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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序

冒險

水泥地上躺著一個摩托車輛一樣大的圓形紅臉盆，臉盆裡面有乾淨
的水、三隻不同顏色的角蛙和牠們的糞便。圍在臉盆旁邊的是負責
照顧角蛙們的小孩、從外地來偏鄉服務的大學生，還有我。

每個晚上的「臉盆儀式」就是幫角蛙攪衛生及做伸展運動的過程，
小孩非常熟練地把角蛙搬來搬去，就好像牠們是塑膠玩具，一點都
沒有面對小生命的誠惶誠恐、小心翼翼。一群都市來的大學生在這
樣一個生態大奇觀之下當然是爭相抱起顏色斑斕、紋路奪目的角蛙
合照。我站在距離臉盆兩步以外的位置，看著眼前這一位用兩隻手
同時托起三隻蛙，面對鏡頭笑容可掬的年青人，心想：「千萬不要
打算叫我去摸摸牠們……」。

果然不出所料，也許我站的距離透露了一些線索，『你們做指導員
的叫人家走出舒適圈自己也要做到呀！』好，有種，也無可推諉，
這樣一來，不在大家面前與這隻蛙有肌膚之親是不行的，接下來帶
反思的時候講話的份量就是會不一樣。於是我鼓起了前所未有的勇
氣，把右手的食指舉起來，碎步碎步往臉盆前進，心跳一直加速，
心想往前靠身體卻往後仰。好不容易把食指移動到差 0.5 公分就摸
到角蛙皮膚的位置，又突破不了心理關口移開，再移回去，再移開。
來回幾次之後有人看不過眼，抓住我的指頭，幫我摸下去。就是這
樣，半被動半主動的成就了我與角蛙的肌膚之親，是為本人近年數
一數二的生命大突破。

這個經歷讓我思想，什麼是冒險。
我可是曾經隻身去到言語文化都不通的南美洲，半年過去還活著全
身而退的一個亞洲女子；可以在 5-6 米高的船頭跳進溫度接近零並

前秘書長 陳紀安

充滿水母的海中，心臟都沒有因此而多跳一下。這幾隻小孩子也可
以玩弄於股掌之中的蛙卻成為了我的冒險。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
冒險？

冒險是一種不尋常的、令人興奮的或危險的歷程。不同的經歷會為
不同的人創造冒險的歷程。安坐家中可以冒險嗎？不流一滴汗水可
以冒險嗎？絕對是可以的。它不一定要跟遠征有關，不一定是極限
運動才可以達到的境界，也不是一定要到不熟悉的環境才可以冒險。
這一切都可以創造冒險的條件，但冒險不止於此，這些元素是外在
的。比如一個飛翔傘教練，跳傘經驗不計其數，整片山頭從那裡跳
下去會看到什麼風景，怎樣拉飛翔傘的繩子會降落在那個位置都能
瞭如指掌，跳傘對這個教練來說就不算是冒險了。

冒險是經歷「不舒服」、是一個探索未知的歷程。容讓自己過一個
星期沒水沒電的生活是一場冒險、移民是一場冒險、進入婚姻是一
場冒險、生一個小孩更是一場大冒險，科技再進步都沒有人在出生
前知道這個人長什麼樣、二十年後是大壞蛋還是大好人。冒險是進
入未知、開放不同的可能性在自己重視的事情上，簡單一點來說就
是容許自己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2015 年 芝 加 哥 的 安 娜 發 表 了 一 篇 文 章 ”ADVENTURE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 對你來說什麼是冒險？ ) 作者無意
為冒險強加一個定義，乃是闡述一些尋找屬於每一個人對冒險的獨
特定義的原則。

安娜說冒險與有沒有趣味或會不會帶來興奮無關；冒險不一定是一



種新體驗；冒險也不一定是一趟旅行。她說冒險不一定是一趟肉體
上的旅程，可以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靈性上的旅程；冒險裡面
必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風險，需要用信心進入未知，需要迎接不可
預知的結果；冒險也必然是充滿挑戰性的，迎向挑戰的話挑戰就是
踏腳石，逃避挑戰的話挑戰就是絆腳石。

她最後說，冒險是不舒服的，但是沒有什麼比經歷挫折之後完成一
件事更有成就感，當中的刺激、衝鋒陷陣、掙扎、策略、新增的信
心都成為冒險的調味料。不要給自己後悔的機會，去做你想做的事
情吧！

台灣的許峰源寫下《年輕，不打安全牌》一書，他在”人生最大的
風險，就是你不冒險”裡面告訴我們不要尋找安全感，在舒適圈裡
很舒適，但舒適圈裡真的安全嗎？在舒適圈裡面安逸著其實是充滿
危機的。「你不太可能只用過去所學在社會上混一輩子，因此改變、
冒險、挑戰，已經不是只為了過更好的日子，而是為了生存！」一
直抓住習以為常的安全網不放手的結果將會「失去的不是別的，是
最珍貴的青春，還有勇氣！當你連為自己人生放手一搏的勇氣都沒
有，命運已經決定，生存機會、空間將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流逝！」

觸摸一隻角蛙是我的冒險，我沒有從此變得飛黃騰達、無憂無慮，
但是我知道觸摸一隻蛙沒有我想像中的困難，我讓自己相信克服恐
懼是有可能的。

冒險不只是上山下海，冒險是一種態度：放開習以為常的安全網、
接受風險的存在，容許事情的後果不在掌握之內，進入未知 ─ 讓境
界更闊大的未知。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
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約翰福音 14:27)

選自網路照片



書序
路始終崎嶇，讓我們相伴慢行 

什麼樣的手，能搭起跨國的橋樑？什麼樣的腳，能走出世界的寬廣？
什麼樣的眼，能看穿深刻的想望？什麼樣的心，能承擔生命的重量？

無論理由渺小或宏大，我們選擇出發，為彼此的生命造成影響，也
碰撞出許多不一樣。動手做工，學習照顧自己、裝備自己，認真對
待將回應的需求，扛起沉重行囊，那時的我們或許還不知道，自己
同時也扛起了生命的重量；動腳出發，暫別家鄉我們要去遠方，離
開熟悉舒適的環境，鼓起勇氣挑戰自己的不安與害怕；動眼觀察，
發現了哪些和期待中的一樣與不一樣？怎麼看待彼此已經視為理所
當然的日常；用心感受，真實的愛與付出，給予與被給予，服務與
被服務，觸動了心弦的單純美好片刻，讓人忍不住熱淚盈眶的動容
與不捨。

路始終崎嶇，短短幾天的相遇或許難以撼動世世代代以來累積至此
的生活樣貌，但是不急，只要你也願意，為了更好的彼此，就讓我
們扶持相伴慢慢前行。短暫相擁的吉光片羽，傳遞了多少的在乎與
祝福，也代表從此將在心中放進彼此，在你我的生命篇章裡刻劃記
載，那年夏天，我們將自己的真心誠意的關懷奉上，期待在未來我
們都將成長，往自己渴望的、追尋的邁開步伐，倘若再次相遇，我
們都將笑眼相望，讚嘆一聲：哇！你變得好不一樣。

泰北專案負責人 劉智凱

Photo Credit 劉智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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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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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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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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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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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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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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信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無論國籍、種族、性別、貧富、階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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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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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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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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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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所見所聞

晚上十一點多，我們到達印度新德里機場，朦朧的空氣和當地人的
友善是 我對印度的第一印象。新德里，是印度的首都，也是印度北
方最大的商業中心，同時也是世界衛生組織認為空氣污染最嚴重的
城市之一，空氣中的懸浮微粒甚至是北京的兩倍。
       
下了飛機，在當地人的幫助下，我們把行李拖上一台斑駁老舊的巴
士，前往飯店。看著窗外的陌生景色，有些忐忑，也有些期待。
       
隔天來到了被夷平的貧民窟，地上散落著大大小小的石塊、磚頭。
原本的居民，踩著他的房子，和我們解釋這裡發生的事情。在印度，
很多貧民窟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些是藝術村，就像我眼前的這個。
而居民會在每年的十月至隔年五月的結婚季，參與婚禮的表演，藉
此賺取生活費。然而在去年十月多，政府將貧民窟的土地賣給建商，
在一個夜晚，毫無預警的將房子拆掉。雖然政府在之後有提供住所，
但是由於缺乏戶口的調查，有些居民到現在仍然沒有房子可住，再
加上搬遷的日期和結婚季重疊也導致他們失去經濟來源。
        
在休息日那天，在參與完當地的教會活動後，我們去了政府提供給
居民的住所。從以前的影片和照片相比，這裡環境確實比較衛生，
也比較有規劃，然而透過和當地人的問答，他們對於這樣「正面」
的改變卻不是那麼在意。從小孩子的話語間也可以發現他們指稱呼
這裡為 house，而不是 home。我們在這裡待上了兩個多小時，拜
訪了一些家庭，也問了他們一些教育的問題以及他們對於協會的看
法。晚上，距離這裡將近一公里的距離，我們來到了一間商場。和
世界各地的商場一樣，整潔的外牆、絢麗的廣告、一塵不染的地板。
幾分鐘的車程，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卻都是印度人。
        
十幾天前，我還天真的以為能改變、給予什麼，但在看到貧民窟現
在的模樣後，才漸漸了解到自己的無知與無能，反而是自己得到的
最多。從小孩子的笑容得到的溫暖，從助教的學習態度上了解什麼
才是好學，從貧民窟居民的生活認知到自己的幸福。身為一個高中
生確實無法為這世界帶來多大的改變，然而我卻可以選擇：選擇改
變自己，不必急於抱怨世界的不公；選擇反省自己，正視自己的不足；
選擇珍惜一切，感恩自己經歷過的曾經。期盼自己能在之後的日子
裡，牢牢記住現在的感覺，堅持不懈。

2018 冬 劉庭維

Photo Credit 劉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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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呀！印度對我太好了吧！

衝擊中，離開自我
離開我的舒適圈，到了印度。如同生活程式要重寫，空氣比高雄迷
濛，水ㄧ直在喝與不喝中猶豫，指甲總是不乾淨，睡都睡不飽，要
準時………。準備讓自己過不習慣不喜歡的生活。

別叫我親妳
第一次的見面，好像沒和你們很熟，擁抱還好，卻要我親妳的臉頰，
嚇到我了，心想最好別叫我親妳們，但我還是親了妳們。猜想是愛
不足？還是只想在外圍看看就好？是衛生的問題？是害怕愛上你們，
我會受傷害？原來我不認識自己。

躲也躲不掉
這群很特別的孩子，他們有天生而來的敏銳，知道我心裡想什麼。
10 天的教學，我想孩子不會記得我，所以低調ㄧ點，不被你們發現。
但最後一天，Mei ～ Mei~Mei~, 我知道我躲不開，你們的那雙充滿
神憐憫的眼神。

為你們禱告
求神幫助你們，讓你們那單純、良善的心，不被霸凌，不屈服環境
的局限，不受世界的眼光所侵蝕，能看見自己是獨特與永遠值得被
愛的孩子，神的愛永遠不離開你們。

原來我被服務
以為我愛你們，我是來服務印度的孩子。當回到生活的正規模式，
才發現孩子在物質的缺乏中，卻顯得你們愛的豐盛。離開印度的孩
子後，面對環境的變化，不能影響我的心。學習用感謝的心，謝謝
生命中所有的ㄧ切。深深的發現我需要的不多，可以給出去的卻很
多。原來你們給我的，比我想像的多。

2018 冬 林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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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體會，從心學習，從心開始

回轉像小孩
到了印度的小孩接觸後，看到他們的單純、熱情，對人的友善，讓
我的心也跟著他們一樣回轉像小孩。很多孩子在第一次認識你時，
會開心地對說 you are my best friend；有孩子會大方地在你臉上
留下 kiss bye；有孩子會熱情地擁抱你等。這樣的互動是我以前在
臺灣很少有過的經驗。我們在上課開始與結束時都會跳舞，其實自
己是不太會跳舞的，有時也覺得自己跳舞是很僵硬的，但每次看到
孩子們都很投入在其中，且玩的很開心，也感染了我的心，讓我很
自在地與孩子們一起同樂。我也感受到自己在這當中，也彷彿回轉
像小孩一樣，很單純地隨著自己的心，想做什麼就去做，很自在沒
有壓力。

教學的挑戰
其實教學不是我所擅長的，但在這次的服務學習中，我們每個人都
有負責要教學的課程內容。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壓力，特別是自己
的英文不是很好，也會很擔心自己上課是否可以順利教學。所以每
一次要教學前，自己總會反覆思想自己的教案是否合適教學，心情
也隨著教學而感到緊張，所以每次只能把自己所擔心的，帶到神面
前禱告。也很感恩在教學過程中，我不是孤軍奮戰，而是有很多伙
伴在一旁幫忙我，給我教學的建議，幫忙我做教學道具，上課時管
理秩序等，也讓每次的教學都可以順利完成，並經歷到神的供應及
帶領。而在教學中，還有讓我覺得受挫的是，有的孩子是很調皮的，
上課會一直打打鬧鬧，上課花了很多時間在管理秩序，但孩子不一
定按著你的規定走，也會看到自己對人的付出及愛是很有限的，也
會想放棄他們。但後來在了解到有些孩子可能是第一次或是不常來
教育中心的，所以對於課堂的規範，是無法理解或立即適應的，在
了解原因後，自己也不會那麼受挫，並可以用更多的理解來看這些
孩子，也更多了耐心及包容來面對他們。而自己也從中體會到人的
愛心及包容真的是很有限的，但是認識孩子、理解孩子及接納孩子
是很重要的一個開始，並學習從神支取愛的力量來面對這每一個獨
特的孩子，才可以有力量給出愛。

2018 冬 張瑋倫

Photo Credit 林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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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青年的故事
之前有聽說原本當地的貧民窟被拆，後來被迫搬遷的事。後來實際
走訪被拆的貧民窟時，聽到當地青年分享自己的家，從父親開始住
在這個地方 30 幾年，原本一家人住在一起和樂融融，自己的家在一
日之間就被怪手拆除，而被迫搬遷到另一個地方，而家人們也被迫
分開，無法像從前一樣，享受全家在一起的天倫之樂。而他當時就
站在他被拆遷的家，分享這個歷程，而他原本的家現在都已成為一
堆瓦礫堆，還可以依稀看到幾樣原本家中的東西。他還說到之前房
子剛被拆的時候，自己和爸爸等人無處可住，還住在街頭上，而過
去他們是靠表演工作維生的，通常有需要的人都會到貧民窟來找他
們，但現在也因為房子被拆，也影響了他們的維生。當下看到這些
場景，並聽了他的分享，真的難過地流下眼淚。但也看到他面對這
樣的衝擊，他沒有太多的抱怨，他仍然樂觀地去面對這些考驗。而
這個青年也因著在貧民窟成長，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但他之前也
靠著當導遊的方式學習英文，他努力在他所能及的狀況下，去做他
可以做的事，沒有自怨自哀，沒有自我放棄，很被他的生命所激勵。
也會反思自己在臺灣，可以有受教育的機會，又有不錯的工作，生
活狀況穩定等，但印度的這些青年，他們擁有的資源比起在臺灣的
自己少了很多，但他們卻仍然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努力地生活著，
甚至也可以發展出自己的專長維生。更提醒著自己應該要好好珍惜
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並接納自己生命不完全的部份，認真地過每一
天。

