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雲林故事人協會 

「雲林好樣」夏日故事營簡章 
一、計畫緣起：自2010年來承蒙聯詠科技教育基金會持續關心弱勢孩童，提供雲林社經條件較

差、家庭結構不完整的兒童一個參與故事與閱讀夏令營隊的機會，透過聽、

說、讀、寫演的課程設計，讓孩子們學習傾聽，在閱讀與討論的氛圍中，讀故

事、討論故事、說出想法，透過小隊合作思考，挖掘出孩子們的創意與自信。 

 

二、計畫目標：此計劃希望透過聽、說、讀、寫故事，啟發孩童多元感官的學習，結合實際走

讀故事現場，讓學童更深刻的認識蘊育我們成長的土地及環境，從聽故事、討

論故事及遊戲中，培養孩子溝通表達的能力及自信；藉由一個個 Made in 

Yunlin的社區繪本，讓孩童感受土地上有溫度的人、事、物，並喚起孩童對生

活環境的關懷；藉由走讀地理，更深入的思考人與人，人與社群、人與大自然

的關係，練習構思未來的夢想家園，拼成一張雲林故事地圖，成為我們的故

事。 

 

三、贊助單位：財團法人聯詠科技教育基金會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五、協辦單位：青雲嶺茶園、台西國小、台西海口生活館 

六、活動時間與地點： 

(1)第一梯次(大家來找茶) 

7/25 (一)~7/27(三) 08:30~17:00，地點：二崙故事屋、雲林故事館、古坑鄉  

(2)第二梯次(國境之西) 

8/1(一)~8/3(三) 08:30~17:00，地點：二崙故事屋、雲林故事館、台西鄉 

七、活動對象： 

    1.全縣低收入戶學童、單親、隔代教養、新移民子女等兒童。 

    2.資源缺乏、需高關懷(輔導室、夜光天使、家扶中心推薦)6~12歲兒童為優先。 

3.歷年曾參與過本會策畫由聯詠贊助之夏令營兒童為優先(持續的關心與參與有助陪伴兒 

童成長)。  

八、報名方法： 

     1. 電話/傳真：05-598-9490 / 專線：0911-101-338  承辦人：黃秀香/劉珮儀 

     2. 網路：erlunstoryhouse@ylstoryteller.org.tw /www.ylstoryhouse.org.tw 

     3. 現場報名：二崙故事屋、雲林故事館 

     4. 報名時間：至 30人額滿為止。依最新活動訊息公告為準。 

     5. 參與本活動的小朋友，若無法自行接送者，將由主辦單位安排專車到家接送。 

     6. 報名資料經審核後，錄取者將另行通知。 

九、活動費用：免費。 

十、活動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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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好樣」夏日故事營課程表 

第一梯次：7/25 (一)~7/27(三)大家來找茶 

第二梯次：8/1~8/3(三) 國境之西 

第一天 

7/25、8/1 

主題 活動內容 講師 

08:30~09:00 報到 雲林故事人 

工作團隊 

 

邱惠瑛老師 

奧福音樂教學

教師 

信誼基金會實

驗托兒所、兒

童工房幼兒園

音樂肢體律動

教師、毛毛蟲

兒童哲學基金

會叢書與通訊

主編 

09:00~09:30 
相見歡 認識大哥哥、大姐姐

及老師 

09:30~10:20 我是誰？ 自我介紹 

10:20~10:40 下課休息 

10:40-12:00 肢體與音樂遊戲 

12:00~13:30 午餐及小憩片刻 

13:30~14:30 大地尋寶-花草詩集  

14:30~14:50 下課休息 

14:50~15:40 花草詩集創作  

15:40~16:00 點心時間 

16:00~17:00 故事創作分享會  

17:00~                 明天見 

 

 

第二天 

7/26、8/2 

主題 活動內容 講師 

08:30~09:00 報到 

雲林故事人 

工作團隊 

 

蔡麗秀老師 

社區大學陶藝

老師 

茶道專業老師 

09:00~10:30 創意陶杯捏塑 DIY  

10:30~10:40 下課休息 

10:40-12:00 認識茶文化與奉茶禮儀 

12:00~13:30 午餐及小憩片刻 

13:30~14:30 故事饗宴-眼淚茶  

14:30~14:50 下課休息 

14:50~15:40 畫一個有故事的陶杯、陶盤  

15:40~16:00 點心時間 

16:00~17:00 奉一杯茶給親愛的家人  

17:00~                 明天見 

7/27(三)走讀古坑茶山： 

第三天 主題 內容 講師 

08：30~09：00  集  合  



09：00~10：00  出  發  

10：00~12：00 
大家來 

找茶 

走訪茶園，讓你看見山上豐富的自然生態，走訪

茶園，讓你體驗採茶的樂趣，實際感受茶農敬

天、謝地的精神。 

讓我們跟著茶山阿公的腳步，一起採茶去。 

茶山阿公、 

劉雯瑜老師 

12：10~14：30 
呷飯 

皇帝大 

溪邊撿柴、野炊，以大自然素材做碗盤，以溪畔

石塊當餐桌，一起在藍天白雲小溪畔享受豐盛

的午餐。餐後在清澈見底的人猴走溪沖天然冷

泉 SPA、戲水。 

桂林社區導覽

志工 

14：40~15：10 
喝茶、 

聽故事喔! 

