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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磐石領袖協會理事長，同時也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

活動領導學系的謝智謀老師認為，青年人是推動這個世代的重要角

色，期許培育具有領導力、國際觀及社會關懷使命的青年。於 2012

年 3 月成立了華人磐石領袖協會，並開始了海外服務學習專案及海

外社區轉化事工。

磐石的服務學習強調學習與服務兩者並重，培養華人青年成為具有

國際觀、跨文化服務態度、公民意識及關心世代議題，擁有理想、

具備實踐力的世界公民，預備華人青年承接影響這個世代的重要角

色，服務學習課程以體驗教育為核心、海外社區需求作為學習平台，

透過服務的實際行動、有目的的學習和引導反思的運用，促成參與

者的改變。

協會成立以來從不前往一次性的服務點或進行一次性的工作。每位

長期或短期的志工都是參與在長期社區轉化長河中的一點，匯聚成

為一幅有長遠在地果效的美麗圖畫，為之「喝采計劃」。針對個別

海外貧困社區，發展出專屬的社區轉化計畫模組，透過物質、靈性、

心理及社會方面，改善當地經濟、教育、衛生或公共衛生等社區狀

況。磐石於服務據點啟動社會及教育項目的同時，同步注資啟動經

濟項目，一方面創造當地本土就業，讓青壯年可以留家發展社區，

另一方面帶來收入，長遠成為社會及教育項目的經濟來源，使他們

能夠自給自足，以當地樣貌獨立發展。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願景 Vision

Better person, Better life, Better future –
更好的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來
Better person 更好的人  –

個人身、心、靈活得更健康、快樂，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Better life 更好的生活 – 
成為更好的人，使人際關係更和睦、社區更和諧，提升生活品質。
Better future 更好的未來 – 
好一點的生活品質，讓人對未來有更美好的盼望，點燃人們對生活的
熱情和引導更多未來美好的可能性。

使命 Mission

1. 以生命影響生命，培育華人青年具備世界公民的思維及關愛社會的行動力。
2. 秉持「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理念，透過社區轉化計畫，幫
   助海外貧困社區能夠自給自足，以當地樣貌獨立發展。

核心價值 Core Value

1. 相信青年生命有無限可能，只要給予足夠的空間，有幾分熱便能發幾分光。
2. 相信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無論國籍、種族、性別、貧富、階級。
3. 相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只要踏出第一步，改變就會持續發生。

每個人都可以很偉大，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服務。

 − 馬丁·路德·金恩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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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據點
印度貧富差距極大，根據調查顯示，德里地區有約 52% 人口，居住在水電及
衛生等基本設施匱乏的貧民窟裡，而年齡在 6 歲以下的貧民窟兒童，66% 缺
乏營養，貧民窟中多數家庭所得低於貧窮線以下，也因此有七成孩童因經濟
因素無法受教育或被迫中輟。
印度社會奉行階級制度，處於社會低層的人民世世代代沒有改變自身命運的
資源與能力，長期處於自我價值低落心態之中，社會亦沒有給予他們工作及
接受良好教育的一扇窗。貧民窟中居住了大部份是社會最底階層的印度貧民。

源起

2013 年認識的印度朋友 Rajesh Daniel，是 Yah Educational Trust Association
（簡稱 YET）的創辦人。隨著 Rajesh 的步伐，我們走入新德里的貧民窟，映
入眼簾的是髒亂狹小的街景，每戶家庭只有三四坪生活空間，卻住了一家大
小起碼五六個人。孩子們看到我們各個都投以單純又燦爛的笑容，伸出熱情
的小手跟你問好，這是個應該正常上學的日子，卻看到一群群孩子圍繞著我
們，比手畫腳跟我們說著印度話；街上還看到有孩子不斷舔著已經是垃圾的
糖果紙；當我們造訪他們家庭時，當地人會設法拿出家中僅有且最好的款待
我們這些訪客，只為了展現他們友善與歡迎…這些人是印度種姓制度社會中
被遺忘且歧視的一群，雖然被人稱為“賤民”，然而他們其實是一群被遺落
的天使。

社區所面對的挑戰

新德里市中心的貧民窟居住及衛生環境極差。好多孩子因為家裡沒錢上學，
也許是 12 歲的年紀卻連基礎英文會話也不會，該是念書跟同學玩的年紀，
卻整天無所事事，坐在地上發呆；家裡父母因為上一代的貧窮也無法受教育，
相對的無法有良好就業機會，他們只能從事撿垃圾或清掃等勞力工作，婦女
會拉著我們詢問是否可以提供她工作機會，因為她的先生一年只有 4 個月的
時間，可以在結婚季節靠著打鼓表演，每天賺取折合台幣 200 元的收入；
因為無法養活全家，常常靠著典當物品或跟高利貸借款來生活，也常常因為
沒錢看醫生，延誤治療而喪失許多寶貴的生命。

青壯年失業人口多，數以千計的兒童沒上學或學習資源缺乏，一份普通的工
作是奢侈品，成人小孩都活在自我形象低落及對生活失去盼望的枷鎖之中。

磐石的回應

自 2014 年本會正式與 Yah Educational Trust Association 合作，以 Dwarka 與
Kathputli Colony( 簡稱 KC) 兩區為主要服務據點，同年支持成立 Dwarka 教育中
心，提供孩童課後輔導及鄰近居民聚會等多功能之用。2016 年正式成立 KC 教
育中心，以非正式學校模式提供孩童免費教育，目前每天約有 60 位孩童就讀。
2015 年 9 月興建美容美髮學校 Beauty School，2016 年 1 月正式開幕，提供
10 位貧民婦女免費接受專業訓練，參加者皆是不識字且家境清寒之婦女，不
少婦女在家備受家暴，婦女們紛紛期望透過此訓練能改變他們的未來。該計畫
期望在婦女結業後，可協助媒合工作，或支持開設沙龍店。一旦婦女有工作收
入，孩子可以免挨餓，甚至可以付得起學費上學。

Photo Credit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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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艷而憂鬱的熱帶                  

就算回來一個多月了，生活還是充滿著那些身影。我把孩子們的照

片挑了幾張洗出來，貼在書桌前的牆上；把他們送我的帽子、糖果，

還有當時掛的名牌收藏在一個盒子裡；那些機票、發票、回憶，留

在日記本中。想不出為什麼會對一群才相處兩個禮拜的孩子們有這

麼深的情感。以通訊軟體請當地志工告訴那些孩子我很想念他們，

這簡單一句話到底何時才能親口對他們說呢？

第一天遇見他們，就有幾個小孩對我說：you are my best friend.

對於這樣的榮譽，我不曉得能維持多久，但同時也被他們的善良純

真所觸動。

第二天下課，有幾個小女孩要我蹲下，然後親了我的臉。那一刻有

點愣住了，不過從那天開始，每次下課我就會找幾個小孩，指著我

的臉說 kiss ！親吻臉頰，對於英文還沒辦法流利溝通的他們來說，

能直接展現我對他們的愛。

第五天進去貧民窟，第一次透過自己的眼睛，不是雜誌上的圖片來

感受，而且還是自己教過的孩子就住在這種環境，特別難受。但是

在接待我們的時候他們卻都很開心地將樂器拿出來為我們演奏、歌

唱。那時我並沒有拿出手機來錄影，只想好好沈浸在這一刻。

最後一天結業式完後，有幾個孩子對我們喊著 no Taiwan，有那麼一

個衝動，想對他們說會再回來的，或是好，我們不回去了，卻絕對

不能說出口的，他們會天天盼著妳回去，就這樣一直等下去。

希望在遙遠的以後，他們想起這個夏天，都有很好很好的回憶，不

知道下次回去會是什麼時候，但期待那些孩子會記得有一群曾經陪

伴過他、從台灣來，穿著綠色衣服的哥哥姊姊們。

2017 印度       王姿云

Photo Credit 陳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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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愛著彼此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和想法，總覺得心裡好像有什麼東西漸
漸遺失了，是愛嗎 ? 還是什麼 ? 而自己又有能力做些什麼 ? 做了又
有何意義 ? 那時候的我仍不知道答案，因此我決定踏上這趟旅程，
試著找出我所探求的解答。

從報名參加後到啟程當天，我的心情是從平常心漸漸往下沉的，我
開始對語言、團隊、自己的表現感到憂慮，我覺得我的英語能力不
夠好、沒但法融入團體生活、擔心上課狀態不好進而拖累大家等等，
那一刻我才開始感到懼怕。但這狀態並沒有持續太久，在好幾個小
時的航程和飛機延誤下，我慢慢認識這些同伴，也藉此感到安心，
而這份恐懼也才得以平復。
  
到了印度當地，從踏出機場到我們所住的旅館，駛過無數條不平整
的道路，經過許多在躺在街邊休息的人們，看到散落於民宅外的垃
圾，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已踏入印度，這充滿未知的國度。
  
到了服務開始的階段，等待著我們每天都要接觸的孩子們陸續進入
教室，當課程開始，教室已有一半塞滿了這些孩子，場面真的很壯
觀，這也讓我了解他們有多珍惜能夠上課的日子。從第一次見面，
就馬上把自己的熱情充分展現給我們看的孩子們，當要跳舞的時候，
他們卯足全力地發揮，當老師在問問題的時候，他們總是很踴躍的
舉手搶答，當上完美術課的時候，他們把完成作品的喜悅與你分享，
這些看似很普通的事，卻是我最印象深刻，在台灣也最難看見的。
教學第 7 天下午，教育中心大停電，整間教室仍擠滿著學生，因為

2017 印度     許斐然

Photo Credit 張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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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用品都無法使用，教室整體環境真的屬於很糟糕的狀態，每個
人都是汗流浹背的，跟著學生坐在教室最裡頭的我，更能理解學生
所感受的悶熱及空氣稀薄的情況，因為我擔心學生受不了，就幫我
附近的學生搧搧風，希望能減緩一些不適，但其中有一位女生對我
說不，並叫我搧自己就好了，老實說我很感動，而這也不禁讓我開
始反省，擁有這麼優良的學習環境的我卻總是在抱怨，而這些孩子
就算環境多惡劣，也願意為了學習而忍耐。服務期間的行程安排有
一天是要去拜訪貧民窟，一踏進去映入眼簾的就是垃圾四散蒼蠅漫
天的景象，而房子也都小小一間，裡面卻要擠上全家人，所有鍋碗
瓢盆、衣服之類的日常用品都放置於同一個空間，真的很難想像每
天在這裡的生活的狀況，我們所拜訪的其中一戶家庭，有一位老奶
奶的行為真的讓我感到無比溫暖，一進門她撫摸我們每個隊員的雙
頰給予我們祝福，離開前握著我的雙手為我禱告，到其他家庭探訪
時，他們也都會表演樂器歡迎我們的到來，雖然他們擁有的不多，
但卻願意將他們最真誠溫暖的心分享給你。
  
成果發表會當天，有幾位學生上來分享參加這次夏令營的心得時，
有學生說出自己最喜歡的老師是自己的當下，所有的一切好像都被
賦予了意義，自己好像真的有能力對這些孩子帶來一些影響，那怕
只是一點點。在結束前大家開心的唱歌跳舞，暫時把別離拋向他處，
盡情享受當下的歡愉，感受彼此給予的愛，突然有兩位小女孩開心
的跑向我，拉著我的手，將自己用橡皮筋編的小手飾戴在我手上，
雖然我們的語言不同，但一個眼神一個微笑，便足以表達一切。
    
最後，我想說，不要用別人給予你的既定印象，先入為主地產生成
見，如果你沒有親自擁抱這塊土地，那你當然無法感受到這份溫暖。

Photo Credit 王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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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服務誰 ?
                     