資源給予的反思
記得長期志工 Christine 有說到，之前他有去貧民窟，過程中也有
被放鴿子，甚至對於 Christine 所做的頗有微詞，覺得 Christine
沒有給予他們所實際所需要的東西，Christine 也為此感到沮喪。
但當時就有人告訴他說”你要知道他們需要的是什麼”，食物金錢
是永遠都會有需要的，但如果一直給予他們這些，他們也會養成依
賴的心態，不會想要成長。就像父母教養孩子一樣，父母看的是長
遠的，而非孩子想要什麼就給孩子什麼。這個部份，也給我很大的
提醒，自己也是從事助人工作，有時面對個案有很多需要，但自己
也需要去思考，什麼樣的資源，對於個案才是真正有幫助的，而非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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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蘿蔔一個坑，更需要去幫助個案在這當中，培養他長出自己的
力量，去面對困境並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貧民窟探訪
實際去到貧民窟的探訪，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就有聽說
那裡的房子很小，但可能一家很多人都住在狹小的空間。但實際去
到貧民窟，在街道上看到很多的蒼蠅到處飛，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臭
味。去到住家，除了擺放物品及鍋碗瓢盆，很難想像在狹小空間中，
有住到十一個人的家庭，有的空間甚至比我自己的房間還小，也讓
我有很大的衝擊。當地居民看到我們的到訪，對我們是友善的，並
熱情地歡迎我們，還有婦女們會跳舞與我們同樂，可以感受到他們
歡樂的氛圍。訪視的其中一個家庭的媽媽也有說到，其實教育中心
並沒有給他們什麼，但是孩子到這裡是快樂的。我們在準備離開前，
有個小女孩，主動邀請我們去到她家中，去到她家中才知道她的父
親在四個月前過世，而在印度的已婚的婦女都是家庭主婦，如果丈
夫過世就等於失去家中的經濟支柱，而她的媽媽就只能靠著其他親
戚的協助維生。當下知道她們家中的狀況，其實心裡覺得很難過，
也很心疼這個家庭。最後我們好幾個志工都給了她媽媽一個擁抱，
這也是當下我們惟一能做的事。我們也在事後分享這件事，她是主
動提出邀請我們去她家的孩子，之前她也跟著我們去過好幾個家庭，
她也看到了很多家庭因著我們的到訪，而展現出的笑容及歡樂，也
許她也希望把這樣的歡樂及希望帶給她的媽媽，願這樣希望的種子
可以散布在她們的家中，讓她們有力量前進。

從心開始
其實在印度服務學習，有很多的體會、學習，特別是對我而言，學
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做自己想做的；還有
面對自己內心真實的景況。我也發現到自己能給的愛是很有限的，
有時在付出、關心別人的時候，但對方不一定會照自己所期待回應
你，就會感到受傷；我覺得自己需要更謙卑，放下自己的想法、期待，
用一個單純的心去面對每一件事；也期許在所接觸的每個人中，可
以學習把這樣的愛與單純分享給我週遭的人，讓印度服務學習的收
穫，不是只是頭腦上的學習，而是可以真實活出來有影響力的生命！

Photo Credit 林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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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愛

印度，曾是於我很陌生的一個名字。
貧民窟，曾是離我很遙遠的一個名詞。

回到台灣，好幾個禮拜過去了，一切的餘韻都已沉澱。然而每當我
的目光停在手機桌布上，一個印度小男孩隔著螢幕對我燦笑，我心
底卻會止不住地湧上一點恐慌。

——萬一，我忘記這趟旅程帶給我的感動，忘記這些孩子的純真和
生活上的難處，忘記，我曾經滿心想念想要為他們做些什麼——

會嗎？

午夜夢迴時分。

閉著眼，夢境中的幾個孩子那麼真實。就像每天的下課一樣，一個
個圍繞在我身旁，全部人抱成一團。”Anna” , “Anna” , 他們
一聲聲的快樂叫喊，猶在耳畔。

睜開眼，我望著潔白的天花板發怔。那個調皮的孩子、那個靦腆的
孩子、那個認真的孩子。我輕聲念著他們的名字，一遍一遍。

好想他們。

//

這趟旅程，我準備的很少。打著教學的名號，教案卻沒花多少心思，
教具也是臨行前才匆匆製作的。見到孩子們後，總覺得羞愧，也懊
悔沒能多給予他們一些。

明明以許多方面來說，我們才是那個有能力給予的人，然而我卻覺
得，孩子們才是真正無私的分享和給予。或許是他的圖畫本，又或

2018 冬 朱鎧琳 許是一枚小小的戒指，當他們鄭重其事地將這些小東西交到我手上
時，我才真正明白到，何謂禮輕情意重。

為了公平，我不能單獨回送禮物給幾個特定的孩子，但他們也不在
意！他們不是為了得到什麼回報，也不是為了討好，只是很單純的
想和我們分享他們的所有。

每天早上，看著這些孩子神采奕奕的跑進教室，在老師教課時爭先
恐後地舉手搶答，一張張小臉上滿是認真的神情。每天下課後，看
著他們在教室裡轉悠，依依不捨不願離去，輪流和每個老師擁抱親
吻——多麼容易滿足的孩子，只要得到一個親吻就樂得笑開了花。

我常常盯著他們的笑容出神，那麼乾淨純粹的笑，那麼閃亮靈動的
雙眼，無一不在訴說著，他們很快樂。

起初我沒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孩子本來就該快快樂樂的。直到家
訪的那一天，我們踏入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那個早已聽聞無數
遍，卻一直不那麼真實的世界。

一間間狹小的房子櫛比鱗次，從門口望去只見一片漆黑，空氣中隱
隱飄著一股令人不舒服的氣味，路邊有個小孩蹲著上廁所。我們一
行人還來不及說些什麼，就看見迎面跑來的孩子們，臉上依舊是一
樣的笑容。他們歡天喜地地牽起我們的手，拉著我們到他們家參觀。

走入第一個孩子的家——或許這個地方根本不能稱之為家——那狹
小的空間讓我無法置信。即使在照片上看過許多次，還是遠不及親
眼所見來的震撼。房間只有兩個人的身長寬，而在這樣的空間裡，
卻要容納有十幾個人的家庭。屋內沒有什麼擺設，大部分的家庭只
是放了一張毯子充當睡鋪，角落擺上一個小小的爐子，僅此而已。
屋內甚至沒有馬桶，更別提浴室了。一間廁所有六十個人共用，而
整個貧民窟總共只有三間浴室。

當地人用英文向我們解釋著他們的生活，我聽了好難受。看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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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牽著手的孩子，心底又有絲絲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生活在這
樣的環境，卻能擁有最純粹的笑容，在我看來，這些孩子就是貧民
窟裡的一盞盞明燈。

思及我在台灣的生活，相比之下簡直可謂奢侈。從未如此深刻的意
識到自己的幸福，明白自己擁有多少。

孩子們的父母道出了他們的辛酸。這些孩子現在還能保有最美的笑
容，可當他們長大，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後呢？會不會自卑，那雙發
亮的眼睛會不會就此黯淡下來。

憑什麼，這些善良單純的孩子要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遭受這樣的艱
苦？憑什麼，我們能夠在台灣享受養尊處優的生活，卻還在抱怨哪
裡不順遂？為什麼人的生命會有這樣的不公平。

原來，真的會有這麼無力的時候。明明渴望自己能夠改變些什麼，
卻發現什麼事都做不了。

滿心混亂的思緒始終理不清，我想孩子們也不會希望我們以同情憐
憫的眼光看他們。他們將自己的生活赤裸裸的攤開在我們面前，沒
有一絲自卑，讓我想起小時候興高采烈的邀請朋友來家裡玩。不曾
考慮家中奢華與否，單單只出於想與朋友分享一切的心態。

自那天家訪過後，我試著再多一點、再多愛孩子們一點。我想，既
然我不知道能為他們做什麼，那便給他們我最多最真的愛吧。這些
孩子，他們值得所有的愛。

再次望著他們在課堂上熱烈發言的模樣，我不禁想，看起來像是我
們在教這些孩子，可其實到底是誰教誰，又是誰向誰學習呢？我們
固然教了他們知識，然而他們無形中傳授我們的，又何其多。

這趟旅程名為服務，但我們又豈能以服務的心態和姿態對待。
Photo Credit 朱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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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式那天，我哭了，幾個孩子上前來，小大人似的摟住我的肩，
用不連貫的單字串成一句話：「不要哭了，你哭我們會難過的。」

那刻，我的眼淚神奇的止住了。看著孩子們真誠的臉龐，我深深覺
得自己何其幸運，能夠來到這裡，認識他們。他們會是我生命中極
其美好的記憶，也絕不會只是記憶。

回憶不會被抹去，我也不會任它塵封心底。

//

在鍵盤上敲打的同時，腦海裡又湧現一幅幅畫面。孩子們朗聲念誦
單字，扯開喉嚨高歌，扭著身體俏皮的舞蹈，稚嫩帶著口音的聲調
喊我的名字……

十六天前，他們只是一群特別可愛的孩子；十六天後，他們變成了
我生命中不可抹滅的一部分。

“ It’s the time you spend on your rose that makes your rose 
so important. ”

這是小王子離開前，狐狸對他說過的一句話。這世上也許有很多玫
瑰，但對小王子而言，他對他的玫瑰所付出的一切，才使那朵玫瑰
變得獨一無二。

於我而言亦是。

即便我現在離開了，但每當我想起，仍會忍不住關心，他們最近好
嗎？今天過得開心嗎？

他們叫我老師。可……不是我教他們，而是他們告訴了我——如何
去愛。

Ph
ot

o 
Cr

ed
it 

磐
石

志
工



IN
D
IA

37

付出愛，得到了感動

或許，大家想像中的印度，只是個環境極度髒亂、落後，貧富差距
懸殊，社會秩序很不好，女性地位低落，交通運輸不發達，經濟比
不上台灣的地方，人民過的十分辛苦的。其實，那時的我也是抱著
如此對印度的想像前往當地的。

一下飛機，立刻就感受到了滿滿的異國氣息，機場印度教擺設的壯
觀，印度人講話神情和手勢的逗趣，以及見識到了空污真正的樣貌。
走出機場，馬上就受到了 Rajesh 和當地小孩的熱情接待，第一眼看
到那個小孩，馬上就被他的眼睛給吸引，於是我更望入他的眼睛，
試圖找出那使我著迷的成分為何。我的目光穿過了他眼神中那面對
陌生人的害羞，卻步，繞過了那面對台灣志工到來的雀躍，抵達了
一片透澈潔淨的湖泊，沒錯，我很確定，是那片湖泊發出的光線雪
亮了他的眼睛，也是那光線吸引住我的目光。那樣子的眼睛是我已
許久沒見的，久到我已經忘記，忘記那片清澈的美好，忘記這世界
上還是有這樣的存在，甚至已然忘記我是多麼嚮往那透澈的眼神所
代表的純真。親自感受前幾屆志工所說的發亮的眼睛和抱著對於之
後幾天教學的期待，是的，我能說我已經準備好要愛上印度了。
  
還記得那天是首次見到小孩的日子，走去教學中心的路上內心充滿
了期待，期待親眼見到想像中那些孩子的熱情，期待教學的過程。
孩子們陸續進來中心，各個在我看來眼神都充滿著期待，有的小孩
專心聽課眼神充滿著學習的熱忱，有的小孩一直轉頭看周圍的老師
們充滿著好奇。在課堂中，我坐進了最後一排的小孩之中，像個好
奇的小孩一樣一直專注於觀察周圍的孩子們，但我的目光馬上就被
坐在我右前方那一直左顧右盼、一直觀察老師的孩子給吸引，在他
眼睛裡我看到了無憂無慮；在他的笑容中我看到了真正的快樂；在
他身上我看到的是潔淨未被汙染的靈魂，那樣的眼神、那樣的笑容
是多麼的迷人，那樣的無憂無慮、那樣無所顧忌的快樂是多麼的為
人稱羨，這樣的感動一直環繞在我心中，直到下午抵達了舊貧民窟。
  
穿過錯綜複雜的小巷，出現在眼前的就是舊貧民窟的所在地。不！

2018 冬 余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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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稱那叫做平地，我完全無法想像曾經有密集的房子坐落於此，無
法想像曾經這裡有密集的人口生活在此，無法想像這裡究竟承載了
多少回憶。在當地人 Kusion 訴說著他 17 年來在這塊土地上的生活，
到現在只是剩下一整片平地時，我不確定他眼神中所流露出的，究
竟有多少對霸道政府的無奈，有多少對父親畢生心血化為烏有的不
捨，又有多少對之前快樂生活的懷念。站在曾經的貧民窟之上，內
心感到心痛又憤怒，是多麼冷血無情的政府才會以這樣的方式驅逐
貧民窟的居民。一方面又開始反省自己：自己生活在台北這樣安定
環境之中，爸媽給了我這麼好的生活環境，究竟還為何要一直抱怨 ?
為何還不知足 ? 為何還日日頹廢不好好運用資源充實自己 ? 或許，
我們都該好好珍惜我們身邊所擁有的，不論是人，不論是物，不論
是環境，更不用說是時間。 
  
在接下來一個星期的教學中，大家越來越有團隊默契，也漸漸和孩
子培養出了感情，教學一天比一天熟練、順利，也思考了很多：我
來這邊帶來了什麼，我能給他們多少，在未來我還能做更多些什麼？
直到，那天到了他們平常生活的地方，走入他們的生活，在那裡看
到和聽到事，使我對服務的方向更加清晰。
  
