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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蓋學校，讓山上的孩子有機

會受教育。」那時，這裡除了樹

林，還是樹林。神垂聽了老爺爺

的禱告，一連串幫助尼泊爾的

宣教計畫就此啟動。2從捐地、

蓋教會、3 2005年建立LLES學

校，隨後有謝智謀老師加入，藉

著在 2012年成立的磐石協會，

展開為期九年、以信仰為中心的

社區轉化計畫：從教育、社區，

乃至公共衛生與信仰教育。

「不受教育，沒有希望；沒

有耶穌，沒有生命。」這是謝智

謀老師從神領受，前往尼泊爾

用行動服事「最微小肢體」的 

初衷。

跟著藍圖建造

2013年暑假，是這個計劃

的第三年。LLES學校裡的一磚

一瓦，都在見證與訴說三年來的

改變。「學校頂樓的儲水槽，是

在計劃開始的第一年（2011年）

蓋成的。以前因為缺水，短宣隊

只能在學校待一天。」

由於社區所在的水源地，

被滿是動物屍體的病毒和痢疾桿

菌所汙染，LLES建校初期，便

興建儲水槽，盼乾淨的飲用水能

降低死亡率。而原本的教室用簡

陋的鐵皮搭建，強風一來，教室

屋頂就容易掀翻。今年寒假，團

隊重回當地，協助該校興建兩間

較永久性的磚瓦教室。望著即

將完工的新校舍，引導員說：

「我和同學募得人生第一桶金，

一百二十萬台幣，為學校蓋新校

舍。」一位十三歲的志工伙伴則

告訴我，「我今年冬天來這裡服

務學習，就是負責搬磚頭和水

泥，協助新校舍的建設。」另一

位伙伴，則是從計畫一開始便參

與其中，她說：「看著學校的改

變過程，就像生孩子一樣。」

過去的建造與故事，也影

響了 2013年參與服務的我們。

因為新校舍即將完工，我們服務

的項目之一，便是為新舊校舍粉

刷彩繪牆面。無論是粉刷牆壁或

刮除舊校舍青苔，這些看似重

複、簡單的動作，對我和伙伴而

言，充滿了意義。因為我們是在

前人的基礎上接續建造，如同

謝老師所說：「這個社區的樣貌

讓　生　命　發　聲

▌這是學童上學的必經之路，也是見證當地改變的
恩典之路。

▌跟著藍圖裡建造：前排是舊校舍，中間是教堂，後排正在興建的是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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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放在藍圖中，不斷運轉與 

改變。」

收進書包裡的那一雙鞋

除了參與硬體建設，我們

也攜帶一些物資進到LLES。出

發集合當天，每個人的裝備袋都

重達二十公斤，除了少量個人用

品，其餘空間放滿了教具，以及

給當地的物資：羽球拍、排球等

運動用品，還有送給學生的鞋

子。那時的我，只感受到裝備袋

沈重，還無法真實體會鞋子在孩

子心中的重量。

進到學校，逐漸明白鞋子

之於孩子何以如此寶貴。一位志

工伙伴告訴我，她招呼鞋子掉了

的孩子停下，要幫他穿鞋。這才

發現，鞋底早已磨破。這孩子每

天要走好遠的路上學，這雙鞋根

本無法保護雙腳。她一想到，便

不禁鼻酸。

發鞋子時，發生一個插

曲。原本教育營計劃第一天發送

鞋子給幼稚園小朋友，因當天是

印度教假日，許多孩子請假參加

節慶活動，所以校方決定隔天發

鞋。由於部分班級搶先發了，為

避免重複取鞋，校長決定將發出

的鞋子收回。收鞋時，有小朋友

直說自己沒有拿到，後來校長走

到他旁邊，不發一語，從小書包

取出鞋子。對孩子來說，這是他

近年來唯一的新鞋，太珍貴了，

怎麼捨得讓人收回？

隔天，因為臨時調到幼幼

班支援，我便在班上發送我裝備

袋中的鞋子。我一一唱名，幫孩

▌由台灣志工彩繪的校舍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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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脫去沾滿黃土的舊鞋、試穿新