在印度服務的十四天，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當自己的老師，孩子、當
地的人、同隊的志工和領隊。我一開始並不特別期待、也不知道這
旅途會發生什麼，卻在這過程中，我常常想哭，想哭是因為有反省，
有感動，有心碎，有感謝。

反省是因為早上醒來真的還很想睡也想繼續吹冷氣，而教學還是多
少會有點壓力，但當我看到孩子們熱切的眼神，我這軟弱的念頭，
很快的就收回來了。

有感動。當地一位貧民窟的青年 David，也是當地的志工老師，他做
我們隨時的翻譯和管理教室的秩序，有他在，我真的心安很多，也
非常的感動，貧民窟的生活並不容易，他雖擁有不多，卻加倍的付
出，一點一滴的在祝福這塊土地。

隨著一天一天過去，我想起初次走進貧民窟的景象，心裡真的說不
出的悶。即使出發前看了很多關於貧民窟的紀錄片和照片，但當我
走進貧民窟第一個家時，還是難過的快哭出來，拼命地強忍眼中的
淚水，迅速整理自己的情緒。

第一個走進的家庭是 David 的家，他年幼時受到資助，所以很幸運
地可以念書，如今他用心地在為他所居住的貧民窟付出。走進他家
的時候，我真的非常難過，這麼好的一個人為什麼讓他住在這裡，
為什麼他們家那麼多人，擠在一個看起來不到 5 坪的家，那個時候
我真的很疑惑上帝為何如此不公平。

2017 印度       黃永芬

Photo Credit 王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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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看著幾個孩子跑上二樓教室走廊，燦爛的陽光和笑容掛在
他們身上，如果沒有蒼蠅圍繞著他們，如果沒有髒兮兮，那個景象
該有多美好多夢幻，這幾日，我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破碎。

在印度的時候，我也獲得了一些前進的養分。

公民論壇那一夜，我們提出了一些問題，當地人的回應使我很感動、
也讓我反省、激勵我。David 說他們並不富有卻還是快樂，是因為他
們看著現在所擁有的，且努力活在當下，也因為沒有擁有太多，他
們也不用擔心那麼多。當地 Rajash 牧師說他一天要工作 16 個小時，
才能供應兩處貧民窟的事工和他的家庭。這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在
地球的另一方，也有著一群人努力的做著有價值、有祝福的事，而
且付上了好幾倍的時間，這真的是大大地激勵我繼續前進，也更有
信心地肯定自己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地持續付出關懷。
    
還有一個停電的下午，我們以為沒電燈沒風扇，那應該準備要停課
了，沒想到孩子們成群的聚集在走廊上等候著我們。這個下午，教
室好悶熱好昏暗，可是孩子們卻更努力地學習，孩子們的生命力真
的很堅韌，他們也很珍惜每一次學習的機會。我心裡感到好羞愧，
也被注進了滿滿的教學動力，我瞬間分不清楚，是我們在服務小孩，
還是小孩在服務著我們。

在倒數的日子裡，有些孩子會跑來身邊對我說 : No Taiwan, in 
India. 我也從一開始的好想回台灣，變成捨不得離開印度了，在這
裡其實真的滿開心的，雖然很累很疲倦，但心像被充飽了電。這趟
旅程讓我更確定了看見需要就去做，最近我也準備開始新的職涯，
服務貧困生病的人，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Photo Credit 黃怡嵐



INDIA

               

24

助人的心態
                     
這次能夠在新德里當志工服務貧苦的孩童，首先我必須先感謝父母

在金錢與心力上的支持，也必須感謝這次的領隊以及各個熱心的印

度人幫助我們能夠順利在印度待滿 17 天，這是一次很好的經驗讓我

體驗到在不同世界有不同的生活狀況，當地貧苦的小孩們數量龐大，

雖然我的到來可能幫不上多大的忙，但能幫忙就盡量的幫，並且不

要在幫忙上有任何瞧不起的心態，就像德蕾莎修女的名言「窮人給

我們，遠多於我們給他們的，窮人堅毅無比，沒有食物，日子照過

著，有些不怨天，不尤人，我們不配同情他們，我們向他們學習的

地方還多得很呢！」這句話烙印在我心裡，且不曾改變，也不會改

變，窮人是值得尊重的，當今世界上對已開發國家而言，物質的缺

乏很容易解決，而心靈上的貧乏 , 寂寞，卻是多數人的問題，在這

次的服務上，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到外國服務，我告訴我自己我必須

要永遠面對愉快的微笑，不只是付出我的情懷，還要付出我的真心，

以前在台灣總是會有自己用的東西不夠好,別人用的比我更好...等

等的想法，不過經過這次的經驗，自己用的東西已經很足夠了，相

較於貧民窟那些小孩而言，我擁有的東西已經很富足了，每次在嫌

東嫌西時，想到世界上還有很多人連三餐都有問題了，我怎麼敢在

嫌棄呢 ? 我又怎麼能要求對每一次的付出都有回報呢 ? 有時後檢視

自己的心態，並適時更正，並感謝默默在這個世界上為和平努力貢

獻而不求回報的人，並以他們助人的態度為我的標竿！

2017 印度       廖鼎超

Photo Credit 張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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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公里的距離
                     
回來台灣已經一個半月了，一直將心得拖到最後一刻，但是如今回頭再看以前被
塗塗改改的教案、出隊手冊和照片，聽我們的主題曲，我被台灣應接不暇的訊息
沖淡在印度接收到的一切，終於又重新提醒了我當初在彼岸曾經許下什麼樣的願
望。

出隊前，我為了準備教案和教具而備感壓力，這壓力源自於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
無法給他們最正確、最有趣的資訊，所以我心裡曾退縮、抗拒過，就這樣擔心多
過於期待的直到出隊。

當雙腳落在印度土地上之後，時間過得飛快。我們和學生相處的時間只有短短十
天，而這十天中，我每天都過得極不真實，或許因為時間飛逝，或許因為他們讓
我感受到很多純真、溫暖和感動，使我忘卻時間的存在。

有兩個學生是我直到現在仍然會時常想起的，一個叫盧卡斯，另一個叫莫西。第一
次見到盧卡斯他就會拉著我，用不成句的英文說「Airplane...Taiwan...Dance」，
一開始我還不太懂他想要表達的意思，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要說的是他「想要搭
飛機到台灣學跳舞」，他也說他快要拿到護照了，我不知道他怎麼有辦法申請到
護照，也不知道他家究竟有沒有辦法支持他到台灣來讀書學跳舞，可是我在這裡
看到的是一顆全心全意付出熱情和努力的心，因此最後不論他是否達成他的目
標，至少他努力過了，不是嗎 ? 他不僅是我的學習榜樣，也是我看過最勇敢的孩
子了 !

莫西的故事則是由當地老師分享給我們的。莫西從第一次舉辦的營隊開始一直到
現在，他都從未缺席，在幾個寒暑中老師來來去去，而莫西卻在等著台灣老師們
的到來和又一次的離別中快速的成長，他說他要好好學習，將來也要到台灣貢獻
服務他所學、所知，因為他是那麼的感謝台灣所帶給他的美好回憶。他不僅是我
的學習榜樣，也是我見過最貼心的孩子了 !

2017 印度       謝巧芬

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公民論壇讓我感受到的力量。公民論壇結束當天睡覺之前，
我在手冊上寫下我的感想，「主流社會加諸我們期待，但我們過的是自己的人生，
所以不要害怕自己賺的少而付出的多。物質上的追求永遠不會夠，而心靈上的給
予也永遠不會夠。」這正是我一直追尋的心靈雞湯，想要給我自己在追夢的路上，
偶有辛苦難過時，看到這句話、想起這群人能使我覺得不孤單。

Photo Credit 印度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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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泰北服務隊

Photo Credit 廖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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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據點
萊掌村海拔 1,000~1,300 公尺，距離清萊市區約 1.5 小時的車程。泰國北部毗鄰
金三角地帶，曾經是毒品盛行地區，居民多為阿卡族、僳僳族、漢族、佤族……
等。與緬甸及雲南接壤造成於戰亂時期流亡境內的難民群體，至今兩三代人過
去，仍然未有屬仕何一國的身份，以至當地居民缺乏工作、教育機會，失去安
全感及對未來的盼望。

1980 年，作家柏楊所寫的《異域》一書，談到當年國共抗戰撤守至泰國北部地
區的「孤軍」，在港、台等地掀起了「送炭到泰北」的活動，一時之間，許多
海外華人紛紛募資在泰北地區成立了中文學校，提供華文教育，和文化的傳承。
熱潮過後，來自海外的援助減少，缺乏長遠的規劃，泰北的中文學校面臨經營
困難，連帶造成教師的流動、學生減少、校舍荒廢，學習中文，有了越來越多
的挑戰。

源起
2014 年 2 月，協會派專員在泰北地區考察，到了位於清萊府的光華中文學
校，那裡只有一個校長，還有不到 30 位的學生，跟破舊的校舍。他們用帶
著濃濃的雲南腔說，因為長年申請不到經費，沒辦法修補舊教室，沒有老師，
學生也開始流失，學校瀕臨快倒閉狀態，磐石於此時接管學校營運。
2014 年 5 月，協會跟學校簽約，承諾用 10 年的時間幫助這個學校自立，
同年決定派遣一位台灣女士擔任校長一職，也開始重新整修校園，改善學校
整體環境，用心辦學，直到 2018 年，學生人數已成長到 130 位，學生人數
迅速增長。協會同時希望透過學校來祝福這個社區。

社區所面對的挑戰

山上居民生活簡樸，多數勞動人口僅打零工糊口，或移動到城市找工作方能
養家，然而多數居民長處於無穩定收入的狀態，年輕人亦多離家找工作。
吸食毒品、喝酒、雙親離異、隔代教育在萊掌村都是普遍現象，對孩童的成
長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磐石的回應
在泰北地區，學習中文是增加就業機會及收入的途徑之一，因此家長視中文教
育為翻轉貧窮的方式。光華中文學校為當地華僑所成立，為使山區孩童也能跟
都市孩童一樣有機會接受華文教育並傳承中華文化。

與此同時，與當地村長共同合作，打造彩繪村，期望成為當地具有特色的地點，
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促進經濟活動，增加就業機會。

由東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光華中文學校的「利河伯東隆教育大樓」於
2017 年 5 月落成，為的是萊掌村的小孩有更好的環境接受華文教育以及台灣
人的關愛。

Photo Credit 林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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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歲的服務學習經驗                  

今年 52 歲，人生已經過了一大半，許多該經歷、該享受的似乎也發
生過了，沒想到在今年的夏天竟然有機會和一群年輕人去到泰北的
山上，一個「簡單單純」的地方，一個回來還會想去的學校，一趟
不會遺忘的旅程！
 
接觸磐石、接觸服務學習，是從小謀老師的臉書，但看得比較多的
資訊是尼泊爾，當然也有印度和泰北，我們很早決定在女兒潔心小
學畢業 12 歲那年要讓她參加服務學習，在這期間我們也放了過去幾
年的回顧影片給五城野外主日學的孩子看，介紹有關服務學習的事，
似乎在她們心裡覺得泰北和自己居住成長的客家山城有那麼一點相
似，像一粒種子落在她們的心中。
 
今年年初，我和菊停為暑期青少年營隊的地點禱告，聯絡幾個地方
神似乎都沒有開門，那天在線上詢問小謀老師暑期泰北光華學校接
待福音隊的可能，小謀老師卻提出聯合出隊的想法，我們反應想用
聯合募款的方式出隊但磐石營隊的費用比較高，小謀老師和磐石團
隊提供了我們 Asha 的商品可以給我們義賣，如此就敲定了魚池禮拜
堂和磐石美好的相遇。
  
當時面對許多未知的事情，我禱告向神尋求，祂親自給了聖經詩篇
121 篇第 1.2 節：「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
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我就相信神必定負責到底。
  
但事情並非如想像般順利，當菊停在教會內部傳執會提出，卻面臨

2017 泰北       陳慰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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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外的反對，或許對磐石的不認識、對服務學習的不了解、沒
有募款籌旅費的經驗……，覺得這一切都是癡人說夢；在推動報名
的時候，有許多學生也意外的冷漠，家長聽到要到夜市義賣覺得太
丟臉、在家裡什麼事都不做的孩子不放心出國半個月……，面對內
部的冷嘲熱諷、人身攻擊；外部的好像要看你出洋相的困境，我們
只有禱告交託仰望，在這樣的狀況下，也還有兩個家庭認同讓孩子
參加服務學習，前提是希望我們夫婦一起參加照顧，於是兩個孩子
「嬿純和昌興」再加上潔心就形成了一個團隊，神也給了我們一個
使命：『送愛到泰北，讓偏鄉孩子走出去』。
  