這一天，我真正到了要實地走訪才能了解當地真實的樣子。再走進
貧民窟之前，我就已經對那裏有些許的想像了，但那完全無法應付
走入當地所帶來的震撼。我完全沒辦法想像衛生環境可以差成這樣，
沒辦法想像那些人民就生活在這樣的地方，沒辦法想像在這裡，每
天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走進了 Dave 和幾個學生的家庭中，和他
們談話。我們對他們的生活、經濟、想法、個別的家庭有更深層的
瞭解。而其中，最嚇到我的、令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一句話是 :「雖
然你們什麼都帶給我們，但還是謝謝你們給孩子們快樂。」當下的
我還以為是我聽錯了，真的沒有想過他們的家長是這麼想的。於是，
我重新思考：我們到底給了他們什麼樣的幫助？他們需要的究竟會
是什麼？是否，我們給的是他們需要的？經過了當天晚上的分享時
間，我的問題得到了解答：或許我們來的這一趟帶來的其實大部分
是教育沒錯，但或許家長們覺得教育是「非必要」且「非急迫」的，
他們心裡想要我們帶來的似乎並沒有和我們實際帶來的重疊，且教

育的成效並不是那麼快就能呈現，而我相信，教育是能夠改善他們
生活的！
  
隨著服務接近尾聲，我更加珍惜每天的教學時間，珍視每次和孩子
的相處。那天是教學的最後一天，從早上睜開眼睛，我就打算用心
感受每一個教學日固定的程序，想好好將每一個片刻都好好收藏。
走在已重複走了十幾天，早已熟悉無比，通往教學中心的路上，努
力記下吵雜的喇叭聲，記住德里人看待我們這些外地人的新奇眼神，
記住每個路口的模樣…。在課堂中，記住每個學生上課時的模樣，
記住哪些學生常笑，記住哪些學生害羞，記住哪些學生調皮。唯獨，
沒能把那最觸動我心的學生—Sidah 的模樣再用心刻劃在我心中。
  
告別，總是感傷的。我們為學生們辦了結業式，在學生哭的同時，
真的特別覺得不捨。而我們多了一天觀光日的緩衝來告別 Sanpath
和 Ashish，當最後要真正告別印度時，這十幾天的回憶，畫面都浮
現在腦中，真的很不想跟印度道別，好想再跟這些孩子在相處久一
些，好想再待久一點，很想在這裡生活呢！
  
經過了這趟印度之旅，完全顛覆了我對印度的想像，在這裡的感動
也會永遠存放在心中，I love India!

Photo Credit 余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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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己的世界一個擁抱

看似不對勁，卻生生不息 ;
看似不可行，卻樣樣可行。

不用下飛機，濃濃咖哩味撲鼻而來～
噢！不是！不能怪到咖哩的頭上！
是印度，印度的味道，他代表這個國家，
他是這麼的熱情，還沒 landing 就歡迎！

這是我第四年和磐石一起踏上的第三個據點，印度。
我以為過去服務的習慣還有經驗能完全套用在這個國家去感受、去
想像、去接受，甚至去愛，我錯了。在這裡，雖然不是打地鋪，但
床 ... 也不是能睡得安穩，有血跡、有黃黃的咖哩、有頭髮，還有指
甲！啊！叫了一下，這種刺激的驚喜，喚起了我對服務環境的懷念，
這裡的生活和衛生環境對我是一種衝擊，從不能沖水的公廁，我開
始慢慢的釋懷，從釋懷到適應這裡，原本的舒適圈慢慢的脫離我了～

這一趟，走過的路、看過的景、聞過的味、吃過的料、聽過的事、
遇過的人，都帶給我對這個世界有一個重新的認識還有想法，在這
裡我發現自己在熟悉的生活圈裡有一套不是出於我所定的標準，就
跟在印度被社會遺忘的人一樣，因為無形中存在的某種制度，使他
們連基本的生活都沒有辦法爭取，而我卻無感的漸漸服從在這一套
標準裡，或許是現實中的枷鎖使得我認為自己不可能，所以開始屈
服，不敢大膽假設，甚至為自己做決定。

印度讓我看見了自己，這是回來台灣後才有的發現。
在印度的當下，每天都充滿著許多變化，讓我無法好好安靜思考，
思考著我來這一趟的意義何在？我沒有辦法給自己一個解釋或告訴
在台灣的親友我在這裡最大的收穫是什麼，這種就像你問我印度是
怎麼樣的國家？我無法給你一個直接的形容或說法一樣的困難，對
於當地人的生活方式，你無法完整敘述他們，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
活，他們生活的環境，而我接觸的人只是 13 億人中的小小渺小中的

2018 冬 陳鈺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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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小群，你沒有辦法去定義他們這樣的生活方式是錯的或是對的，
文化的衝擊就在這，或許我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眼裡更是奇怪也說不
定，這點提醒了我「包容」和「尊重」對他們來說有多重要。

我常常在想，半個月能改變什麼嗎？世界？貧窮？
在旁人眼光或許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變化，我之前也是這樣想，但
我發現，當你真正在團隊其中一起服務的這個半個月，確實在所有
接觸過的人心中互相產生影響，有可能一個舉動、一個微笑、一個
願意、一個擁抱，就是別人心中的種子，這個種子會隨著時間發芽，
這是造就一個人的關鍵，也就是「影響」的改變。每天都有好多好
多的故事和感動，每個人都不一樣，每個人的感受點還有分享和看
見的都不一樣，這是使我們在團隊中有默契能團結的關鍵！我們彼
此的生命都互相影響著，每個人的世界都不一樣，因此當我聽到更
令人難以想像的故事的時候，我的世界記憶庫，又開始增加了！！！
甚至成為願意改變的動力！當地人，帶給我的看見，是一個不能再
被剝奪的生命，被踐踏後，還能唱歌跳舞，樂觀的程度超乎我的想
像，他們的世界告訴我其實快樂很簡單，是我們變複雜了。還有好
多好多，但這些都是這半個月發生的事情，它產生了很多影響，或
許有一些問題不是現在就能立刻解決，但是至少已經被看見，我相
信這就是改變的第一步了！這半個月，在一趟服務裡，最重要也不
可或缺的關鍵就是「有一顆願意愛的心」，它足以使我們每個人的
世界都不再一樣。

我的世界或許有十分之一存在著這些可愛的人，而他們的二分之一
卻可能存在著我們。
對我來說，這是生命的養分，當我不帶著自己的「標準」而重新用
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個世界，我的世界不再是我想像中的大以外，「視
界」重新帶我到更遠的地方記住一些人，記錄他們的故事。

Photo Credit 陳
鈺

璟



IN
D
IA

45

記憶中他們的樣子還是不會消失

「欸我寒假要去印度當國際志工。」同是學校管樂團而熟識的學弟
去年有天突然這樣對我說。
　
當下的心情只能用震驚來形容吧。
　　
國際志工，大概就是偶然瞥見相關資訊會覺得自己應該去試一試，
但過不了多久，就會淡忘。畢竟國中三年在學校看見磐石海報的次
數也不下數十遍，而我卻遲遲沒有出發。
　　
那個管樂學弟，認識一年半來，我對他的印象：輕浮、自戀，感覺
是個玩咖。絲毫看不到哪點像是個會去當國際志工的人。
　　
「印度……那個協會有去別的國家嗎？」必須很誠實地說，當時的
我，對於印度還是抱有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偏見，骯髒、危險，感覺
會出事。
　　
「還有尼泊爾跟泰北啊。但是泰北是教中文，我覺得沒什麼挑戰性；
尼泊爾一天要吃兩根玉米欸，我才不要 ( 但後來事實證明這是個錯
誤資訊 )。而且只有印度是住飯店啊，其他都要睡睡袋，感覺超刻
苦。」這個回答……果然很像他，依舊是那個吊兒啷噹的調調。
　　
那個寒假，我忙於準備會考，也沒再多聊些什麼，只說好了他回來
之後要跟我分享。
　　
清楚記得他從印度回來後，Facebook 的自我介紹、封面照片立馬
改成跟印度有關的東西；發出的貼文也一改以前的屁孩風格，馬上
多了些深度；讀書讀得跟我這個會考生差不多勤，從一個放蕩不羈
的懶散學生，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努力不懈的勤奮學生。所有的共同
朋友都在說他根本變了一個人。

他跟我分享了很多，很多感動、很多衝擊，也有很多的無能為力。
「妳一定要去試試看，很多東西我說不太清楚，要自己去體會。」
似乎是好奇於到底是什麼有這麼力量能幾乎完全改變了一個人，於
是我決定要在暑假展開我的旅程。
    
本來打算和他踏上同片土地，親自去一探究竟，但因為印度隊的時
間和其他要事衝突。再加上天性怕熱，深怕自己無法承受那樣的酷
暑，於是便轉往同是教導英文的尼泊爾。

2018 冬 杜可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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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得到了很多感動、很多衝擊，但更多的是無能為力跟無所作為。
我覺得自己根本沒有幫助到他們，那十六天就像是為了逃避即將上
高中的不安跟惶恐而躲到尼泊爾的山上，陪孩子們玩。小謀老師說
我們這些短期志工所做的事會成為磐石長期計劃中的一部份，也說
了很多短期累積出的成果；領隊琬瑩說我們是孩子們學習英文的動
力，為了跟我們多說點話、多交流些什麼，他們會用更多的力氣、
花更多的心思去學英文。但我還是覺得自己很無用，那十六天只有
我：一個「志工」，學習到很多，得到了很多。而那些孩子們呢？
一個來自台灣的姐姐去陪他們玩了十幾天，開始建立起關係，她就
走了，也不知道會不會再回來。這豈不是一種傷害嗎？情感上的。
　　
其實從尼泊爾回來後就決定寒假要去印度，似乎是想為自己因尼泊
爾而得到的種種懷疑、困惑找出解答。但經過了一個學期在新學校
的生活後，我覺得自己的狀態是支離破碎的，在一個自己曾經夢寐
以求的地方，摔得一塌糊塗。一向都很有目標的自己，頓時失去方
向，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往哪裡去、不知道自己想往哪裡去，更不
知道自己在幹嘛。老實說，那一個學期，除了浪費時間跟傷害家人
朋友以外，我不知道自己還做了什麼。
　　
自己的心理狀態跟精神狀況都糟透了，邊寫教案邊覺得現在的自己
去印度只會又一次傷害孩子們而已。但我還能怎麼辦，為了去印度，
我在學期中就去跟學校吵架，因為去印度的培訓時間跟人社班的服
務學習活動衝突。溝通完的結果是班上的偏鄉服務學習五天去三天，
印度的培訓兩天去一天，我拿不到班上服務學習完成的證書，好像
我根本不曾參與。兩邊都不完整，成為了最不負責任的那種人。
　　
教案在十二月底、一月初就完成了，但教具卻拖到期末考後才開始
準備。而那時，除了預備去印度的教具，還要準備班上服務學習的
所需，更要搞定三個禮拜的日常生活用品，多希望把一切都做到盡
善盡美，但想也知道，結果是零零落落的。
　　
匆匆忙忙地跟班上的人還有在山區服務的小孩道別，就急急忙忙地
回到家裡，把一些先前遺漏的教具弄完，又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準備
是多麼的草率與不足。但是時間不等人，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我
又上山了，只不過，這次去的地方是雙溪國小——磐石志工培訓的
地方。
　　
很擔憂夥伴們會怎麼看我，一個培訓只參與一半的人，很害怕大家
會覺得我不負責任，畢竟，我就是這樣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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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持續太長的低潮期，讓本來有逐漸脫離慢熟個性的自己又打回
原形，好似忘了該怎麼和他人建立關係，覺得自己就是塊冰封已久
的冰石，好不容易觸碰到我的人，也只會受傷。見到了大家，卻也
只有和國中就認識的 Carrie, Owen, Yorick 聊天。雖然強烈地感受
到每個夥伴都是個很好的人，但我卻無法開口和他們閒聊，完全無
法。看著大家因整天的活動而顯得十分熟稔，心裡更慌了。
　　
下了飛機，聽著大家分享著過去數小時在飛機上的感想，後來不知
怎地，大家開始講起了冷笑話，在班上服學為了滿足純真的孩子們
而準備的多則冷笑話竟然派上用場，有人笑了，有人翻了大大的白
眼。似乎有一股暖流悄悄流入，讓那塊頑固的冰石慢慢融化。
　　
第一天在教育中心實地試教完後就隨著 Kishan 的腳步走進舊 KC，
放眼望去，只有雜亂地散落的磚塊跟幾個機械化地搬著磚塊的小孩。
當下腦中跳出的字是 Unbelievable，眼前這塊荒蕪的空地，哪裡像
是當初學弟給我看的照片，哪裡有那緊密排列的房屋群的影子，哪
裡有印度人最喜歡的繽紛色彩？
　　
看著 Kishan 邊說著自己的遭遇，邊從以前稱為家，而如今已成四
散的磚塊堆的地方翻找出親人的衣物、細數著哪塊是自己親手為
「家」蓋上的、比劃著這裡曾住著哪個親戚，那裡又住著哪個朋友。
即便用盡全力，能做到的卻也僅僅是靜靜聽著、看著而已，因為一
切都太無法理解了。
　　
“Here was smaller, but we got more happiness. Because all 
family were together, however now, the whole family are 
separated, everything is changed.”
　　
聽到這句話的當下，低下頭，無法再面對眼前所見的一切，熱淚盈
眶，拿著相機的手無法控制地顫抖。稍微收拾了情緒，抬起頭看見
的卻是臉上掛著笑容的 Kishan，好像在告訴我們，所有的困難其實
都可以就這樣笑著走過。
　　
終於準備進入教學，心情總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前一天試教完就
深刻地體認到，跟 Owen 一起負責準備的衛教有多麼的不足，其實
有好多的缺陷在台灣時就發現了，但卻傻傻地以為一切的問題到印
度後都能迎刃而解。當天晚上就熬夜依著夥伴們給的建議用 Owen
帶來的紙製作了一塊肥皂跟一個水龍頭。
教學一天天過去，熱情跟耐心也一天天消磨，有好幾次我真的想大Photo Credit 朱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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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說我受夠了這群不受控的小孩。我又開始想逃離一切了，跟在台
灣的時候一樣。

幸好每天晚上都有分享時間，那對我來說就是個充電的存在。自己
思考、反省著一整天下來所做的事，好的，壞的。也聽大家說著自
己的想法，該正經嚴肅的時候，大家的眼中都會流露出堅定與認真；
可以放鬆玩樂的時候，大家的話語中會滿溢出幽默與趣味。充完電，
我知道我又有能量去面對每個未知的明天。
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家訪又去 shopping mall 回來的那晚，每天人都
滿是衝擊與矛盾，想著貧民窟外的人、shopping mall 裡面的人，
怎麼可以對自己國家的其他人如此漠不關心；卻又想到，那我們呢，
我們對自己國家的人有付出過什麼嗎？看著 shopping mall 裡一個
個穿戴整齊的人，心中滿是反感與厭惡，但是不得不承認，那裡好
像台灣，滿滿的消費力與揮霍無度的人們。

