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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新南向學海築夢 

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短片片段(實際擷取畫面) 

   

   

 

獲補助年度 107學年度 

薦送學校、系所、年級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三年級 A班 

中文姓名 莊淳凱 

指導老師 陳儀珊 老師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泰國清萊府美塞市 

國外實習機構 蒙恩堂(蒙恩之家) 

國外實習機構考評成績或評語 
樂於分享、主動、有社工人的特質。 

有反思能力、協助製作影片、具備多元能力 

短片資訊 

片長：02分 55秒 

標題：107學年度長榮社工海外實習 

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https://youtu.be/dE8bRF8xu5M 

https://youtu.be/dE8bRF8xu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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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本次為系上第二次前往蒙恩之家進行海外實習，延續學長姐的經驗，泰國北

部當地處於邊境、環境屬多山，資源相較於城市缺乏，而蒙恩之家為在地兒童青

少年安置機構，本身無配置社工專業人力，社會工作更屬於草創時期。我們期望

透過實習期間，將我們所習得的社會工作知識與機構和學員分享，並增進完善的

行政工作，藉以提升機構未來進行工作時能夠更有效地整合及管理。 

  另外我們發現，機構內本身教育模式較少觸及衛生教育，且學員平日課業壓

力繁重，休閒活動時間相對偏少，因此本方案除協助在地機構行政工作外，將以

「衛生教育團體」、「社團活動」為目標主軸，並在方案從中融入「個案、團體、

社區」社會工作三大工作方法，期待以盡量不干擾在地生活下，培養機構內學員

之基本衛生教育觀念及多元休閒活動，提升學員知性與能量。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蒙恩之家於 2005 年創立於緬甸大其力，2008年，中心於泰國北部購地，有

了美塞蒙恩之家。 

  本次實習的蒙恩之家位於泰國北部清萊府的美塞，周遭緊鄰著緬甸與寮國，

靠近金三角的附近，也因如此，毒品氾濫與國家政治問題(緬甸內戰等)不斷。收

容與安置遭遇家庭重大變故、失依、經濟困難…等兒童與青少年，就是蒙恩之家

主要提供的服務。除此之外，機構同時開辦中文小學，使中心孩子與周圍村落學

生可學習中文，培養未來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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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心收容約 22位學生，年齡範圍從 7歲至 22歲，環境有男生宿舍、女

生宿舍、浴廁、餐廳、廚房、中文學校、教室、籃球場，平時孩子們的生活作息

就是早上於泰文學校上課，晚上於中文學校就學，周末則會參加各項教會活動。 

 

圖 1、美塞蒙恩之家風景 

『蒙恩之家前方為泰北著名之美人山，顧名思

義，山的形狀就如同一名女人躺著一樣，搭配

著耀眼的陽光，風景美不勝收。』 

圖 2、蒙恩中文小學 

『蒙恩小學開放在地社區內學生上課，增進當

地中文能力，也培育中心孩子能夠在社會上有

更多競爭力。』 

 

三、 國外實習機構學習心得 

  本次實習是我第一次有機會來到國外，一開始來到泰國很不習慣當地的文化，

處理事情上相對來說台灣相當「悠閒」，在緊張與壓力生活上過慣的我，一下子

有點無法適應。後來融入他們生活以後，就開始漸漸能瞭解與適應當地的生活，

同時也開始從與小朋友建立關係開始，準備接下來的專業工作。問題分析與需求

評估是在撰寫社會工作方案時相當重要的一環，我們到當地後才能實際看見他們

真正的需求，所以剛開始時方案活動必須保持高度彈性，很常會沒辦法照預定的

時間進行，有點類似社區工作時常會遇到的狀況。希望能透過此次學習將看見的

事情牢記在心和將所學結合，實習，實務學習，走入他們的生活、參與他們的生

命，就如同老師及督導常說「社會工作是一個陪伴別人走生命一段路的過程」，

幫助別人過程中也感動自己，或許這趟泰北海外實習，在地機構遠不及台灣其他

機構如此嚴謹及講求專業，但生命的感動與看見卻是絕對不會少的，這裡的生命

經驗已牢牢烙印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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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泰北實習著實拓展我的視野，也看見自己許多不足的地方，臨走之前小

