專家－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

中心，分享海洋廢棄物回收之進階應用－超薄型單方向連續纖維補強預浸料材料的產品應用

（Unidirectional prepreg, UD prepreg），此熱塑性複材具輕量化、高性能化、高設計

性產等優點，可應用在航太、軍工、精密機械、汽車、醫療器材、運動及3D等領域，可大幅提

升產品實質價值，且不具熱固性碳纖維材料之不可回收的材料問題，更可協助海廢回收去化之

問題，讓海漂塑膠更具回收效益。

絢麗海洋的美麗與哀愁

科技創新是為了提升人類的幸福，塑膠的使用帶給人們生活的便利，但物美價廉的塑膠產品，

於使用後遭到任意且氾濫的棄置，經由溪流、河川流向大海演變成海洋廢棄物，導致海洋生態環境嚴重破壞；海洋本身不

會產生垃圾，海洋垃圾主要來自陸地、航運及海洋漁業活動棄置的廢棄物，這些廢棄物多為塑膠製品，如塑膠袋（PE）、

寶特瓶（PET）、保麗龍（PS）、漁網（PA）、塑膠吸管（PP）及塑膠微粒等，這些垃圾漂上岸不只破壞景觀，造成環

境髒亂，海漂廢棄物更會讓海洋生物或是鳥類誤食，甚至會遭廢棄漁具纏住，導致無法覓食、呼吸，最終死亡。海洋佔地

球面積71%，是孕育生命的起源，海洋具有豐富的資源，對於氣候調節、生態循環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臺灣四面環海，

具有美麗的海岸、自然景觀及豐富的生態，海洋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然而這片海洋正面臨著生態環境殘酷的考驗，海洋

生物的生存環境，也在人們無知的摧殘下，只剩無盡的美麗與衰愁，因此我們可以如何保護海洋更是重要。

塑膠垃圾的影響

英國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發表的內容中指出，進入海洋的塑膠垃圾每年約有八億

噸，相當於每分鐘就有一台垃圾卡車的垃圾量倒入海中，科學家估計海洋裡約有一億五千萬噸的塑膠垃圾，在一切如往常

的情勢之下，至2025年，海洋裡每三噸的魚類中，就有一頓的塑膠垃圾；如此持續下去至2050年，海中的垃圾重量將會

比魚類還要重。

【產品綠色設計專題分享】

回收11支保特瓶可製造一雙鞋

絢麗海洋的美麗與哀愁

圖片來源：綠色和平組織

UD輕量化複合材料應用於電子產品示意

T R A I N I N G  &
  D E V E L O P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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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塑膠以完全人工合成材料問世，因其容易塑形、重量輕等特性，成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製作武器的重要材

料。塑膠神奇的特性（化學性質穩定、耐熱、絕緣、堅固、易塑、價格低廉），讓其在戰後被廣泛地運用於商業生產。戰

後許多工廠閒置，於是石化產業開始大量生產非常「方便」的一次性使用塑膠製品，人類開啟了「即拋式」的生活。在

1955年，美國《LIFE》雜誌刊登了一張塑膠餐具滿天飛的照片，展現了在當時，使用這些一次性產品，不僅感覺一點也

不浪費，反而是一種現代、潮流且進步的生活方式。「塑膠」除了變成我們日常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外，它也占據了整

個海洋。如今，從極圈到赤道、河口到海岸、海面到海床的各個角落，普遍存在於全球海洋中的人造垃圾可歸為兩大類—

漁具跟塑膠廢棄物，尤其是消費者使用後的塑膠廢棄物，占了絕對大多數。在2014年，超過三億噸的塑膠製品生產中，

只有約5%被有效的回收，40%去了垃圾處理場，整整有30%以上進入脆弱的生態系統中，而海洋算是受害最深的。以上

資料顯示，海垃圾除了影響海洋生態，也對人類造成了傷害，塑膠為人們帶來便利，卻也帶來了環境浩劫，如果因此失去

豐富的海洋資源，海上的漁民將失去賴以為生的漁業經濟。

海洋科學家Marcus Eriksen也指出「日常生活用塑膠製品對海洋生態的影響不容輕視，塑膠碎片隨著洋流而來，會慢慢

變成越來越小的塑膠微粒，各處漂流，就像是霧霾一樣。」Marcus Eriksen與其研究團隊甚至於北美五大湖看到非常多

的塑膠微粒，這些塑膠微粒都來自臉部清潔用品。相關研究發表後，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是在2015年簽署「無柔珠水域