剛進入貧民窟的時候，我是戴著口罩的，本來是為了避免吸入過多
過糟的空氣，後來隔著口罩也聞到了覺得好不舒服的氣味。一開始
還慶幸著自己戴著口罩，但當我仔細望著身旁的所有人，我怎麼忘
了，他們沒有口罩，或許是根本不覺得有這個需要，又或者是負擔
不起。

我是一個外來者，不管是長相或是其他都在在凸顯我的突兀，我永
遠不可能體會他們真實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就算我今天花了一個
下午走訪。那麼在這個下午裡，我該做的應該是盡力去消除我跟他
們之間的差異，腳踩在同片土地上、呼吸著同樣的空氣、聽著一樣
的音樂、跳著一樣的舞，而不是戴著個口罩沾沾自喜著自己所擁有
的資源啊！

於是我拿下口罩，一瞬間刺鼻的氣味湧入，但很快就不這麼覺得了，
心中反而升起莫名的踏實感。
剛回台灣的時候在 Instagram 上寫道：「有幾度很想要哭吧，不知
道為什麼，那已經是一個超出我的想像的地方了，也是旅途中唯一
讓我感到無法接受的衛生環境。但每每在我快哭的時候總會有些讓
我會心一笑的事情發生，像是大家突然開始隨著音樂跳舞，或是突
然一個小孩笑著跑過來，還有認識的小孩氣憤的把陌生小孩握住我
的手拍掉。」

好希望就算是在二十年後、三十年後、五十年後，我早已從會被大
家說著你還年輕的青少年走成主流社會所認定的「大人」，再走到
一個滿臉皺紋、滿頭花白的老年階段，記憶中他們的樣子還是不會

消失，我還是能一直記得，記得那天小孩握著我的力道。
　　
「再也不會急著想往前衝了，踏出每一步前都要先把自己整理好，
再盡力把事情完成。再也不要被局限在別人的眼裡了，本來就不是
一個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人，所以現在地上都是被我撕下的標籤了
( 吧 )。」
　　
從回台灣到現在也過了三個多月，生活總是忙碌，令人崩潰的事也
總是接踵而至，但再也不會像上學期一樣低潮到像個廢物。心情不
好就看看大家，知道大家都有著各自的傷，卻都還是勇敢走著，就
會想再前進吧。然後看著小孩們的笑，就會想要變得更好，再回去
找他們，教他們更多的東西，讓他們能看到這世界更多元的樣貌。

Photo Credit 杜可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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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所擁有的一切

在 14 天的服務中，和 transit camp 的小朋友從互不相識到逐漸融
入他們的生活，到最後依依不捨地離開，甚至希望能一直留在當地
陪伴那些孩子們，給予他們更多的知識與關懷，這些體驗都是我在
去印度前未曾想到的。

在這趟服務營中我學習到了兩件事：一、學會分享，雖然貧民窟的
孩子們生活條件較差，但他們都不吝嗇於分享，只要他們喜歡你，
便會把自己所擁有的、認為好的東西都分享給你，生活環境比他們
富裕許多的我們，更應該盡我們所能地去分享；二、把握每一個學
習的機會，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對知識的渴望，因為他們的學習資
源少，因此更加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反觀台灣的孩子教育資源
取得太容易導致許多人不懂得珍惜學習機會，將之視為理所當然，
卻沒想到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是想求學卻無法就學，因此我們更應
該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不要把所擁有的東西都視為理所當然。

2018 夏 劉庭昀

Photo Credit 朱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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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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未有屬任何一國的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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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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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力量很小，也很大
短暫兩週的出隊，或許很短卻很充實，一直以來覺得個人的力量很
微弱，成不了什麼大事，頂多積少成多罷了，的確在現實生活中，
集眾人之力就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許多的事情，如同我們在光華小學
中，搭建帳棚、整理荒地、建築棚架、油漆牆面，就是在服務隊眾
人的合力之下，完成了開始之初覺得龐大及艱難的任務，在在證明
了光靠一個人單薄的力量是很難成事的。
在光華小學期間，我有了不一樣的體悟，個人的力量雖然很微小，
但只要開始了，就會是一份力量，而且有時候這樣的力道是不容忽
視的，如同長期駐校的欣茹老師和智凱校長，或許他們的力量很微
弱，但就是這樣微弱的力量，讓光華小學有了不一樣的生氣，有了
不一樣的光景，家長們開始感受到老師的付出，也願意走進光華小
學替他們孩子的校園多做一點事情，這樣眾人之力的出發點，不就

是一個人微弱的力量嗎？！
校狗小黑也展現了這樣的實踐，以他單獨的力量是無法驅趕外敵小
黃的，但他沒有放棄，用他獨有的方式來宣示主權、捍衛校園，終
於他的聲音被我們聽到了，成為他微弱力量的強大後盾，重點在於
「他」始終沒有放棄。

選擇放下，收穫會更多
兩週的生活最多的體驗就是「選擇放下，收穫會更多」，畢竟以趨
近 40 歲的高齡參加服務隊，看到同梯的志工都是鮮肉級的高中、大
學生們，心中不免有許多的擔心與焦慮，怕自己就是一個格格不入
的老人家。事實證明，當我選擇放下自己的「年紀」及「身份」，
並將自己回歸跟大家一樣就是一名志工時，所有外在的阻隔都將消
逝無蹤。和服務隊的小朋友們相處得極好，真的是令我覺得超級開
心的收穫，證明了原來自己還是可以保持如此年輕的心情和年輕人
相處融洽，再一次認識了不一樣的自己。
在光華小學的每一天生活都充實萬分，從早到晚完成了許多不同的
任務，但又不乏休息和個人的時間，著實令人驚訝，在泰北的時間

2018 夏 吳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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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可以如此充裕，思索過後意識到原來是自己放下了「手機」和
「電視」，才會收穫了滿滿的每一天，多了許多和朋友互動的機會，
多了許多自己沈澱的時間，在台灣的日常都不覺得自己被這兩種科
技產物佔據了這麼多的時間，值得自己好好思索之後回臺灣的生活。

沒有吃飽，只有不餓
服務隊三餐的日常就是「沒有吃飽，只有不餓」，看似過得很艱困，
事實上，我每天都過得很滿足，依然有滿滿的活力進行社區服務。
在這食材取得不易的地方，才更能加倍珍惜現有的資源。生存，其
實需要的東西並不多，但習慣索取更多的我們，其實已經在無形之
中養成浪費的習慣，在泰北的生活讓我回頭檢視自己在台灣的浪費
行徑。如同光華小學的學生們，他們要的並不多，就是一個能讓其
奔跑、跳躍的空地及晴朗的天氣，就能玩得樂不思蜀；雖然知道服
務隊老師只停留短暫的兩週，但他們選擇把握這兩週和我們熱情呼
應，只因他們選擇了珍惜當下擁有的人事物，都值得我們好好的效
仿。

我在泰北，天氣晴
很棒的兩週，很棒的生活，很棒的領隊，很棒的伙伴，謝謝所有的
一切，成就我在泰北的體驗，過程中或許有些許的不開心，但就像
最後「成果發表會」當天一樣，雨過天晴，完美劃下句點。

Photo Credit 吳月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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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文，讓我們更靠近

以前從沒想過，除了台灣以外，原來有一塊土地上的人，正在說著
和我們相同的語言。

第一天搭機轉機搭雙條車上山，花了接近 16 個小時抵達學校，一路
上看到了整片星空，在這第一次看見完整的北斗七星，在這每一天
都覺得很舒服，人事物都很單純，不知不覺 15 天很快就過了。每天
下午 4 點 泰文學校放學後孩子陸續來到中文學校，開始玩起超高的
橡皮筋跳繩和各樣的遊戲，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這裡的孩子每樣東西都能變成他們玩或生活的一部分，孩子每天都
很開心，小小年紀騎著檔車帶著弟妹三貼，到處跑、到處玩，在這
裡或許是他們經常看見自己擁有的而不是缺少的生活態度，讓他們
常常樂觀看待每一件事，知足惜福的對待每一個東西，樂於分享他
們所擁有的一切。

在家訪的過程中，看到很多孩子的家境或許不是那麼富裕，但家人
仍希望讓他們學好中文繼續升學至少念到大學，之後到台灣工作，
短短一個下午讓我思考了很多，在台灣的我們常常不經意的對外籍
勞工有偏見及藐視，而家訪的當下聽到自己學生及家長最大的願望
是到台灣工作，一想到學生們幾年後會成為我們口中的外籍勞工，
心中真的有點矛盾和心酸，經歷這個下午讓我慢慢改觀，誰想離開
家鄉？如果不是想給家人更好的生活與環境 誰想要獨自到異地工
作，孩子們從小被賦予極高的期望，希望他們能為這個家帶來一點
點的不一樣。

假日跟孩子們去爬山，他們帶我們走他們走出來的小路，去了很漂
亮的秘境森林湖，一路上孩子們摘樹枝請我們吃，味道酸酸甜甜的，

2018 夏 吳月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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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湖邊用石頭敲聲音吸引魚靠近，孩子們用他們的生活知識帶我
們玩遍整片森林，提早回學校還沒開門，他們帶我們穿越鄰居家從
圍牆一躍而下，他們完全沒在在乎高度，貼心的孩子怕我們不敢跳，
急忙的跑進教室搬桌子讓我們當階梯，他們超暖的舉動，讓我又更
愛上了他們。

每天上課都是等待的開始，他們兩個的遲到率真的頗高，每天都要
在校門口等他們，有一次印象最深刻，還記得剛上課第二天，兩位
都遲到一節課，到學校時，金財說：去剪頭髮。原本想說他是剛剪
好才來學校，但看他頭上有一邊是看起來是被隨便剪兩刀，剪壞的，
一問之下才了解是因為頭髮太長直接被泰文學校老師剪短，當下真
的滿驚訝的，但之後仔細想想，或許是當地教育常態吧！而他們在
這個愛美愛帥的年紀，當然會想先去把頭髮弄漂亮一點再出門，雖
然遲到真的很不好，但不知道為什麼當下聽到這個理由，站在他們
的角度我還滿能理解的。

兩個學生兩個老師的教室，小而溫馨很喜歡四個人在同一個空間的
感覺 有人說我脾氣很好，但我想應該是孩子們營造和諧歡樂的環境，
讓我忘了什麼是生氣也或許笑容真的是會傳染的吧。在泰北的 15 天
裡，每天跟他們一起相處、聊天、玩耍，用他們的角度看世界，會
發現原本很普通的事，變得更好玩、更有趣、更新奇，也讓自己的
變得更單純，就像回到小時候一樣的天真快樂，在這裡讓我體會到
生活也可以很簡單很快樂，在這裡很多時候以為是我們在影響孩子，
但更多時候是孩子在生活中默默影響我們。

在泰北，因為中文讓我們能互相溝通、學習，或許是因為有共通的
語言讓我們能更加瞭解彼此。

Photo Credit 吳月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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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我是給予者，
亦或是我是受贈者？

飛機一靠近地面，我就知道這不是我所熟悉的泰國。不是我熟悉的
那個高樓櫛比鱗次的曼谷，不是那個充滿觀光景點的避暑勝地清邁，
更不是那個充滿度假村和觀光客的華興。清萊，連機場都看起來相
當簡易的城市，我還沒踏出機場大門我就已經開始擔心接下來 15 天
的生活，會是如何？

跟我想像的截然不同，在萊掌的日子過得很快，如此規律的生活，
出乎意料地讓我著迷，樸實簡單的生活，我也非常喜愛。第一次如
此規律地做這麼多勞力，一開始覺得充滿幹勁，但是過了兩三天之
後，雖然心中依舊是熱血澎湃，但是身體已經漸漸疲憊，但是看著
大家還是一樣在大太陽底下揮汗，我居然恢復了體力，跟著大家一
起為光華小學盡一份心力。
尤其是大家滿手泥土，全身上下髒得要命，就會有人跑來餵大家喝
水，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的情誼，我才知道為什麼我那些同學這
麼愛住校，因為你跟一群人朝夕相處一段時間後，你們會發展出一
種堅固的情感。

第一次當一位老師，真的是身心俱疲，不管做了多少功課，想了多
少例題，最後都被孩子們打亂，雖然他們在教室裡是惡魔，但他們
出了教室之後就像天使一樣，和你玩、給你好多好多歡笑，害得我
常常在想，到底我是給予者，亦或是我是受贈者？家訪的那天，有
人的家裡正在殺豬；有人的家裡只有小雞兩三隻；有人的家事水泥
蓋的漂亮房子；有人家裡的高腳屋木頭地板縫隙大到可以看到地面，
但唯一不變的是他們的熱情！熱情的招呼我們，用他們不熟練的中
文和我聊天，給我們好多剛摘下來的水果，邀請我們留在家裡吃飯，
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故事。還記得到了某一家家訪的時候，學生的祖
母突然潸然淚下，搞得大家都好緊張，趕緊請學生翻譯發生了什麼
事，祖母用阿卡語跟我們說了令人感到鼻酸的故事，我們這些志工
好想跟他訴說我們的同情、我們的感傷、我們的感同身受、我們好
想安慰她！但礙於語言屏障，大家都好無措。其中有一個志工上前

2018 夏 謝雨亭 給了奶奶一個擁抱，接著許多人也都上前去擁抱奶奶，雖然我們什
麼都沒說，但我相信奶奶什麼都知道了！

這 15 天的旅程，是我從好久好久以前就期待的，好多的第一次都在
萊掌發生。第一次自己出國、第一次煮 20 人份的飯、第一次搭圍牆、
第一次鬆土、第一次餵豬、第一次停電這麼開心、第一次光腳走在
馬路上、第一次和一堆人一起看滿天的星星、第一次敞開心胸跟別
人分享自己的弱點、第一次這麼難過的離別。這些事給了我好多好
多驚奇，這些會永遠在我腦中，永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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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服務中學習無私的付出