朋友紛紛送上他們的卡片和屬於他們的祝福，我明白或許在我的生命當中可能就

不會再遇見了，但我曾經走進他們的生命當中，他們也走進了我的生命，我們彼

此互相回饋，從中獲得了一些東西。這趟實習我了解到，生命中的感動源自於陪

小朋友放學走路回中心、一起煮飯、一起吃飯、幫他們上課、玩玩遊戲、隨音樂

跳舞、聽見他們開懷的笑聲、看見他們真摯的笑容…如此簡單的事物，是助人工

作的熱忱與動力，而這正是我選擇這條社會工作學系這條路最大的原因之一，對

我來說，「這不單單只是學習的過程，也是一趟看見自己的旅程」。 

 

圖 3、衛生教育團體-毒品防制課程帶領 

『吸毒一時、後悔一世， 

期望讓孩子遠離毒品，向毒品說不。』 

  

圖 4、帶領小朋友團康活動 

『是與小朋友增進互動、建立關係的重要方式。』 

圖 5、帶領社團活動 

『透過各項社團活動培養小朋友健康休閒娛樂。』 

 

圖 6、準備成果發表晚會砍材、搭營火 

『營火晚會在台灣象徵著團結與凝聚，互動式的活

動將所有人的心連結在一起，在活動結束後大家聚

在一起，為未來所有的事情禱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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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泰國的貨幣(泰銖)匯率與新台幣接近，在泰北的物價也與台灣相差不遠，生

活上很多東西與台灣有些類似，以下將分為食、衣、住、行、樂、宗教六項來說

明本次生活體驗。 

(一) 食 

1. 不管怎樣，都給我先來點辣再說! 

    在機構內，無論是哪一餐(早餐也是)，都脫離不了「辣」這個字

眼。「無辣不歡」可說是再好的形容詞不過了，泰國人就喜歡吃辣，不

辣就會覺得沒有味道，因為我不吃辣，所以機構會特別為我煮一項不

辣的菜(但有時會忘記)。 

 

圖 7、當地人習慣直接沾鹽巴後生吃辣椒 

『他們還喜歡將各項辣椒與調味料搗碎後變成一道菜

品，用來拌飯吃，當然平常不吃辣的我不敢輕易嘗試。』 

2. 難能可貴的「肉品」 

    因機構經費有限，多數時候都是一菜一湯，很少會有肉品的出現，

除非是有特別的節日或事情才會特別購買肉，所以生活很健康，充滿

綠色風味!(還有紅色的辣椒)。 

圖 8、簡單但能飽足的菜色 

『通常餐桌上比較常出現醃菜、辣椒、大蒜、

青菜，肉品才是非常少見，就算有也多為碎肉

拌進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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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式奶茶(Thai milk tea)「泰」好喝 

    喜歡甜食的我，在泰國本地的奶茶實在好喝的沒話說，跟台灣賣

得有如天壤之別，最好喝的泰奶，只有在泰國喝的到正港的風味。機

構的老師有時候會帶我們到村落附近的咖啡店或飲料店，享受最純正

的「泰式奶茶」。 

圖 9、泰式奶茶(Thai milk tea) 

『泰式奶茶的做法為先將泰式茶茶葉沖泡出來，再加入一定比

例的糖與煉乳，值得一提的是，煉乳與茶葉如果不用指定品牌，

味道會很明顯的不同。』 

 

(二) 衣 

1. 泰國特色的傳統服裝 

    泰國傳統服裝上常出現大象或其他傳統圖騰的圖案，種類非常之

多，都相當具有特色，即將回國之前，機構老師自掏腰包贈送給我們

在地的傳統服裝，令我們相當感動。 

 

圖 10、購買泰國傳統服裝 

『許多地方都有在販售服裝，價格落差也是頗大，

由當地人帶領到市場購買比較不會買到觀光客的

價格。』 

(三) 住 

1. 簡單卻舒適-機構附近民宿(距機構約 5分車程) 

    過去實習因機構空間問題，常容易導致實習生比較沒有自己的隱

私空間，故本次實習為求能與小朋友保持專業界線，我們主要住在民

宿。民宿內設施簡單，但乾淨、舒適，是個休息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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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民宿的外觀  

『民宿旁有一座小池塘，往後看是一片田地， 

景色相當優美。』 

 

2. 蟲蟲危機-夜宿機構 

    為了與機構小朋友建立關係與拉近距離，經過我們討論後決定

挑選幾天與小朋友們同住機構，中心宿舍採一人一床，而我們短暫

住的有自己搭蚊帳，我所住的男生宿舍沒有紗窗，加上附近都是田

野，蚊蟲滿山滿谷，若是怕蟲的人這裡就會將是地獄。 

 

