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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孩子的盛夏時光

 各自的小隊時間，更加認識自己隊上的哥哥姐姐還有夥伴們！

 午休之後，由活潑的阿賢哥哥和羅勒姐姐帶著
大家跑跑跳跳，開啟活力的下午！！

 由大雄和哆啦 A 夢 河神和一些哥哥姐姐合力主演的舞台劇

 小朋友認真地在闖關遊戲裡學習

荒野第三梯兒童營終於正式開幕啦！一個多

月的籌備期，每個活動負責人都利用下班

後的時間討論如何能在活動當天給孩子最棒的體

驗！在活動前一天，部份的工作人員在黑夜中來

到熊月山莊進行場佈，準備 來兩天的活動

活動第一天早上和孩子們在新竹 會會合，

於是第一次見面，總會有些 生和害羞，相信

經過一天的活動之後，大家一定可以打成一片

上了遊覽車，阿 哥哥帶著每個小隊進行歡樂的

車康，不知不覺來到世外桃源－熊月山莊 在熊

月山莊的大哥哥大姐姐唱著歌 拍著手，歡迎孩

子們的到來，小小身影背著行 ，躲著大哥哥大

姐姐夾 ，快速的鑽入熊月山莊放好行 ，開始

一連串精心準備的活動

首先， 卡斯哥哥精心設計 荒野小學堂 ，

透過簡單的題目讓孩子們來搶答，加深對這裡的

規則，記得 垃圾要 類 狗狗不能碰 要愛護

生命 ，更重要的，去哪裡都要跟大哥哥大姐姐

報備喔！另外，來到營隊，當然要給自 來兩

天美好的回憶留下紀錄， 成昀姐姐帶的 彩繪

你自 活動，用一張簡單的圖畫紙摺成一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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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每一面都畫著不同的主題，讓孩子回去之後，