直到飛機降落回到台灣的那天晚上，我仍然有著不可思議的感覺，
我真的完成初次國際志工的挑戰了！

曾經，前往異地擔任志工的想法在心中考慮過數回，但總因為種種
原因而卻步，今年在好友的牽線下認識了磐石，讓我鼓起勇氣在 40
歲前跨出了這一步。
雖然在教學第一線已經工作了十幾年，但面對的是泰國的孩子，教
學的內容是中文，其實是自己很陌生的領域。平常習以為常的中文
用法原來有著極大的學問，尤其必須解釋說明給孩子讓他們理解，
著實讓我感到苦惱！但也讓我體會，原來我們身邊以為理所當然的
一切人事物其實都有道理所在，只要我們用心去觀察或思考，就會
有另一種不同的心得。

到了泰北，開始了緊湊的生活，每天雖然都蠻累的，可心裡並不覺
得苦，其實付出並沒有想像的困難，但一成不變的生活容易讓人習
慣在自己設下的框架中打轉，忘了對我來說，最簡單的快樂不是去
達成自己的成就而是在自己能力所及去成就他人。在泰北的日子雖
然刻苦，可是心靈是滿足的。短暫的兩個禮拜，我們能做的不多，
對泰北孩子們的幫助或許也有限，但國際志工這樣的體驗對我而言，
幫助了我在團體生活中更認識自己，讓我更瞭解自己想追尋的快樂
是什麼。

我記得那天和欣茹老師聊天，我們問她即將要離開了，要如何讓學
生學習離別呢？她說：不用學習離別，我們只要學習相遇。這句話
深深的感動了我！人生何嘗不是如此，不論在哪個階段，我們只要
學著相遇，珍惜擁有的這一刻，對人真心以待，失去其實只是必然，
何需不捨？

而和一群年輕人一起生活這麼多天對我來說也是全新的體驗，真心
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遇到這一群可愛又有特色的領隊及伙伴們。團
體生活很需要大家互相體諒與包容，一開始我真的很擔心沒辦法融

2018 夏 陳依鈴 入大家，還好這群可愛的伙伴們總是給我滿滿的關懷與體貼，讓辛
苦的每一天都變得有趣、開心，和大家一起合作完成工作的時刻真
是超棒的！

感謝磐石提供了這個機會，讓我們從服務中學習無私的付出，讓我
重新找到對自己工作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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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師亦友 

遠赴台灣參加這個服務隊，懷著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和超重的行李來
到柑園國中。在那裏首次見到服務隊的伙伴們，發現還蠻好相處，
之前的顧慮都煙飛雲散。三天的相處慢慢拉近大家的距離，到了泰
北彼此都已找到朋友。

在學校打掃時，更使我們團隊的合作性提高，但第一天的教授過程
是真的很痛苦，果然老師是值得尊重的。在前幾天我們的伙食還是
不錯，但在後面的幾天，隨着不同的暗黑料理組合的出現，我每餐
只吃一碗就夠了，挺糟糕的。每天都要受雞啼的困擾，但慢慢也就
習慣。
    
而在光華小學裏進行的社區服務把我們都弄得又髒又累，但完成後
的成就感就足以彌補，而且每天都有足夠的午睡時間，真的非常貼
心。
    
在整個服務過程中，我們與學生們可說是亦師亦友，他們雖然有手
機，但他們和其他人的互動沒减少，手機不是他們與別人的隔膜，
而是與人互動新的橋梁。單是這點我們這些發達國家的居民就該向
他們學習。在義教過程中，不要令他們覺得我們高一級，十分重要！
在整個服務過程中，我獲益良多，而我的經歷影響了我的朋友，其
中一個更表示希望我明年帶他去，雖然我並不能參加市集，但希望
遠在台灣的你們能透過服務隊分享會的故事市集讓更多人了解服務
隊。

2018 夏 冼懷哲

Photo Credit 吳月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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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超越了自己

泰北，我看到的是很純淨的天空以及自然的美景，乾淨的空氣，對
於長期生活在都市的我們，是非常渴望的事。所以，到了萊掌後，
我第一個愛上的是那天然無染的環境，到了泰北後，一切的生活都
要靠自己和身旁的夥伴，幸運的是，我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以及一位很體貼我們的領隊，夥伴們都會互相幫忙，做社區服務時
總是很有效率，他們無形中也給了我許多的勇氣，也讓我超越了自
己。

說實話，當時在台灣演練中文教案時，我十分的緊張。因為我從來
沒有在台上做過教學，我只有平常在台下幫同學解題而已。但是，
當我看到那些孩子後，我發現我不會緊張了，反而把自己預備要教
的東西盡全力教他們。
   
而孩子們的反應竟出乎我的意料，他們很聰明，總是會舉一反三！
經過這兩個禮拜的教學後，我更深地發現他們會反射性地舉手，即
使遇到不會的問題，他們也會努力地去試試看，這方面是我要向他
們學習的地方！

我們有時候怕說錯而選擇閉口不說，但是我們往往沒有注意到，這
樣的行為往往會讓我們錯失「知」的機會，孩子給了我很大的反思
空間。

在泰北，孩子們憂心的和台灣的孩子有所不同。

台灣的孩子是在高壓的課業壓力下成長的，常常需要紓解壓力，也
會在拼課業成績中失去了自己最喜歡的事；但是在泰北的孩子不同，
他們面對的還有父母離異或是隔代教養的家庭問題，那裡的孩子在
小小的年紀就要面對許多類似這樣的問題，但其實有時都是環境逼
迫著他們成長，因此我在那裡給他們更多的是陪伴，即使我知道他
們在和別人相處時，得到那樣多的溫暖，雖然可能沒辦法去彌補他
們已經受傷的心，但是我希望他們可以變得更好！

2018 夏 許紫絜

 在這趟旅程中，我學到了如何與人相處和許多解決事情的能力，雖
然去泰北 15 天，回來之後我要面對堆積如小山的功課 ( 暑假輔導 )，
但是我得到的，遠遠超過了那些課本上給予我的知識。此行，我不
僅吸收了課本以外的東西，我同時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有時候人
會因為環境而妥協，但是在那裡，我可以放鬆地做自己。
    
有時候換個角度、換個環境，可以找到那尋找已久的答案，也許平
常太忙錄了，沒有停下來好好思考一些事，所以在這段時間，我也
反思了很多事情，讓我成長了許多，眼界也更加的寬廣，也讓我留
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我想，我會和更多人分享，並且告訴他們泰
北的好，將來如果還有機會，我也想要再次 -- 回到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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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泰北後，思念開始不斷蔓延

離開泰北後，思念開始不斷蔓延。
    
一開始在決定要報名時，我原本的期望只是能看看其他地方的風土
民情，與當地的小朋友、大人互動，看看他們的生活環境。然而到
達當地後，隨著日子的推進，領隊的循循善誘之下，我開始思索著
更多更細膩的問題，關於他們，關於我們，關於人們，我能帶給他
們些什麼，我自己又期望著能夠獲得些什麼。
    
對於當地，雖然房屋簡陋，工資物價低廉，沒有太多法度規範，但
我認為那才是最適合他們的，我開始反思著，那裡的人沒有竊盜殺
人，那裡的人沒有憂鬱自殺，那裡沒有規範，卻是個美好的地方，
究竟是制度使人進步，還是制度使人崩毀。或許他們需要更加完善
的基礎建設與衛生環境，然而當大量的物質進入後，難保不會對他
們造成心理上的影響，人們因為物質，因為制度，開始變得斤斤計
較，開始只在乎自己，開始不願為他們付出，犯罪、憂鬱、自殺等
社會問題也會接踵而至，我認為這個世界沒有最完美，只有最適合。
    
對於我自己，我學習到了給予的困難，我自己擁有什麼，我能給出
什麼，而他人真正需要的又會是什麼；我學習到了勇敢面對事情，
我們時常會把自己的困惑放在心中，我們時常會對許多議題漠不關
心，很多事情久而久之被視為理所當然，若不勇敢面對問題，所有
人都會成為了危害社會與他人的幫兇；我學習到了我應該給自己多
一點點的信心，平常的我其實不太講話，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而
在這個團隊中我算是相對年長的人，面對弟弟妹妹們讓我有了許多
說出自己的想法，以及付出自己所學所能的機會，甚至能當橋樑一
般的存在，讓我對自己有了多一點的信心及勇氣在團體中與他人互
動。
    
回到台灣後，回到學校後，我開始想念那裡的生活，雖然環境辛苦，
要自己處理大大小小我們平常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務，每天雖然要付

2018 冬 陳德洋 出很多勞力心力，卻是十分充實的，更重要的是，那是一個沒有心
機的地方，讓人感到十分舒適。最後最讓我思念的，是我的夥伴們，
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團體，卻充滿著各式各樣的人，為這個團體帶來
了無限的活力，雖然我們的年齡差距，使我們在營期中發生了一次
衝突，然而在領隊的帶領下，我們正視衝突，講出了彼此心裡的話，
我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事多麼細微而重要的，回到台灣後也一
直很想與小朋友們見面，他們帶給我許久未見的活力、年輕的氣息
以及無比的快樂。也很感謝所有願意付出自己的人們，因為大家在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盡力奉獻自己，才能讓我們的生命有了
聯繫，才能讓這個世界有更多偉大的渺小。
    
人們的生命就是一個個故事，我們創造自己的故事，分享彼此的故
事，最後交織所有的故事，很高興故事中有你們，有泰北，帶給所
有人一點點慰藉，一些些改變。

Photo Credit 吳月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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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知足惜福

我是一個從小就很嚮往當志工的人，也很喜愛、享受當志工這件事
情。在參加這次的海外志工活動之後，這個想法依然沒有改變。雖
然只有短短 14 天的泰北志工行卻讓我意猶未盡、難以忘懷。

一路上我都在想著去泰國可能遇到的種種狀況，東西好吃嗎？人友
善嗎？或者是小朋友會喜歡我們嗎？經歷飛行和轉機還有將近兩小
時的車程，我們終於到了清萊的萊掌村，
因為到達時已經十點多了，大家趕緊準備好心情面對第一天！

由於我們去時剛好碰上泰國的母親節，所以校方邀請我們參觀，為
了感謝母親的養育之恩，小朋友們就都含著淚的跪在媽媽面前，令
我感到非常震驚又感動，原因是在臺灣不可能會看見這種場景，雖
然母親節有辦活動，但我們好像越來越忽略母親節的重要，認為父
母親做的一切都理所當然，那裡的小朋友懂得知足感恩，這就是我
們應該學習的。活動結束後，就去了附近的麵店吃中餐，人們都喜
歡的庶民美食─粿條，粿條是一種具有華人移民特色的街頭小吃，
無論就泰式粿條的名稱、食材、配料及湯頭，體現華人移民泰國逾
二百年歷史。
轉眼間我們準備離開學校，跟孩子們離別的那一段時間真的特別難
受，看著小朋友難過的眼神，讓我感到非常心疼，雖然我們對他們
來說可能只是來教他們中文的台灣老師，但他們對我來說是一個特
別的存在，我一輩子都不會忘了在他們身上學到的一切。

這裡的生活品質即使不是像台灣一樣那麼好，沒有熱水可以洗澡、
沒有軟綿綿的床可以舒服的睡覺，不過有時候簡單純樸也很好！大
家分工合作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懂得知足惜福，這是我在光華學
校這兩個禮拜所學到的，還有真的非常感謝這個旅程上幫助我們的
人，要回台灣時我真的很不捨，這樣愜意休閒的生活就要結束了，
其實還希望有機會能再回萊掌，看看那些小朋友，還想去吃小吃，
這兩個禮拜的泰國行，我覺得很值得再去。

2018 夏 詹意如

Photo Credit 詹意如



T
H
A
IL
A
N
D

 

83

Photo Credit 劉智凱



NEPAL
尼泊爾服務隊

Photo Credit 磐石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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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智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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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al 的日與夜

尼泊爾，一個我曾經認為，一生人當中只需去過一次，去體驗過就
足夠的地方，不過現在，如果還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回去，回去
Lighting the Life English School (LLES)，回去探望我的「兒女」
Sujan、Binita、Simrika 等。不過，這次旅程對我的影響又豈止於
此，我想，最大的改變，就是讓我找到我的志向和目標。
 
從前的我，如機器人無異，母親叫我用功讀書，我跟著走，儘管在
未來的職業有明確的目標，但從未想過為何要工作，有穩定的工作
了、買得起屋子了、成家立業了，所以呢？這真是我嚮往的夢寐嗎？
抑或是社會對成功的定義而已？
 
在尼泊爾，沒記錯應該是山上的第六天，經過幾天的服務和與孩子
的玩樂，我獨自坐在搖搖椅上，腦子動著，看著孩子們最真摯、最
純樸的笑容，我知道這是一切快樂的來源，我不想失去它們，因為
當我回到遠處的那片石屎森林，我就會開始對這笑容變得陌生，我
並不想這樣，我想永遠把它們留在我的身邊。 
 
現在，我一心只想好好的裝備自己，不論是個人經歷，或是個人才
能，有了才能和經歷，才能以長期志工的身分，為孩子們付出更多，
和為他們的社區作出更大的建設。而在寫下這篇感想時，我已經是
香港大學扶輪青年組織的成員之一，亦已為下一次在斯里蘭卡的義
教服務作準備，希望能幫助世界各個落後地區的孩子。
 
最後，在這十分感謝華人磐石領袖協會給予我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讓我找到人生的方向，找到我快樂的起源。謝謝。

2018 夏 楊國謙

Photo Credit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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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番景色

車窗外的世界是另一番景色，不同於台灣的，美麗的風景。房屋、
店家並列著，疊床架屋，最新鮮的是不時看見的地下樓層。所有的
屋子都是由一磚一瓦所建構，地上不是熟悉的柏油，而是泥與沙。
熙來攘往的人群，有上班族、學生以及頭上頂著貨物的婦女，偶爾
還會看到牛隻。印象最為深刻的仍是女人及孩子臉上的笑容，在巴
士稍作停歇時，在樓房上興奮地與我們招手的他們，口中不停地喊
著「hello」，我們也回著「namaste」，短短幾分鐘彷彿變成了永
恆，耳中迴盪著大家的歡笑。

在山上的幾天，我們過著純樸單純的生活，每天放學準備隔天的教
案，上課時珍惜著與孩子相處的每分每秒。二年級的孩子雖鬧騰，
但都很天真可愛。難以忘懷，Suraj 畫畫的潛力、Rajeev 表演的姿
態、Misha 的天真爛漫、Amita 的甜美微笑、Binisha 的笑顏……
有太多我忘不了的片段，我不捨得拋卻這些回憶，只得寫下當下的
心情。