募款的過程也充滿神蹟！我們聯絡幾個認同的教會讓我們去義賣讓
孩子去分享為什麼去泰北服務學習的理由，在聚會後的義賣，神也
做了許多奇妙的事，像有一位大學女生聽完 Asha 的故事和分享，發
了瘋似的買了許多手工藝品、一位埔基的醫生聽完分享投了好幾千
元拿了一個杯子，真的太多的故事在教會、在夜市義賣中發生；我
們也去埔里夜市拜託安排位置的大哥可以給我們一個免費的地方義
賣，彰化靈糧堂一位牧者知道我們有這樣的義賣活動，提供了一整
車的各樣義賣商品；我們也鼓勵孩子用他自己的才藝募款，昌興到
台北某教會為支持者吹奏中國笛子、潔心利用網路出售他自小的所
有畫作，我的國小同學也以經濟支持我們的行動，在短短一個多月
的時間不僅完整募到五個人所有費用，也有多餘的可以讓我們可以
真正做到神要我們送愛到泰北，把餘的留在有需要的光華學校。
  
教會的成人同工也看到孩子們的努力與付出，就在小謀老師來教會
青年崇拜分享〈其實這個是一年前的約〉之後，一對都是在國中任
教的夫婦、一對在接受婚前輔導的男女朋友四個人也自費一起加入

Photo Credit  林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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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隊，讓魚池團 9人可以和磐石一起出隊。
  
泰北，之前參加過自己教會系統的福音隊到清萊，也去過滿星疊和
泰北邊境，總覺得那是一些比魚池更繁榮的地方，少了一些感動的
因素，這一趟向神要求倒空自己，要看見神要我看到的！縱然是全
隊年紀最大、體重最重，也要謙卑俯伏，在一連串的轉飛機趕路之
後到學校的第二天，領隊讓大家看了「異域」這部老電影，在當地
看這電影，想著這些人的後裔會是我這幾天陪伴的學生，想著那一
段歷史，感觸特別深刻！
  
在泰北那段期間的某一天，我一個同學用 LINE 問我，你在那生活過
得如何？那一秒閃過腦還是：「簡單單純的生活」，或許這一句正
是我們在泰北生活的寫照。在台灣，打開水龍頭就有水而且可以有
熱水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當地因為更高的地方會有人偷接學校
的水管，異文化的宣教告訴我們不可以用在台灣的經驗或是思考來
看事情，就是要有夥伴去把水接回來，那是一條崎嶇陡峭危險的山
路，接水的路大家不給我跟，那天兩位協同中學的男生帶著滿身泥、
滿身傷回來，是我含著眼淚協助他們清理的，都是家裡捧在手掌心
上、在學校讀書優異的孩子，學會了為團隊付出無怨無悔，魚池的
一個孩子手指還有些輕微骨折，但問他們的下次還要不要去幫忙接
水，都回答說『要』，我想那一路接水路程、留守的夥伴在看到水
來的時候的歡呼，這些畫面會留在他們腦海一輩子，人也許真的做
不了許多偉大的事，卻可以用偉大的愛做些會讓人記得一輩子的小
事。

如果問我在泰北最難忘的什麼？我會說是操場的笑聲，當中文課程
Photo Credit 張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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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的時候，一同去的夥伴和孩子們玩在一起，那笑聲成了最美的
聲音！那個聲音是有療效的，不管是當天有多少的疲累，下了課到
操場走走心情就會特別好，我沒有聽過有那麼多的笑聲在同一個空
間裏，單純的孩子讓複雜的大人也要單純起來。

聊聊那一面牆吧！當兵退伍後就沒沒做過粗活，或許該這樣說就算
是當兵去做什麼也是去混時間，沒想到在今年夏天有機會和一群夥
伴揮汗在泰北，只為了讓當地小孩玩得更安全，當工具不夠就雙手
萬能，用手抓一把水泥就塗上去，剛開始還開玩笑說分成「魚池禮
拜堂段」、「協同中學段」、「衛理女中段」，到了最後幾天就是
大家同心完成，回台灣那天在機場，我和其中一位的家長說你們的
孩子好棒和我們一起砌一面牆，家長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我，是的！
從今以後，我們再在影片中看到那一面牆，心中會說，我有參與其
中！

回到台灣，做了整個行程的回顧影片，每個魚池的同工也在教會分
享自己的心得與收穫，有同工開始勤練英文為要明年遠征尼泊爾、
同行的三個孩子都說明年想再去，今年沒跟到也信誓旦旦說明年一
定要跟到，不只一個夥伴在回來以後說去不是我們給泰北什麼，當
地教給我們的更多，我說，在 52 歲的今天有機會走過這一趟，上帝
教給我的更多，明年不知道上帝又要做什麼新事，只有順服祂奇妙
的帶領，謝謝磐石、謝謝小謀老師、感謝主！

Photo Credit  廖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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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恩代替埋怨                  

當我們決定要帶我們教會的孩子參加服務隊之前，我們有給孩子們

看有關泰北萊掌中文小學的影片，看到志工們從台灣長途跋涉來到

泰北中文小學，整理週遭環境、教室、清洗水塔、畫牆壁、教孩子

們學中文及陪孩子們玩。所以，當我們實際到了泰北萊掌中文小學，

映入眼簾的是色彩鮮豔的彩繪圍牆，有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有

個孩子來問我，影片中的水塔在哪裡？因為我們在影片中印象深刻

的是，有志工們清洗水塔時看到蟑螂在尖叫，她想去看看那個水塔。

今年我們很幸運剛好遇到新的教育大學蓋好並啟用，有抽水馬桶及

蓮蓬頭可以使用，整體的環境改善很多。但實在讓人很難想像的是，

常常突然停水。因為晚上有很多志工們要洗澡、洗頭、洗衣服，我

不想跟志工們擠，打算隔天早上洗，結果，早上打開水龍頭。哇！

沒水了。為什麼會停水呢？因為水管被村民偷接，解決的辦法就是，

志工們需要上山去找，到底哪個地方的水管被偷接，重新把它接回

來。

志工們費了好大的力氣上山接好水管了，哇！下大雨了，又沒水了。

為什麼呢？因為泥沙賭塞水管，又要上山去清水管，好不容易有水

了，隔一天水管又被偷接了。天啊！這種頻率好高喔！洗頭、洗澡、

洗衣服、上廁所都變的很不方便。唉！原來打開水龍頭就有水可用

2017 泰北       邱菊停

Photo Credit  邱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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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啊！我們在台灣水管不會被偷接，也不會因為

下大雨水管被堵塞，更是有熱水可以洗頭、洗澡，但是對泰北這個

地方，卻是一種奢求。我去了一個禮拜，因為著涼身體不舒服才有

機會洗到不怎麼熱的熱水澡，對於沒辦法洗冷水澡的我，是何等的

寶貴啊！

在服務隊期間，有一天，領隊要我們寫一句鼓勵自己的話，我有點

傻住了，我不知道要寫什麼鼓勵自己的話，我想了很久，這時我才

發現，我常常鼓勵人，卻不常鼓勵自己。當下，我在心裡默禱，之後，

閃到腦海的是，我們在募款義賣分享時的標題，送愛到泰北，讓偏

鄉的孩子走出去，你做到了。

偏鄉的孩子要走出去是何等的不容易，感謝主，讓我們可以帶著偏

鄉的孩子，去關心泰北的孩子，這些孩子在這趟的服務學習，有許

多的學習及突破。例如：領隊讓志工們三、四個人一組，學習當 day 

leader，讓他們勇敢的站在台前，在這一天學習當個領導者，這對

我們的孩子是一個很好的操練。到晚上結束前，所有的志工們要學

習給當天的 day leader 正向的回饋，這也是非常好的學習。這也再

次提醒我，我要常常向人表達感謝與肯定。我要學習以感恩代替埋

怨，以感恩代替批評和論斷。

Photo Credit  廖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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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著被泥土弄髒的制服                  

今年暑假，有機會參加海外的服務學習，我抱著一顆自我成長的心

前往泰北。一到所服務的來掌光華中文學校，映入眼簾的是老舊的

校舍，擁擠的校園，施工到一半的凌亂現場，我深吸了一口氣，在

心中給自己打氣。 

我在泰北所遇到的第一個服務對象是一個小一生，他穿著被泥土弄

髒的制服，到校看到我就說：追我，老師。對人是那麼真誠、單純，

於是彼此的感情越追越近。

從前，我是在台下坐著聽課兼打瞌睡的學生，如今，我必須成為老

師，成為泰北學生的中文老師。我擁有的多，也必須付出的多。有

句話說施必受更有福，第一次的教學，孩子的活潑、熱情，讓我深

深覺得富足。

我們去泰北教當地的孩子，其實，孩子也在教我們，教我們如何知

足，在資源有限的地方活得精采、快樂；教我們如何珍惜，讓我們

知道生活的便利是多麼得來不易。我們住在台灣物質豐富的城市，

有手機、電腦、網路卻不滿足，他們卻一堆石頭就能玩得非常開心，

我們打開水龍頭、開關就有電有水，許多人仍隨意浪費，他們卻要

自己打水，多人家中也沒有接電，造就的是一群熱愛自然的小孩，

隨手就有果子吃，大自然即家，說實在地，到底誰比較富足。

2017 泰北       何心睦

除了中文教學，來到泰北服務的另一個重頭戲就是砌牆，當地有時

會下暴雨，若無圍牆阻擋，土石可能會波及住戶安全，在凹凸不平

的地面開始，而且是用石頭蓋，水泥也得自己攪，從選石、搬石、

攪水泥、蓋牆都是我一以手包辦，初時還蓋的零零散散，隨著日子

磨練慢慢漸入佳境。在台灣時甚麼事都有人鋪路，來到泰北許多必

須靠自我摸索，累積經驗，砌牆，磨練我們的體力毅力及自我的獨

立，幫助中文學校安全，也幫助了我們的成長。

單純的日子一日過一日，我和小孩們爬山、玩水、嬉戲，我常在想，

只來到這裡短短的兩周，到底能做甚麼，就為教兩周中文 ? 蓋一堵

牆 ? 領隊說真正的影響是回到台灣之後，每來一批服務隊，就多了

二十幾張嘴巴為泰北發聲，在那裏看見需要，回來後能幫助他們，

這趟服務，沒有因回台而結束，是一直延續下去，我看見他們經濟

不佳，許多人三餐只能吃零食填補肚子的空虛或許能成立食物銀行

來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教育資源短缺，沒有足夠的知識長大後許

多人只能留在當地採咖啡（當地傳統經濟作物），我們能成立高等

學校來提升教育程度，對外交通不便導致視野有所侷限，我們要告

訴他們未來不只有採咖啡，人生有許多不同的選擇，培育、幫助他

們。我看見，我發聲，我幫助，世界因而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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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每一場相遇                  

泰北，萊掌，日出，日落，每個早晨，每個夜晚，每一份感動。

    

山巒與星空、油漆與水泥、紅制服綠制服、白麵黃麵、跳繩跳高、羽

毛球足球、咖啡廳雜貨店、河水山鐘、樹蔭和毛毛蟲……這是光華，

是萊掌、是日常，沒有大魚大肉的排場，只有簡單樸素的家常。

    

中文學校的三年級是一個漸漸長大卻不失純真可愛的年紀，有十分乖

巧活潑的 9個孩子，玉芳、玉華、張儂、忠強、忠偉、文富、嘉盈、

順玲、志強，一個個都有著不一樣的天賦，有唱歌、跳舞、畫畫、踢

球、打球，值得羨慕的是，他們保有好多好多從上帝來的恩賜，未曾

被世界框架，僅僅活出孩子的單純和快樂。作為一個老師，對我而言

他們不只是學生更是一個個寶貝，每一次上課我都很快樂，因為不只

是我教他們，更是他們把自己所會的、所擁有的與我分享。離開之後，

我會很想他們，想他們有沒有想我，想他們有沒有長大，想他們的中

文有沒有更好，想他們的笑和單純。

    

感動之餘，也充滿感謝。謝謝佩霜，可愛的妹妹，也是我最佳的夥伴，

每天都為我東奔西跑的，沒有你我們一定沒有辦法給孩子每一堂特別

的課；謝謝彩繪組的每一個人，成為我在泰北最心愛的朋友，可以一

起哭、一起笑、一起吵鬧、一起挑剔，互相分享生命、分享經歷，彼

此包容、彼此安慰；謝謝後勤組好吃的每一餐，辛苦的讓我們能吃到

2017 泰北       何家瑜

Photo Credit  林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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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又健康的食物，讓本以為會變瘦的我失望了，謝謝你們；謝謝校

園組勞心勞力，做好多我做不到的事，讓學校更完整也更漂亮；特別

謝謝每一個領隊，在營隊當中活出樣式成為我們最好的榜樣。

    