鞋。看著孩子們臉上，因這些來

自台灣的鞋子，露出滿足的表

情，我的心中充滿震撼。看似不

起眼的付出，卻是最真實的服務

與給予，愛就透過小小的禮物，

在生命間流動。 

從對方需要出發的服務與教學

我們在這裡服務、教學，

也在這裡生活。我們大部分不是

教育相關科系出身，然而每個人

都被賦予責任，獨立完成各科教

案寫作，並以英文教導當地師

生。這是挑戰也是學習。設計教

學方案、培養獨立完成教案的責

任感是學習，如何以不熟悉的

語言與另一群人建立關係則是

挑戰。記得教育營開始的第一

天，面對失控、無法管理的小

孩，許多人都累壞了，充滿挫

折。然而，在每一天教學的過程

中，我們不斷反思，「不到一週

的教學，我們究竟能帶給孩子什

麼？」我們漸漸發現，以多元的

方式讓學生學習課本裡的知識，

是教學的一部分，但是好的生活

習慣、品格與信仰價值，更是能

留在孩子生命中的祝福。

除了反思教學，每一晚團

隊聚集時，我們也常有機會重新

思考什麼是服務—了解對象的

需要，用適合他們的文化、方式

與內容來陪伴，而非帶來服務污

染。我們「給」的東西，應該是

對方真正需要的，而不是我們認

為他們需要的。例如，尼泊爾人

沒有吃午餐的習慣，中午只吃點

心和餅乾，我們就不應該以自己

的文化習慣思考當地人的需要。

此外，因為我們二十四小時都住

學校，也被挑戰思考「當孩子的

學習空間，成為我們的住宿空

間，我們要給別人看見的是什

麼？」服務，不只是白天相處與

教學的那幾個小時，而是我們在

這裡生活的每一刻，要怎樣活在

別人面前。

然而，對於服務最深刻的

體會，卻是來自LLES師生。我

們從他們身上學會甚麼是服務，

甚麼是熱情款待。抵達學校那天

下午，山上細雨綿綿，小朋友與

師生主動、熱情地為我們扛裝備

袋。老師下廚做道地的尼泊爾食

物，接待我們這群遠道訪客。為

了顧慮我們的安全，男老師輪班

留守學校，在沒有門窗擋風禦寒

的教室內過夜。我們來尼泊爾服

務，卻又是在這群單純又良善的

師生身上學習服務。

王玲雅，尼泊爾服務學習

的引導員，說：「從校長與老

師，看到謙卑服事的生命。團隊

中有人身體不適，校長就連同老

師趕快佈置較舒適安

歇的床；當雨水大到

堵住排水孔，學校因

連續下雨快要造成淹

水時，就立刻處理排

水問題； 當成員要搭

車離開時，老師們幫

忙搬行李和打掃乘車

環境。在尼泊爾看見

『世界有多大，腰就彎

得有多深』。 」

讓　生　命　發　聲

▌從台灣帶去贈送的新鞋。 ▌孩子穿上新鞋後滿足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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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純粹的山居歲月

若說，跨文化的語言溝通

與教學是難題，對於來自台灣、

在都市成長的我們而言，適應山

上生活也是一大挑戰。

「當不再理所當然地擁有水

源與電力時，什麼是生活？該

怎麼過？一堆問號自然浮現出

來」，山中生活，就從這個問題

作為起點。

打地鋪、睡睡袋，忍受一

些不舒適（如腳上的沙土永遠

都拍不乾淨），適應沒有電的生

活，是基本款。抵達學校第一

晚，團隊分享時間，大家因發電

機跳電而一陣驚呼、手忙而且腳

亂。後來，幾乎每天晚上都發生

同樣的狀況，大家處變不驚，一

旦跳電，立刻有默契地拿出手電

筒，帶著手電筒刷牙盥洗也不是

難事。

然而，水資源有限則不那

麼容易適應。我們得努力讓每一

滴水發揮最大功能。例如：洗手

的水留著洗碗，再使用這些水沖

廁所。由於淋浴間的儲水槽水量

有限，我們多以擦澡代替洗澡。

此外，牙膏、洗面乳會不會破壞

環境，成為很實際且重要的問

題。「如何以盡量不破壞山上環

境、不造成服務污染的方式生

活」，是山上生活的第一個體會。

山上的生活簡單而規律，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伙伴如

此分享：「尼泊爾的生活是順應

▌什麼是服務？服務是給予，服務是彎腰，服務是生活。

▌劉昊的小兒子劉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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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的。但是在台灣生活的