圖 12、機構男生宿舍外觀 

『男生宿舍沒有紗窗，周圍都是田，很容易就

有奇妙的生物跑進去。據說最厲害的紀錄是曾

有眼鏡蛇闖入，但慘遭亂棍驅逐。』 

(四) 行 

1. 超級萬用皮卡(Pika)車 

    皮卡車在泰國可是相當熱門車款，他的厲害之處是後面既可載

人又可載貨，相當萬用方便。本次實習多由司機駕駛皮卡車接送我

們到教會、商店、市場…等，是一個難得的體驗。 

圖 13、皮卡車運送 

『中心內的孩子上下課、外出都與這台皮卡

車脫離不了關係，實習期間這也是我們主要

移動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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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樂 

1. 粒粒皆辛苦-插秧體驗 

 

圖 14、人生插秧初體驗 

『7 月份剛好為當地稻米二期稻作插秧的時

段，有機會能體驗一日農夫。我們插到一半大

概就整排歪掉，果然是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

苦阿!』 

2. 足球隊受困山洞-美人山洞 

圖 15、足球隊受困過程圖 

『去年(2018)足球隊於美人山洞受困 13

天，最後全數奇蹟獲救，但因犧牲一名救難

隊員，所以當地建造了博物館紀念。現山洞

已經關閉，無法進入。』 

 

(六) 生活的重心-基督教 

1. 教會青年聚會、主日崇拜 

 

圖 16、教會主日崇拜 

『對機構的人而言，基督教為當地生活重心，凡事

都與神脫離不了關係。在這裡我看見宗教能改變一

個人，同時看見生命的感動。』 

2. 在地神學生的出產地 

圖 17、伯特利聖道學院 

『許多泰國緬甸的學生會來這距離中心 15分鐘車

程的伯特利神學院就讀，在未來成為傳道士。學院

內風景清幽，是很適合讀書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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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 

(一) 泰北機構具體效益 

1. 建立機構 132名學生資料檔案系統，並製作範例與說明以利機構後續

撰寫。 

2. 協助機構製作申請經費之成果報告格式，並培養未來負責人員。 

3. 擔任蒙恩中文小學教師，進班協助教學、課後輔導。 

4. 帶領兩次衛生教育團體(性別平等、毒品防制)課程。 

5. 帶領兩次週末社團活動(舞蹈、CUPS 節奏、簡單手作)。 

6. 舉辦成果發表營火晚會。 

7. 協助教會孝親節劇本編排與演出。 

8. 協助機構製作簡介影片，供未來機構宣傳使用。 

9. 製作機構回顧影片。 

10. 協助帶領三次教會青年聚會、一次兒童主日學。 

(二) 我的具體效益 

1. 認識泰北環境與文化，並能看見其鉅視、微視層面需求與問題。 

2. 認識在地宗教信仰與多元文化知識。 

3. 了解當地國籍身分、毒品濫用等相關狀況。 

4. 學習團隊合作、溝通能力。 

5. 了解當地機構經營與管理模式。 

6. 學習社會工作三大工作方法(個案、團體、社區)。 

7. 學習跨文化方案之撰寫與執行。 

8. 學習如何與不同文化的服務使用者建立關係。 

9. 了解台灣機構與海外機構的差異 

10. 製作團體紀錄與學生個案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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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社工實習，是社工系學生成長與蛻變的第一步，透過實務場域的歷練，

更加能瞭解工作實際狀況。本次海外實習雖不如台灣機構實習有這麼嚴謹

的結構性與規範，但學習與看見是絕對相當不同的。在全球化的影響下，

國與國之間的距離逐漸縮短，具備國際視野、多元文化、社工專業將是國

際社會工作者所需的專業能力。很感謝長榮大學社工系、伊甸基金會能有

這次的機會開拓我的國際視野，看見不同國家、文化脈絡下的人們是如何

生活，而社會工作是從哪些面向可以進入協助的；也感謝教育部能夠提供

足夠的補助金額，使我在出國期間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同時非常感謝

學校老師與機構督導在實習期間帶給我們很大的支持與回饋，讓我們能不

斷在錯誤中調整，或是在迷茫中尋找方向。這次實習不但只是在社工知能

的進步，更是從中體會生命的感動，絕對是我人生中寶貴的一堂課。 

 

圖 18、中心成果發表晚會大合照 

『即使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但我們都曾走進過彼此的生命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