感謝了每一個人，更要特別感謝耶穌讓我在泰北看到好多自己的不夠

好的地方，看到好多值得學習的人，也看到好多自己不懂的東西。曾

經不停地抱怨的我，竟忘了感謝神讓我遇見這麼多這麼好值得去愛的

人。Peggy 姊姊說，你會被自己的抱怨困在一個垃圾堆裡面，一直越

來越臭越來越多抱怨，當下的我突然被提醒了，我竟然讓自己在這麼

美的泰北被困在垃圾堆裡面。回想起來，16 天的日子很幸福也很快

樂，帶來的祝福更是無法數算，那些不愉快真的微不足道，也不值得

一提。每個生命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真正能去發現且正視的才能帶

來改變。

    

明華在最後一天說，現在的感動可能回到台灣看到絢麗的世界後很快

就會忘記了，我卻要提醒自己不能忘記，因為希望能有下一次，下一

次來把泰文學的更好、下一次再來看看萊掌村的村民、下一次再來看

看這些孩子的長大。曾經聽過周巽正牧師的講道，他說，越來越像耶

穌是我們的命定，聽見神的聲音並順服祂才是我們的呼召。結束不是

結束，而是開始，願意真的捨身服事的開始。

    

約翰福音四章十九節：「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願每一次的相遇

都有意義，願每一份愛值得被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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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脫離舒適圈的過程                 

這十六天裡，在服務的過程中，我不斷反思自己服務的方式與態

度，從一開始的懵懂不熟悉到後來逐漸掌握孩子們的脾氣與相處模

式，而開始探討更深入的問題，我帶給他們的到底有多少？或許，

我得到比他們更多，16 天的日子，隨著定期志工的加入，或許孩

子們會逐漸淡忘那個 2017 的萊掌光華中文學校服務的我們，但對

比之下，這 16 天卻是我們志工人生中一個寶貴的經驗與回憶，永

遠記得在那裏擁抱過多少孩子和與他們交流的日常對話，及教中文

的上課時光。看著他們燦爛的微笑，彷彿得到一種能量，在深入了

解學生們的家庭背景之後，我也開始思索，為甚麼他們在艱困的情

況依然能如此開朗坦然的生活？換作是我，我又能如何應對？ 

  

作國際志工，便是一種脫離舒適圈的過程，相較台灣的便利物資周

全，在那裏相對缺少了許多，當手機沒有了網路連線，人與人之間

逐漸會放下手機，交流自己的經歷與服務態度，和服務的方式，再

來之前，我對服務學習略之甚少，而當我在實踐服務學習漢語夥伴

們溝通之後，發現自己以前的心態就是要去「幫助」這群孩子，認

為自己來做服務就是施予者角色，但隨服務時間演進，這種想法逐

漸崩解，國際志工，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成就自我並讓自己的形象大

大加分，但服務學習的本意應是在服務中看見需要，並在過程中，

彎下腰去實踐與學習，而非仗著自己的比較多能力讓自己更加有優

越感。

2017 泰北       廖子萱 在過程中也常面臨「我們所給的，萊掌是否需要？」的問題浮現，或許以我

們的價值觀是有助益的事，但對他們而言，可能是多餘或不解的，所以在這

之中，需要的便是觀察與溝通，這才是真正的落實當地的需要。

這十六天的結束，我帶走的是不一樣的思維和不一樣的生活態度，

但留下的又有多少？雖然短短的兩個禮拜不能看出我們帶來

甚麼正面的影響，但至少，我給那裏的孩子知道

他們有作夢的權利。而他們的師資缺乏，是需要

長時間更多人的投入，我想，這十六天的服務學

習還沒結束，我將用自己所見，用自己的方式讓

大家知道那裏有更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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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AL
尼泊爾服務隊

Photo Credit  王嘉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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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據點
磐石的據點座落在距離第二大城 Pokhara 約 1 小時多車程的 Akrang 山
區，海拔約 1300 公尺，地處偏遠。山區居民不到 1000 人。

源起

原先，這只是一門國立體育大學的研究所選修課，課程內容包含去尼泊爾爬
山，以及下山後去服務當地窮困社區。透過浸聯會曾敬恩牧師的牽線，知
道在 Akrang 山上有一間小學叫作 Lighting  The Life English School( 以下簡稱
LLES)。   為了暸解當地的需要，志工寫 email 詢問學校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
方，校長 Shyam Thapa 回信：「This year because of heavy rain and landslide 
broke away the main line pipe. It has been brought from far away」( 今年的大
雨和土石流打壞了主要的水管線，所以我們得從很遠的地方挑水回學校 )。
2011 年，8 個研究生募款為 LLES 蓋一個 8 萬公升的儲水槽；2011 年 8 月，
體育大學的研究生把這筆款項交給 Shyam，同時間我們在 LLES 首次舉辦了
為期 5 天的英語夏令營。

社區所面對的挑戰

Akrang 山區位置處偏遠地區，水源不足，經濟活動疲弱，穩定的水、電供應
成了奢侈品。工作機會的缺乏令青壯年人口外流，許多家庭功能破裂。工作
環境不如理想令山上學校師資難以穩定，孩童接受良好教育成為挑戰。

磐石的回應

照亮生命英語小學 (Lighting The Life English School) 於 2005 年落成，起初
受限於經費，只能蓋成以鐵皮屋遮蔽的教室，學生只有 9 人。本會與學校一
起努力，推展一系列轉化計畫，興建儲水槽，改善水資源，降低疾病傳染；
興建樓高三層的『恩典大樓』，讓孩童有寬敞明亮的永久教室可使用；出資
補助教師薪資與獎助學金，降低老師流動率；進行鋪路工程，讓師生能更便
利上學。學生人數至 2018 年為止已達 185 人。

此外，成立當地非營利組織 ROCK(Rising of Civic Leadership and Knowledge 
Association)，聘用當地同工，使社區工作在地化，開展 Asha 婦女手工編織
訓練；推展養雞計畫、咖啡田計畫，促進當地就業機會，朝著自給自足目標
邁進。

未來工作集中在開辨 8、9 年級，以及學校宿舍的興建及完善，接待於大地
震中失去家園的孤兒，給他們一個家和接受教育的機會。

Photo Credit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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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我們，充滿希望                 

胸懷吃遍異國美食的雄心壯志，首先要有銅牆鐵壁的腸胃；擁有無

與倫比的服務熱忱，更重要的是有顆溫暖且同理的心。

Namaste–「用我內在的光，禮敬你內在的神性火光。」這是在尼泊

爾常用的招呼語，雙手合掌之間道出問候與感謝之意，也將我與尼

泊爾的回憶，從此合於胸前。

十天的山上服務，在沒有網路的干擾下，我們有滿滿的時間真正與

他人接觸及與自己獨處。已經很久沒有如此深刻地與人互動、傾聽

每個人的生命故事、分享心情、說出想法。每晚在璀璨的星空下，

我們圍成一個圓，緊密踏實如同夜空中閃閃發亮的星。而一次次的

分享回饋與掌聲就像我們進行核融合反應所產生的能量，連結了彼

此的心、穿透了防衛的牆。

這裡看似什麼都沒有、什麼都得自己來，我卻看見了最富足的快樂

與最無私的奉獻。最讓人訝異的是，這裡的人如此輕易地付出真心，

每一句的關心問候皆確實能感受到溫度，連在路上剛好對到眼的相

視而笑都靦腆的快將我融化。起初我不明白，難道不怕受騙或受到

傷害嗎 ?「真心換絕情。」一個絕不讓自己陷入的泥濘，千萬不要再

把自己搞得滿身泥，所以我小心翼翼，所以我如履薄冰，好像抱著

火箭筒搭上鐵達尼號，隨時都準備好抽離。

2017 尼泊爾        葉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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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落日太美還是孩子的笑容太閃耀，女孩蹦蹦跳跳的跑來抱

住我的時候，我緊緊的回抱了，男孩興高采烈的找我比武的時候，

我以詠春過招了。怎麼孩子銀鈴般的笑聲入耳後變成撲簌簌的眼淚

流出來，而我還笑的那麼開懷呢 ? 漸漸的我了解到，他們並非不會

害怕，而是他們明白，唯有勇敢去愛，去愛這世界的全部，包含喜

悅與傷心、善良及黑暗，才能真正的與他人建立連結也找到存在的

價值。如果有天不小心跌入泥沼了，希望我也能學會笑著爬起來拍

拍屁股說：「啊，怎麼當起小豬在泥沼裡打滾了呢。」

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先生說：「年輕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

而我一直在思量著年輕不該是歲數上的定義，應該是每次出發時的

心情。還記得在山上最後一天的晨間活動，領隊邀請我們每人說出

一句話送給大家，我說「年輕的我們，充滿希望。」不只是對大家

的祝福，也是對自己的期許。

這是一趟關於尋求內心的平靜、追逐夢想的勇氣、重拾人與人間溫

度的旅程。

謝謝尼泊爾的單純美好，我們會再見的，這是我的承諾。
Take Good Care.

Photo Credit  王嘉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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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事情做就對了！                 

其實從去年國中畢業就想要出來當國際志工了！卻遲遲沒有去實踐，這個
願望就這樣被擺放了一年，今年換好朋友可筠畢業，然後我們居然揪一揪
就踏上尼泊爾了～想去的理由很簡單，感覺人生至少要當過一次國際志
工。
    
這十幾天體驗了落後國家的生活和截然不同的飲食、文化，儘管那邊物質
貧乏，生活卻舒服無壓力！看到孩子們的笑容、吃 Purna 煮的飯、老天偶
爾給的好天氣，平凡卻顯得珍貴，第一次出國那麼多天、第一次當國際志
工、第一次會想家⋯⋯
    
我想這趟旅程最大的收穫是聽到磐石創辦人小謀老師、學校創辦人的孫子
Rabin 和他的老婆 Purna 故事和看到他們為那片土地的付出，儘管可能很
多事都窒礙難行，儘管需要很長的時間，仍不畏艱難與挫折，對的事情做
就對了！努力了五六年，學校有了一些成果，目前正在嘗試如何讓學校自
給自足。到底何謂幫助？他們在做的並不是拿錢給村民，讓他們過上比較
好的生活，而是蓋了一座學校，致力於教育推廣和地方發展，希望透過教
育能讓當地小孩長大後能有比較好的工作，而不是男生成年就出國當外勞
女生早早就嫁了。是很有遠見的一個團隊，令人動容的就是在他們身上我
看見我所缺少的實踐力吧！
    
「出走，是為了能讓世界變得更大」 很喜歡小謀老師說得這句話，你看
到的世界已經跟身旁的人看到的世界不一樣了，打著服務學習的名號來到
尼泊爾，我不認為我真正服務了他們什麼，但我卻從那片土地、遇到的人
上學到了很多，找到了敬佩的人努力向他們學習，做個有想法肯行動懷謙
卑的人，看到了認真的生活態度，最重要的我想說「少說話，多做事，停
止抱怨。」
    利用高中最後一個暑假，完成了國際志工這個願望，將安納普納環線
還有印度貧民窟列入願望清單 ! 謝謝辛苦的領隊，和我交到的好夥伴們。

2017 尼泊爾       陳鈺霈

Photo Credit  張
耘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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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的生命                 

2015 年 4 月尼泊爾大地震，讓這個國家躍上國際新聞的版面。尼泊
爾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是我對尼泊爾最初的印象。

2017 年 7 月我懷著雀躍探險的心情，加入志工團隊來到尼泊爾。當
時我和志工夥伴們，行前做了很多的準備，包括用心的課程準備和
精心挑選的禮物，認為自己是個充滿愛心的播種者。

經過兩天長途跋涉終於來到照亮生命英語小學。記得剛抵達學校時， 
正好遇到放學時刻，一大群的孩子們黝黑的膚色下綻放出天真無邪
友善的笑容，一點都看不出他們在環境落後物質條件也匱乏的生活
下，竟然也能如此的開朗豁達。

早晨因為山上的寒冷，陽光顯得特別的溫暖可愛。盥洗時總會遇到
一群因為地震而遷移到山上唸書的孩子，看到他們總想要多付出一
些憐憫和關愛，但在他們身上卻散發出生命的喜樂，如今讓我想起
聖經上說：「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患難生忍耐，忍耐生
老練，老練生盼望。」