猶記得家庭訪問那天的下午，跟著孩子回家的路途。我們都知道孩
子們上學的路並不好走，但真的親身經歷後才能感受到他們的辛苦，
同時也深深佩服他們敏捷的身手，路途中的泥濘，石塊上的青苔，
完全不是簡單的「不好走」三個字所能形容的。家訪時，孩子及他
們的家人都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心中能感受到他們的心意。

當地的老師都很和善，尤其是二年級的班導師，在我們無法掌控他
們狀況的時候，老師的協助總是讓我們鬆了口氣。印象最深刻的是
某日放學的公民論壇，我們向老師詢問了許多問題，最有趣的是公
民論壇才剛開始，我們一群人就被校長請去幫忙推 LLES 的校車，
在雨季校車時常會因此陷入泥濘，使得一整車的小朋友都受到了影
響，我們當時的幫助也使得孩子重新展露笑容。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創造出了霧與水，地和天，唯獨無法創造出人

2018 夏 張卉穎 人都富裕的社會……。也許這就是人類社會所產出的副作用。在這
裡，他們被大自然萬物所環繞，過著簡單的生活，雖不富裕但卻仍
能展露笑顏。在遙遠的家鄉，我們被鋼筋水泥所包圍，每天接收最
新的資訊，但卻好像永遠無法滿足。在這裡的生活很簡單樸實，每
天都很愉快充實，好像從孩子的身上得到了些什麼，我想大概是歡
笑、是喜悅、是我們忘了很久很久的初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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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

一個沒有燈，橫頂只有一片鐵皮，一個長期都很悶熱的班房，卻有 5
個小孩努力地為自己未來打拼。當我第一眼看到這所學校時，感覺
是色彩繽紛，全靠之前的服務隊打造一所美麗的校園，為校園帶來
色彩就像服務隊一樣也為當地學生帶點色彩。因為服務隊可以把外
面世界的不一樣告訴孩子，令他們更有動力去念書從而長大後可以
用自己的雙眼去看世界。
這次的義工服務之旅，我不奢求自己可以為孩子們做很多事情，但
願我能夠成為一支顔色筆，在這短短的日子中，為他們的生命填上
顏色。

大部分的孩子都來自貧窮的家庭，但他們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相
反，他們更加平常的小孩更勤奮努力地讀書，希望透過知識改變命
運。在家時，他們即使有空閒時間也不敢鬆懈，反而會更用功地操
練習作、預習課本。這點十分值得我們反省和學習。

埋怨自己的不足只會令人沮喪，產生負能量，相反地，欣賞自己的
優點卻可以產生出無比強大的力量，足以改變一生的命運。在這方
面，我們應該好好跟孩子們學習，如何把貧窮所產生的負能量變成
動力，變成推動自己邁向成功的力量。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線之差
而已。孩子們沒有足夠的文具也沒有全新的書本，但他們可以有學
習的機會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義工幫助他們。最重要的還是有ー顆
上進心。不論書本是多殘舊 , 鉛筆是短至不能書寫，孩子們都是埋
頭苦幹著。選擇正能量還是負能量關鍵是你把關注點放在那裡。困
難天天都有，與其把焦點放在不好的事上，倒不如把焦點放在好的
事情上，並把這當成生活的原動力，推動自己向前進。

經過十四天的旅程，本來是抱住義教的心為孩子們付出什麼，但最
後我卻發覺孩子們才是我的導師，教導我不少改變我一生的價值觀。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成為了孩子生命中的一支顔色筆，但他們肯定
在我心裹留下了色彩。

2018 夏 阮穎怡 尼泊爾 - 雖然這個地方比我們的國家落後，但這裡的純樸和開心是
遠勝於我們。去了一次，便很感恩我能去這個地方，那裡的人教懂
我們如何去愛，去珍惜，知足。他們在課室裏呈現調皮的模樣，展
示了頑皮的個性。但實際上，他們下課後是無可挑剔的乖孩子，照
顧弟弟和妹妹的好哥哥和姐姐，樂於幫助父母的好兒女。他們好得
甚至比我們還要好和盡責。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們每一個的笑容，
珍貴我們的到來，給予我們他們最好的東西。盡管只是一個拍着，
他們也能歡笑不停。

Photo Credit 阮穎怡 Cr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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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答案〉

夥伴們饒富興趣地看我坐在塑膠椅上批閱一疊皺皺的英文學習單。
　　
這份學習單是讓孩子練習「so… that…」的句型，總共有六句，前
四句讓孩子填空，挖空的範圍遞增，後二句讓孩子練習自己造句（從
無到有）。經過幾天的教學，了解孩子的英文程度落差極大，我並
不期待全班都能寫出文法無誤的句子，甚至對於某些孩子來說，後
二句寫不出來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們能保存好這份學習單、還能交
回，已經謝天謝地了。我給每一個孩子客製化評語，揀選單字，小
心措辭，希望他們都能看得懂老師的指導和鼓勵；大部分的孩子分
不清楚形容詞和動詞，我也一張一張作書面解釋，引來夥伴們一前
一後發表對於「標準答案」的看法。
　　
有些夥伴覺得，這裡的孩子太急於追求標準答案，每回完成了什麼
課堂作業，都想拿給老師檢查，訂正到老師點頭，就把書本收進書
包，不知何日會再次翻開那一頁；有些夥伴希望能藉由沒有標準答
案的問題，告訴孩子，可以對自己的答案有自信；有些夥伴認為，
三年級的孩子尚未發展出建構思維，作業不宜出開放式題目，因為
他們的能力還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一系列的討論，聽起來像是認
知發展領域的研究辯論，聽著不禁覺得好笑。我承認，有許多心理
學理論可以支持夥伴的說法，學習單設計也的確有待加強之處，然
而，就到此為止了嗎？
　　
或許只有批改學習單的我才感受得到，這些「麻煩」的價值。雖然
結果同樣是紅色叉叉，但我看得出哪些孩子是翻課本參考之後才寫
下，哪些是孩子胡亂猜測及塗鴉，哪些孩子連課堂中的釋例都無法
理解就交了白卷回來……如果不是開放式題目，我如何知道這些呢？
如果身為老師卻不能診斷出學生的問題，如何期待孩子進步呢？
　　
原來開放式題目考驗的並不是學生，而是老師。我們能不能開放孩
子犯錯，理解孩子的疑惑？我們能不能開放孩子進來，接納孩子的
不足？我更加明白傳統應試教育遭人詬病的原因，為了省去時間和

2018 夏 吳思言

Photo Credit 吳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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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一味推出封閉式題目，不只是拒絕不在預料中的答案，更是
拒絕了學習的心。
　　
思索良久，我忽然憶起，三人在教室垃圾桶中找到孩子的名牌紙和
學習單時，不禁覺得「孩子明明難得擁有這些，怎麼不懂得珍惜」
──是不是在我們心中，對於這群孩子應該長成什麼樣子，也有一
套標準答案？
　　
文法學習單或有標準答案，但人生學習單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人生
的路走得越遠，只會有越來越少的標準答案，越來越多的道德思
辨。我想，願意參與海外志工服務的我們難免求好心切，希望自己
帶出來的孩子不只成績好，品格也要好，然而一個星期的時間實在
短暫，若是操之過急，我們以為的感化，也只能淪為僵化的「標準
答案」，更多更多的事情，需要孩子自己去經歷和承擔；相信不論
是知識或情感，累積到一個地步，他們終將抵達共同的彼岸。
　　
礙於語言和時間因素，我們無從得知孩子的想法，只能不斷不斷地
檢視自己的心態，將質疑化為純粹的好奇，勇敢去同理與溝通。某
天早晨，我從垃圾桶裡撿來一張破爛的學習單，向全班孩子說：
「We’ve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s on this. If you guys 
treat it like this, we feel sad.」孩子聽懂了，剩下的，就交給他
們自己去選擇了。這是給孩子的祝福，給我們的學習。

Photo Credit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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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許多事不像想像中的那般困難

8/5~8/18 去到了尼泊爾 , 去掉了 3C 產品也去掉了許多方便的科技，
在最簡單的生活中卻看到了不一樣的自己，也直面了人和人之間最
真摯的情誼，同時也發現很多原以為的理所當然是那麼的得來不易。

走了約 10 分鐘的路，才能到達水源地提水洗頭，原來不用到半桶水
就能將頭髮洗乾淨 ( 平常真是浪費太多水了 ), 還都會受到水蛭攻擊，
有熱水 & 蓮蓬頭 & 浴室真的是件幸福的事，這些讓我體會到我過的
是如此的富足舒適。另外也發現原來許多事不像想像中的那般困難，
常常只是願不願意做，而不是做不做得到。

在教學上遇到了許多困難，十足的體會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意思，許
多的不受控令我崩潰，孩子下課天使上課惡魔，但在好好的了解後，
發現了背後原因並不是那麼的不可愛。有時候他們只是想多引起注
意、希望能得到多一點關心、希望自己是特別的、是被愛的那一個。
而他們也願意毫不保留的愛我們，即便我們只是他們生命中的小小
過客、即便他們常常聽不懂我們說的，我才更深明白也許語言不通
但是心是可以相通的意思，到了最後甚至常常覺得他們對我們的愛
遠超過我們對他們的愛。

家訪的過程，接受了超熱情的款待，被孩子騙上了塔還下大雨 , 拜
訪了 9 家，灌下了十幾杯的茶和水，甚至還有酸奶 ...，看到了他們
對人的熱情以及信任，看到了他們生活的不易和辛苦卻十分知足常
樂。實際走了一圈，才知道原來孩子每天要走那麼長的路到學校，
才看到孩子不同於在學校的一面，有些東西實在是要自己去親身經
歷才會有所了解和體悟。

在團隊中也重新學習了溝通協調，不自以為是，去付出愛，去愛和
自己不一樣的人。只憑著自己表面看到的去下定論，永遠無法解決
問題，別人也無法知道你的想法，也許試著溝通還是有可能無法達
到理想中的結果，起碼自己曾經先嘗試過，其他便順其自然，做自
己最大的努力就行，多一些溝通少一點猜測，大家才更能去互相理

2018 夏 蘇倚樂 解乃至於合作。

這趟旅程體會的太多太多，聽了許多人的生命故事，親自走入當地
的生活，接觸了許多人，受到許多感動，看到生命跟生命如何互相
影響，更多的認識自己對世界也有更多的看見。希望這些感動能不
斷的持續在接下來的生活中，也讓我在面對困難有更多的勇氣。感
謝支持和鼓勵我參加服務學習的家人朋友、LLES 的所有老師、孩子
和默默付出的人們以及服務隊的領隊和所有夥伴，最重要的，感謝
神讓我有這次的旅程和學習。

Photo Credit 蘇倚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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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簡單直接的得到滿足！ 

從尼泊爾回來後的好幾個夜晚，都覺得好空虛。實在很想念那 16 天
沒網路有別於在台灣舒適的日子，還有帶給我滿滿活力與笑容的夥
伴與孩子們！ 

記得第一天帶著忐忑不安的心上山，擔心自己英文太差、擔心自己
沒辦法讓孩子們喜歡、擔心沒辦法教導他們、更擔心自己難以融入。
始業式結束看著一堆孩子各種奔跑有些害怕，畢竟已經好久好久沒
有看到一大群小孩，幸好孩子們的熱情讓我快速的卸下防備以及恐
懼。在這單純美好沒有外界複雜干擾的地方，好像能更簡單直接的
得到滿足！當收到孩子給的紙條，或是拿著特別的零食、水果給你
吃，甚至只是下課他們拉著你的手跑上跑下，內心都無比感動與快
樂，謝謝他們喜歡我，喜歡如此平凡的我。

四年級這班的學生們十分活潑好動，雖然秩序難以管控，但每個孩
子卻都很可愛又窩心。班上有個孩子不愛學習又特別調皮，但當我
們拜訪他的家要回學校時，他堅持騎著腳踏車陪我們回去，由於路
況不是很好，我們多次告訴他我們可以自己回去，他擦了擦汗告訴
我「我不累，我要跟你們走！」，他還說因為前面有很兇且會咬人
的狗，所以必須保護我們陪我們過去。於是他半推半騎著腳踏車的
陪著我們。那時我才發現，原來他是一個窩心又貼心的小孩，就算
要走 45 分鐘的石子路，他也不厭其煩的陪著我們，真的很感動。

儘管不是每個孩子都認真參與課堂中的活動與學習，但他們都有各
自的天賦！例如：班上有些孩子非常有繪畫的天賦，他們對空間、
色彩的規劃與運用令我驚艷，讓我學習用不同的眼光去欣賞他們的
特質。

這趟旅程不僅使我跨出舒適圈挑戰自己外，還讓我更敞開心胸，以
不同角度去看待與觀察身邊的事物。期望在往後的日子，我依然能
帶著熱情且勇敢的心，去看這個世界。

2018 冬 張   歆
Photo Credit 張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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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thing with great love.