法」。Marcus Eriksen不斷重述，要減少海洋廢棄物，必須從日常生活的減廢做起，其表示我們已經太習慣即拋式文

化，但下一步，我們應該開始思考「零廢棄循環經濟」。像在智利，可以看到租用浮具、漁具，租用完就回收，就不會造

成大量廢棄。我們除了可以發起環保淨灘活動清除海洋垃圾外，如能讓這些海洋廢棄物有重新再生的機會，達到物盡其用

的效果，即可做到所謂海洋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之循環經濟。

如何有效回收再利用

承如上述調查數據，每年有高達八億噸的陸地廢棄塑膠流入海洋，嚴重的程度僅次於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且導致氣候變

遷的國際環境議題，海洋環保組織「海洋會議」（Parley for the Oceans）想找新方法解決海洋垃圾，於是與adidas

合作，實現了將海洋垃圾變鞋材，生產世界第一雙回收海漂寶特瓶製成的慢跑鞋，且將進入我們的生活，但國際上很多人

不知道讓海洋垃圾變鞋材這謎底，它就發生在台灣桃園市的觀音區，直到2016年10月才被解開，而這雙海漂寶特瓶製成

鞋子亮相後，即引發各界熱烈的討論。

經由這個將海洋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製成綠色產品，並成功的實現循環經濟的案例，讓我們更有信心的去思考，除了這雙

鞋，我們還可以如何運用企業研發的力量，將海洋廢棄物製造成環保又耐用的產品，並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在光寶科技

集團中，正醞釀進行對海洋貢獻一份心力的計劃，積極地討論如何以設計應用海洋廢棄物回收後進階應用於產品或包材，

以達到實質的貢獻。

圖片來源：Francis Pérez攝，World Press Photo 圖片來源：N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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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減對了嗎？
文：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副秘書長 李毅涵