當初知道自己要帶的孩子是八年級，其實內心是很恐懼很反抗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年級和他們相差太小了，很怕他們會覺得我上的
課太簡單很無聊；此外，上台說話對我自己而言也是很大的突破，
在人群中要我說話真的是常常讓我感到很有壓迫感。

2017 尼泊爾        戴瑀

Photo Credit  柯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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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群孩子們竟然讓我克服掉了一半的恐懼，從第一天很不熟

練的上了課到最後在他們面前能很輕鬆。

然而雖然只和他們度過短短的 8 天多的時光，但我想不管是我自己

還是他們都已經走入雙方的心裡了吧！

我原以為，我在這趟旅程中，我扮演的是一位給予的角色，事實不

然，每個晚上夥伴們互相回饋的時間，讓我每天的正向能量充充足

足，跟當地的孩子們的相處，也讓我深深體會到生活在優渥環境的

我們是如此的幸福。

當我們離開的那一天孩子們一直問我：「姐姐，你還會在來嗎？」， 

此時我的眼睛在下雨，止不住潰堤，我心裡想著我還會再來！

Photo Credit  張耘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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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珍貴的角落                 

距離下山已經過了一個月了，我忘不了那些被笑聲圍繞的日子，也

忘不了那些星空下的夜晚。

 

還記得那時候，剛到達山上時，我就開始想家了。山上的生活，真

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不方便。停電，沒網路，垃圾還要拿自己的垃

圾袋裝，上廁所還要結伴同行。下山那天，大家都哭得唏哩嘩啦，

不捨離開這個最單純的角落。

 

第一天上課，一進教室，小孩子們恭敬的站起來和我們敬禮。這是

他們最特別的文化之一，也是我們該學習的，他們非常尊敬老師，

長輩，還有學長姐們。下課時，小朋友們真的完全展現出他們的活

力，拉著我們又跑又跳。每節下課都會有一群小朋友，搶著牽我的

手，要我陪她們去上廁所。上課時，小朋友也沒有因為下課而失去

體力，遇到每個問題也都搶著回答，搶著要上台表現自己。漸漸的，

他們用了他們的熱情與活力，讓我改觀了，從第一天的累到崩潰。

到最後一天不捨的離別。

 

對他們來說，分享比自己擁有的還重要。班上有一個女孩，

Mandira，偷偷的遞給我一張卡片，說了一聲 “I LOVE you, 

sister ＂雖然她地英文並不好，但是她用盡了她所有會的單字，寫

了這封信表示了她的感謝。還有一位災區的小孩，Simrika，讓我印

2017 尼泊爾        陳佳妤

Photo Credit  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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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非常的深刻。她才剛入學，但是她的微笑總是溫暖了我的心。有

一次，我上課上到累到笑不起來，她走過來，牽起我的手，試圖用

她的微笑安慰我，想讓我找回我最熱情的時候。雖然她的英文沒有

好到能寫一張卡片給我，但她依舊畫了張圖，送給我。雖然他們並

不富裕，但他們總是想辦法送給我們最好的。班上又一位活潑的女

同學，Barsha，用了她那一點點的零用錢，買了一個 mendy 幫我在

手上畫上他們傳統的圖畫，也送我了她手上戴的玻璃手鍊。雖然這

些禮物可能對我們來說沒什麼，對他們來說卻視如最重要的東西。

 

雖然在山上沒網路，沒辦法玩遊戲或是上 instagram，但是我們從來

沒有無聊的一刻。吃飯睡覺都在一起，互相鼓勵，分享著自己的人

生故事，晚上坐在星空下，一邊欣賞都市絕對看不到的銀河，一邊

笑，一邊聊天，一邊唱歌。遇到困難時，隨時伸出援手；身體不舒

服時，互相關心對方的身體狀況。

那些日子裡，我拋開了都市的咆哮，卸下了心頭的壓力，忘掉了累

積起來的煩惱，投進了這世界最單純，最珍貴的小角落。

 

LLES，謝謝你，幫我上了這堂最重要的課。Brother & Sister 謝謝

你們那兩個禮拜的包容與關心。　Class 4，真的謝謝你們，送給我

最珍貴的回憶和最惇純的笑容，I Love you~ boys and girls~Photo Credit  陳
佳

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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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光亮                

這次尼泊爾營隊對我的意義重大，原本對於出這次營隊我並不抱著太多期
望，但結束後我收穫很多、滿載而歸，完全與我出發時的心情截然不同。
    
出發前我的心情其實有點遭，對於整個 7 月都在營隊、國外到處奔波，我
著實有些疲憊，想要有點休息的機會；而當初母親介紹這個營隊給我，是
因為我喜歡接觸孩童，也希望我出國看看、加強英文。或許是因為不想跨
出舒適圈，再加上來自母親的壓力，我其實有點不太甘願。我平常寒暑假
就是在偏鄉的國小帶營隊，陪伴當地的孩童。基於這個愛孩子的緣故，我
還是毅然決然地走下去，希望能體驗到當地不一樣的環境下做相同的事有
什麼感覺。
    
出發後我發現持續抱著這樣的心態並不能認真地陪伴孩童們，我開始調整
情緒，給自己訂下目標：享受當下、安全第一、多拍照。在營隊期間我努
力朝這三個方向前進，尤其是享受當下。當我開始認真參與每一刻的時候，
我看見很多不一樣。那裡的生活雖然不方便、缺水停電，但他們生活卻很
單純、快樂；沒有網路，但人與人之間卻更親近；他們的學習環境不好，
沒有電燈、有學生沒有鉛筆，但他們依然樂於學習，對很多事情保持著好
奇心。這趟旅程讓我思考到底真正學到東西的事誰 ? 是他們從我們身上學
到知識，還是我們從他們身上看見自己的缺乏；真正富有的到底是誰 ? 我
們有水有電有網路、生活方便但憂愁、焦慮而且我們彼此關係冷漠，他們
的生活物資缺乏，但他們單純、快樂，彼此關係熱絡緊密。我覺得我從他
們的身上學到非常多，也找到我來這一趟的意義，就是經歷和看見。
    
這次定的目標除了多拍照做得不太足夠，其他的我完成了而且滿載而歸，
與我當初出發的心情南轅北轍。我懷念那兒平淡的生活，沒什麼憂慮、人
與人最接近的接觸、在溪邊洗澡體驗原始生活、早睡早起認真享受每一天。
很喜歡這次尼泊爾之旅，它讓我找到我持續陪伴孩童的動力。

2017 尼泊爾        王崇育

Photo Credit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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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大，就像一個大家庭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華人磐石的服務隊，心裡有一點小緊張，但也
很期待。前年哥哥去了一趟印度服務學習回來，我看了他帶回來的
影片，很好奇，貧民窟的孩子們，怎麼可以如此快樂的生活在那麼
髒亂的環境？促使我，今年的尼泊爾志工服務學習之行！

出發當天我們搭了十二個小時的飛機，終於到了加德滿都機場，一
下飛機看到的都是老舊的推車、汽車、還有一群主動想搬行李賺小
費的人…. 我馬上感受尼泊爾是一個落後的國家。隔天匆忙吃完早
餐，準備一早出發前往車程需九小時的波卡拉。到了波卡拉，已經
傍晚了，整個街道的交通有些亂、竟然都沒有紅綠燈、汽車喇叭聲
此起彼落、空氣也不好，跟在台灣逛街的感覺很不同。
在波卡拉，我們一起練習教學，大家把各自預備的教具拿出來試教，
彼此調整配合教學內容，從台灣的行前課程開始，到服務前的預備，
都是學習的重點。

教學的第一天，心裡有一點小緊張，因為跟他們不熟，也不知道他
們的英文程度到哪裡？第一堂課開始了，看見可愛的孩子們，心裡
的緊張也隨著耳畔傳來的歡笑聲消失了；孩子們如同天使般的乖巧，
根本不像大家所說的『小惡魔』一般，但也有可能只是第一天還不
熟而已，幾天後也許變成傳說中的小惡魔，真希望不是如此啊！今
天的教學現場，小天使們熱情到會主動找志工聊天、主動牽志工的
手、依偎在志工們身旁，實在會讓你不想離開他們呢！

2017 尼泊爾        林依澄

Photo Credit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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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孩子們失常了，原本可愛乖巧的小天使竟變成吵鬧失控的
『小惡魔』，果如所料前二天是因為不熟！不過沒關係，我們最後
採用樹立班規加上集點的策略，小惡魔們都變天使啦！
有一天學校放假日，我們並沒有閒著，大家一起彎著腰，在泥土上
挖水溝，我手拿著石頭把石頭敲進挖好的溝面，使排水更順利，讓
擋土牆更為堅固。很累，內心卻很甘甜，因為小小的行動就可以幫
助學校更安全！

最後一天成果發表會，也是跟孩子們相處的最後一次，心裡有一點
不捨，因為他們真的很可愛，我想我一定會很想念他們的。成果表
演要開始了，第一個節目是三年級學生的表演，看他們個個活潑可
愛的跳舞，我深刻體會原來缺乏也可以很快樂，我的班級有三個災
區孩子，他們住在教室樓上的宿舍、沒有父母在身邊，但是他們內
心卻被充充足足的愛澆灌。離開的時候到了，我們在車上一直跟他
們說再見，直到完全看不見他們為止．．．

要回加德滿都，心裡很開心，準備回家了！當天的自由行，我們驚
訝的發現了唯一的一個行人紅綠燈，但是竟然不會亮，並且十字路
口中間會有警察專用指揮＂小屋＂呢！如果每個路口都架設紅綠燈，
相信它們的交通會變得更安全！

十六天的服務學習旅程，回來後，大家都說我變得更有笑容，我想
是因為付出的快樂加倍多吧！我還發現，沒有優渥的物質生活也可
以很快樂；年紀小一樣可以做很多幫助別人的事；世界很大，就像
一個大家庭，哪裡有需要，只要我們有能力，就可以伸出援手！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箴3:27』         

Photo Credit 王嘉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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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歡笑，愛                

尼泊爾，至今回想起來仍是一趟不可思議的旅程，感受到最不平凡的平凡
生活。
    
記得出發的前一天，帶著既緊張不安卻又覺得興奮刺激的心情收拾著行
李，那時的我可說是對尼泊爾一無所知。一群剛認識沒多久，大家彼此不
熟的夥伴們於是就這麼地踏上了尼泊爾這片生疏的土地。剛到小學的第一
天，記得大家坐了一整天車程，各個顯得疲憊不堪，卻又滿心期待著隔天
小孩的到來，就在這樣的夜晚我們彼此找好自己的夥伴，準備好自己的心
情，迎接小孩們的到來。

隔日一大早，一個一個小孩自山頭跑下來，每一個都會和你擊掌打招呼，
光是到這裡我的心已經被那群陽光開朗的小孩所渲染。中間實在是經歷了
許多，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們準備離開時，雖然我們班才二年
級，但他們卻用他們那一點點的英文能力，硬是寫了一張字條，裡頭寫道
「你即將離去了我很難過，我愛你。」這短短的幾個英文字母卻在我心中
徘徊晃動許久。其實看到那封信時，內心不僅僅是感動，更是看到滿滿的
愛與感激，在我和我的學生相擁一陣子後，內心的澎湃已經湧出，讓我第
一次這麼深切地感受到兩個毫無血緣關係甚至連地緣都沒有的我們，那種
無盡的愛，從來沒有過的。再說，在那種光是坐車都要好幾個小時的偏遠
山區，物資怎樣的缺乏也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是即便這樣，看到他們尿
完尿連手都沒洗直接全部牽上來，在都市的我們常常嫌這種人沒衛生，但
在那裡我仍感受到的是他們那天真，快樂的一面，一點也不覺得怎樣。

還有一次他們放學坐在校車上等著發車，我剛好站在距離那裡不遠處，剛
好聽見校車上兩名學生大喊我的名字，我過去後他們不惜把午餐僅有的一
小片餅乾折了一大半給我，當時我感受到的莫過於無私的分享。這趟旅
程，故事太多了，回憶太多了，看見的東西太多了，因為這趟旅程，讓我
重新認識了尼泊爾，讓我重新定義了人與人的關係，讓我找回了這趟旅程
的初衷，更是讓我重新的認識了我自己。

2017 尼泊爾        卓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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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le and Bending Down Service Learning                 