在山上的這十天，我看見了一群不因環境和退縮的孩子們，也看的
了我們這些來自台灣的大哥哥大姊姊們，是如何為了那些小朋友們
而努力。

或許在過程中有許多的衝突，也有很多的不愉快，但是這都不影響
到彼此的關係。或許我的說話風格讓很多人不開心，但是也謝謝你
們願意接納、包容我，甚至是提供我意見，讓我變得更好。

也感謝和我同組的夥伴們，彼此互相扶持，上課時幫忙管秩序，或
者是協助教學，甚至是彼此身體出狀況時的噓寒問暖，我真的很感
謝可以遇到你們。

每天早上的煮飯是如此的新鮮，永遠都有好玩的事發生，像是削馬
鈴薯皮﹑翻蛋﹑煮茶，更要感謝 Purna 和買哥 ( 買恩祺 )，每天給
我們一個充實的早晨。

我還是很懷念我的那群小學生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快樂而充實的
過著每一天呢？他們帶給我的不只是歡笑而已，還有他們那浪漫天
真的笑容，那驚人的繪畫天賦，以及他們的喜愛歌唱的心；同時，
我也看到了他們的生活環境，雖然是相當簡單的屋舍，可是他們依
然用鮮艷的色彩妝點他們的家，如同他們的性情，是如此的樂觀開
朗！所以，謝謝他們，讓我看到不同的世界，也在我生命的畫布上
天上濃濃的一筆。

最後，如同迦南說的話，希望我們這群夥伴可以成為彼此最珍貴的
角落。

2018 冬 陳法君

Photo Credit 陳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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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是拼圖中的一片拼圖

讓我們回到出發前去尼泊爾的前幾個月，並不是很勇於挑戰的我，
竟然義無反顧的決定參加這次的尼泊爾志工服務隊，或許是之前班
上同學分享關於泰北志工服務隊的收穫和經驗感動了我，也看到原
本調皮幼稚的同學，轉變成成熟認真的大男孩；看到他們的轉變，
更有一股好奇心驅使我勇敢地去窺探這個世界的某一角落。我想當
初選擇了尼泊爾，而不是泰北，或許是想向身邊的人帶來另一個角
落的故事和需要，自己也想挑戰全英文的教學！

出發之前，教案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完全沒有教學經驗的
我，完全不知道該從哪裡著手，剛開始準備的時候真的非常的茫然，
我覺得很困難的部分就是在遊戲與課程之間的連結，也想了很多什
麼方式比較簡單易懂，什麼方式能讓他們更能投入在課程中。
　　
在準備出發去尼泊爾的前幾天，我開始疑惑了，為什麼我要到這麼
遙遠的國家做志工，為什麼要逼自己走出舒適圈？但當我踏上這趟
旅程所有的煩惱和疑慮都煙消雲散了，因為我找到這趟旅程的價值！

到了 LLES 的隔天，就是第一天的教學日了，瞬間擔心了起來，如
果教不好怎麼辦，如果他們不能理解怎麼辦，而當我們開始教學這
些疑慮也消失了，所有的孩子對學習都很有熱忱，當你問問題時，
他們一定會搶著回答，雖然他們的答案都是抄來的，但我還是對他
們勇於回答和發問的熱情感到佩服，就算答案錯了他們也不會氣餒，
只要糾正他們，他們也很快地吸收和理解了，我覺得這就是他們和
台灣小孩最不一樣的地方。他們雖然擁有的不多，但他們卻活得很
快樂；雖然資源不多，但他們卻學習得比我們都還認真。
　　
在平常的時候，小孩們會和我們分享糖果、餅乾、泡麵，明明那就

2018 冬 黃瀞萱

Photo Credit 張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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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唯一能飽餐一頓的午餐，但他們卻很樂意和我們分享，其實
我很開心也很心疼。
　　

回到臺灣，我也學著知足，在臺灣上學是一件很稀鬆平常的事，我
們甚至討厭上學，但看見他們總是快快樂樂的去上學，我開始反省
自己，決定對學習感到知足。
　　
而在這幾天的旅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妳想要在尼泊爾留下
什麼？」
　　
或許所有去過的志工都希望小孩記住他們，包括我也是，但也希望
我們帶給他們的知識可以永存在他們的腦中，希望我們這幾天下來
美好的回憶可以長存在他們的心中，我是這麼自私的希望的。
　　
雖然我只是拼圖中的一片拼圖，但我們這個團隊其實已經開始一步
一步的靠近成品，而我也相信這個拼圖並不是我們這個團隊就能完
成的，而是需要更多人的用心和努力來造就。
　　
在最後我很感謝這個團隊，謝謝他們帶給我的回憶，也謝謝你們一
路上的包容，我想這趟旅程少了你們，一定變得非常無趣，因為你
們我也學習到了很多，也認識了你們，最後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
可以遇見你們，也謝謝領隊們，總是不厭其煩的提醒我們各種事情，
也總是忍受我們各種幼稚的行為，而你們就像我們的朋友一般，可
以和我們開懷長談，一直很謝謝你們，而我也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再
一次的踏上這塊珍貴的角落 --- 尼泊爾。

Photo Credit 張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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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在「生存」而不是「生活」

人們常說尼泊爾落後，但尼泊爾人們單純。他們擁有最純樸的生活，
他們不像城市人般要利用物質來滿足自己的生活。沒去尼泊爾之前，
我從來不相信這些話，可是當經歷完這十四天就會發現，他們的生
活才是我從沒經歷過的。因為在香港，我們都是在「生存」而不是「生
活」。

「Namaste!」
香港人都爭分奪秒，尼泊爾人卻在慢活。香港的小孩子都被電子產
品充斥著他們的生活，尼泊爾的小孩子卻穿著拖鞋在山頭裡奔跑嬉
戲。香港人總是愁眉苦臉，尼泊爾人總是臉掛微笑。或許這就是我
們的不同。可是，誰又能鑑定是誰的生活比較好呢？因為生活，並
沒有指標、定義啊！香港不比尼泊爾好，尼泊爾也沒有比香港好。
我們都只有擁有大家沒有的而已。

「Danyabad ！」
在來之前有很多的擔心，擔心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可是來到之後
就會發現，一切的擔心都是多餘的。人類是很奇妙的生物，有很強
的適應能力。我們經歷了沒有電的日子，每天拿著頭燈去洗刷、開
會、準備食材、洗碗甚至準備教材。一切其實都是習慣而已，來到
這裡就自然的忘記了在香港的物質生活，反璞歸真。 

雖然尼泊爾的小孩到最後一天才記得我的名字，雖然最後一天服務
隊便要離開了，但在 LLES 的回憶、經歷和體會卻會銘記在心一輩
子。

2018 夏 姚梓檸

Photo Credit 張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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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不是一種理念，
而是一種選擇的實踐 

尼泊爾在我心中也算是簡單快樂國度之一的國家，居民們臉上其實
不難掩飾著笑容，每天的互道早安也是此起彼落。更令人興奮的是，
當地的小孩子都會在學校門口，等待我們 10 點的到來，或是路過跟
我們大聲喊著早安！

雖然身處離首都加德滿都 8-10 小時車程的偏鄉地方，然而卻能更清
楚望見這裡的居民如何地依照四季、大自然的步調生活，農耕著。
他們每天的路程都是山路，你看不見的是泊油和鋼筋水泥，腳上雖
然沒有好的鞋子甚至是拖鞋，但卻跑上跑下完全沒問題。家中的水
源完全是依靠長男出外尋找辛苦找回來的。一點一滴的飲水思源，
開啟了我們對於自己身邊理所當然物質上的反思，開始想起當我們
不滿足，或是想要有更多東西時卻得不到，那是否有時候可以想想
在遙遠的那彼方，還有著一些人似乎連擁有都是困難的。14 天的經
歷都歷歷在目，小朋友的笑容，有機的美食，清新的空氣都是香港
很難尋找的。

一份對於大自然的敬佩及尊重，不怕物資的貧乏，只怕有心人的濫
用及浪費，大家對於自個的生活依舊是以笑容帶過，其實我們每個
人都有選擇，而那份選擇的權利都是在自己身上。例如，一天一樣
的 24 小時裏頭，有人選擇填滿行程，而有人則選擇停下來喘口氣，
喝杯茶，再出發。快樂不是一種理念，而是一種選擇的實踐，看看
這些人，你還在猶豫甚麼呢？

2018 夏 林逸曦

Photo Credit 高士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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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想的不是「我終於回來了」，
而是「我想要回去！」

在去之前的心情便是忐忑，不知道會遇到什麼事！而我的工作又與
大家完全不同，沒有夥伴在身邊有時候真的會手足無措。
   
去之前我想了很多，想要做好萬全的準備，但是真的到當地時和想
像中的是大相逕庭。我一開始選擇後勤組便是因為沒有什麼特別想
要和小孩子相處，但是到了便了解到我是大錯特錯，那裡的小孩與
台灣小孩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樣子，那裡哪來的一堆手機給小孩滑，
那裡小孩的小孩成的也和我們不同，他們對於讀書有著台灣找不到
的熱忱。而最讓人忘不了的便是他們的純真笑容，讓人把所有不愉
快忘掉的笑容。
   
在山上的十天之中，我待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廚房了，我與他人的作
息不同，合作的也不同，我的夥伴是當地的婦女，其他人在上山前
都對自己的夥伴有所認識，但我的不同，我直到上山才第一次見到
我的夥伴！
    
在廚房中，我是二廚，幫忙大廚的二廚。我常說，我在山上最大的
朋友便是馬鈴薯與洋蔥，哪一天沒看到他們都覺得奇怪，一大早，
一整桶待削的馬鈴薯和洋蔥便是我的例行公事。但是在那裡我也嘗
試了在台灣試不到的煮飯方式，一次炒三十人份的飯，是一項疲累
的工作；一次拿兩個大鍋鏟炒飯也真的從未做過。
    
在那裡，第一次真的體會到了「油、糖還有鹽巴加的和不用錢一樣，
是什麼樣概念」。我在廚房裡最先學會的便是要拒絕當地人熱情的
幫忙，例如：當地婦女會在我洗碗時，便湊過來幫忙，可那些碗盤
是我們志工們所用的碗盤，在那裡的十天中我的洗碗爭奪戰從未間
斷過！勝負平手，這大概是因為後面幾天，我已經學會了，要如何

2018 冬 買恩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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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他們的小技巧。

我很高興可以和這個團隊一起去合作，在十天之中自然不可能毫無
摩擦，甚至發生了比較大型的事件，但經歷過後才會知道自己的不
足，知道自己哪裡應該要改進，我相信大家從中都有所學習。在其
中一次晚上的聚集時，在尼泊爾擔任長期志工的迦南哥說過，我們
在尼泊爾時有著許多的感動，對於未來下了決定，給自己訂了承諾，
但是「然後呢？」當下的感動是無法持久的，就算下了再大的決心，
若是離開後便忘記，那這一切都不值得了！

所以這趟旅程最重要的，其實是「然後呢？」回到原本的生活後能
夠真的改變嗎？
   
在下山前，每個人一定有被問過「會不會回去？」，但，如果問題
是「想不想回去？」我相信大家都是想的，但是現實和想像的不會
一樣，回台灣後有太多的事阻礙著，能回去的一定是少數人，可是
我們留下的回憶卻是在我們的心裡、在我們的記憶裡，可以一同去
回味，我們曾經一起在的「最珍貴的角落」。
    
直到下山的那天才發現原來真的要走了，十天的日子匆匆便過了，
當下到波卡拉時覺得好不習慣，身體和心情早已習慣了山上的生活。
而回到台灣時更是如此，不僅要回到原本的生活，也要和這些夥伴
們分離了，下飛機前大家的心情都是複雜的，心中想的不是「我終
於回來了」，而是「我想要回去！」。
    
在山上，大家放下了平常生活的一切憂煩和掛慮，體驗那不知多久
以前就不復存在的無憂無慮，現在想起來只會覺得在台灣的生活是
地獄，而尼泊爾就是天堂。回來之後已經講了許多不清次數的「好
想回去！」

Photo Credit 吳
思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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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al , 
a place that full of love and peace .

Nepal , a place that full of love and peace . It has become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efore the service trip , I have 
questioned myself on what I am capable to do. People always 
say that I am lucky to live in Hong Kong , because there is 
no natural disaster and very advanced . However , I think 
the more perfect Hong Kong is , the less I know about my 
capability. In Hong Kong , my life is stuffed with the school 
life and the worries on making my academic result become 
better. Initially , I want to throw this worries and problem 
away , and find out the interesting part of learning . However 
, the problem just clogged in my head while the time passes.
Learning that supposed to be meaningful but turns out 
become meaningless. Participating in this service trip helps 
me to gain the interest of studying back again.

When I was teaching the students in Nepal, all I want to do is 
not only teach them knowledge, but also let them know that 
studying is not dull and meaningless . Meanwhile , it also
surprised me that the students are really smart and 
passionate on learning. This is the one thing that I lost , 
and I see it in their eyes. Although the students don’t have 
enough resources and money to have a good quality of 
studying, they still have passionate and interest on studying.

2018 夏 陳嘉敏 On the other side , through having some discussion with the 
teachers and principal, I have known more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of Nepal , and the situation that the school is facing
currently. Even 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brick walls in the 
middle of their way ,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break them 
down one by one. Because of the school, it also united the 
whole village and the families living around it. That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 have ever seen.

After this trip ,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smile on the students’ 
face , and what they have taught me .

Photo Credit 陳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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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不同的人生副歌

很感激有幸成為尼泊爾服務團的其中一份子，在經歷這 14 天後，腦
海裏有百般感受不斷湧現。有開心、有感動、有感恩、有依依不捨
的離別等等。這 14 天不能說短暫，但又不能說漫長，興幸的是懷著
感恩的心去珍惜當中的每一個時刻，令自己不會後悔。

還沒有來這個服務團時，可能常常都沉迷於電子產品和活在自己舒
適的環境，因此常常忽略很多身邊的事情和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的時
刻，忘記應活在當下。 本身報名參與這個團後，我忽然有數之不盡
的藉口讓我去猶豫是否退出：14 天不能使用電話、在溪間裏洗澡時
可能被水蛭吸血、 三餐不能溫飽等等。不過仔細一想為什麼當地的
小孩子身處在設備簡陋和水電供應不穩定的環境下還能開心純樸的
生活？為什麼自己經過了十九個夏天都好像一事無成，沒有做過任
何有意義的事？ 為什麼不在年輕時把握機會擴闊視野和擁有與眾不
同的人生副歌？

這 14 天的確為我解答了以上的問題和很多從沒有想過的問題：原來
有些小朋友在他們出生到現在，從來沒有任何人去過他們家作家訪，
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與他們家太遙遠，最長時間的要三個小時。雖
然我們志工與班上的小朋友相處只有一個星期，但感情真的好像血
濃於水，不斷跟我們分享從家中或小賣部買來的食物，把最寶貴的
文具送給我們，最感動的是在我們去家訪的途中，我們初體驗乘搭
殘舊的校車在崎嶇陡峭的路上熬，學生們怕我們不習慣主動上前替
我們背上與他們體重相若的背包，然後緊握著我們雙手，這個畫面
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用千言萬語也不能說出心中的感動，在沿途
中我們一直分享彼此的事，之後發現原來在尼泊爾滿 16 歲的女孩子
可能在父母的安排下被迫結婚，有些小朋友父母可能已經供不起他
們讀書被迫工作，有一句説話令我最感觸的是 I really enjoy going 
to school. It is the happiest moment in my life but I cannot 
go to school next year. 聽到這句話後，我很同情這個小朋友的處
境但亦都很無助，我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他，我當時只把他緊緊抱在
懷裏，希望暫時可以安撫他。

是真的值得讓人反思，為什麼自己生活在豐裕的家庭中，在穩定的
資源和齊全的設備下仍然身在福中不知福？為什麼他們在艱辛的環
境下，在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方向和生活方式下他們比我們活得更
開心？雖然暫時我們不能為他們提供大的幫助或資助，但我希望透
過分享這小小的故事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地方，讓更多人集腋成裘提
供不同的資助去幫助他們有更好的學習環境和資源。

2018 夏 吳家樂

Photo Credit 磐石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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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那最溫暖的角落