我們，卻已習慣對抗自然，晚上

可以開燈到半夜，白天再拉起窗

簾來睡覺⋯⋯」。順應自然作息

與生活，是在這裡學到的第二 

件事。

此外，山上缺電，也收不

到網路，手機跟電腦突然成為身

外之物。我們的目光卻得以轉向

自然，也有更多機會停下來跟人

聊天互動，享受創造的美善。

無論是眺望遠方山巒、靄靄白

雪的群山（還有藏在雲霧裡的喜

瑪拉雅山），或俯看座落山河間

的波卡拉市區，都是難以言喻的

震撼與感動！學校老師的住宿環

境簡單，但一走出房門，滿山的

綠便盡收眼底。少了科技產品，

擁有創造的自然與美麗，原來是

另一種富足。這是體會到的第三 

件事。

照亮生命改變生命的服務學習

照亮生命英語小學從 2005

年成立至今，已經八年，尼泊爾

服務學習計畫也進入第三年。許

多參與者的生命在服事的過程中

被改變了。

重新省思生活

洪楷歆，志工，國中二年

級，他說：「當地人的生活雖然

簡陋，卻很知足。他們不會抱

怨，不會覺得自己辛苦，台灣的

小孩卻不是這樣。或許我們覺得

他們貧窮，但在某方面，他們比

較富裕、快樂—開心的上山遊

玩，而都市小孩卻只坐在電腦

前。在台灣，我們不會向路過的

人打招呼，但在這裡，即使是我

們不認識的學生，也會和我們打

招呼、聊天。這是他們與我們的

差別。」

	 38	校園
	 	 2013	/11、12月號

讓　生　命　發　聲讓　生　命　發　聲

▌山上生活：小志工努力刷洗鍋具。 ▌下雨時，你洗碗我打傘。 ▌洪楷歆為了彩繪正努力清除牆面 。

▌即使下雨天，孩子也會起個大早、走上一兩個小時來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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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展開行動

智謀老師說，因為尼泊爾

服務的經驗，志工開始衍生其他

服務的構想。一位志工回台灣

後，決定為LLES募巴士，希望

讓孩子下雨天上學不這麼辛苦。

另一位大學生志工則做了一個

「赤腳徒步環島」計畫，想藉此

更多體會尼泊爾孩子的需要。

參與者信仰生命成長

十多天朝夕相處的團隊生

活，許多志工的信仰生命產生改

變，有的重新回到教會，有的願

意進一步認識信仰。

 

透過教育，帶來恩典與祝福

學生人數增多

校長說，剛開始時，學校

只有九位學生，篤信印度教的家

長擔心這是「基督教」小學，

不敢送小孩來。後來因 LLES

辦學品質好，學生越來越多，

到 2013年夏天，已有一百四十

多位學生。此外，LLES收費低

廉，經濟負擔相對較小，4學童

與家庭更有機會脫離貧困。

孩子的世界被打開

回到先前提到的問題：

「不到一週的教學，我們究竟

能帶給孩子什麼？」謝老師

說，接觸台灣志工，孩子的世

界因著不同的生活經驗，開 

始有了夢想；教育上的多元刺激

也讓他們產生更多創意。在一個

連圖畫紙、色筆都沒有的地方，

孩子卻可以參與畫畫比賽。

基督徒人數增長

2003年，整個山區只有那

位老爺爺是基督徒。十年後，當

地已有五十位基督徒。尼泊爾各

地，基督徒人口也快速增長。根

據統計，在 1970年，基督徒只

佔0.1％人口比例，到2013年為

止，已達 2.2%。整個尼泊爾服

務學習計畫，是出於上帝的感

動，參與在上帝的行動中。

離開LLES那一天，學校安

排了各年級學生成果展。三年級

的孩子獻唱了You Are My All in 

All，聽著孩子們的歌聲，想起

孩子們每天朝會大聲背誦的主禱

文，我知道，即便許多孩子因為

家中信奉印度教，週末不能走進

教堂參加崇拜，但是藉由基督徒

校長與老師的生命，福音的種子

開始萌芽，神已經在工作。上主

之名在群山之間傳揚，基督的十

架在日光下、星空間，繼續被 

高舉。 

「因我們上帝憐憫的心腸， 

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

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

上。」（路加福音一78-79）       v

▌福音的種子，在每日早晨學生背誦的主禱文中，開始萌芽。

附註：

1. 教育營是以服務學習為目標，以

教學為導向，與其它以活動為導

向的夏令營不同。

2. 這屬於台灣浸信會聯會在尼泊爾

境內扶貧計劃的一環 。

3. 建教會之前，老爺爺下山到波卡

拉市區聚會必須花三小時。

4. 當地人會優先選擇私立小學而非

公立小學。以幼幼班來說，LLES

一個月學費為七十五元盧比（約

等於二十五元台幣），波卡拉市

區私校則是五百元盧比（約等於

一百六十六元台幣）。然而，60%

的家庭仍無法負擔學費，學費由

來自台灣的募款來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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