在尼泊爾波卡拉山上服務學習的這幾天，我學著放下手機、離開讓
人感到壓力繁雜的網路，我多了很多時間手寫記錄每天的生活點滴。
　　
上山後第二天，我在日記寫下：「我很想家，但其實在這的一切也
沒什麼不好，三餐都吃得很飽、空氣很清新、可以洗澡的日子會特
別開心、教學還算順利、組員很 carry、三年級的孩子們偶爾暴動但
都很窩心喜歡拉著我們玩……。」雖然跟在自己家不一樣，但這樣
的生活：簡單、充實、有意義，我很喜歡。
　　
2017.08.08 晚，小謀老師來到 L.L.E.S. 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及這個服
務學習計畫的意義！他說：Everyone deserves to be loved. 我們
看見別人的需要，使他們知道自己是被愛的、受尊重的，將自己的
愛分享出去，讓世界因為愛而變得更好。盡心全力做好每一件事，
當經驗及能力累積到達一定的程度時，必定會找到屬於自己天命之
職。同時，小謀老師也解惑了我內心的疑問：「這趟 16 天的服務學
習有什麼意義？」或許，對我們來說這是16天的志工服務學習而已，
但累積十年、好幾千人的16天，不論是教學方面還是社區服務方面，
一步接著一步，一年接著一年，絕對能漸漸提升這裡的教育品質、
校園及社區環境……，這樣的服務學習幫助我們也幫助當地人開拓
視野，讓視野改變世界。這樣的分享內容發人深省，震懾了原本心
裡一團亂的我，突然間的瞭悟到了自己這趟旅程的定位在哪，原來
我在做的是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2017.08.09 晚，Rabin 的分享也感動了我。＂I know that I can 
do something to my life. Let’s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2017 尼泊爾        陳家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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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step by step. No rushing. Slowly but surely.＂ 幾個簡
單的單字組成的一段話深深的烙印在我腦海裡。每當我迷惘的時候，
回想在山上的這段日子，想想 Rabin 的經歷及為學校的付出，以及
他說出的這段話，我想，我便能再次充滿動力的往我的目標前進了
吧！
　　
其實這 16 天，你大可以用敷衍了事、想念台灣的生活、抱怨這裡的
一切等各種心態度過，但你也可以轉換心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每
當放晴時我就會特別期待放學後可以洗澡、期待晚上的星空；下雨
時，享受小雨滴落在自己身上當作洗澡洗去汗漬，並暗自慶幸自己
不在台灣，不然肯定濕濕悶悶的，不舒服極了。每天起床、中午及
放學時間，我都特別期待 Purna 及後勤組為我們準備的佳餚，就算
只是簡單的土司、果醬、雞蛋或是餅乾、紅茶或奶茶，都能讓我吃
得津津有味、心滿意足，好像吃完這餐就有了滿滿的電力準備迎戰！
每當教學上有不順利時，我便與夥伴討論出更好的教學方式並實行
看看；教學順利時，稱讚彼此的表現將有更多的動力為明天的教學
做準備！

我很喜歡我們這組的相處氣氛，每次的集合若有人提早到了便會為
其他組員拿好童軍椅，晚到的組員就不用花時間及力氣再去拿了，
當組員為我拿了一次椅子，下一次我會想提早到達集合地點為大家
拿好椅子，我覺得這是體貼對方的一個好方式。
　　
還記得有一個早上，領隊問我們：「如果有一天你有了發話權，你
會為這塊土地說什麼？」當時我心裡只有一句話：怎麼每天都有新
的問題考倒我啊……，再認真想了大半天後，我寫下一段話在我的
日記裡：「今天是星期六，當地的主日，我看著 Sujan 天真地笑著

Photo Credit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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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家一起唱聖歌，我竟有些鼻酸，五年後、十年後…他們會在哪？
做什麼呢？

尼泊爾，有愛、有歡樂、有笑聲、有上帝盡心守護這裡的每個人，
人們配合著多變的氣候改變生活方式，種植多樣的作物變賣以維持
生計，男人成年後領護照出國當勞工、好一點的可以申請去當軍兵，
女人年紀輕輕就嫁為人妻、生兒育女、織布、耕作、在家鄉等待丈
夫歸來。這裡沒有不好，但這裡可以更好！到了當地，清楚可見它
的貧乏，資源匱乏：水，夏天可至水源地取水使用，下雨時使用容
器儲水備用。冬天的水資源就更難取得了。在這樣缺水的環境下，
當地人的衛生習慣很難改善，我們教的用水觀念也難實施；而電，
不完善的電路設備使他們在陰天或天黑時可以做的事情受到許多的
限制。經濟困乏：當地沒有多餘的錢建更好的大樓提供更好的教育
環境，沒有多餘的錢請更優質的師資或為老師做更好的進修，很多
人因為家裡經濟困難只好放棄讀書、放棄升學、放棄自己有興趣或
有天分的事物，成年後，為了賺錢也只好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這
是很悲哀的！德蕾莎修女曾說：『愛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
我當為啞巴開口，為一切孤獨的伸冤。我開口按公益判斷，為困苦
和窮罰的辯屈。」最後四句是當天分享的聖經裡的話語。非常感動，
也非常震撼人心。
　　

回到台灣後，我時不時會想起當地的一切，或許我一個人的能力有
限，無法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但我很願意透過分享，讓更多人看
見這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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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生命最初的尼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人們為了自己的私慾，勾心鬥角，戰戰兢兢

的面對每一天；在尼泊爾，人們單純的為了生活而活，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悠遊愜意的度過一天。處在都市的我們，看似生活富足

無虞，內心卻是空洞、焦慮；而看似貧窮落後的尼泊爾，卻比我們

更加的自在且快樂。這次的服務，不僅僅只是一個單方面的付出，

同時，我們也在學習，學習尼泊爾人的處事態度，學習他們的樂天，

學習如何在日常都市裡，尋覓那得來不易的寧靜。

打從下飛機開始，心裡一股興奮感便不斷的竄出，對接下來的旅程

是既期待，卻也深怕自己無法克服重重不便。然而過了漫漫長路，

初到山上，所有的恐懼便被眼前的景色一掃而空，那原始、尚未被

人類汙染的淨土，心裡頓時感到莫名得舒坦。

在山上，我們教導孩子、參與了水溝的挖掘，事實上，我們的服務

其實微不足道，僅僅只是貢獻了自己一小部分的心力，說實話，我

實在不覺得自己的服務能為學校帶來多大的幫助。相反的，這段日

子卻讓我學習了許多，也思考了許多。在教學期間，從孩子身上理

解到了自己能力的不足，原本以為在台灣的補習班經驗能讓我在尼

泊爾得心應手，殊不知，事前的準備不周，及全英文的上課，讓我

吃盡了苦頭，也讓我得以重新思考如何精進我的教學。在學校之外，

我們也從日常中學習了尼泊爾人刻苦、樂天的精神。Rabin 的勤奮不

2017 尼泊爾        姜鐙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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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Purna 的熱心、以及尼泊爾小朋友的純樸無邪，每個尼泊爾人，

就像是我的心靈導師，時時提醒著我們，什麼才是生命最原始最純

真的樣貌。

山上的生活不似在台灣的都市，除了與人互動，或者靜默的望著大

自然，欣賞著造物主所賜與我們的禮物，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事情

可以做了。這卻也讓我們不禁思考，是否進步的科技，讓我們失去

了與人們單純互動的能力呢 ? 在山上的十天，我發現，原來不須借

助外力，人們單純的互動居然也能得到許多的歡樂。像是與香港夥

伴一同哼著歌，一同學習當一個 HUMBLE 的人，或是一同吃著巧克力

討論教案；抑或是與尼泊爾的孩子們一起追逐、一起跳舞。在山上

的這幾天，讓我體會了最單純的快樂。

在尼泊爾的這段日子裡，除了服務、教導之外，我也學習到、體會

到很多我在台灣不曾經歷過的事。原本想說自己花費了六萬元，從

台灣大老遠跑到尼泊爾服務，出錢又出力，活像個傻子。然而，結

束了服務，我深深的為自己感到慶幸，這十幾天的經驗與學習，是

在台灣花在再多錢都無法習得的，尤其在這幾天裡，我重新找回了

最初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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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付出，是成長的開始               

今年，是我在教職生涯中值得紀念的一年，決定送給自己一個禮物。
禮物，我期待是一次心靈的洗禮 ! 於是決定要去 Nepal 當志工。有
人驚訝地問 :「你已經有工作了，也不缺服務學習時數 ... 何必去受
苦受難呢 ?XD」我想身為一個綜合領域老師，我鼓勵孩子要突破安逸
區，就必須以身作則 ! 再者，若著力於杜威“learning-by-doing＂
的觀點，我希望自己能有新的看見～也期待是心的看見！

很感謝華人磐石領袖協會為所有志工進行一系列的行前培訓，讓我
深刻地體會到「學習付出」是需要被教導的。透過課程，協會拋出
許多開放性的問題例如：「什麼是好的鼓勵？」、「善意也會成為
一場災難？」、「可不可以給禮物？糖果？」、「柔軟的付出，背
後也需要哪些紀律支撐？」我們彼此激盪討論著，一步一步裝備我
們的內心。這次活動很驚訝的發現…在台灣有很多學生投入海外志
工的行列，不少夥伴是 12-15 歲的青少年 ( 也就是我學生的年紀 )；
這種不分年齡、不分身分，為同一件事情奔走出力的感覺，真的很
特別 ! 或許在乎事情的本質，學習“同心＂這件事，變得更珍貴與
重要了。
　　
第一次的學習、看見、經驗總是記憶猶新 ! 在服務的過程中所經歷
到的事情，往往衝擊生理及心理舒適圈，例如 : 無法洗澡洗頭、沒
有電、水資源有限、垃圾要自主管理自行帶下山、成為一個英文老
師、用全英語教學…等等，畢生第一次用英文教文法、用拼圖法教
英語閱讀、用英文帶團康、用英文教勞作，我告訴自己，必須多準

2017 尼泊爾        趙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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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一些課程以備不時之需，於是買了毛巾、色紙與氣球，很高興最
後這些教具全部都派上用場！準備的過程雖然有些吃力，但回頭看
看自己的成長，我覺得很值得 ! 這讓我體會到一件事情，如果信心
能夠大一點並努力準備，上帝會幫你補足所缺，很少人是準備好才
去做某件事情，因為永遠都需要準備!永遠都需要學習，既然這樣，
那麼跨出去吧 !離開舒適圈，認真闖一闖 !

尼泊爾的孩子，令我印象深刻 ! 沒有電力的日子，黑板的字跡隨著
陽光的強弱而明霧，雖然如此，孩子們仍然努力地寫著筆記，振筆
疾書 ! 沒有物質的正增強，能獲得老師的欽點上台示範，本身即是
榮耀，動能由衷而發 ! 在這裡我看到…學習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雀躍
的事 !十分純粹與迷人 ~

兩個禮拜的時間，並不算長 ! 許多的教導或許看不到開花結果的那
日 ~ 但教育的力量在於心存善念與盼望，透過陪伴的澆灌，讓信念
生根萌芽，引導孩子走一生的路!最後一天...我們相互擁抱道別，
用簡單言語彼此勉勵要 Work hard~ 未來很難說，但至少我們一起做
的 Bookmarks 可以陪伴他們閱讀。薄薄的色紙 ... 折出孩子們創意
發想～也折出志工們深深的關懷與鼓勵～
   
本次服務學習的尾聲，我發現「誰是服務者 ? 誰是被服務者 ? 」界
線已經模糊…
因為當我們學習「同心」的過程…快樂與成長已彼此交織，變得自
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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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回憶                 

已經回到台灣快要一個月了，但是心中仍然不時地想起那群學生。
雖然他們很皮，常常不聽話也常常聽不懂英文，一天到晚在教室大
吼大叫說話也不舉手，但是他們的熱情與活力在台灣的學校應該是
很少能看到的。他們熱愛學習，而且學習的時候是非常喜樂和珍惜
的。雖然他們英文課幾乎都聽不懂還需要翻譯，數學課連基本的加
減法都只能一根一根慢慢的用手指頭算，但是他們就算不懂還是踴
躍的舉手想要回答，希望可以參與班上的活動。