【擁抱健康 公益有約】

從公式中可發現，關鍵的差異就是「體重」並不是唯一的變

數，其實必須考慮的是「體脂率」。因此如果開始建立運動

習慣後，體重有上升的現象，有可能是肌肉量增加的結果。

但是不要認為有運動就可以吃更多東西，千萬不要以為自己

在長肌肉就多攝取太多熱量，運動還是必須要搭配營養師的

建議，對體重控制才有幫助。還有不要只計算體重，要測量

體脂率，看一下自己肌肉量有沒有足夠。具體建議如下表：

Body Mass Index（BMI）

身體質量指數

Fat Free Mass Index（FFMI）

無脂肪質量指數

<18.5 過輕 16-18 肌肉量非常低

18.5~25 正常 19-20 正常大學生

25~30 過重 21-23 肌肉發達

>30 肥胖 24-26 肌肉發展極限

用錯方法效果大打折扣，小心連健康都減掉了！

減重減肥，似乎成了全民運動。台灣地區有四成以上的成年人都有體重過重的問題，學校、醫院或健康服務中心都在推廣

體重控制，就連許多企業也都有辦理相關議題的講座。但往往來上課的，都不是該單位最「重」量級的人物，反而有些是

看起來根本不胖，但是卻想要再輕一點的人。要怎麼讓真的很重量級的人物真的改善健康狀況，或者要怎麼讓已經很瘦的

人瘦得健康。真的要花點心思用些方法，去說服大家與建立正確觀念。

關於體重控制

首先我們談談體重控制，大部分的人都是想到減重，其實體重控制除了減重還有增重。所以太瘦的人應該要關心自己有沒

有符合健康體重標準。第二個重要的觀念是，不要只用一個指標來做判斷身體重量標準，較常見的是用體重或是BMI身體

質量指數，但事實上這些數值落在標準範圍內不一定就是健康，換言之，超過範圍也不一定就是體重過重。最後一個觀念

是體重控制不是立刻讓你變瘦的手段，而是建立正確的觀念，這樣才可以一直瘦得健康。

體重控制分為增重和減重兩個方向，增加重量就是增加身體的「肌肉量」，減重就是要減掉身體的「脂肪量」。前者用運

動的手段來刺激肌肉生長，並且獲得良好的休息與營養的補充。後者則是用不同的運動策略來增加能量的消耗，提高肌肉

密度增加基礎代謝率。不管要增重或減重，其實不外乎就是降低體脂率，增加肌肉量，只是兩者間的比例再調整而已。

我們主要是要讓體脂率下降，而非體重一直下降，常常有個迷思是，運動一段時間後看起來變瘦，但體重卻不降反升，其

實就是體脂肪率下降，但肌肉密度變高的結果。用節食減重體重一直掉，反而流失的是肌肉量，但體脂率還是很高，結

果代謝變差，一吃又復胖的溜溜球效應，非常不健康。因此有另一個評估肌肉量的標準出現了，FFMI（Fat Free Mass 

Index）無脂肪質量指數，計算方式如下列公式。

Fat Free Mass Index（FFMI）無脂肪質量指數

FFMI = [體重(KG) * (100%-體脂率)] /身高(Meter)2

Body Mass Index（BMI）身體質量指數

BMI = 體重(KG) / 身高(Meter)2

中和減重班大合照

減重班花絮-中和

E M P L O Y E E  C A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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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熱量的運動策略

到底想要變壯、變瘦要怎麼樣搭配運動呢？在這之前要先說明一下消耗熱量的運動策略。

策略一、增加肌肉密度使代謝提高，人體肌肉量會直接影響基礎代謝率，男生的代謝比女生好也是這個原因，男生肌肉通

常比較發達。代謝越好身體消耗的能量越多，所以女生雖然不想變金剛芭比，但也得做些不要太重的重量訓練，因為有肌

肉總比都是贅肉好吧？！怎麼評估重量太重或是太輕，就看你做那個動作的次數決定，這個重量如果你可舉或做12次以

內，就把能量耗竭了，表示這樣的訓練會使那個部位的肌肉變大，但不能天天這樣練，肌肉會受傷。不想要肌肉變太大，

重量次數大約落在15－20下之間，肌肉訓練傾向耐力訓練，肌肉密度變高，但身材不會看起來太壯。把握原則就是動作

要正確，不然容易受傷，動作要確實。盡量使用大肌肉群做動作比較有效率，例如，伏地挺身、弓步下蹲、划船動作、屈

蹲等動作。還有如果做完訓練隔天出現延遲性肌肉痠痛，代表肌肉正在疲勞，必須等恢復不痛了，再做下一次的訓練，相

隔超過4天效果就會不見了。

策略二、增加運動強度及時間，提高運動時所消耗能量，以往的觀念都是做有氧運動（中低強度）來燃燒脂肪，這句話沒

有錯。但是事實上，燃燒脂肪對於運動時能量消耗的效率太慢了，燃燒糖分消耗的能量反而快的多，但是通常運動強度比

較高，運動時間就又會變短。所以現在比較有效果的運動，都是強度稍微高一些或是間歇訓練（忽強忽弱），拉高運動強

度雖然有效，但也容易讓人打退堂鼓，因此如果你是沒運動習慣的人，你可以從中低強度的有氧運動開始，例如：跑步、

快走、騎單車、登階、游泳等。而所謂的全身性運動有幾項原則，第一原則就是要動到大肌肉群（胸、背、臀、腿）；第

二原則就是要持續15分鐘以上，因為15分鐘以後才會開始燃燒脂肪因此時間不能太短；第三原則就是運動強度是中低強

度，也要達到最大心跳率的60%～75%，才算是合適的運動強度範圍。（220減去年齡就是最大心跳率）強度如果可以

盡量拉高效果會更好，但老話一句，量力而為循序漸進，慢慢挑戰隨時記錄進步狀況。

策略三、把良好的飲食習慣和運動習慣變成一種生活態度，盡可能把運動融入生活，是不是非得到健身房運動呢？只要你

願意想到就動一下，不要剝奪生活中身體活動的權利，例如樓層不高就爬個樓梯，走路是不是走快一點，習慣早上動一

下，還是晚上動一下都很好，附帶一提，如果要提升一天的基礎代謝率，建議早上運動效果最好。最好是揪團一起運動，

參加比賽或是完成一個共同的目標，例如：一起達到體脂率18%之類的的任務。

以上幾個策略供大家參考，祝大家體重控制成功，有問題也可以上健身運動協會臉書粉絲團詢問唷～

減重班花絮-內湖 減重班花絮-新竹

內湖減重班成員與教練合影 新竹減重班成員與教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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