重新回味這兩天的精彩體驗

放下手邊的彩色筆，跟著大家到木屋三樓，

圍成一個 ，宣涵阿姨 冰原歷險記 透過觀察

身邊的夥伴來進行大風吹，被抓到的人要上台

紹自 ，外加 享一個心中的小秘密喔！孩子們

總是有些靦腆害羞，雖然也有暴走失控的，但經

過活動後，孩子間會互相詢問對方的年級 興趣，

進而更認識彼此！接下來是兩組各自的小隊時

間，互動間，更加了解自 隊上的哥哥姐姐和夥

伴們，想出屬於自 的隊名 隊呼；如果還有時

間，再來點小遊戲吧！

豐盛的午餐時間，當然要感謝 力升火的大

熊哥 力燒菜的月 姐和兩位辛苦的阿姨！別

忘了我們的營規 吃多少裝多少，我要把飯吃光

光 午休之後，帶著昏昏沉沉的頭腦， 活潑

的阿 哥哥和羅勒姐姐帶著迎接精彩刺激的 大

地遊戲 ！ 大雄和哆啦 夢 河神和一些哥哥

姐姐合力主演的舞台劇，大家認真地去闖關，找

到四張不同的拼圖，拯救這 經被汙染的臭臭河

神！

在 小水滴的旅行 ，認識自 身邊的水，

學會永續和節水的概念；在 	耳嗅	 ，

體驗運用視覺以外的五感面對外在，模擬夜觀；

在 棲地遊戲 ，從活動體會如 大自然的破壞

與 機；在 搶食大作戰 ，訓練孩子的觸覺與

想像力 表達力 遊戲，本來就有競爭和輸贏，

正因為如此，才有更多的樂趣！

稍微休息一下！接下

來荒野最精彩的活動，莫

過於第一天晚上的夜觀時

間，在這之前，先請博學

的歐陽老師讓孩子知道晚

上夜間觀察要注意的事情

外，也用許多精彩的照片，

成功吸引孩子的目光 緊接

著，酪梨哥哥的好玩的 星

海小羅盤 ，讓每個小朋友

都拿到觀星盤並親自學會如何使用，以及和大家

紹盛夏間的夏季大三角 觀賞月球最美的一

面 還有牛郎織女與許多星座故事！除了這些，

怎能夠錯過阿哲哥哥精心準備好玩的 夜抓青

蛙 ，只靠聲音辨別出青蛙的叫聲與方向，這次

的孩子都好厲害，一下子就被破關了！

吃過晚飯後，終於到了期待 久的夜觀

時間！但這次寫花絮的 a ，只有巡

邏和留 營本部，想知道的人，明年

兒童營請早報名來體驗唷！

不過，別以為夜間觀察結束之後

就要上床睡覺，用心的酪梨哥哥傍晚

才剛上完夏季大三角，馬上就 隊帶著孩子們，

在仲夏夜晚，仰望最美的星空，用高 率的天文

望遠鏡，親眼見證月亮的美 孩子們！別忘了這

夏的夜晚，你們 如此貼近大自然！用心傾聽

用心回憶 用心記錄， 天學到不是死的知識，

而是一輩子難忘的體驗 至少，星空的美景，將

會深深的烙 在心中

第二天，在雞叫與透窗灑落的晨光中甦醒

嵐婷姐姐和阿智哥哥陪伴著大家一起迎接早晨，

每位小朋友都會自 把棉被收起來摺好，把借來

的枕頭和墊子整齊的疊回櫃子裡，帶著還 清醒

的頭腦刷牙洗臉，利用剩

餘的時間來畫畫小書，回

憶昨天的活動

木屋外的草原上，

羅勒姐姐和浩修哥哥

經準備好了早操在等待

大家，早操往往是孩子

最不想面對的一環，總

有孩子覺得這些動作醜

醜的很幼稚，而且還帶

著餓餓的肚子，不過，有個活力的

開始讓孩子面對一天，早操跳得多一點，才能體

驗到早餐的美好！吃完營養活力的早餐後，

棒哥哥和依芝姐姐引導孩子認識草叢裡不同的植

物，這些都是大自然的寶藏，各位小朋友要 力

的把他們找出來唷！走在溫暖的陽光下，孩子們

在草叢間 道路旁 水 邊找尋著剛剛 棒哥哥

和依芝姐姐說的那些寶

藏，有時還會被其他植物

搞混而感到困惑，過了半

小時，孩子們拿著滿滿的

一袋寶藏回來，大聲說著

要泡花草茶，這……誰來

喝呢？營長 a 帶著忐忑

不安的心，用心品嘗孩子們

的愛心，除了花草的香氣和

溫潤的口感之外，還有些活

潑的沙土在舌尖上跳動，果

然是大自然絕妙的滋味啊！

 阿哲哥哥精心準備的 夜抓青蛙 ！

孩子們！別忘了這夏的夜晚，你們曾如此貼近大自然！
用心傾聽 用心回憶 用心記錄，

今天學到的不是死的知識，而是一輩子難忘的體驗

新竹一般兒童營，於苗

栗獅潭熊月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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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兒童營兩大招牌，其中一個是夜間觀

察，另外一 就是孩子期待 久的玩水活動，換

了衣服， a哥哥說明玩水規則，在安全的

前提下，要玩得多開心都無所謂，到了溪邊，帶

著孩子習 河流的環境，要面對滑溜溜的石頭

冰涼的河水，對孩子來說，這些都不是問題！能

玩水就是最開心的事 馬上！這兩天活躍的阿

哥哥成為孩子 擊的第一個目標，接下來就是阿

哲哥哥和阿智哥哥，羅勒姐姐則是慫恿孩子們

擊其他工作人員 在孩子們身上，可以找回最簡

單的笑容和快樂，生活在都 的成員，常常忙碌

到連笑容都是裝出來的，在這邊，水花與歡樂交

織的感覺，讓心得到暫時的寧靜

帶著滿身濕上岸，用最快的速度換完衣服，

飢腸轆轆地享用午餐，這是在營隊中體驗的最後

一餐了，這兩天，熊月很用心的 孩子們準備食

，這些都是當季自 種植的蔬果，和都 中包

裝好好卻不知道有多少農 的蔬菜不同，有著農

人與阿姨的愛，很感謝阿姨總是在料理前詢問孩

子想吃的料理，這一層的用心很讓人感動

好快好快，營隊進入了尾聲，帶著所有的

孩子走上三樓，迎接我們最後的活動－把小書完

成，孩子們開心的 享自 這兩天 象最深刻的

活動 最喜歡的夥伴 透過影片回顧，重溫這兩

天的所有內容 身邊每位新朋友 在最後的活動，

頒獎給這兩天熱情認真參與的每個孩子，所

有的工作人員也上台，謝謝所有孩子和身邊

夥伴的付出，其實孩子們花錢花時間來到這

裡，並非單方面的我們給予他們什麼，而他

們給予我們的陪伴 活力 歡笑與回憶也是

無可取 的

我有話想對你說 這個活動，希望每個孩

子能寫下一張卡片給這兩天最喜歡的人，可以是

認識的新同學 也可以是這兩天照顧你們的大哥

哥大姐姐 畢竟，有些人有些事過了這個當下，

不把握機會和對方說，以後就沒機會了，就算孩

子們明年再來，遇到的，也是不同的大哥哥大姐

姐 不同的同學，聽到主持人說出這段話的時候，

有孩子感性的哭了！

最後的時光，大家開心的拍照 跑跳，留下

最後最美的歡笑 歡樂的時光總會結束，營隊，

也有要回家的時候，這兩天，所有的孩子都像天

使一樣！很開心，能和荒野的夥伴們，給予孩子

一個歡樂的營隊，看著遊覽車消失在道路的彎

後，結束的，是這個營隊，雋永的，是這兩天的

每 每 ！

感謝新竹荒野協會，感謝所有的夥伴，感謝

參與的孩子！我們，明年見！

營長：M

聯絡人：羅勒

串場：

器 影音：卡斯

攝影：酪梨 棒 黃翼

活動：阿賢 阿哲 阿智 嵐婷 成昀 宣涵

依芝 佩妍 棒 浩修 雪姐

老師：歐陽 雲洪

幕後：靜珠姐 小曹 珈瑜 龍蝦 加菲

大家，辛苦
了！

 有些人有些事過了這個當下，不把握機
會和對方說，以後就沒機會了！

 謝謝所有孩子和身邊夥伴的付出，其實孩子們花錢花時間來到這
裡，並非單方面的我們給予他們什麼，而他們給予我們的陪伴 活力
歡笑與回憶也是無可取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