尼泊爾山上的孩子們並沒有足夠的資源，但他們珍惜他們所擁有的
一切，而且比起我們這些幸福的台灣孩子還要快樂和知足。就算他
們擁有的不多，但也樂於分享給別人。

想到第一天的午餐時間，有一位學生趁我們這幾位老師還在整理東
西，還沒離開教室時，馬上拿出他的午餐，抓了三把有點像乾掉的
米的東西給我們三位老師一人一份，給完就馬上跑掉了，讓我們連
拒絕或是說一聲謝謝的時間都沒有。接下來有幾位學生看到他的舉
動，並也拿出他們的餐盒準備要把午餐分給我們，於是我們趕快離
開教室，不然待會可能手裡會出現滿滿一座山的食物。

在台灣的我們擁有許多的東西。在尼泊爾的他們擁有的並不是物質，
而是一個笑容，一份愛，和一顆溫暖的心。富有不一定要用金錢來
衡量。他們快樂又知足，擁有的不多卻樂意分享，在我的眼中他們
是富有的。在那裡，我們不需要甚麼特別的來讓自己快樂。
即便是一個淡淡的微笑或是一個小小的擁抱，就可以創造出美好和
珍貴的回憶。

2017 尼泊爾        韓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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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purna
海外健行暨服務學習

Photo Credit 戶外領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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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purna 海外健行暨服務學習
專案目標

本專案藉著戶外環境的場域、意圖性的課程設計、團隊共同冒險的互動及志
願服務學習等元素，促進學員在課程中對自己有新的覺察，認知自己所具有
的潛能和影響力，並且將這樣的認識與學習應用於職場與未來的生活中：

一 . 為自己負責：登山可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從決定參與開始，學員須自
主性地訓練、預備裝備、學習安全知識與問題解決能力；這樣龐雜且繁瑣的
準備過程，學習感知自己的狀態、並且照顧自己、透過為自己負責的經驗學
習，達到獨立自主能力的培育。

二 . 團隊與自我的對話：與團隊一起在山野中健行、服務，彼此照顧、建立
信任、學習傾聽、溝通與同理。在海外情境中，不同的團隊成員所面臨的挑
戰也不盡相同，建立有安全且信任的團隊氛圍，使得個人能夠彼此關顧他人
的需求，形成整個團體的自我照顧和鼓勵。反思，能夠帶來學習，而透過分
享和對話，能夠建立民主的思維。

三 . 僕人式領導：登山的過程中，將透過當日領導 ( Leader of the Day ) 的實
作，協助團隊完成每日的健行行程；晚上，成員之間的回饋能檢視自己的領
導風格及決策判斷。我們也從當地嚮導、挑夫的身上，學習僕人領導的榜樣，
而這樣的模範和形象，將促使學員思考「僕人式領導」的意涵，有助於我們
培養服務學習的眼光。

四 . 國際關懷的視野：透過進入其他國家，開啟國際關懷視野；去認識當地
風俗民情、感受文化差異與衝擊，促使我們更深刻思考服務的本質，並體認
服務給予的態度及方式。在落實服務學習的過程中，將一同經歷去學習尊
重、包容不同的世界，並省思自己能夠落實的影響力。

課程與服務內容

安納普納環線健行 Trekking：從海拔 760 公尺 Besisahar，以雙腳逐漸攀升至
5416 公尺 Thorang La Pass，再下降至 2720 公尺的 Jomsom。

服務學習 Service-Learning：團隊一起為當地學校照亮生命英語小學 ( Lighting 
The Life English School ) 規畫執行社區服務學習與訪問，透過跨文化的互動、
協助社區及學校硬體建設，期間安排服務學習知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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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世界中的微不足道                 

事情的開頭是今年的寒假，那時我剛過完碌碌無為的假期，正質疑

自己的人生，就是在此時，剛從戶外領導中心的尼泊爾健行活動回

來的母親跟我分享了她那趟旅程的心得與所見所聞。聽她講述我未

曾踏上的土地的風土民情、自然景觀跟那一路上的心得，我心想，

這樣的旅程或許可以為我平庸的一生添加一點不一樣的插曲，於是

便鼓起勇氣報名了這樣的課程。

    

在旅途中，我看到了尼泊爾的人。還記得飛機剛降落到尼泊爾，映

入眼簾的不是巨大、氣派的建築，而是只有一層樓的低矮建築群，

而這，就是尼泊爾的國際機場。從市區到山區，雖然也有看到裝潢

氣派的飯店和餐館，但更多時候看到的是簡陋的小民房，提醒我當

地人們的真實生活。在這樣資源匱乏的環境下，當地人們的人生似

乎沒得選擇，也許有人必須世世代代當農夫，求一家溫飽；或是只

能當挑夫，使得老來諸多病痛。但正是因為如此，我看到當地的人

們非常努力且知足地活著，因為無法選擇人生，所以選擇認份的努

力打拼；因為資源無論如何都不夠，所以知足常樂的活著，他們選

擇了要用什麼態度面對人生，一路上陪伴我們的嚮導、挑夫是如此，

山上希望小學的大家也是如此，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他們對生命的謙

卑與熱愛。

    

我也看到了尼泊爾的山。一路上讓我見識了有生以來看過最恢宏壯

2017 尼泊爾安納普納 楊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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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景色。隨著我們慢慢爬升，周遭地景從溫帶闊葉林、混和林、

高山針葉林，到最後寸草不生的循序變化，就像看盡事物的枯榮生

滅，到最後只餘天空與大地陪伴著終歸孤寂的我們。還有在登頂的

過程中始終與我們同在的大山，身在綿延不絕的大山中，山與我們

分享了她的一切，高聳參天的山峰、湍急奔騰的河川和斷崖絕壁，

有時甚至會發現，遠方的山、廣闊的天空、腳下踩的丘陵和風中飄

搖的五色旗，此刻竟連成一幅絕世之景，那震撼就如同一種無法言

喻的力量重擊我的胸口，深深地感動了我。邁向海拔五千多公尺高

的旅途，是對身心的磨練，我對山投注了自己的感情，而山也回應

了我，我感覺有種力量在體內擴散，是平靜，更是一種無法言喻的

力量。

    

一開始我沒有明確的目標，只是看到有服務學習的內容和更高的健

行難度，便當做挑戰來看待而已，但隨著旅程一天天過去，被高山

絕景感動、在希望小學服務學習還奉獻自己的價值，這一切與以往

完全不同的經歷正一點一點地改變我。我不敢說自己已經變成更好

更完美的人，但這趟旅程讓我漸漸找回自己的自信，同時讓我真正

體會自身的渺小，原來我們跟山上的一草一木、飛禽走獸無根本的

不同，不過就是這三千世界中微不足道、轉瞬即逝的渺小生靈罷了，

那些昔日所困擾我們的諸多煩惱，此時看來也不過如此。佛說放下，

放下方能自在無罣礙，我在尼泊爾人身上看到如何自在，在山上體

悟如何平靜，在結束時學著放下，這是這趟旅程教我的珍貴一課，

期望未來我仍記得這一切，莫忘期待給我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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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健行服務心得體會                

今年的七月份到八月份，我參加了一次尼泊爾的健行服務學習課
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長達 25 天的課程似乎還沒過多久就已
經悄悄的結束了，接下來讓我分享一下本次課程的心得體會。在
這次課程之前，我去年已經參加過前往尼泊爾的服務學習課程，
與這次不同的是，去年的課程只有服務學習，並沒有登山健行這
項課程，所以，我對這次的課程是十分期待的。

七月二十八日早晨，我與母親、一休和民霖開始從茂名出發前往
香港坐飛機，儘管路途遙遠，但依舊無法阻擋我們對這次課程的
熱情期待。到達香港國際機場，我們遇到了來自台灣的十位夥伴，
他們中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二歲，年齡最大的有四十多歲，就這樣
我們組成了一支多元化登山隊。七月三十一日，我們開始登山，
這次我們要登的是安納普納群峰，目的地海拔 5416 米，這對於我
們這上有老下有小的登山隊來說的確是一項挑戰，一開始我還是
充滿活力的，但沒一會炎熱的太陽就把我的能量消耗光了，再加
上我的防曬工作沒有做好，結果到達第一天的目的地時，我的臉
被太陽烤的紅腫，頭皮也因為高溫而發炎，可以說這是個不太好
的開頭。

到了第二天早上七點，我們再次出發，第二天早晨的天氣清爽，
登山十分舒服，可到了近十點的時候太陽光開始猛烈起來，再加
上我們在過了吊橋那段路是乾沙土結構的，簡直就如同撒哈拉沙
漠一般，即便旁邊就是一條波濤洶湧的大河，但毫無清涼之感。
正所謂過了撒哈拉沙漠，我們就到了阿拉伯沙漠，下午的路也是
如此，當時我就想著要放棄，想回國繼續度我的假期，但我這樣
做的結果就是機會錢財兩頭空，我也只好忍下去。接下來幾天我

2017 尼泊爾安納普納 黃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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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進入了類似雨林的地方，那兩天天氣涼爽，十分適宜登山，
沒了前兩天的炎熱，這下子我可不想半途而廢了，就算看著無數
輛汽車從身邊經過，也沒有想衝上去的衝動。接下來的日子就是
海拔三千米以上了，我們每天都要測量血氧和心率，還要吃抗高
山症的藥，有的伙伴開始有些輕微症狀了，但我在那幾天的一切
都十分正常，只是進食少了一些，在海拔三千左右，我們就已經
可以看到高峻的雪山，這對於在南方長大的我來說，可是一大奇
景。
  
到了登頂那天，看看那九天走的近 200 公里的路，真覺得不拼一
下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厲害！登頂那天我們四點左右就出發了，
那時周圍全是黑的，左邊是毫無植被的裸山坡，右邊是看不見底的
懸崖，下面還隱約傳來流水泠泠的響聲，我們每走十幾分鐘就要小
休息一下，因為氧氣實在太稀薄了，大家都十分地喘，當我們到達
中途休息點時，巍峨的雪山從雲中露了出來，那般景色真的是震撼
到我了，它使我鼓起了登頂的勇氣，最後我們十四人在三位嚮導
以及多名挑夫的幫助下，登上了海拔 5416 米 Thorung la pass，
那時感覺眼前瞬間開闊了，一望無際的山景真是讓人陶醉。
接下來等待我們的便是長達八個小時的下坡路，就算著聽著嚇人，
當我們到達那天的終點時才發現這不怎麼樣。那時我們高興地收
起登山的重裝備，開始休整，準備第二天一整天的車程。
  
接下來一天就是乏味的車程，除了音樂，毫無樂趣。

到了準備坐車的第二天，山下傳來了不幸的消息：—山體因為大
雨而造成滑坡，導致一名外國登山客身亡，兩人受傷，兩人失踪。
嚮導們在討論後決定帶我們走小路，繞過滑坡路段，我們就可以
到達第一個公車站，這段路程約 3 小時，但如果沒有公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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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繼續走三個小時才可以到達目的地。
第二天，我們在經驗豐富的嚮導的帶領下出發了，我們原來十四
個人的大隊伍分成了三支小隊伍，我就排在第一的衝鋒隊裡面，
路上我們的薏雯同學因為前天八小時的下坡路，腿部肌肉收縮，
無法再繼續走了，然而強壯的嚮導竟然直接背起她，走到了第一
個公車站，我們是十分幸運的，因為第一個公車站就有公車。所
以就順利的到達了當日的目的地，我們還一起泡了個溫泉，放鬆
了這幾天的勞累。那天晚上就是嚮導的歡送會，大家一起唱歌，
玩遊戲，並給嚮導和挑夫獻上我們的禮物，大家都十分開心。
  
第二天下午我們抵達博卡拉，開始了自由行，並準備前往照亮生
命英語小學進行服務學習，但中途有兩位夥伴先返回台灣了，所
以我們的隊伍變為了十二人。經過兩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到達照
亮生命英語小學，與此同時我還遇到了去年的一些老面孔，都是
領隊之類的，結果我們剛剛放好東西，就開始去修水渠，我第一
天的感想是：“講真，這比登山還要累。＂
  
第二天依舊是挖水渠，就不多做解釋了。這一天我們都賊高興，
因為服務隊下山了，沒人跟我們搶地盤哈哈哈哈哈哈，然後就是
繼續修水渠。
  
第三天，Rabin 把我們帶到了學校附近的小山坡，我們就接了種咖
啡樹這項新任務，最後我們一天居然種了 33 棵咖啡樹。
  
結束了服務學習後我們回國了。這趟行程給我最大的收益就是讓
我擁有了大山一般的胸懷以及壯志，讓我在未來的國三生活擁有
比別人更加好的抗壓能力和意志力，在未來的學習生活中擁有足
夠的立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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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獨自一人前行                 