《茶山阿公》是 2012年出版的社區繪本，是一

個真實的故事。作者娓娓道出父親為人風範及

一生為家人的幸福辛苦付出。也把飲水思源的

美德及愛護桂林好山好水的用心，透過插畫及

故事表露無遺。這個故事，就像一杯甘潤的好

茶，讓人喝在嘴裡，暖在心頭。 

《茶山阿公》繪

本 

作者:劉雯瑜老

師 

15:20~16:30 
戰鬥， 

檳榔陀螺! 

高矮胖瘦外型各個不同的檳榔子，加了創意，變

成好玩又有趣的檳榔戰鬥陀螺，你有玩過嗎? 

DIY動手做，你也可以創作屬於自己的戰鬥陀螺

喔! 

桂林國小 

邱昭棟老師 

16:30-17:20 賦歸 珍重再見！  

17:30  抵達二崙故事屋  

 

8/3(三)走讀台灣國境之西 

走讀台西海口： 

台灣國境之西-台西海口生活館 

由於在平日的故事閱讀活動，緊扣水資源、環境、生態等議題，因此於暑假期間，帶著孩子們近 

距離探索潮間帶生態、濱海植物，享受彈塗魚音樂祭，認識雲林台西的海口風光，更親近土地。 

第三天  主題  內容  

08：30~09：00 集   合  

09：00~10：00 出   發  

10：00~11：15 聽聽海口的故事 

台西海口生態園區是西部沿海最大片海埔地，台西更是全

台灣文蛤、牡蠣等海鮮最大生產和集散地之一。全台灣 69%

的文蛤與 70%的牡蠣都與這一個小鎮有關，來看看到底是什

麼原因讓一個名不經傳的小鎮，可以扮演這麼重要的角

色？ 



11：15~12：00 
漁人體驗 I：金蚵傳奇

(蚵仔養殖百科) 

吃蚵仔養蚵仔，到底蚵仔要怎麼養才能碩大肥美又好吃，養

蚵仔到底有什麼樣的秘訣呢？讓我們貼近海口看看吧！ 

12：00~13：00 海口風味便當 

品嘗最新鮮的在地食材，聽我們訴說從大海到餐桌的食材

故事。來農業首都，一定要嘗鮮的雲林蔬果與海鮮。迎著徐

徐海風讓，來頓滿足的海口風味便當吧！ 

13：00~14：00 
美麗台西帶著走：漁

村微文創 DIY 

文蛤產業自日本引進臺灣已經一百年，養活許多台西小漁

人家族們。文蛤御守，是對百年產業的守護與感恩，透過手

作未來幸福的文蛤御守，再創下一個百年的產業。 

14：00~16：30 

漁人體驗 I：七寶奇謀（濱海植物、潮間帶生態導覽） 

漁人體驗 II：摸蛤仔兼洗褲（文蛤體驗） 

漁人體驗 III：魯夫大冒險（膠筏體驗） 

16：30~17:20 賦歸 

17:30 抵達雲林故事館 

透過聽、說、讀、寫故事，啟發孩童多元感官的學習，結合實際走讀故事現場，讓學童更深刻的

認識這片蘊育我們成長的土地及環境，從聽故事、討論故事及遊戲中，培養孩子溝通表達的能力

及自信；藉由一個個 Made in Yunlin的社區繪本，讓孩童感受土地上有溫度的人、事、物；藉

由寓言故事，喚起孩童對生活環境的關懷；藉由走讀地理，更深入的思考人與人，人與社群、人

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注意事項:  

1. 自備用品：文具用品、筆記本、環保水杯、環保碗筷、防曬及防蚊用品。  

2. 請穿著輕便服裝、可弄濕之便鞋、換洗衣物一套。 

 

 

 

 

 

 

 

 

 

 

 

 

 

 

 



2016雲林故事人「雲林好樣」夏日故事營 

兒童姓名  
性別 

（請勾選） 

□男   

□女 

身分證 

字號 
 

出生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學校 
國小          

   年級 

飲食 

習慣 

□葷  

  

□素 

家長姓名  電話 
(住家)  

(手機) 

居住地址  

電子信箱  

報名梯次 

□第一梯次(大家來找茶)：7/25 (一)~7/27(三) 08:00~17:00 

 地點：二崙故事屋、雲林故事館、古坑鄉 

□第二梯次(走讀台灣國境之西) 8/1(一)~8 /3(三) 08:00~17:00 

地點：二崙故事屋、雲林故事館、台西鄉 

推薦人  

推薦理由 

(簡述) 
 

 備註說明 

曾經參加雲林故事人的相關活動(可複選) 

□冬/夏令營，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雲林故事館館舍活動 

□校園閱讀推廣活動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得知活動訊息□網路□親友□宣傳 DM□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因故需取消活動報名，最遲請於活動開始前一週告知本會。  

2.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內容變更異動之權力。 

3.如遇天災（地震、颱風等）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得延期或停辦本活動。 

4.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餐具、餐盒與環保杯，謝謝。 

5.活動紀錄將於編輯後，送每位學員作為參與本次活動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