兩年是一個很特別的數字，何等的幸運能再次踏上這片土地。
從下飛機感受到尼泊爾冬天的刺骨，到十六天後充滿不捨地讓海關
蓋下出境章的那刻，心中的悸動都從未褪去。
國三時，得到了人生能留下的「只有一個人給予出愛和幫助」，我
因著這份體悟，跟隨著協會的腳步來到希望理解自己到底能有什麼
能力改變、幫助周遭，在群星閃爍的感動下，我向自己約定兩年後
要再回到這個地方！

因為約定、因為內心兩年來的迷惘與混亂、因為一個改變的決心，
我希望再次在這個經驗中尋找到什麼，而這次，我也真的找著了！
第二次來服務，我頓悟短期服務的我們從來就不是服務的那個，反
而是我們不斷地接受當地人的祝福、愛、關心還有對我們生活起居
的協助。我們才是那個，不斷接受的被給予者。起初這樣的體悟，
令我感到洩氣與無所適從，但在和身旁夥伴的長談、與自己的對話
中，我想短期服務的意義乃在於我們這些志工的學習，在過程中改
變自己、昇華自己的價值，在得著之後得到一分助人的理念。
那是種植在心中的一株希望的萌芽，當它在日後成長茁壯，我們也
能夠著實地去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甚至是社會。

從兩年前接觸孩子的那刻，到回國後時不時翻著協會的照片，找尋
著孩子們的身影，再推移至來到山上十一天中，終於再見到你們的
臉龐，感覺好不真實。兩年來我不曾忘記過你們每個人，也把那段
回憶連同你們放在心扉中最重要的位置，好開心能見證你們的成長，
雖然有些人走了，但大部分的人仍平安健康地在這所小學學習著。
打從心底的愛著你們每一個人，好感動還能與你們共處這十天，兩
年前的記憶依舊清晰，我也如同昔日，盡力的把自己能給的東西都
給你們。

雖然有時太吵，失控到令人無所適從，但真的，不改變我對你們每
一個人的愛。或許我不是與你們每一個都交情深厚，但我仍愛著每
一個可愛的孩子。

2018 冬 高士婷

Photo Credit 高士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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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單純的快樂和幸福，就在這裡被發現。用時間的甕釀造的情誼，
不論是與小孩或團隊的夥伴，竟然比兩年前更濃醇而深切，我也很
驚訝。珍惜是什麼？單純是什麼？在這裡都有了最深刻的詮釋。好
久沒有放聲大笑，用快樂的心情結束一天，跟著歡樂的團隊與充滿
愛的小學的一切，每天總有好多的喜悅，而每個瞬間都燦爛的令人
想哭。例如看到壯觀的喜馬拉雅山脈還有日出；例如和大家躺在大
石頭上，遙望滿空星星閃爍；例如每天早上唱國歌禱告時，認真虔
誠的臉龐；例如牽著班上小孩的手，感受微風的吹拂，走入山區的
村落；例如這群小孩還琅琅上口兩年前成發的歌；例如我因為離別
而嚎啕大哭時，單純的他們用各種溫暖的方式表達自己對你的喜愛
和安慰…

迷霧中才知道晴天的蔚藍，漆黑中才知道微光的溫煦。十六天的旅
程中我被源源不絕的愛包圍，從兩位很棒的領隊、兩位長期志工、
夥伴、小孩、溫暖的當地人、山上小學的回憶中，也得到許多感動
和啟發。我在過程中，更清楚知道我是誰，對未來的志氣、對生命
的動力。那份得著，更是我回到水深火熱的世界中，灌溉那乾涸心
靈的清泉，是使我繼續向前奔跑的原動力。當我被沉重的壓力逼至
絕路、當我對現實的複雜感到灰心喪志、當我再次被心中的漆黑壟
罩時，這段回憶、還有 LLES 一切，是那把小火炬，照亮心中的黑暗。
提醒著我知道在暗黑中，仍有那最溫暖的角落，仍有在山上那群活
出愛、活出信仰的人們，試圖為周遭點亮微光。而我也要好好的努
力向前奔跑。

何等可貴！原本走在生命的平行線的我們，就在這璀璨的冬天裡、
單純的時刻中，有了美麗的交集，十幾天中激盪出無數溫暖與歡笑。
我很喜歡尼泊爾國歌的首句：「百萬花朵編成的花環，這就是我們
尼泊爾。」尼泊爾單純而溫暖的人們、和每一個笑容的弧度，也正
如百萬花朵，編成名為尼泊爾的美麗花環。

幸運地踏上這片土地第二次，雖還不敢許下第三次再來的承諾，但
我仍暗暗的希望，許久之後，或許能夠再次來到這個地方，或許我
能以不一樣的身分，回饋什麼給這片土地！Photo Credit 高士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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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旅行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去尼泊爾當國際志工，甚至在報名前連尼泊
爾在哪都不知道，在出發去尼泊爾前，我經歷了很多挫折，接著在
因緣際會之下踏上了這條路，

這條改變我生命的路。

我在那學到不求回報的愛，那裡的孩子們和人們都很熱情，當你用
心的為他們付出時，他們是能感受的到的，雖然有時候語言會有隔
閡，但那種心跟心之間的感覺是很強烈的；在那裡的每一天生活都
很簡單也很規律，雖然生活有時不是那麼方便，但我變得很知足也
很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不再喜歡抱怨。我發現幸福和快樂其實
很簡單，在那裡沒有了網路，人跟人之間的距離變近了，我很享受
跟夥伴們聊天談心的時光，還有跟他們一起躺在大石頭上，看著遠
方的山一起唱著歌，感覺很快樂也很滿足，生活好像本來就該如此
簡單，我們好像把它過得太複雜了。

我在尼泊爾看見了愛是不分國界的，雖然我們的膚色不同，但我們
都是人，我們的愛都是一樣的。在那透過彼此夥伴們之間的分享，
深深體會到生命是能夠影響生命的，我也看見自己生命的價值，第
一次感覺自己真正的活著。

回來後自我反思與收穫：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懂得
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什麼是貧窮什麼是富足？或許有很多人
會認為我們是到一個貧窮的國家服務，或許當我們用世界的眼光來
看待他們的時候會覺得他們是貧窮的，但當我跟他們一起相處時，
我一點都不覺得他們是貧窮的，我反而覺得自己才是那一個貧窮的
人，為什麼我擁有的比他們還多，卻永遠不會滿足與珍惜，這才明
白有幸福在貧窮也會有快樂。挫折有時候也是一種祝福，只是當下
的我們不明白罷了。會不會其實當我們擁有的越來越多時，反而讓
我們更不快樂。

2018 夏 洪家銘

還記得出發前領隊們有問過我們一個問題，當我們離開時最捨不得
的會是什麼？

我想我最捨不得的是我的學生們還有學校的一切，當我們去到一個
國家不是只是去拍拍照，而是能夠為那個地方做些什麼，跟當地的
人們一起生活相處，你對那是會有感情的，是會想再次回到那裡，
我想這才是真正的旅行。

Photo Credit 洪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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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rip had been a blast to me

This trip had been a blast to me, from the start of training 
camp until the departing moment from nepal and from 
the few friends i just met from the camp. To be honest, i 
thought this trip would be really harsh and boring since my 
mom kinda just signed me up before me knowing it, but 
everything from it surprised me. So i had to teach the 7th 
graders for about 6 days, and before that, i thought it’d be 
hard to teach them since they’re becoming a teenager like 
me, but none of them acted like that. They were so interested 
in what i was teaching and so passionate on the lessons, even
though they cheated most of the time. But i could really feel 
their want of learning to not only be smarter, but also help 
their family to have better conditions. I also realized that 
it’s actually really hard to teach yet having some sort of 
fun in there. It was such an amazing trip. I really loved the 
school campus, too.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not getting lost 
the first few days in the school. Eventually got to know the 
school better so it’s cool now. Showering, it’s always a 
fun thing to do at home. It’s more fun when you take it in 
a river full of leeches realizing that you’ll always get bitten 
by it everytime you go shower. I’ve never done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in my entire life. It was a really cool and 
fresh experience. First time walking into lles was surprising. 
I never thought there would be this kind of place for school 
cause i’ve been quite lucky and went to decent

2018 夏 鄧博弘

schools. I’m not saying that the school is bad, but it is not 
what i expected. Despite all the down parts of the school, all 
the staff and Rabin worked really hard to teach the students, 
to offer them help, to mentor them. I was really touched by 
how they sacrificed their time and money, since they get paid 
very little there. I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e did the visit 
to the student’s house and met their parents. They were 
so kind and sharing. I think one mom especially came back 
from work just to meet us and give us food and tea to drink. 
It was really nice of them to even meet us. I don’t think 
this’ll ever happen to any of us in Taiwan or America. I’m 
really thankful for everyone that went on the trip, including 
the leaders, my group members, and anybody that helped 
planning this trip. It was really awesome. I also really liked 
the handbook the association made for us. The content was 
really meaningful to me, there’s quite a bit of life lessons 
i could learn from in there. The activities we had everyday 
no matter it was helping us to do better at teaching or just to 
know each other more was really cool, too. This trip really
meant a lot to me. It changed my view on nepal, and i would 
visit it again if i had the chance. I’m really thankful that you 
guys had this whole thing up.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guys ag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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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自己

十三天的服務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再些服務的日子裡，我真的感
觸很深，我體會到了什麼是「無私」的愛與關懷，說實在的，我活
了快二十年，我真的沒有遇過像他們一樣，能夠對一群「陌生人」
這麼熱情的族群，這完全打破了我對人性的認知。
在去尼泊爾前，我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能夠帶給他們什麼？」、「我
能夠給他們什麼？」、「我給的知識他們是否能夠領悟？」等等之
類的想法，但當我到了那塊美麗的淨土，我發現，我能夠帶給他們
的東西其實並不是知識或技能，更不是物資，而是「陪伴」，因為
跟他們相處，讓我對「陪伴」產生了不一樣的認知；不止是我陪伴
他們，相對的，他們也一直陪伴著我，也讓我找回我自己因為社會
化，而塵封已久的那種「真誠」。
   
 離別的那天，我以為我應該可以處理好自己的情緒，但當要與他們
做最後告別時，我忍不住了，淚水有如水庫洩洪般，不斷留下，看
到我的學生們各個捨不得的神情，我知道我已經在他們心中有了一
點份量，我覺得那已經足夠了，當我要搭上巴士的前一刻，一位學
生用他那小小的手牽起了我的手，他說他不希望我離開，我告訴他，
我沒有辦法在他身畔陪伴一輩子，但我說，當你想起我時，你可以
打開我寫給他們的信，想像我仍然陪在你的身旁，最後他放手了，
那一刻我又潰堤了。
    
這次的旅程，讓我對人生有了不一樣的體悟，與其要說「我帶給他
們什麼」，倒不如說「他們帶給我什麼」，我覺得他們讓我重拾對
人性的信心，也找回了我自己失落的那一塊，當親友問起尼泊爾的
點點滴滴時，我只會說，你一定要自己去體驗看看，才能領悟到其
中的真諦。
   
 明代洪明誠曾於菜根譚有言：「只地有萬古，此生不再得，人生只
百年，此日最易過，幸得其問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不可不懷虛
生之憂；誠然，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唯有讓更多人知道這塊「最
珍貴的角落」，使其在朝陽的照耀下閃耀著熠熠光輝。

2018 夏 羅智群

Photo Credit 吳
思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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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吳思言





願景
我們渴望透過環境、經濟以及教育的方式，

為海外貧困弱勢者的生命帶來希望。

VISION
ASHA would like to bring hope to the underprivileged 

who are li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起源
Asha 團隊的組成，由一群曾經前往印度貧民窟的志工所發起，
因看見了當地的人們在顛沛流離的環境中仍帶著生命的韌性和

燦爛的笑容面對著所有的困境。
回台後志工們延續著這份感動與熱情，

於 2013 年成立 Asha 社會企業，
以透明的運作流程及公平貿易的價值觀，

販售當地手工藝品，持續不間斷的支持偏遠地區的社區營造，
期盼引導當地社區發覺自身力量與生命價值，
最終得以獨立發展，走向更美的生命道路。

Asha 商品的利潤，
將幫助偏遠地區社區營造、婦女就業及孩童就學，

邀請您和 Asha 一起，為生命帶來希望！

ORIGIN
ASHA was founded by a group of volunteers, who went to
 a slum in India and were impressed by the perseverance 

and optimism of those who stay in the slum. 
After these volunteers came back to Taiwan, they decided to offer 
aids to the deprived groups. ASHA was founded in 2013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fair trade and supporting the social commun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SHA imports and retails handcrafts product of 
these countries, hoping that such act will rediscover the potentials of 
these areas and thus, create a self-sustainable economic system for 
those places. It is also hoping that the profit of ASHA could support 

community projects, 
female employment,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Please join ASHA!



在 ASHA 買東西花的錢都去那兒了 ?
Where does the money go for every penny you spent with ASHA?

Where do all the Asha’s income go?  

海外社區轉化經費
於華人磐石領袖協會尼泊爾、印度、泰北三個海外據點，

透過物質、靈性、心理及社會不同方面，
改善當地經濟、教育、衛生或公共衛生等社區狀況。

Funding for Overseas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Revenue of Asha will fund the three overseas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of the Chinese Rock Leadership Association. These projects, 
which are located in Nepal, India and Thailand respectively, are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economy, education,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 of these 

countries. 

當地販售單位利潤
讓提倡公平貿易的生產商、獨立的在地生產者有利可圖，提升其可

持續性，以致促進在地經濟，以及提供弱勢群體就業機會。

Profits for the local manufacturer
ASHA provide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fair trade manufacturers, 
turning them into profitable sustainable businesses, and increasing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prived groups.

生產者個人收入
擁有工作機會，並且可以有個人收看似平凡，但對於世界上很多地
方的人來說是奢侈的，它代表了個人自我價值、獨立生活的基礎和
對未來有選擇的條件。Asha 盼望為海外貧困、欠缺教育及工作機會

的弱勢者的生命帶來希望。

Producers’ Personal Income
Other than the financial concerns, a job also implicates the value, 
independence, and prospect of an individual. ASHA would like to 
bring hope to those suffered from poverty, low education level and 

unemployment. 



加入 ASHA

˙ 官方網站
˙Asha FB: https://www.facebook.com/ashahopes/
˙Asha IG: 帳號 : ashaempower

ASHA 官方網站ASHA FACEBOOK



支持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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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謝智謀    
總編輯：陳紀安、王玲雅  
文字校稿：陳靖雯、劉智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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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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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