經過重重波折，這難能可貴的緣份才將我們湊在一起，一起ㄎㄧㄤ、一起
共患難，一起分享歡笑、一起分擔疲憊，一起傷心流淚、一起關心彼此，
一起暢談各自的煩惱、一起克服它們，一起眺望遠景、一起邁步向前、一
起尋找新的自己、一起找尋新的視野……………一起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在社區服務期間，我們應該可以說是融入了當地的生活。沒拿過的鐵鎚、
十字鎬，舉起來有著難以運用的沉甸甸的重量，手持的雖然只是改善他們
生活的微薄力量，但是這些偏鄉的小學正是需要被更多人看見，不論是多
微小的光芒，都是將他們向上推進的一大助力，即使只是一句問候。他們
都盡力的在「過生活」。

過了這趟旅途，從別人的口中聽到一些認可後，再好好的觀察自己的內外
在，發現自己會做、甚至擅長的事情其實不少，並非是之前想像的那樣
——隊伍中的拖油瓶。

就算有什麼困難，也不用太驚慌，因為，我不是獨自一人前進，有很多人、
很多顆心凝聚在一起，還有什麼事情是我們辦不到的呢？
或許是因為這樣，我覺得我變得更加堅強了，沒有任何事情是可以放棄的。

我想，如果不是大家一起走，憑自己的力量可能無法登上5416m。

謝謝戶外領導中心舉辦這個活動讓我們看見更多，謝謝嚮導跟挑夫每天周
到的照料和親切的問候，謝謝照亮生命英語小學回饋給我們的溫暖，謝謝
家人支持我參與這趟不一樣的旅行。
感謝曾經幫助我們的人、感謝命運的降臨讓我跟這趟旅程的一切萬物相遇。
謝謝：）認識大家真好！我們曾經一起擁有的這段日子將會是我一輩子的
珍寶。期待下一次的緣份、讓我們彼此再相見。

2017 尼泊爾安納普納 何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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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 5416 的高山                 

這次的尼泊爾爬山志工行程，是我人生中最多第一次的體驗。爬山
的時候，隊友的互相扶持讓我感動，我從來沒想過團隊之間的互助
是那麼的溫暖。而要爬上 5416 的高山，是我從來沒想過的事。一
直以來，我的體力都是不好的，常常邊走邊想著要放棄，但是大家
都在努力著，我有什麼理由說放棄？於是雖然每天都累得要死，但
還是成功的靠自己走到了最高點。山裡壯闊的美景，是平常不能輕
易看見的。遠方高高的雪山，巨大的瀑布，都顯示著世界的寬廣與
我的渺小。低頭可見的小花小草，是平常不會去注意的地方。來了
一趟山裡，發現錯過了很多。

服務學習的時候，並沒有和當地的小孩互動很多，因為我們不是教
學組。但是在一邊觀察著這些小孩子，和當地的環境，其實都不是
我平常生活的舒適圈。而那些小孩，生活的環境不比我們，卻每天
都生活的很快樂，每天沒事，都看他們笑的好開心，娛樂不比我們
多，卻過的更開心。

來了一趟服務學習，才學到知足是什麼。尤其這邊的小孩子真的很
可愛，我們是志工，是來幫忙的，他們看我們力氣小，還會主動來
幫忙。真正富有的人，就是願意為別人付出的人。而不是用擁有的
金錢地位與名聲來決斷。

2017 尼泊爾安納普納 王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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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之行有感                 

這次來尼泊爾，最大的感觸是：寧可窮其物，不可窮其心。

雖貧，但笑容常在；雖樂，但不忘他人。

（一）我在加德滿都酒店，一位澆花工找到我，咿咿呀呀說了一

串，我沒聽懂。後來知道了，趕到公共陽台，卻發現花盆都已澆

過了，唯獨我衣服旁邊的那盆還是乾乾的。他沖我笑了笑，說：

“no problem.＂當時我便懵了。感到一股莫名的欣慰，甚至對他

們產生一種無法抗拒的欽佩感。 

（二）說到爬山，也許很多同學說：“不行，我很抓狂！＂（作文

都是這麼寫）但我親身體會著一番不可思議，連我自己也覺得震驚

的旅行時，我要說：“有些事，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難。只要你要用

心去做，怎麼都是一種樂趣。＂我之前徒過步，五個小時四十公里。

在來這次之前，我覺得那已經是我初中時期的最高高度了。沒想

到，這一個暑假，我整整超出了我估計範圍的十倍！最長的距離，

最久的用時，最高的海拔……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要總把目前的高

度，作為自己炫耀的資本；也不要將一件小事，還未諸予行動之前，

就咕咕囔囔。闖過去！哪怕途中有危險，有挫折，神在暗處默默保

護你，使你度過一次次難關。 join us，夥伴們，讓我們攜手共進，

再來享受這大自然賜予我們的神秘禮物！ （這次爬山經過三次瀑

布，差點被沖走，哈哈）

2017 尼泊爾安納普納  梁宇軒 （三）尼泊爾人真的很

純樸，但又比我們多出

許多優點。就拿我們這

次登山的嚮導做例子，

他們雖然登過無數次峰，

也走過無數的路，但面

對其他人，顯得是那麼

謙虛。他們特別會揣摩

我們的內心，並且很關

心我們的身體。

他們的言行舉止無時無

刻 彰 顯 著 風 度， 連 遞

個茶杯，都用無比正規

的標準紳士動作——這

個動作，我也只是在高

級酒店見過而已，沒想

到……噓，那麼牛逼的

人物，還是要親身到他

們國土領會罷，在這裡

我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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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尼泊爾之旅                 

7月28日至8月21日，我參加了為期25天的尼泊爾之旅，感觸良多。
首先是搭飛機，我非常地緊張和興奮，一是我第一次搭飛機，而且
搭那麼遠，很緊張刺激！二是既可以吃一頓豐盛的飛機餐，又可以
飽飽地睡上一覺，真是非常地享受！

一開始爬山，“苦＂日子就來嘍：粗心的我不知道何時竟把媽媽準
備好的帽子給弄丟了！太陽火辣辣的，只好硬著頭皮戴頭巾。但頭
巾太緊，勒得頭很不舒服，常常把它偷偷扯掉，但又被告誡會中暑
不許摘，唉！更尷尬的是——我竟然不會系鞋帶！平時的球鞋我會
系，但如果我對同伴說：“我不會系鞋帶！＂一定會被同伴笑個半死，
還會責怪我的媽媽不教！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我想到了一個
主意：把鞋帶一團塞進綁腿裡！還有那該死的綁腿，勒得我的腿又
酸又痛又不能說！我真的很好奇為什麼其他的人沒有任何的怨言？
也許也和我一樣吧，知道這也是一種考驗吧？

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聽到“到達目的地＂這幾個字了！我沒有聽錯
吧？那麼快？ ！我幾乎忘記了我又渴又累，小半跑般速度跑進餐廳
快速坐下，心想：“嘿嘿，總算比我想像的要快，潘潘老師和媽媽
說要很遠呢！騙人！＂然後聽到我旁邊的同伴看著我傻笑著樂呵呵
地說：“呵呵，你以為到了麼？這才是第一站，目的地是指中午吃
飯的地方！＂“不會吧？我剛才明明聽到是到了目的地！＂我跳起
來大聲說。有的人搖著頭，有的人繼續呵呵地笑著。唉，吃完飯下
午還要頂著烈日走幾個小時！苦哉悲哉！

當我耗盡最後一絲體力，終於真的到達目的地！啥，還要收操？今
天我是 LOD，還要點餐？唉，眾口難調啊，領隊！怎麼辦？一個人一
個人問唄！問完十二個人，終於確定了今晚的菜餚！原來每個人吃
的東西有那麼大的區別和豐富！ ……吃過晚飯後，我早早地跑進房

2017 尼泊爾安納普納 覃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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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投進小床溫暖的懷抱。什麼叫做朕？這就是！

登頂了，終於登頂了！我真的自己站在 5416 米的頂峰上了！站在這
海拔 5416 米的聖潔的山上，我真正體會到了那種“會當凌絕頂，一
覽眾山小＂的真正含義！雖然此時此刻沒有杜甫筆下的那種連綿起
伏的山峰，但白茫茫一片下的山更顯出它獨特的蒼勁有力！當我站
在頂峰雙手舉著我們的五星紅旗時，一種莫名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此刻我也明白了平時我念著都覺得彆扭甚至起雞皮的那句“我驕傲，
我是中國人！＂這句話真正的念法！真的，只有此情此境才配！
令我感觸最深的是在希望小學的服務工作。在這裡，既讓我體會到
了尼泊爾人的淳樸民風，那裡的人都非常熱情，連小朋友都非常友
好！

最辛苦的事莫過於挖水溝了和種咖啡樹了！挖水溝還好，我負責把
石頭運送給工作的人，雖然很累，但累并快樂著！種咖啡樹時因為
我小一些力氣不夠大，所以我只能運——牛糞！雞糞 ! 這對一個有
一些潔癖的處女座來說簡直就是虐待！不過，現在想想，這也磨煉
了我吃苦耐勞的意志！還得感謝那牛糞、雞糞！呵呵！

要說的還有很多很多的，但在此不能一一說了。回國後，想起尼泊
爾，一對比，嘿，還是中國好！不過，還是蠻懷念尼泊爾的，尼泊
爾的人、尼泊爾的事、尼泊爾的景色……
尼泊爾，我還會再來吧？嗯，至少，我還會在夢中再回尼泊爾！甚
至我會像表哥一樣，不，還是等我自己有錢我再來看你——我的尼
泊爾！你的種子會一天天生根、發芽，最後長成參天大樹，那天，
我再來看你！

Photo Credit 戶外領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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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見內在的自己                

年初去尼泊爾爬完 PoonHill 回來，讓我萌生了今年暑假繼續和兒子
去尼泊爾，參加安娜普納健行和服務學習的課程，因為我想陪伴他
一起成長、一起捧回我們各自需要的種子。

資金壓力、老腰和膝蓋的舊傷、來自家人的擔憂、課程時間的長度、
是否有人願意和我們一起共行、一年半裡我已經去了三次尼泊爾……
排山倒海的困難最終還是敵不過想去的慾望 !

帶著忐忑、帶著期待出發日終於來了，我帶著三個孩子一起參加了
為期 25 天的安娜普納大環線健行和服務學習課程，我們再次成為大
陸第一批參加這個課程的先行者。

從海拔 760m 到 5416m 再到下山：爬山涉水、被水蛭咬、聽聽不同人
的故事、被嚮導和挑夫們的生命影響著······不問前路只管
步步往前，回看來路驚嘆一聲“不可思議＂，難以想像在不知不覺
中九曲十八彎的山路居然被自己走過了已經看不到起點的長長一段；
低頭行走的時候偶爾抬頭看看，震撼內心的美就在眼前！步伐重複
卻並非周而復始，樸實並非不璀璨，爬山如人生，人生如爬山，一
路人生一路景！只要願意去看見，美便無處不在；只要願意去接納，
滿滿的種子就會被裝入內心。

兩年內四次踏上尼泊爾這片經濟貧瘠而精神富足的國度，參加了三
次服務學習兩次爬山的課程，每一次都讓我有銳變的成長，這是否

2017 尼泊爾安納普納 潘沛妤 吸引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踏上這個國度的緣由呢？越來越明白曾聽小
謀老師說過的一句話：當我們生活在文明的世界裡時卻不知我們早
已經失去了內心的文明。

尼泊爾的嚮導、挑夫，照亮生命英語學校的孩子、老師、Robin、樸
娜、蘇利亞娣娣……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用生命影響著我，讓我懂得
了樸實並非不璀璨，感恩不是感激，謙虛不是謙卑，陪同不是陪伴，
承認軟弱並非不勇敢！

悅見內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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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我們

捐款
方式

邀請您與我們一同，點亮生命！

磐石從一無所有直至今日，足跡已踏達印度、泰北

和尼泊爾！您的每一筆愛心捐款，都為這些海外偏

遠、貧困的社區及當地學子帶出一線希望及改變的

契機！也是支持我們事工持續向前的動力，

感謝您！

1. 銀行匯款：

   玉山銀行 - 北投分行（代碼：808）

   戶名：社團法人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帳號：0864-968-127068

2. 信用卡捐款：海外社區轉化計畫

華人磐石

領袖協會

華人磐石

領袖協會



服
務
隊
反
思
手
冊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